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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永續性報告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提供各種規

模、各類行業、各個地區的組織在編撰永續性報告時參考的

報告原則、標準揭露和實施手冊。

本指南也是一份國際性的參考文獻，並適用於有意揭露

其治理方法和環境、社會與經濟I績效及衝擊II的組織。本指

南也可用於製備要求揭露類似資訊的任何類型文件。

本指南包括兩部分：	

	� 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 實施手冊	

第一部分：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包括報告原則、標準

揭露以及「依循」本指南編製永續性報告書的準則。此外，

也包括關鍵名詞的定義。

第二部分：實施手冊，包括如何應用報告原則、如何準

備要揭露的資訊、如何解釋指南中的各項概念。此外，還包

括對其他來源的引用、名詞解釋和一般報告時的注意事項。

組織在編撰永續性報告時，應參考「實施手冊」。

	I.		永續性的經濟面向係關注在組織對其利害關係人的經濟狀況以及對當

地、國家和全球經濟體系的衝擊，並不是聚焦在組織本身的財務狀

況。

II.在本指南中，除非有其他的陳述，「衝擊」一詞意指對經濟、環境和社

		會的顯著衝擊，泛指正面、負面、潛在、直接、間接、短期、長期、有意、

			無意的衝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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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手冊」提供以下重要資訊：

	� 如何瞭解、解釋和使用「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中提及的

概念

	� 如何選擇和編製最終報告中揭露的資訊；在編製報告的過

程中可以參考那些文獻

	� 如何應用報告原則

	� 如何鑑別重大考量面及其邊界

	� GRI報告的內容對組織執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

業指導綱領」（2011年）和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2000年）有何幫助

本文件中，引用「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或「實施手

冊」的頁碼均予以明確說明。

「實施手冊」第237-242頁列出了全部參考文獻。	

「實施手冊」第244-254頁的詞彙表列出了全部詞彙的

定義。

電子版文件使用者請注意： 

本文件中包含以底線標出的定義。點擊後即連結到詞

彙表中對相關定義的解釋。要回到前頁，請點擊鍵盤上之

「alt+左鍵」。

		本「實施手冊」中可找到以下內容：

3. 報告原則

4. 標準揭露，分成以下兩類：

 4.1  一般標準揭露	

	– 策略與分析

	– 組織概況

	–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 利害關係人議合

	– 報告書基本資料

	– 治理

	– 倫理與誠信 

 4.2  特定標準揭露 

	– 管理方針揭露指引

	– 指標和考量面特定的管理方針揭露指引

5. 參考文獻

6. 	詞彙表

7. 一般報告注意事項

8. G4指南內容的制定

2
如何使用
本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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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原則是達成永續性報告透明度的基礎，因此，所有

組織在編撰永續性報告時均應適用之。「實施手冊」描述組

織依據報告原則編撰時須遵循的流程。

報告原則分為兩類：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和界定報告品

質的原則。

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最主要是引導組織界定報告應涵蓋

的內容，將組織的活動、衝擊、利害關係人的主要期望和利

益因素納入考慮。

界定報告品質的原則為指導組織如何確保報告資訊的

品質，亦包括適當的表達方法。該報告的資訊品質攸關利害

關係人對組織績效作出健全而合理的評估，及採取適當的行

動。

每項原則由定義、應用原則方法的說明和檢視所組成。

檢視主要作為自我診斷之工具，並非作為報告之特定揭露事

項。

3
報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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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以下原則應一併使用以界定報告的內容。這些原則一併使用的應用方法，可詳「實施手冊」31-40頁的G4-18。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原則：組織應釐清自己的利害關係人，並在報告中說明如何回應他們的合理期望與利益。

指引

應用原則：	

利害關係人指的是根據合理期望，會受到組織活動、產

品和服務有顯著影響的實體或個人。合理期望他們的行為將

會影響組織能否成功落實策略以達成目標。利害關係人也包

括根據法律或國際公約，有權向組織提出合法主張的實體或

個人。

利害關係人可以包括為組織投入的人（如員工、股東、

供應商），也包括與組織有其它關係的實體或個人（如當地

弱勢群體、公民社群）。

利害關係人的合理期望和利益是報告編撰過程中許多決

定的重要參考因素。但是，並非所有利害關係人都會使用此

報告。因此，組織既需考慮會使用此報告之利害關係人的特

定利益及期望，也要對所有利害關係人更廣泛的期望負責，

儘可能平衡兩者間的關係。

對於某些決定，如報告範疇或考量面的邊界，組織應考

量到更廣泛的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例如：有些利害

關係人無法直接表達對報告的觀點，而由代理人提出所關切

的問題。另外，也可能有一些利害關係人選擇其他溝通和參

與的管道，而不對報告直接發表意見。

上述這些利害關係人的合理期望和利益都應在決定報告

內容時加以考慮。但是，其他的決定可能需要更加考量那些

合理期望會使用報告的利害關係人，例如：說明到何種詳細

程度對利害關係人是有用的，或在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期望下

如何清楚揭露資料。將這些決策的程序與方法記錄並文件化

是十分重要的。

組織可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過程視為瞭解利害關係人

的合理期望和利益的工具。組織通常會常態性的舉行與不同

的利害關係人議合，為報告決策取得有用的資訊。例如：組

織為了遵守國際公認的標準、或持續公佈組織及業務進展，

而進行利害關係人議合。此外，組織也可專門為了編製報告

而執行利害關係人議合。組織也可利用其他方式，例如：媒

體、科學社群，或透過同業合作，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這些方式都有助於組織更清楚地瞭解利害關係人的合理期望

和利益。

以製作報告為目的而進行之利害關係人議合時，應當以

系統化或一般公認的方式、方法論或原則為基礎。組織所採

取的方式應要充分有效的確保利害關係人的資訊需求被適當

的理解。

利害關係人議合必須能夠確保利害關係人的直接參與，

並且能以直接的方式取得他們的看法和意見以及更廣泛的社

會大眾之期望。組織面臨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意見、期望

可能會有所分歧，因此組織可能需要說明如何於這些衝突和

差異取得平衡而做出適當的報告決策。

為使報告取得保證/確信，應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過程

記錄並文件化，其記錄應當包括如何決定出應參與議合的利

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和時間、該議合如何影響報告內容和

組織的永續發展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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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能對利害關係人予以釐清以及議合，則對所有利

害關係人而言，報告內容可能有所不妥，以致全然不可信。

從而影響到整體報告的可信度。相對的，透過系統性與利害

關係人議合，可以提高利害關係人接受程度，以及報告的可

用性。如執行得當，可促使組織內部和外部雙方不斷學習，

並對各類利害關係人更加負責，且可加強組織與利害關係人

之間的互信，從而提升報告的可信度。	

檢視：

	� 組織能描述應該對那些利害關係人負有責任

	� 報告內容參考組織在常態性活動中導入利害關係人議合	

（也是營運所在地的法律和制度架構的要求）之結果

	� 報告內容參考組織專門為編製報告而進行利害關係人議合

的活動結果

	� 與編製報告決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議合活動應與報告的範

圍及考量面邊界一致	

	�

 �

永續性的脈絡

原則：報告應呈現組織在永續性的脈絡中之績效。

指引

應用原則：	

提供績效資訊時應包含相關的背景說明。永續性報告

的根本問題是揭露組織如何對當地、區域以至全球的經濟、

環境及社會情況、發展及趨勢作出改善或降低破壞。只報告

個別績效（或組織效率）的趨勢，無法回應這根本問題。因

此，報告應尋求呈現概念更廣的永續性相關之績效，此包含

討論組織在不同行業、所在地、區域以至全球的環境中而有

環境或社會資源的限制及需求，來討論組織的績效。例如：

除了報告生態效益的趨勢外，組織也可對照所在地區生態系

統對污染物的負荷能力，並揭露自身的負荷程度。

在全球對資源使用和污染標準的環境限制方面，此一概

念往往最為清楚。但是，此一概念也可能與社會和經濟目標

具有相關性，例如：全國或國際社會經濟和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組織可能說明員工薪資和福利水準，對比全國的最低

和中等收入水準，以及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保障貧窮線以下或

接近貧窮線人士的能力。

組織中分布於不同地區、規模、行業者需要考量，如

何在更廣泛的永續性脈絡下，以最佳方式建構整體績效。為

此，可能需區分為具有全球衝擊的議題或因素（如氣候變

遷），與影響區域或當地較大的議題或因素（如社區發展）

。當報告的議題對當地具有正面或負面的衝擊時，說明組織

在不同地點是如何衝擊當地社區是很重要的關鍵。同樣的，

組織於分析績效時可能也需要區分不同業務產生衝擊的趨勢

或模式，並且考量不同地區的差異。

組織自身的永續發展和商業策略提供了分析績效的背

景。報告中應當明確說明永續發展和組織策略之間的關係，

以及何為其績效報告之內容。

檢視：

	� 組織表達其對永續發展的認知、如何達成目標，以及針對

報告涵蓋的議題如何取得現有客觀的資訊以衡量其永續發

展

	� 組織在說明績效時，所參考相關行業、當地、區域或全球

出版物中以反映更廣泛的永續發展情況和目標

	� 組織報告績效的方式，應儘量說明組織在相對應之地區中

所產生的衝擊和做出貢獻的程度

	� 報告描述永續發展議題如何與長期的組織策略、風險和機

會(包含供應鏈議題)相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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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

原則：	報告應涵蓋以下考量面：

  • 反映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 會實質上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和決策

指引

應用原則：	

可供組織說明的議題眾多。相關的議題內容，應是可以

反映組織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顯著衝擊，或影響利害關係

人之決定，而將此議題納入報告內容中。重大性將是協助組

織衡量考量面是否值得揭露的重要門檻依據。此外，並非所

有重大議題皆為同等重要，因此報告應突顯出重點，反映這

些重大考量面相對的優先順序。

在財務報告中，一般認為重大訊息是影響財務報告使用

者（尤其是投資者）對經濟決策的最低門檻，這一門檻對永

續性報告也很重要，但涉及的衝擊和利害關係人更為廣泛。

永續性報告中之重大性不僅限於對組織具有顯著財務衝擊的

考量面。

決定永續性報告中的重大性，還需要考慮對永續發展能

力（既能滿足現在的需求同時也不損害未來下一代的需求情

況下）所產生之經濟、環境、社會衝擊的作用是否達到了一

定的具體程度。這些重大考量面往往會對組織產生短期或長

期的顯著財務影響，因此，對於密切關注組織財務狀況的利

害關係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要確定某個考量面是否具有重大性，需要綜合考量內、

外部因素，包括組織的整體使命和競爭策略、利害關係人直

接表明的關注程度、廣泛的社會期望、組織對上游（如供應

鏈）和下游（如客戶）的衝擊。此外，還需考量組織應遵守

的國際標準和協議要求。

在評估反映顯著經濟、環境、社會衝擊，或是影響利

害關係人之決策資訊的重要性時，都應當考慮這些內、外部

因素。為此，可採用多種有效的評估重大性之方法。一般而

言，「顯著衝擊」是指專家群體長期關注的議題，或使用現

有工具（如衝擊評估方法或生命週期評估）所鑑別的議題。

組織若認為某些衝擊很重大，需要積極的管理或控制，即可

認為是顯著衝擊。

報告應當強調最重大之績效資訊，其他適當議題也可包

含，但應當主次分明。報告中應說明組織如何確定不同考量

面的優先順序。

除了指引所提到的報告考量面之選擇外，重大性原則也

適用於指標的使用。

揭露績效資料數據時，報告的廣度和深度不盡相同。整

體而言，在決定如何說明資料數據時，應考慮這些資訊的重

要性是否也有助於組織績效的評估，並有助於後續適當的比

較。

說明重大考量面可能需揭露供外部利害關係人使用的

資訊，這些資訊有別於日常管理中使用的內部資訊。儘管如

此，報告中還是應當包括此類資訊，供利害關係人做出評估

或決策，或支持與利害關係人議合因而可能導致顯著影響績

效的行動，或成為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關鍵議題。

檢視：

定義重大考量面時，考慮以下因素：

	� 經認可的專家或具有適當資格的專家團體的詳細調查，鑑

別組織永續發展的衝擊、風險或機會（如全球暖化、愛滋

病、貧困等）的合理評估

	� 利害關係人就永續發展提出的主要焦點、議題和指標（如

當地弱勢團體、公民社群）		

	� 同行和競爭者揭露該行業之重要議題和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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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組織及其利害關係人具有策略性意義的相關法律、法

規、國際協定或自願協定

	� 組織內主要的價值觀、政策、策略、經營管理系統、長期

和短期目標

	� 特別與組織攸關的利害關係人（如員工、股東、供應商）

的利益和議題

• 組織面臨的顯著風險

• 促進組織成功的關鍵因素

• 組織的核心競爭力及其促進永續發展的方式

優先順序

• 報告應當對重大考量面和指標排定優先順序

考量面優先順序的示意圖圖1 

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影
響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評
估
和
決
策

完整性

原則：報告所揭露的重大考量面以及報告邊界的設定，應當足以反映組織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的顯著衝擊，並讓其利

害關係人評估組織在報告期間的績效。

指引

應用原則：	

完整性的概念主要涵蓋範疇、邊界及時間三方面，亦可

指資訊蒐集的方法（例如：確保所編輯的資料涵蓋組織內部

所有實體，以及所有具有顯著衝擊的組織外部實體、組群或

相關因素），以及資訊呈現的方式是否合理及恰當。關於這

些議題的報告品質，將在準確性和平衡性的原則中另詳細說

明。

「範疇」指報告所涵蓋永續發展的考量面。報告中全部

的考量面及標準揭露，應該足以反映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

著衝擊，也能夠讓利害關係人評估組織的績效。在確定報告

中的資訊是否充分時，組織應考量利害關係人議合的結果，

以及可能未在其中直接呈現之社會整體的期望。

「考量面邊界」是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衝擊範圍的描述。

在設定邊界時，組織應考量對組織內、外部的衝擊。不同的

考量面，邊界也會不同。

「時間」指在報告規定的報告期間內所選擇的資訊應當

具完整性。在可行的情況下，組織應儘量揭露報告期間內所

發生的各種活動、事件及衝擊。此包含某一些活動雖然短期

衝擊有限，但長期可能會有嚴重或合理預期將導致不可避免

或不可逆轉的累積效應（如生物累積性或持久性污染物）。

在預測未來的衝擊時（包括正面及負面衝擊），資訊應建立

在合理推測的基礎上，並能反映可能衝擊的規模和性質。儘

管這類推測本質上具有不確定性，但只要明確的指出推測依

據和限制，便可為決策提供有用的資訊。即使這些衝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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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在未來發生，但揭露其性質與可能性，係與組織為達到

平衡且合理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報告目標一致。

檢視：

	� 報告中考慮組織內、外部的衝擊，包括所有根據重大性原

則、永續性的脈絡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確定的重要資

訊，並排列優先順序

	� 報告內容應涵蓋所有在報告期間內產生顯著衝擊之資訊，

以及某些已預估可能無法避免或不可逆轉未來可能產生之

衝擊

	� 報告中未省略會影響或有助於利害關係人進行評估或決策

之資訊，也不省略可反映重要經濟、環境及社會顯著衝擊

的相關資訊

3.2	界定報告品質的原則

以下原則提供如何確保報告資訊品質之選擇，亦包括適當的表達方式。決定報告內容準備之過程應與原則之規範一

致，這是達成資訊透明的基礎。資訊的品質好壞攸關利害關係人對組織的績效作出明智而合理的評估，藉此採取適當的行

動。

平衡性

原則：報告應客觀地反映組織的正、反兩方面之績效，讓各界對組織的整體績效做出合理評估。

指引

應用原則：	

報告內容的整體表現方式，應當持平地反映組織績效的

整體情況。報告應避免某些刻意選擇、省略或表達方式，當

這些動作有可能會過度地或不當地影響讀者決定或判斷。報

告應一併揭露有利和不利的結果，並按其相對應的重要性，

揭露會影響利害關係人決策的資訊。報告也應明確區分事實

的陳述與組織對資訊的解釋。		

檢視：

	� 報告一併揭露有利與不利的結果與考量面

	� 報告中資訊的呈現方式，讓使用者看到組織逐年績效的正

面或負面的趨勢

	� 報告中的各考量面的強調程度應與其重大性成比例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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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較性

原則：組織對於報告中各議題及資訊的篩選、整理和報告形式應遵循一致的標準。資訊呈現的方式，應讓利害關係人

可分析該組織長期績效，並與其他組織進行比較分析。

指引

應用原則：	

可比較性係績效評估必要的因素。使用報告的利害關

係人，應當能夠將組織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與前期績

效和目標相比較，而且儘可能地與其他組織之績效做比較。

報告之一致性，將使內部與外部單位可標竿比較該組織的績

效與評估其進展，以作為評比活動、投資決策、宣傳計畫和

其他活動的一部分。比較不同組織績效時，應對某些因素特

別留意，如組織的規模、區域的影響，以及其他可能影響組

織相對績效的因素。必要時，報告編製者應考慮提供背景資

料，幫助使用者瞭解可能導致不同組織績效差異的因素。

為提供報告在不同時期的可比較性，需要在數據的計算

方法、報告的編輯形式、資訊準備的方法及假設等保持一致

性。因對組織及其利害關係人重視的考量面之相對重要性會

隨時間而改變，其報告的內容也將逐漸演化。

不過，在重大性原則的規範下，組織應儘可能保持報告

之長期一致性。組織應提供總量（即絕對數據，如多少噸廢

棄物）及比例（即常態化資料，如每單位所產生的廢棄物）

，供分析比較之用。

當報告之考量面的邊界、範圍、報告期間的長度或內容

（包括任何指標的設計、定義和使用）有變更時，則組織應

在可行的情況下，重新訂定目前的揭露項目並補充相關歷史

資料（反之亦然）。從而確保資訊及分析比較仍是可靠並具

有重大性意義。如未進行重訂，則應說明原因，及解釋對目

前揭露項目的影響。

檢視：

	� 報告中的資訊可按照年度比較

	� 組織的績效可與適當的基準比較

	� 不同報告期間的報告在考量面的邊界、範圍、報告期間及

內容上若有任何顯著變化，可在報告中指出並解釋

	� 報告在編排、衡量及揭露資訊時，採行公認的協議（如

有），包括GRI指南中所列的資訊

	� 報告採用GRI行業揭露（如有）

準確性

原則：報告資訊應充分準確及詳盡表達，以供利害關係人評估報告組織的績效。

指引

應用原則：	

對經濟、環境、社會等管理方針揭露(DMA)及指標，可

以用各種方式呈現，例如從定性說明到定量的衡量等。決定

準確性的特性會因資訊的性質及因資訊使用者而有所差異。

例如，定性資訊的準確性，主要取決於資訊揭露上的透明、

詳細與平衡程度。而另一方面，定量資訊的準確性可能取決

於資料蒐集、編排及分析資料所採用的特定方法。準確性的

程度要求取決於資訊的用途。相對來說，某些決策會需要準

確性較高的資訊。

檢視：

	� 報告指出經過量測的數據

	� 報告充分說明數據量測的方法及計算基礎，其量測應能被

重複並產生相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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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量數據的誤差幅度不足以嚴重影響利害關係人對績效作

出適當且充分考量過後的結論

	� 報告指出那些是以估計方式產生的資料、估計的基本假設

和方法，或那裡可以找到該資訊

	� 報告中定性陳述應透過其他已報告的資訊及其他可取得的

證據來驗證

時效性

原則：組織應定期進行說明，提供即時資訊，供利害關係人即時作出決策。

指引

應用原則：	

資訊是否有用，與揭露資訊的時機能否讓利害關係人有

效地據以納入決策考量息息相關。所謂的揭露時效，是指報

告是否定期，以及是否與報告中所記載之事件實際發生的時

間接近。

雖然持續不斷地發佈資訊將有利於滿足特定目的，但組

織更應致力於定期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提出綜合性的

揭露。報告的頻率及報告期間應保持一致，才可確保資訊長

期的可比較性和報告的可取得性。永續性報告與財務報告的

時間若能一致，將有益於利害關係人。組織應當在即時提供

資訊和確保資訊可靠性之間取得平衡。

檢視：

	� 報告所揭露的資訊接近報告期間

	� 關鍵績效資訊的蒐集及發佈應與永續性報告的期間一致

	� 報告（包括網站揭露）中的資訊應明確說明相關的時間期

程、及下次及上次更新日期

清晰性

原則：組織資訊呈現的方式，應當讓使用報告的利害關係人易於理解，並且容易取得。

指引

應用原則：	

報告呈現資訊的方式（包括印刷或透過其他方式），應

便於組織各利害關係人理解、應用和取得，利害關係人不用

大費周章即可找到想要的資訊。報告呈現資訊的方式應當足

夠完整，讓對組織及其活動有合理瞭解的利害關係人均能理

解。採用圖形及統計數據表，可使報告中的資訊易於理解。

報告中資訊的詳細程度若與利害關係人的期望有顯著的差異

(過度詳細或不夠詳細)，也會影響報告的清晰性。

檢視：

	� 報告涵括的資訊深度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但避免過多

冗長和不重要的細節

	� 利害關係人無須大費周章，便可從目錄、圖示、網站連結

或其他輔助工具中找到所需的特定資訊

	� 報告避免技術術語、縮寫、專業術語或利害關係人可能不熟

悉的內容；如有必要，應在相關章節或詞彙表中列出解釋

	� 所有利害關係人均可獲得報告的資料及資訊，包括有特別需

求的個人（例如具有不同的能力、語言或技術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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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原則：製作報告時使用的資訊及流程，應以可供檢視、並可建立資訊品質及重大性的方式，予以蒐集、記錄、彙整、

分析及揭露。

指引

應用原則：	

利害關係人應有信心相信報告的內容可供保證/確信，

以代表報告內容的真實性，以及已適當應用報告原則。報

告中的資訊及數據，應有內部控制或文件記錄為依據，供

編製者以外的人查閱。沒有證據證實的績效，不應在永續

性報告中揭露，除非是重要資訊，而報告應明確說明與該

資訊有關的任何不確定因素

報告的基本決策過程應當記錄並文件化，作為結論的

依據（例如決定報告內容、邊界、或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步

驟），以供查證。組織應在設計資訊系統時預先考量，系

統需接受檢驗，作為外部保證/確信過程的一個環節。

檢視：

	� 已鑑別外部保證/確信的範圍和程度

	� 組織可鑑別報告中資訊的原始出處

	� 組織能針對假設或複雜的計算提出可靠的證據

	� 原始數據或資訊的所有人可提供聲明，證明資料/資訊的

準確性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內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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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準揭露

標準揭露分為兩類：

4.1	一般標準揭露	

	� 策略及分析

	� 組織概況

	�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 利害關係人議合

	� 報告書基本資料

	� 治理

	� 倫理與誠信 

4.2	特定標準揭露	

	� 管理方針揭露

	� 指標和考量面特定的管理方針揭露

以下詳細說明標準揭露，如何編製待揭露的資訊以及如

何解釋指南中的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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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一般標準揭露總覽

一般標準揭露 兩種「依循」	選項的判斷
準則中都屬必要的一般標準
揭露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
領」連結

與聯合國全球盟約
「十項原則」連結

OECD UNGC

策略與分析

G4-1 G4-2

組織概況

G4-3 G4-4 G4-5 G4-6 G4-7 G4-8 G4-9 G4-10 G4-11 G4-12 G4-13

UNGC OECD/UNGC

G4-14 G4-15 G4-16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G4-18 G4-19 G4-20 G4-21 G4-22 G4-23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G4-25 G4-26 G4-27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G4-29 G4-30 G4-31 G4-32 G4-33

治理

G4-34 G4-35 G4-36 G4-37 G4-38 G4-39 G4-40 G4-41 G4-42 G4-43 G4-44

G4-45 G4-46 G4-47 G4-48 G4-49 G4-50 G4-51 G4-52 G4-53 G4-54 G4-55

倫理與誠信

G4-56 G4-57 G4-58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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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特定標準揭露總覽

管理方針揭露

G4-DMA

各考量面指標

類別：經濟

經濟績效	  OECD

G4-EC1 G4-EC2 G4-EC3 G4-EC4

市場形象

G4-EC5 G4-EC6

間接經濟衝擊

G4-EC7 G4-EC8

採購實務

G4-EC9

類別：環境  OECD/UNGC

原物料

G4-EN1 G4-EN2

能源

G4-EN3 G4-EN4 G4-EN5 G4-EN6 G4-EN7

水

G4-EN8 G4-EN9 G4-EN10

生物多樣性

G4-EN11 G4-EN12 G4-EN13 G4-EN14

排放

G4-EN15 G4-EN16 G4-EN17 G4-EN18 G4-EN19

G4-EN20 G4-EN21

廢汙水及廢棄物

G4-EN22 G4-EN23 G4-EN24 G4-EN25 G4-EN26

各考量面指標

類別：環境  OECD/UNGC

產品及服務

G4-EN27 G4-EN28

法規遵循

G4-EN29

交通運輸

G4-EN30

整體情況

G4-EN31

供應商環境評估

G4-EN32 G4-EN33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G4-EN34

類別：社會

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OECD/UNGC

勞僱關係

G4-LA1 G4-LA2 G4-LA3

勞資關係  UNGC

G4-LA4

職業健康與安全  OECD

G4-LA5 G4-LA6 G4-LA7 G4-LA8

訓練與教育  OECD

G4-LA9 G4-LA10 G4-LA11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G4-LA12

女男同酬

G4-LA13

特定標準揭露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
企業指導綱領」連結

與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
則」連結

OECD UNGC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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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量面指標

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OECD/UNGC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G4-LA14 G4-LA15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OECD

G4-LA16

人權	 OECD/UNGC

投資

G4-HR1 G4-HR2

不歧視	                                                                               OECD/UNGC

G4-HR3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OECD/UNGC

G4-HR4

童工	                                                                              OECD/UNGC

G4-HR5

強迫與強制勞動	                                                           OECD/UNGC

G4-HR6

保全實務

G4-HR7

原住民權利

G4-HR8

評估

G4-HR9

供應商人權評估

G4-HR10 G4-HR11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G4-HR12

各考量面指標

社會	 

當地社會	 OECD/UNGC

G4-SO1 G4-SO2

反貪腐	 OECD/UNGC

G4-SO3 G4-SO4 G4-SO5

公共政策		 OECD/UNGC

G4-SO6

反競爭行為		 OECD

G4-SO7

法規遵循		 OECD

G4-SO8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OECD

G4-SO9 G4-SO10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OECD

G4-SO11

產品責任	 OECD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OECD

G4-PR1 G4-PR2

產品及服務標示

G4-PR3 G4-PR4 G4-PR5

行銷溝通

G4-PR6 G4-PR7

顧客隱私

G4-PR8

法規遵循

G4-PR9

G4特定標準揭露總覽

特定標準揭露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
企業指導綱領」連結

與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
則」連結

OECD UNGC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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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適用於所有編製永續性報告書的組織。

組織應當根據選擇的「依循」選項(「報告原則和標準揭

露」11-14頁)，鑑別出必須報告的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分為七個部分：策略及分析、組織概況、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利害關係人議合、報告書基本資

料、治理、倫理與誠信。

此章節內容為一般標準揭露的指引。以下列出每個一般

標準揭露，也包含無指引內容的揭露項目。

有提供指引內容的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 策略及分析：	G4-1

	� 組織概況：	G4-9, G4-10, G4-11, G4-12, G4-13, G4-14, G4-15

	�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8, G4-19, G4-20, G4-21

	�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G4-25, G4-26

	�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33

	� 治理：	G4-38, G4-41, G4-50, G4-51, G4-54, G4-55

	� 倫理與誠信：	G4-56, G4-57, G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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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分析

此部分標準揭露係使組織提供其對於永續發展的一般性策略角度，為本指南其他章節所進行的詳細報告內容提供背

景。此部分內容可能會利用永續性報告書其他部分的資訊，但此部份的揭露目的在於組織針對策略性主題進行闡述，而非

就永續性報告書的內容進行簡單摘要。

G4-1

a. 提供組織最高決策者的聲明（如CEO、董事長或等同的高階職位者），內容包含判斷與組織相關的永續性議題，及針對

這些對組織具相關性的面向提出永續性策略。

聲明中應列出短、中、長期的整體願景與策略，特別是組織如何管理直接或間接產生之重大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或

因其活動而導致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如當地的供應商、民眾或組織）關係上的衝擊。	聲明應包含：

	� 短期與中期的永續性策略重點和關鍵主題，包含考慮國際公認標準，以及這些標準與組織長期策略和成功的關係

	� 影響組織與永續性優先面向的宏觀趨勢（如總體經濟或政治趨勢）

	� 報告期間內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成就和失敗

	� 計畫目標與實際績效的審視

	� 組織來年的主要挑戰與標的，以及未來3-5年的目標

	� 與組織策略方針有關的其他項目

指引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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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

a.   描述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組織應分兩部分，簡要說明主要的衝擊、風險及機會。	

	 	 	第一部分應著重於組織對永續發展或利害關係人權利的衝擊，權利的定義包含國家法律和相關國際公認標準。	這應該考

慮組織之利害關係人的各種合理期望及利益。這部分應包含下列揭露：

	� 描述組織的重大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影響，以及相關的挑戰與機會。包括國家法律賦予利害關係人的權利，以及國

際公認標準及規範中的期望

	� 解釋如何對這些挑戰與機會進行優先排序

	� 在報告期間相關議題及相應績效之進展的主要結論。結論中應包含評估績效不佳與超越的原因

	� 處理績效與相關變革之主要流程的描述

	 第二部分應著重於衝擊組織長期前景與財務表現之永續發展趨勢、風險與機會，尤其應著重在現存或未來潛在的金融與

利害關係人有關的資訊。	第二部分應包含下列資訊：

	� 描述從永續性趨勢產生之對組織最重要的風險與機會

	� 根據鑑別出來的組織長期策略、競爭地位、定性及定量（如可能）的財務價值驅動力來排列出關鍵永續性主題(如：風

險與機會)的優先順序

	� 圖表摘要：

	– 目標、對應目標之績效，以及報告期間所汲取的經驗

	– 組織下一個報告期間和中期（即三至五年）與主要風險和機會有關的目標	

	� 簡略描述專為管理這些風險和機會所制定的治理機制，並指出其他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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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概況

此部分概述組織情況，作為接下來後續章節的報告內容的指南。

G4-3

a. 說明組織名稱。

G4-4

a.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G4-5

a.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G4-6

a.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或與永續發展議題有關的所在國)	。

G4-7

a.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G4-8

a.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地理細分、所服務的行業、客戶/受惠者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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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9

a. 說明組織規模，包括：

	� 員工總人數

	� 營運據點總數

	� 淨銷售額（私部門組織適用）或淨收入（公部門組織適用）

	� 按債務和權益區分的資本總額（私部門組織適用）

	� 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數量

指引

除上述內容，也鼓勵組織提供其他相關資訊，例如：

	� 總資產

	� 所有權結構（包括主要股東的身份及所有權占比）

	�

	� 按國家或地區劃分以下各項資訊	

	– 銷售或收入占組織總收入5% 或以上的國家或地區

	– 成本占組織總成本5%或以上的國家或地區

	– 員工

G4-10

a.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總數。

b.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正式員工總數	。

c. 依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d. 依據區域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e. 組織的主要職位是否大部分由法律上認定為自聘的人員擔任，或由非員工及非正式員工的個人（包括承包商的正式員工

及非正式員工）擔任。

f. 聘僱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如旅遊業或農業，聘僱人數會隨著季節有所變動）

指引

攸關性

透過員工人數的多寡，可洞悉勞工問題所造成的衝擊

大小。將員工依照聘僱類型、聘僱合約及區域（區域指的是

「國家」或「地區」）進行分類，可以呈現組織為實施整體

策略而安排人力資源的方式和組織的商業模式，並且能夠呈

現員工工作穩定性和組織所提供給員工的福利水準。將員工

按性別進一步細分，則能夠呈現組織內部的性別分佈，以及

對現有勞動力與人才的理想使用情況。在計算許多其他指標

時，亦會應用到「員工人數」這個重要的計算基礎。三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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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長時間中，組織內淨僱用人數的上升或下降，是衡量組

織對整體經濟發展之貢獻和勞動力是否具備永續性之重要因

素。

彙編要領

揭露在報告期間結束日，組織總員工（正式員工和非正

式員工）按性別劃分之總數。不包括供應鏈中的勞工人數。

根據員工所在國家的法律定義，確定合約類型以及員工

的全職和兼職身份。

不考慮法律定義的差異，計算與合併全球各國家資料。

儘管各國對合約類型以及全職或兼職聘僱關係的定義可能不

盡相同，全球資料仍可反映出合法的聘僱關係。

員工人數可以採用人數計算（人頭數）或者全時等量法

(Full Time Equivalent, FTE)來表示。應當說明採用的計算方

法，並在不同報告期間保持一致的計算方法。

除非報告期間內有發生重大變化，否則應當使用報告期

間結束日當天的數字。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聘僱合約

	� 僱用類型

	� 非正式員工

	� 總勞動人口

	� 勞工

資料來源

由各國家相關部門或業務現場所保存的薪資發放記錄和

人力資源資訊。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http://kilm.ilo.org/kilmnet,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LABORSTA Internet,  

http://laborsta.ilo.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tatus in Employment (ICSE)’, 1993. 

 � United Nations (UN), Composition of macro geographical 

(continental) regions, geographical sub-regions, and selected 

economic and other groupings,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m49/m49regin.htm, accessed 

on 1 May 2013. 

連結之國際準則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六之執行結果。

	 		G4-10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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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1

a.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指引

攸關性

結社自由是國際宣言和公約規範的人權之一，尤其是

ILO公約第87號「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和第98號「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集體協商是利害關

係人議合的一種重要形式，與報告指南非常相關。這種利害

關係人議合方式有助於建立制度性架構與保持社會的穩定。

集體協商與公司治理共同作為整體架構的一部分，有助於促

進更有責任的管理。各方可利用此集體協商協定加強促進合

作，擴大組織對社會正面的影響。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的員

工百分比是最能直接展現組織的結社自由作為。	

彙編要領

使用	G4-10	的資料作為百分比計算的基礎。

確定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的員工總數。使用此資料計算

百分比。

定義

詳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集體協商協定

	� 員工 

資料來源

正式認可的協定和與獨立工會簽訂的集體協定的記錄通

常由組織的人力資源部或人事部門保管。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5,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Convention’, 197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199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1, 

‘Collective Agreements Recommenda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和勞資關係」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三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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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2

a.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指引

攸關性

本標準揭露項目旨在展現對組織供應鏈之整體瞭解。

彙編要領

描述與組織主要活動、產品和服務相關的供應鏈主要元

素。

定義組織供應鏈的架構和特色區分，涵括元素如下：

	� 連續向組織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活動或單位

	� 與組織有關係的供應商總數，以及供應鏈中估計供應商的

數量。

	� 按國家或地區劃分供應商的所在地

	� 供應商的類型（如承包商、經紀商、批發商、經銷商）。

參見各類供應商的定義

	� 預估對供應商支付款項的總額

	� 按供應鏈的行業特色（例如：勞動密集）

定義

詳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產品

	� 服務

	� 供應商

	� 供應鏈

G4-13

a.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大變化，包括：

	� 所在地或營運上的改變，包括廠房、設備的啟用、關閉和擴充

	� 股本結構的改變與其他資本的構成、保有及營運上的改變（私部門組織適用）

	� 供應商所在地、供應鏈結構，或與供應商之關係（包括選用和終止）的改變

指引

彙編要領

只需鑑別對供應鏈具有顯著衝擊的改變。

對供應鏈具有顯著衝擊的改變包括：

	� 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

	� 改變供應鏈結構的策略決定（例如，將組織活動重要的部

分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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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部倡議的承諾

G4-14

a.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指引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第15條原則導入了預警方針。對於本指標，組織可說明其

營運規劃中的風險管理方法，或開發及推出新產品的方法。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預警原則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G4-15

a.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指引

彙編要領

包括正式採用的日期、適用的國家或營運據點、制定及

管理這些倡議所涉及利害關係人的範圍（如多方利害關係人）。

區分不具約束力的自願性倡議與組織有義務遵守的倡議。

G4-16

a.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參與的方式包含：	

	� 在治理機構內佔有席位

	� 參與專案或委員會

	� 除定期繳納會費外並提供大額資助

	� 會員資格具有策略性意義	

在此主要係指以組織名義保持的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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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此部分的標準揭露項目概述組織界定報告內容、並且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和重編的過程。

G4-17

a.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包含的所有實體。

b. 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組織可引述公開的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的資訊，來報告此標準揭露項目。

G4-18

a.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b.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指引

前言

要開始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組織必需要先選擇重大考

量面III。

本節描述組織使用「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鑑別重大考

量面及其重大衝擊所進行的步驟。

重大考量面鑑別完成之後，組織即可以界定需要說明的

指標和管理方針揭露(DMA)。

重要的初始定義	

在指南中：

	� 報告內所涵蓋的考量面統稱為「範疇」

	� 對每個重大考量面所衝擊的範圍之描述稱為「考量面邊

界」

	� 「議題」指任何可能的永續發展主題。「考量面」	即指南

所涵蓋並包含GRI指標和DMA的一系列主題

重要的初始說明

	� 將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記錄並文件化非常重要，包括組織

採用的方法、假設和做出的決定。準確的記錄有助於分析

和保證/確信，滿足「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實施

手冊」31- 42頁）	中的一般標準揭露項目，使組織能解釋

所選擇的方法

	� 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主觀判斷。組織應當

清楚地說明有關此判斷的訊息，使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瞭

解組織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組織的高階決策者應積極參

與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核准任何相關的策略決定。

III   對於指南中涵蓋之指標方面的列表，見《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第9頁
和第44頁，以及《實施手冊》第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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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流程	

此處所描述的步驟旨在針對執行「界定報告內容的原

則」提供指引。

雖然這些步驟不是「依循」指南的必要條件，但履行

報告原則是必要的。報告原則是達到永續性報告透明度的

基礎。因此，所有組織在編製永續性報告時都應使用這些

原則。

組織應當使用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考慮組織的活動、

衝擊、利害關係人的實質期望和利益的情況下，作為鑑別

應被揭露的資訊。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有四項：重大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永續性脈絡和完整性（見「報告原則

和標準揭露」第16-17頁和「實施手冊」9-13頁）。每項

報告原則由兩部分組成：定義，以及應用原則的方法和原

因。組織對這兩個部分都應當考慮。

圖二顯示在不同的步驟所適用的報告原則。利害關係

人包容性原則應當以不同的程度運用在整個流程中。

由於各個組織的差異，在這些步驟中運用的方法將有

所不同。各種具體情況，如商業模式、行業、地區、文化

和法律運作背景、所有權結構、衝擊的程度和性質，都會

對組織鑑別重大考量面和其他重要議題的方式產生影響。

考慮到各個組織的特有情況，界定報告內容的步驟應當具

有系統性、文件化並可複製，在每個報告週期都應保持一

致。評估方法的改變及改變帶來的影響應當被記錄且文件

化。

第一步：	鑑別——綜覽

整個流程從考量面和其他相關議題及其邊界的鑑別

開始。鑑別的依據包含永續性脈絡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

則。組織應依據這兩個原則評估可能相關的議題。組織應

根據與其活動、產品、服務及關係有關的衝擊來鑑別考量

面和其他相關議題，無論這些衝擊是在組織內部還是外部

發生IV。

 

IV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確定重大性考量
面和邊界-流程
綜覽

圖二

	 		G4-18	延續

重大性 完整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与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与永續性的脈絡	

永續性的脈絡

議題	 	考量面	 	管理方針揭露+指標

報告

	第四步		檢視	

第二步		排序第一步		鑑別 第三步		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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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報告的組織有可能會關注組織內部的衝擊，隨著

編製報告的熟練程度，可廣泛考慮組織對外部的衝擊。

第二步：	排序——綜覽	

界定報告內容的第二步驟是針對第一步已確定的考量

面和其他相關議題排序，以鑑別應當說明的重大考量面。

排序的依據是以重大性原則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組

織應當依據這兩個原則評估優先順序。  

第三步：	確證——綜覽

下一步驟為確證，使用完整性原則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原則鑑別最終報告內容。組織應依據這兩個原則檢視已鑑別

的重大考量面（或其他重大議題）。

上述三個步驟完成後，可得到重大考量面（及其他重大

議題）及其邊界的清單。重大考量面（及其他重大議題）的

最終清單將用於界定特定標準揭露的清單，從而在組織的報

告中揭露。 

第四步：	檢視——綜覽

最後，在報告發佈後，組織必須進行第四步驟，即

為下一個報告週期做準備時的檢視。檢視不僅關注前一報

告週期的重大考量面，也再次考量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

和永續性脈絡原則。檢視的結果將有助於下一報告週期的	

「鑑別」步驟。

在本指引的最後，將總結每個步驟下應採取的行動。

鑑別

第一步

1.1	鑑別相關議題

在鑑別重大考量面或其他重大議題的清單之前，建議

組織考慮初步整理一個可能值得包含在報告內容中的議題清

單，即「相關議題」。

「相關議題」指基於合理判斷，能夠反映組織對經濟、

環境和社會的衝擊，或影響利害關係人對組織評估和決策的

重要議題。所有此類議題都值得納入永續性報告。

在這一階段制定初步清單時，指南中每個類別以及GRI

行業揭露中的所有考量面和相關標準揭露可被考慮視為相關

議題。所有GRI考量面的綜覽可見「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第9頁或44頁的表1或表5，以及「實施手冊」第62頁的表1。

可在www.globalrepor t ing.org/repor t ing/sector-

guidance 查看GRI行業揭露

相關議題鑑別時，要考慮和組織活動、產品、服務和

關係有關的衝擊，無論這些衝擊是發生在組織內部還是外

部。

對於已鑑別的每個相關議題，組織必須評估其相關之

衝擊，並鑑別邊界。議題的邊界說明衝擊產生的區域，包

括組織內部或外部。邊界應詳細說明並鑑別：

	� 組織內部產生衝擊的準確地點

	� 組織外部產生衝擊的區域

組織應當系統性地鑑別相關議題，並考慮預警原則V。

此外如果可行，建議組織應使用科學以及經國際驗證的方法

進行相關的量測，並依賴經證明的專業技術及權威研究。

組織應當依據永續性脈絡原則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

評估可能的相關議題。

	 		G4-18	延續

V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
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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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決定相關議題的邊界	

本節將解釋有關的概念，幫助決定相關議題的邊界和重

大考量面。

議題有關的衝擊可能會發生在組織的內部、外部或同時

發生。

「邊界」描述每個相關議題（即潛在的重大考量面）的

衝擊範圍。在設定邊界時，組織應考量對組織內、外部的衝

擊。不同議題的邊界因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

a.	組織內部

議題有關的衝擊可能發生在組織內部。在指南中，「組

織內部」指的是G4-17中說明的實體群組。

這些衝擊並不總是遍及於整個組織。在此一步驟，組織

需要評估，在組織內部的那個實體發生衝擊。參考一般標準

揭露	G4-20。

範例：反貪腐議題僅與組織內部某些實體有關圖三	

組織外部

消費者乙

消費者甲

經銷商

合資企業乙

合資企業甲

母公司	

組織

子公司乙

子公司甲

供應商丙

供應商甲

供應商乙

反貪腐

b.	組織外部

議題有關的衝擊也可能發生在組織外部。此程序被考慮

的外部單位無詳盡名單，組織應當試著取得產生相關衝擊的實

例。這些相關衝擊可以描述係因某些議題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結

果；或由組織造成或與組織有關VI。

為便於評估，使組織外部具有相關性衝擊的議題可以按地

理區域或與組織的關係（如X國的供應商）歸類。參考一般標準

揭露	G4-21。

VI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範例：童工議題僅與組織外部某些實體有關圖四

組織外部

消費者乙

消費者甲

經銷商

合資企業乙

合資企業甲

母公司

組織

子公司乙

子公司甲

供應商丙

供應商甲

供應商乙

童工

	 		G4-18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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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織內外同時發生

議題有關的衝擊也可能在組織內部和外部同時發生。描

述此類議題的邊界時，如先前所說明的，應結合組織內外部

的因素決定邊界。

第一步完成後，組織將能確定相關議題的清單及其邊

界。下一步，將評估清單的重大性、資訊揭露優先順序和涵

蓋的程度。

範例：排放議題與組織內外部均相關圖五

組織外部

消費者乙

消费者甲

母公司	

組織

子公司乙

子公司甲

供應商丙

供應商甲

供應商乙

排放

合資企業乙

合資企業甲

經銷商

排序

第二步	

2.1	分析內容

整理出可能在報告中揭露的相關議題的清單（可以為所

選擇的GRI考量面和GRI行業揭露，以及由其他議題補充的清

單）之後，組織需要對這些議題進行排序。排序時需要考慮

這些議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或對利害關係人評價與決

策之實質影響的顯著性。

為方便後續說明，第一步驟中鑑別的「相關議題」從這

裡開始稱為「考量面」：

重大性原則的定義中指出：

「報告應涵蓋以下考量面：

	� 反映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或

	� 對利害關係人的評價和決策有實質影響」

因此，要決定考量面是否具重大性，就需要定性分析、

定量評估和討論。組織的策略以及活動背景是分析和討論的

重要部分。

某個議題難以量化並不代表這個議題不具有重大性。對

於被鑑別的重大考量面要說明那些內容，將在稍後考慮。目

前的重點是依據上述要點進行分析。

排序應當根據重大性原則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組

織應當依據這兩個原則評估優先次序。

	 		G4-18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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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對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策的影響」

							及「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的顯著程度」

為執行重大性原則，每個考量面都應當評估「對利害關

係人評價和決策的影響」及「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的顯著

程度」。

這些觀點可能會與一些內部利害關係人的觀點相近，因

為內部利害關係人（如員工、股東和供應商）與組織存在利

益關係，其利益和期望與組織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重疊。這

些觀點可被用於以下兩個角度的分析。

a.	對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策的影響	

該角度的分析包括評估利害關係人在報告期間之前和

期間內表達的意見。

應用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組織應能夠鑑別關鍵的

利害關係人，考慮其各自代表性的觀點和利益，以及他們

的觀點會如何影響對報告內容的決定。組織需要將不同利

害關係人的意見轉化成一系列決定，判斷報告中應當包括

和排除那些內容。

指南要求在G4-24到G4-27（「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第29-30頁）和「實施手冊」43-44頁）揭露利害關係人議

合。組織應描述如何鑑別利害關係人及排序，取捨意見，

評估不同的期望和利益所採用的方法，以及所選方法的依

據。	

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可能從現有的議合機制取得，也

可從專為界定報告內容所進行的利害關係人議合活動中獲

得。在整個議合過程中，都應詳細運用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原則。

此處描述的利害關係人議合目的是鑑別對關鍵利害關

係人重要的考量面，瞭解組織和利害關係人認知的差異。

對於關鍵利害關係人意義重大的考量面應視為具有重大

性，特別是涉及利害關係人自身利益的考量面。

在界定議合的地理性區域重點時，應考量對組織衝擊的

性質和考量面的邊界。利害關係人議合流程必須對應適合的

利害關係人群組。議合的過程應當鑑別無法表達觀點的利害

關係人之利益（如，後代、動物群、生態系統等）。組織在

決定重大性時，應鑑別納入以上觀點的流程，包括可能無法

定期或明確對話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適當的利害關係人議合應當是雙向的、系統性的、客觀

的。與特定利害關係人議合的程序，如員工和社區，應當獨

立於管理單位，以及包括利害關係人表達與所在地有關的集

體意見之機制。

分析利害關係人鑑別的考量面可包括：

	� 每個利害關係人群體對於組織對其衝擊的看法

	� 每個利害關係人群體對於其依賴組織的看法

	� 利害關係人的地理位置，考量面對其地區的意義

	� 表達利益和/或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之多樣性和範圍

	� 利害關係人對考量面的行動和回應的期望

	� 利害關係人對特定考量面透明度的期望	

此外，對利害關係人進行排序還需要分析利害關係人與

組織在該考量面的關聯程度。包括利害關係人在以下考量面

的程度：

	� 與組織的活動、產品、服務和關係的利益相關程度、受影

響或可能被衝擊的程度

	� 有能力影響組織內部產出的程度

	� 投資行為影響組織的成功與失敗的程度

組織的活動、產品、服務和關係會造成經濟、環境和社

會衝擊。有些衝擊對利害關係人顯而易見，他們可以就此直

接表達意見。但利害關係人無法識別所有的永續發展衝擊。

有的衝擊可能緩慢形成，逐漸累積。有的衝擊離利害關係人

較遠，因此因果關係並不明確。

b.	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的顯著程度

有些考量面可能會對組織實現願景和策略的能力產生正

面或負面衝擊，該角度分析的目的就是對這些考量面排序。

為此，組織需要評估下列要素：

	� 衝擊的可能性

	 		G4-18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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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衝擊的嚴重性

	� 某個考量面帶來風險或機會的可能性

	� 對組織長期績效衝擊的重要程度

	� 組織從衝擊中發展或獲得優勢的機會

可從現有的內部政策、措施和程序（如策略、KPI、風

險評估和財務報告）以及規定的揭露資訊取得這些內容。

分析應包括但不限於：

	� 目前和未來的財務和非財務意涵

	� 對組織策略、政策、流程、關係和承諾的衝擊

	� 對競爭優勢和卓越管理的衝擊

2.3	決定重大考量面

a.	門檻值

完成「對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策的影響」及「經濟、環

境和社會衝擊的顯著程度」等分析後，組織應能夠針對這兩

個觀點鑑別考量面。

組織現在應定義使某一考量面具備重大性的最低判定

標準。對這兩個觀點的分析應反映在這些最低判定標準中。

最低判定標準的定義對報告具有重要影響。最低判定標

準及其相關評判標準必須明確定義、記錄和說明。

這一決定過程應包括討論、定性分析和定量評估，以便

理解某考量面的重大程度。

某個議題難以量化並不代表著這個議題不具有重大性。

對於鑑別的重大考量面要報告那些內容，將在稍後考慮。

在定義最低判定標準時，組織需要決定，如何處理某考

量面在某一觀點比另一觀點更具有重大程度。考量面並不需

要在兩個觀點中都非常重大才被視為報告優先項目。

例如新出現的議題，其考量面可能在未來才具有相關

性。若在一個觀點上極為重要，則不應試著找出不同觀點皆

可接受的平衡點，應避免建立最大公約數。另外，如先前提

到的，對關鍵利害關係人自身利益非常顯著的考量面應視為

具有重大性，應當予以說明。

為視覺化此判定過程，表六中兩條軸線之間的區域包括

了在「鑑別」步驟確定的考量面。因此，考量面已根據「對

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策的影響」及「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的顯著程度」這兩個觀點確定。圖表內的所有考量面都應在

「排序」步驟中考慮。 

考量面排序的視覺化範例圖六

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影
響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評
估
和
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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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涵蓋程度

涵蓋程度是指組織針對某個重大考量面揭露的顯著性、

資訊數量和敘述性解釋。DMA、指標或兩者兼有代表了不同

的涵蓋程度。

在決定如何根據資訊的相對揭露優先順序處理涵蓋程度

時，組織可考慮以下情況：

	� 資訊揭露優先性相對較低的考量面，可能是為了滿足監管

或其他報告要求的考量面。如果不具有重大性，可不在報

告中包含這些考量面

	� 中度優先性的考量面應考慮包含在報告中。如果不具有重

大性，可不在報告中包含這些考量面

	� 具有高度優先性的考量面應詳細說明

當組織的重大考量面不具有管理方針時，可在DMA討

論說明目前的挑戰與兩難(見「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第45

頁)。

此外，對於衝擊是發生在組織內部的重大考量面，指

標應結合DMA一起說明。

對於衝擊是發生在組織外部的重大考量面，應在資料

品質和取得性允許的情況下說明指標。

「排序」步驟完成後，組織就可以建立應包括在報

告中的所有重大考量面的列表，以及相應的邊界和涵蓋程

度。

如果DMA或指標中所示的資訊未涵蓋一般標準揭露項

目G4-20和G4-21（「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第29頁，「實

施手冊」第41頁）中的重大考量面確定的邊界，組織應做

出說明。

確證

第三步

在蒐集待揭露的資訊前，確證步驟根據「完整性原則」

（「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第17頁和「實施手冊」第12-13

頁）	評估所有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

確證步驟就以下考量面：

1.	範圍——報告中涵蓋的考量面

2.	考量面邊界——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衝擊範圍的描述

3.	時間——報告期間資訊的完整性

確證的目的是確保對組織的永續性績效（包括正面和

負面衝擊）提供合理、平衡的說明。

在此應使用完整性原則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鑑

別最終報告內容。組織應當依據這兩個原則確證已鑑別的

重大考量面（或其他重大議題）。

經鑑別納入報告的重大考量面清單須經過組織內部高

層決策者核准，這一點十分重要。有些組織可能選擇在授

權的範圍中讓外部利害關係人參與。確證的過程應當記錄

並文件化。

一旦重大考量面清單得到核准，就要將鑑別的重大考

量面轉化成要報告的標準揭露項目——DMA和指標。確證

步驟結束後，組織蒐集每個重大考量面下待揭露的資訊，

並編排最終報告。蒐集資訊時，使用「界定報告內容的

原則」（「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第17-18頁	和「實施手

冊」13-16頁）。組織決定那些考量面已經有管理和績效資

訊，那些考量面還需要建立管理方針和績效衡量系統VII。

VII  If an Aspec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material and the organization lacks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report on it, 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 should state 
what action will be taken to resolve the gap, and the timeframe for doin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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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所鑑別的重要性議題可能有不屬於本指南或者GRI

行業揭露中所列出的考量面或指標。為處理這些議題，組織

可使用一般DMA，或使用作為對一般DMA補充的替代指標、

行業特定指標或開發自己的指標。組織特定的指標應遵守同

樣的報告原則，並具有和GRI標準揭露項目一致的技術要求。

在確證階段，組織還可採用評估指標重大性的方法。如

果某個指標被視為具有重大性，但相應的考量面尚未被鑑別

具重大性時，則該考量面應被視為具有重大性。

檢視

第四步

檢視，是指組織在報告發佈後，為下一個報告週期做

準備時進行之動作。檢視的重點是前一報告週期的重大考量

面，並考慮利害關係人的回饋。檢視的結果有助於下一報告

週期的「鑑別」步驟。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和永續性脈絡原則及相關測試有

助於檢視報告，可用來檢視報告內容的呈現和評價，以及報

告流程整體性。

組織可選擇進行內外部利害關係人議合，檢查報告內

容是否提供了關於組織衝擊和永續性績效之合理、平衡的描

述，以及編製報告內容的流程是否反映了報告原則的意圖。

	 		G4-18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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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報告內容的流程——摘要	

排序

第二步

	� 應用重大性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	評估與以下內容

相關的每個考量面和其他主題：

					–	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的程度

					–	影響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策

	� 結合評估鑑別重大考量面

	� 定義並記錄重大考量面界定的標準

	� 對於每個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決定報告揭露程度、待

揭露的資料數量和說明

	� 列出將在報告中涵蓋的重大考量面，及其邊界和揭露程度

鑑別

第一步

	� 考慮GRI的所有考量面及其他重要議題

	� 應用永續性脈絡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根據與組織

所有活動、產品、服務和關係產生的經濟、環境和社會

影響，或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價與決策-鑑別考量面和其

他相關議題

	� 鑑別產生衝擊的範圍：	組織內或組織外

	� 列出認為相關的考量面和其他議題及其邊界

確證

第三步

	� 應用完整性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根據考量面的範

疇、考量面的邊界及時間性，評估重大考量面的清單，

確保報告合理、平衡地說明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

重要影響，並使利害關係人能夠評價組織的績效。

	� 由相關內部資深決策主管核准鑑別的重大考量面清單

	� 制定資訊管理系統和流程，蒐集待揭露的資訊

	� 將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依照標準揭露——DMA和指標，

進行揭露

	� 確認哪些資訊已經可以獲得，並說明哪些資訊仍需建立

管理方法和衡量體系

檢視

第四步

	� 應用永續性脈絡和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	回顧前一報

告期間的重大考量面

	� 使用檢視的結果，為下一報告週期的第一步（鑑別）提

供資訊

確定重大性考量面和邊界-流
程綜覽

圖七

見	「關鍵詞彙的定義」：

考量面、考量面的邊界、範疇、議題（見「實施手冊」

詞彙表，	244頁）

	重大性 完整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与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与永續性的脈絡

永續性的脈絡

議題	 	考量面	 	管理方針揭露+指標

報告

第四步		檢視

第一步		排序第一步		鑑別 第一步		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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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9

a.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指引

見「實施手冊」第31-40頁G4-18的指引。

G4-20

a.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如下：

	� 說明考量面在組織內部是否重大

	� 如該考量面並非對組織內部所有實體都具重大性（如G4-17所述），選擇以下之一方式報告：	

	– 對G4-17中所包含的，該考量面不具重大性的實體或實體群，或

	– 對G4-17中所包含的，該考量面具有重大性的實體或實體群(Groups of entities)

	� 說明組織內關於該考量面邊界之特殊限制

指引

見「實施手冊」第31-40頁G4-18的指引。	

G4-21

a.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如下：

	� 說明該考量面在組織外部是否重大

	� 如該考量面在組織外係屬重大，鑑別出該考量面對那些實體、實體群(groups of entities)或元素(elements)重大，並描

述這些實體的地理位置

	� 說明組織外部關於該考量面邊界之特殊限制	

指引

見「實施手冊」第31-40頁G4-18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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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2

a.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行重編的影響及原因。

指引

以下情況可能導致重編：

	� 合併或併購

	� 基準年度或報告期間的改變

	� 組織業務性質

	� 衡量的方法

	�

 �

G4-23

a.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面邊界上的顯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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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此標準揭露提供組織在報告期間內利害關係人議合的綜覽。此部分標準揭露不限於為編製報告而進行的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a.	列出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指引

利害關係人群體的形式，例如：	

	� 公民社群

	� 客戶

	� 員工、其他工作者及其工會

	� 當地社區

	� 股東和出資人

	� 供應商

G4-25

a.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的方法。

指引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在界定利害關係人的流程，以及如何決定與那

些群體展開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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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6

a.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包含依不同利害關係群體及形式的議合頻率，並說明任何的議合程序是否特別為編製此

報告而進行。

指引

包括調查（如供應商調查）、焦點團體、社區小組、

公司顧問小組、書面交流、管理階層或工會架構、及其他工

具。

G4-27

a.	說明經由利害關係人議合所提出之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以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包括透過報告。

說明提出每一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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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基本資料

此標準揭露提供一個關於該報告、GRI內容索引及外部保證/確信方式之基本資訊的綜覽。

G4-28

a.	 所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如會計年度或日曆年度）。

G4-29

a.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如果有）。

G4-30

a.	 報告週期（如每年一次、兩年一次）。

G4-31

a.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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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內容索引

G4-32

a.	說明組織選擇的「依循」選項。

b.	說明針對所擇選項的GRI內容索引（詳下表）。

c.	如報告書經過外部保證/確信，請引述外部保證/確信報告。GRI建議進行外部保證/確信，但並非為「依循」本指南編製的

必要條件。

「依循」選項之GRI內容索引	-	核心

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頁碼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項目是否經過外部保證/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證/確信報告的頁碼索引

策略與分析

G4-1

組織概況

G4-3

G4-4

G4-5

G4-6

G4-7

G4-8

G4-9

G4-10

G4-11

G4-12

G4-13

G4-14

G4-15

G4-16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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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頁碼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項目是否經過外部保證/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證/確信報告的頁碼索引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G4-18

G4-19

G4-20

G4-21

G4-22

G4-23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G4-25

G4-26

G4-27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G4-29

G4-30

G4-31

G4-32

G4-33

治理

G4-34

倫理與誠信

G4-56

特定標準揭露

重大考量面

（如G4-19所述）

列出已鑑別之重大考量面

DMA與指標

列出與每個已鑑別之重大考

量面相關的特定標準揭露及

頁碼（或連結）

省略

如在特殊情況下無法揭露特

定的必要資訊，請提供省略

的原因（如13頁所述）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是否經過外部

保證/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證/

確信報告的頁碼索引

	 		G4-32	延續

第四部分



48

「依循」選項之GRI內容索引	-	全面	

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頁碼 省略

如在特殊情況下無法揭露特定的必要資

訊，請提供省略的原因（如13頁所述）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項目是否經過外部保證/

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證/確信報告的

頁碼索引

策略與分析

G4-1 不適用

G4-2 不適用

組織概況

G4-3 不適用

G4-4 不適用

G4-5 不適用

G4-6 不適用

G4-7 不適用

G4-8 不適用

G4-9 不適用

G4-10 不適用

G4-11 不適用

G4-12 不適用

G4-13 不適用

G4-14 不適用

G4-15 不適用

G4-16 不適用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不適用

G4-18 不適用

G4-19 不適用

G4-20 不適用

G4-21 不適用

G4-22 不適用

G4-23 不適用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不適用

G4-25 不適用

G4-26 不適用

G4-27 不適用

	 		G4-3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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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頁碼 省略

如在特殊情況下無法揭露特定的必要資

訊，請提供省略原因（如13頁所述）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項目是否經過外部保證/

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證/確信報告的

頁碼索引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不適用

G4-29 不適用

G4-30 不適用

G4-31 不適用

G4-32 不適用

G4-33 不適用

治理

G4-34 不適用

G4-35

G4-36

G4-37

G4-38

G4-39

G4-40

G4-41

G4-42

G4-43

G4-44

G4-45

G4-46

G4-47

G4-48

G4-49

G4-50

G4-51

G4-52

G4-53

G4-54

G4-55

倫理與誠信

G4-56 不適用

G4-57

G4-58

	 		G4-3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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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

重大考量面

（如G4-19所述）

列出已鑑別之重大考量面

DMA和指標

列出與每個已鑑別之重大考

量面相關的特定標準揭露及

頁碼（或連結）

省略

如在特殊情況下無法揭露特

定的必要資訊，請提供省略

原因（如13頁所述）

外部保證/確信

表明該標準揭露是否經過外

部保證/確信

如果是，報告中包含外部保

證/確信報告的頁碼索引

使用索引的方式
以報告必要的標準揭露	

依「依循」選項中所要求的標準揭露資訊可能已經存在

於組織已編製的其他報告中，如給股東或其他監理機關的年

報或自願性報告。在這些情況下，組織可選擇不在永續性報

告書中重複揭露，而是以索引的方式告知何處可以獲得相關

資訊。

只要索引是具體明確的（例如，不能籠統地將索引參照

股東發佈的年報，而需提供相關章節、圖表名稱等具體引用

資訊），且資訊可以公開獲得，隨時可供查詢，這種索引的

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當以電子檔或網頁形式發佈永續性報

告書時，就可以採取這種方式，連結其他電子檔或網頁型式

的報告。 

報告媒介

電子檔或網頁型式報告和紙本報告書都是合適的報告

媒介。組織可同時選擇網路及紙本報告，也可以只選擇其

中一種。例如，組織可選擇於其網站提供詳細報告，並以

紙本形式提供策略與分析以及績效資訊的執行摘要。報告

形式的選擇取決於組織的相關策略，包括報告週期、更新

內容的計畫、潛在報告使用者以及其他實際的因素(列如，

傳播策略)。

但無論如何，至少應以一種媒介（網路或紙本）向使

用者提供報告期間所有完整的資訊。

未依「依循」指南編製之報告書的
附註

如果組織按照本指南說明標準揭露，但未滿足任一「依

循」選項（核心或全面）中的所有要件，則報告書應包含下

述聲明：

「本報告包含GRI永續性報告指南中的標準揭露」。標準

揭露列表及其在報告中的位置也應當與上述聲明一併提供。

	 		G4-3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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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確信

G4-33

a.	 說明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現行做法。	

b.	如果未在永續報告書附帶保證/確信報告，則需說明已提供的任何外部保證/確信的根據及範圍。

c.	 說明組織與保證/確信雙方之間的關係。

d.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管理階層是否參與尋求永續報告書外部認證的程序。

指引

攸關性

組織應採用多種方式提高報告的可信度。

GRI建議組織在運用內部資源之外，也可對永續性報告

執行外部保證/確信，但無強制性要求。

GRI使用的「外部保證/確信」一詞，指針對報告及其所

含資訊（無論是定性或是定量資訊）的品質提出聲明而進行

的活動。外部保證/確信也可能指對報告系統或流程（如界

定報告內容的流程，包括運用重大性原則或利害關係人議

合）提出聲明而進行的活動。這有別於為評估或查驗組織的

績效品質或績效程度而進行的活動（例如發出績效證明或符

合性評估）。

編製單位目前可使用多種方法執行外部保證/確信，包

括專業保證/確信服務單位、其他外部組織或專家。無論採

用那種方式，均須由組織以外的合格組織或專家，遵循專業

標準保證/確信，或者依系統、文件記錄及實證程序保證/確

信（「保證/確信服務單位」）。

整體而言，對使用GRI指南編製的報告進行外部保證/確

信，保證/確信服務單位必須：

	� 獨立於組織，能對報告作出並發表客觀、公正的意見或結論

	� 熟稔保證/確信事項和保證/確信方法

	� 對保證/確信服務實施品質控制程序

	� 依步驟明確、有系統、有文件記錄的證實性程序執行保

證/確信服務

	� 評估報告是否合理且公正的呈現績效，並考慮報告中資料

的真實性及整體報告內容的選擇

	� 在形成保證/確信聲明的過程中，評估組織應用指南的程度

	� 發佈公開的書面報告，包括意見及結論，說明報告組織與

保證/確信單位的責任，並在保證/確信報告中解釋所提供

之保證/確信性質以及保證/確信服務結果

組織可能具有內控制度，或在某些司法管轄區於公司治

理守則，要求董事檢查並在年度報告中確認內控的適當性。

組織也可能為風險管理及資訊管理和報告程序建立和維持內

部稽核部門。

這些內部制度對報告的總體完整性及可信度十分重要。

組織可召開利害關係人座談會，討論永續性報告的總體

作法，或為報告內容提供建議。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最高治理單位

	� 高階管理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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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提供下列資訊：

	� 治理結構與組成

	� 最高治理機構在設定組織宗旨、價值觀與策略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機構的專業能力和績效評量

	� 最高治理機構在風險管理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機構在永續性報告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機構在評量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上的角色

	� 薪酬與激勵措施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LEAD, A New Agenda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doption and Oversight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2012.

定義

對於「治理」部分的所有標準揭露，考慮以下定義：

	� 最高治理單位

	� 高階管理階層

	� 雙軌制董事制度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治理結構與組成

為確保相關機構和個人的權責相符，治理結構和組織組成的透明度更顯重要。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旨在描述為支持組織

宗旨，最高治理機構如何被設立與組成，且此宗旨如何與經濟、環境和社會考量面有所關聯。

G4-34

a.	 說明組織的治理結構，包括最高治理機構的委員會。鑑別哪些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環境及社會衝擊的決策。

G4-35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委任給高階管理階層與其他員工的流程。

G4-36

a.	說明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機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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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37

a.	 說明利害關係人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諮詢的流程。如果最高治理機構委派代理人進行諮詢，描述

代理人為何及任何反饋給最高治理機構的流程。

G4-38

a.	 按以下分類，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 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

	� 獨立董事

	� 治理機構的任期

	� 治理機構各成員的其他重要職位及承諾，及其承諾的性質

	� 性別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 經濟、環境、社會衝擊相關之能力

	� 利害關係人代表	

指引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G4-39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如果是，說明其在組織管理階層的功能及如此安排的原因)	。

G4-40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以及最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和遴選的準則，包括：

	�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多元性

	�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獨立性

	� 是否及如何考量經濟、環境與社會議題相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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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1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說明是否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衝突，至少應包括：	

	� 於其他董事會任職

	� 與供應商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交叉持股狀況

	� 具控制力股東的存在

	� 關係人揭露	(related party disclosures)

指引

具控制力股東的定義與組織在合併財務報表或相關文件

的定義應保持一致。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利益衝突

參考文獻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最高治理機構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和策略上的角色

最高治理機構為組織定下基調，並在設立組織宗旨、價值觀與策略上有其重要角色。

G4-42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高階管理階層，在發展、核准與更新該組織之宗旨、價值或願景、策略、政策，以及與經濟、環

境、社會衝擊相關之目標上的角色。

最高治理機構的能力和績效評量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旨在描述，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在瞭解、討論及有效回應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上的意願

與能力；以及是否有內部或外部的執行流程，來確保最高治理機構能持續發揮作用。

G4-43

a.	 說明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整體知識所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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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4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表現的評量流程。說明此評量流程是否獨立進行且頻率為何。說明此流程是

否為自我評估。

b.	說明因應最高治理機構於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績效評量而採取之措施，至少應包括成員和組織行為的改變。

最高治理機構在風險管理上的角色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旨在描述最高治理機構是否負責風險管理流程及其成效。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對於長期且

廣泛之風險因素的考量以及將其納入策略規劃，為重要的治理揭露項目。

參考文獻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G4-45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於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與社會產生之衝擊、風險和機會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最高治理機構在實施盡

職調查上的角色。

b.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之諮詢是否用於支持最高治理機構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風險和機會之辨識與管理。

G4-46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在檢視組織針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風險管理流程之有效性上的角色。

G4-47

a.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檢視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之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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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治理機構在永續性報告上的角色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旨在展現最高治理機構在發展與核准組織永續性揭露內容的參與程度，以及此流程與財務報告流程

的連結程度。

G4-48

a.	說明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其職責為正式檢視及核准組織永續性報告書，並確保已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

最高治理機構在評量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上的角色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旨在展現最高治理機構在監督和回應組織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績效上的參與程度。最高治理機構

應確保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所產生的主要風險與機會是被監控及處理的。此部分之標準揭露也呈現了組織與最高治理機

構溝通重要關鍵議題的程序。

G4-49

a.	說明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重要關鍵議題的程序。

G4-50

a.	說明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之重要關鍵議題的性質和總數，以及後續所採取的處理和解決機制。

指引

若由於管理制度或法律限制，所關切議題內容較為敏感

時，則標準揭露資訊應限於回應不損害保密性情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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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和激勵措施

此部分之標準揭露係聚焦在為確保薪酬規劃能支持組織策略目標、確保利害關係人利益，以及實現最高治理機構成

員、高階經理人和員工的招募、激勵和留任而建立的薪酬政策。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LEAD an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Integrating ESG issues into Executive Pay, 2012.

G4-51

a.	按照以下類型，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

	� 固定薪資和浮動薪資：

	– 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

	–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

	– 獎金

	– 遞延或既得股份

	� 簽約獎金或招聘獎勵金

	� 離職金

	� 索回機制

	� 退休福利，內容包括針對最高治理機構、高階管理階層和所有其他員工在提撥率和福利計畫間的差異

b.	說明有關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的績效標準如何與薪酬政策連結。

指引

彙編要領	

如果使用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說明在此報告期間和前

一個報告期間，薪酬政策中的績效標準如何與最高治理單位

和高階管理階層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相關聯。

如果使用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說明為獎勵長期績效，

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和激勵獎金是如何設計的。

如果使用離職金，說明： 

	� 治理單位成員和高階管理階層的通知期是否有別於其他員

工

	� 治理單位成員和高階管理階層的離職金是否有別於其他員

工

	� 除屬於通知期需支付的離職金，對於離職的治理單位成員

和高階管理階層是否還支付其他款項

	� 離職協議中是否有任何説明減緩離職對人員影響的條款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索回機制

	� 離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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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2

a.	 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說明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的制定，以及他們是否獨立於管理階層。說明薪酬顧問與組織之間

是否存在其他任何關係。

G4-53

a.	 如適用時，說明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並將其意見與薪酬結合，包括對薪酬政策和提案之投票結果。

G4-54

a.	 說明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收入與組織在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

人）年度總收入之中位數的比率。

指引

彙編要領	

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	

	� 鑑別報告年度總薪酬最高的個人。定義和揭露薪酬最高個

人年度總薪酬的組成。

	� 計算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的中

位數。按以下方式定義和揭露所有員工的年度總薪酬的組

成：

	– 	列出計算中所包含的薪酬類型

	– 說明計算中是否包含全職、兼職和簽約員工。如果對

每個兼職員工使用相當於全職的薪資率，請特別指

明。

	– 如果組織選擇不合併整個組織的數據，則須清楚說明

包含了哪些營運據點或國家

	� 計算薪酬最高個人的年度總薪酬相對於其他員工年度總薪

酬中位數的比率	

根據組織的薪酬政策和資料的取得性，計算時可考慮下

述因素：

	� 基本薪資：	保證的、短期、固定現金報酬

	� 現金報酬：	基本薪資+現金補貼+獎金+佣金+現金分紅+

其他形式的現金報償

	� 直接報酬：	現金報酬總額+所有年度長期獎勵的公允價值

總額（如股票選擇權獎勵、限制性股票或單位、績效股票

或單位、虛擬股票、股票增值權、長期現金獎勵）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年度總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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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5

a.	 說明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增加之百分比與組織在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

酬最高個人）平均年度總收入增加百分比之中位數的比率。

指引

彙編要領	

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

	� 鑑別報告年度總薪酬最高的個人

	� 計算從報告前一年度到報告當年度，年度總薪酬最高個人

薪酬的增幅比率

	� 計算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的中

位數

	� 按以下方式定義和披露薪酬最高個人和所有員工的年度總

薪酬的組成：

	– 列出計算中所包含的薪酬類型

	– 說明計算中是否包含全職、兼職和簽約員工。如果對

每個兼職員工使用相當於全職的薪資率，請特別指

明。

	– 如果組織選擇不合併整個組織的數據，則須清楚說明

包含了哪些營運據點或國家

	� 計算從前一年到報告當年，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

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的增幅比率

	� 計算年度總薪酬最高個人薪酬的增幅比率相對於所有員工

（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增幅比率

的比例

根據組織的薪酬政策和資料的取得性，計算時可考慮下

述因素：

	� 基本薪資：	保證的、短期、固定現金報酬

	� 現金報酬：基本薪資+現金補貼+獎金+佣金+現金分紅+其

他形式的現金報償

	� 直接報酬：現金報酬總額+所有年度長期獎勵的公允價值

總額（如股票選擇權獎勵、限制性股票或單位、績效股票

或單位、虛擬股票、股票增值權、長期現金獎勵）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年度總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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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誠信

此部分標準揭露提供下列資訊：

	� 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規範

	� 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的內、外部機制

	� 舉報有違倫理、不合法行為和誠信問題的內、外部機制

G4-56

a.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如行為準則和倫理守則。 

指引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的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如行為準

則、倫理規範）是如何制定、核准和執行，包括：	

	� 是否定期向所有及新的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和商業夥伴提

供相關訓練

	� 是否要求所有及新的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和商業夥伴定期

閱讀並簽署

	� 組織是否任命高階管理階層來負責

	� 如可行，這些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是否為所有治

理單位成員、員工、商業夥伴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準備多種

語言版本

關於最高治理單位和高階管理階層在制定、核准、更新

組織價值陳述之角色，見G4-42。

G4-57

a.	 說明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務之內外部機制，如服務專線或諮詢專線。 

指引

描述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的內外部機制，以及和

誠信有關的事務，可包括：

	� 任命誰完全負責徵詢意見機制

	� 	是否有獨立於組織的徵詢意見機制

	� 	員工、商業夥伴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是否知道、如何知道徵

詢意見機制。

	� 	對員工和商業夥伴來說，徵詢意見機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如每天總小時數，每週總天數，是否以當地語言提供）

	� 徵詢意見的需求是否保密處理

	� 意見建議機制是否允許匿名

	� 報告期間內，透過徵詢意見機制收到的意見需求的總數，

包括在報告期間已答覆的百分比，以及收到意見要求的類

型

	� 使用徵詢意見機制人員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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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8

a.	 說明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問題的內、外部機制，如透過直屬管理向上報告、舉報機制或是專

線。	

指引

描述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的內外部機制，以及和

誠信有關的事務，可包括：

	� 	任命誰完全負責舉報機制

	� 	是否有獨立於組織的舉報機制

	� 	舉報機制對員工和商業夥伴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如每天總

小時數、每週總天數、是否以當地語言提供）

	� 	員工、商業夥伴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是否知道，如何知道

	� 	是否向員工和商業夥伴提供舉報機制的訓練

	� 	舉報是否保密處理

	� 	如法律允許，組織是否允許匿名舉報

	� 	組織是否有禁止報復的政策

	� 	調查舉報的程序

	� 	在報告期間內舉報的總數，包括報告期間處理、解決和發

現無事實根據的比例，以及不當行為的類型

	� 	使用舉報機制人員的滿意度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舉報有違倫理、不合法行為以及與誠信有關事務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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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定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分為三大類別——經濟、環境與社會。	

社會類別進一步分為四個子類別：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人

權、社會及產品責任。

每個類別下都有相應的GRI考量面。下頁的表1列出了各

個類別和考量面。

組織的永續性報告書呈現了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資訊，

反映組織在那些考量面上產生重大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衝

擊，或在那些考量面上對利害關係人的評價與決策產生重要

影響。

「界定報告內容」的報告原則可協助組織鑑別重大考量

面及其邊界，並指明那些衝擊被認定為重大的。（在「實施

手冊」的9-13頁及31-40頁中描述了這些原則以及應用這些

原則的指引）	。

每個已鑑別之重大考量面，可針對DMA和指標進行資訊

的揭露。

永續性的經濟考量面主要在關注組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

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的衝擊，	

並不是聚焦在組織本身的財務狀況。

 

表1：本指南中的類別與考量面

類別 經濟 環境

考量面	VIII 	� 	經濟績效

	� 	市場形象

	� 	間接經濟衝擊

	� 採購實務

	� 	原物料

	� 	能源

	� 	水

	� 	生物多樣性

	� 	排放

	� 	廢污水及廢棄物

	� 	產品及服務

	� 	法規遵循

	� 	交通運輸

	� 	整體情況

	� 	供應商環境評估

	�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類別 社會

子類別 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人權 社會 產品責任

考量面	VIII 	� 	勞僱關係

	� 	勞/資關係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訓練與教育

	�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 	女男同酬

	�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 	投資

	� 	不歧視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童工

	� 	強迫與強制勞動

	� 	保全實務

	� 	原住民權利

	� 	評估

	� 	供應商人權評估

	�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  當地社區

	� 	反貪腐

	� 	公共政策

	� 	反競爭行為

	� 	法規遵循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 	產品及服務標示

	� 	行銷溝通

	� 	顧客隱私

	� 	法規遵循

VIII		在指南中，「議題」指任何可能的永續性主題，「考量面」則用於代表本指南所涵蓋一系列主題之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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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揭露指引

前言

組織可透過管理方針揭露(DMA)來說明自身如何管理重

大考量面相關之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重大考量面係由組織利用界定報告內容的報告原則（詳見

「實施手冊」31-40頁中的G4-18指南）來定義。重大考量面是

反映組織在那些考量面上產生重大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或在那些考量面上對利害關係人的評估與決策產生重要影響。

DMA提供了組織在如何鑑別、分析及回應其實際和潛

在的重大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上的描述性資訊。

DMA也針對各指標的績效回報提供背景資訊。 

組織資訊

DMA係針對各GRI考量面來說明其特定的管理做法。

如果組織的某項管理方針或其元素（如政策或特定行

動）適用於一個以上的GRI考量面，則此DMA在報告中僅

需提供一次，無需針對每個GRI類別、考量面或指標重複呈

現。當DMA為一組考量面而進行結合時，報告中應闡明每個

揭露項目所涵蓋的是那些考量面。 

不同類型的管理方針揭露	

DMA的指引分為兩類：一般的和考量面特定的指引。

一般的DMA指引可適用於各個考量面。考量面特定的DMA

指引則用於提供在該考量面上更多的細部資訊。

揭露管理方針時，組織可從一般的DMA指引著手。若

有考量面特定的指引，組織可用來更詳細地揭露該考量面的

管理方針。

本指南發佈時，並非每個考量面都有該考量面特定的

DMA指引。

目前已有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的考量面如下：

	� 	間接經濟衝擊

	� 	採購實務

	� 能源

	� 	生物多樣性

	� 	排放

	� 	供應商環境評估

	�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 勞僱關係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女男同酬

	�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 投資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供應商人權評估

	�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 當地社區

	� 反貪腐

	� 公共政策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 產品及服務的標示

對於一般的DMA的指引而言，任何重大考量面上皆可應

用，而對於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則是為了對某個特定的考

量面提供補充細節說明，詳見「實施手冊」中的64頁和66頁。 

一般的管理方針揭露

DMA應包含足夠的資訊來解釋組織對重大考量面的回

應。選擇重大考量面的流程，描述在「實施手冊」31-40頁

的G4-18項的指引中。	

如果某個DMA下所呈現的資訊，沒有涵蓋一般標準揭露

G4-20和G4-21中重大考量面下所鑑別出之邊界的話，則組織

應當提出說明。

DMA包括以下的標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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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DMA

a.	說明該考量面為何重大。說明讓該考量面具有重大性之衝擊為何。

b.	說明組織如何管理重大考量面或其衝擊。

c.	說明管理方針的評鑑，包括：

	� 	評量管理方針有效性的機制

	� 	管理方針的評鑑結果

	� 	對管理方針進行的任何相關調整

指引

G4-DMA指引	a

說明為什麼該考量面為重大。此說明至少應提供該考量

面將會受到組織的正面或負面衝擊的相關資訊。關於如何鑑

別重大考量面的指引，見G4-18（「實施手冊」31-40頁）。	

說明組織用來鑑別實際或潛在衝擊的程序，例如盡職調

查。

G4-DMA指引	b

為報告的使用者提供充分資訊，理解組織管理重大考量

面及其衝擊的方法。

說明管理方針是否旨在避免、減緩或修復負面衝擊，或

增加正面衝擊。

如果組織對於某些重大考量面尚未有管理方針，說明實

施管理方針的計畫，或尚未有管理方針的原因。

描述管理方針的組成要素。管理方針的組成包括但不限

於： 

	� 	政策

	� 	承諾

	� 	目標與標的

	� 	資源

	� 	具體行動 

政策

提供資訊，說明組織管理重大考量面的指導政策。

這可能包括對涵蓋重大考量面之公開政策的摘要或連

結。提供關於這些政策以下資訊：

	� 	政策涵蓋的實體範圍及所在地

	� 	鑑別負責核准政策的人員或委員會

	� 	國際標準和公認倡議的引用

	� 	發佈日期和最新檢視日期

承諾

提供管理重大考量面之衝擊的意向聲明。

如果沒有此類聲明，說明： 

	� 	組織對於重大考量面的立場

	� 	管理重大考量面的承諾是基於法規遵循還是更高的要求

	� 	遵守與該考量面相關的國際標準和公認倡議的狀況

目標與標的

描述：	

	� 	目標與標的的基線和背景

	� 	目標與標的中包含的實體範圍及所在地

	� 	預期的結果（定量或定性的）

	� 	實現目標與標的預期的時間表

	� 	目標與標的是強制的（根據法規）還是自願的，如果是強

制的，請列出相關的法規

第四部分



65

責任

鑑別：

	� 	誰來負責管理該重大考量面

	� 	責任是否與績效評估或獎勵機制相連結

關於揭露最高治理單位責任的指引，請見「實施手冊」

（第52-59頁）4.1一般標準揭露下的「治理」部分。

	 
資源

鑑別為管理重大考量面所分配的資源，例如財務、人力

或技術資源，並說明分配的依據。

具體行動

鑑別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具體行動，以及為實現短期與

長期目標所採取的行動。具體行動可包括：

	� 	流程

	� 	專案

	� 	計畫

	� 	倡議

鑑別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具體行動，以及為實現短期與

長期目標所採取的行動。具體行動可包括：

	� 	行動涵蓋的實體範圍及所在地

	� 	行動是臨時性的還是有系統性的

	� 	行動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的

	� 	行動是如何排定優先次序的

	� 	具體行動是否屬於盡職調查的一部分，且其出發點是為了

避免、減緩或修復重大考量面的負面衝擊

	� 	行動是否參考了國際規範或標準（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聯合國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和聯合國「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G4-DMA指引	c.

針對管理方針的評鑑，組織可揭露以下三個項目：

	� 	監督管理方針有效性的機制。例如：	

	– 	內外部稽核或驗證（類型、系統、範圍）

	– 	量測系統

	– 	外部績效評分

	– 	標竿比較

	– 	利害關係人回饋

	� 結果：

	– 	使用GRI指標或組織專用指標報告成果

	– 	相對於目標與標的之績效——主要的成功因素與不足

之處

	– 	如何針對其結果進行溝通

	– 	管理方針中的挑戰和差距

	– 	遇到的障礙、未成功的努力、吸取的教訓

	– 	實施管理方針的進度

	� 	依據結果，組織的行動有何改變	

	– 	為改進績效，資源配置、目標、具體行動的改變

	– 	管理方針的其他改變

參考文獻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G4-DMA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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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和考量面特定的管理方針揭露指引

指標係提供組織在其重大考量面上相關經濟、環境和社

會績效或衝擊的資訊。

重大考量面是反映組織在那些考量面上產生重大的經

濟、環境和社會衝擊，或在那些考量面上對利害關係人的評

估與決策產生重要影響。

表1（「實施手冊」62頁）列出了每個考量面的指標和

相關指引。

本部分包括對所有指標類別和考量面下每個指標的指

引，也包括考量面特定的DMA之指引。本指南發佈時，並非

每個考量面都有特定的DMA指引。

如果某個指標或考量面特定的DMA在下列所示的資訊

沒有被包含在一般標準揭露G4-20和G4-21中重大考量面下所

鑑別出之邊界的話，則組織應當提出說明。

內容以下述方式呈現：

每個類別（或子類別）：

	� 	介紹

	� 連結之國際準則(如果適用)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 	（對類別）引用(如果適用)

對每個考量面：

	� 	標準揭露綜覽

	�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如果適用)

	� 	指標（包括所有或部分下述各項：	標準揭露、攸關性、彙

編、定義、資料來源、參考文獻）

	� 	連結之國際準則(如果適用)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 	（對考量面）引用(如果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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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經濟

前言	
經濟考量面的永續發展(永續性的經濟面向)主要注重於

組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全球經濟

體系所帶來之衝擊。

本經濟類別在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資本流動，以

及組織對社會所帶來的主要經濟衝擊。在編製經濟指標回應

時，應盡可能的從組織已經過審計的財務報告或經過內部審

核的管理報告中來蒐集資料。彙總資料時應使用下列準則：		

	�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IFRS)和「解釋」及「解釋公告」（某些指標的指

引要求參照具體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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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經濟績效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第64-65頁	

指標

G4-EC1
G4-EC1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指引	第69-70頁

G4-EC2
G4-EC2  氣候變遷對組織活動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指引	第71-72頁	

G4-EC3
G4-EC3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涵蓋範圍

	指引	第73頁

G4-EC4
G4-EC4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指引	第74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	

「就業和勞資關係」	及第十一章	「稅務」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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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a.	 按權責發生基礎，依下列要素，說明組織全球營運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EVG&D)。若數據之呈現係依現金基礎

制，請證明此一決定的正當性，並說明下列基本要素：

	� 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

	– 收入

	� 分配的經濟價值：

	– 	營運成本

	– 	員工薪資和福利

	– 	支付出資人的款項

	– 	支付政府的款項（按國家別，見以下指引）

	– 	社區投資

	� 	留存的經濟價值（依「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減去「分配的經濟價值」計算）

b.	為更好地評估組織對當地的經濟衝擊，應根據顯著性，依國家、地區或市場水準，分別說明EVG&D。並說明用以判斷	

「顯著性」的準則。

指引

攸關性

經濟價值的產生和分配等資訊反映了組織如何為利害關

係人創造財富。產生和分配的經濟價值(EVG&D)中的數個項

目反映組織的經濟概況，有助於其他績效數據的常態化。若

以國家層級呈現EVG&D，EVG&D就能夠有效地描述組織為當

地經濟創造直接貨幣價值的情況。

彙編要領

在可行的情況下，編製EVG&D資訊應採用的數據為組

織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或損益表，或經內部審核的管理報告。	

收入

	� 	銷售淨額等於產品和服務銷售總額減去銷貨退回、折扣及

折讓

	� 	金融投資收入包括金融貸款的利息、股東的股利收入、專

利使用費及來自資產產生的直接收益（例如：資產租賃）

等現金收入

	� 	資產銷售收入包括有形資產（例如：房地產、基礎設施、

設備）和無形資產（例如：智慧財產權、設計和品牌）

營運成本

	� 為購買原物料、產品零件、場地設施及服務而發生於組織

外的現金支出。包括租金、牌照費、場地設備使用費（因

為這些費用具有明確的商業目的）、專利使用費、外包勞

務費、員工教育訓練費用（若使用了外部培訓專家），或

員工防護服裝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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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薪資和福利

	� 	薪資總額包括員工薪資，其中包括代替員工向政府支付的

金額（例如：員工稅捐及失業保險）。營運活動中使用沒

有在正式編制內的勞工薪酬一般不在此列，為營運成本中

的外購服務。

	� 	福利包括定期提撥款（例如：退休金、保險費、公務車及

私人醫療），以及其他的員工補貼費用，如：住房補助、

無息貸款、大眾交通工具補助、教育津貼及解僱補貼，但

不包括教育訓練、防護設備成本或與員工工作職責直接相

關的費用。

支付出資人的款項

	� 	給付所有股東的股利。

	� 	支付貸款人的利息。包括任何形式的債務及借款（不僅指

長期債務）的利息、及應付給特別股股東的未付股利。

支付政府的款項

	� 	組織於國際間、國家內與地區中支付的所有稅款（例如：

營業稅、所得稅及財產稅等）及罰金，惟不包括遞延稅

款，因為組織未必會支付。對於跨國家營運的組織來說，

應按國別說明所支付的稅款。組織應揭露使用的區分方法。

社區投資

	� 	組織在更大範圍的社區進行之自願性捐贈和投資，其目標

受益群體為非屬組織的外部單位，包括向慈善組織、非政

府組織、研究單位（與組織自身的商業研發無關）的捐

贈，支援社區基礎設施（例如：休閒設施）的資金，以及

社會活動（包括藝術和教育活動）的直接成本。本項只包

括報告期間內實際支出的款項，而不包括承諾支付的金額

	� 	對於基礎設施的投資，在計算投資總額時，除了資金成本

外，還必須包括商品及勞務的成本。若對運行中的設施或

項目提供支援（例如：組織資助公共設施的日常運作），

投資金額應包括營運費用

	� 	本指標不包括法律和商業活動，或純粹從事商業目的之投

資。但向政黨捐獻的金額應包括在內，並詳述於G4-SO6中

	� 	本指標不包括任何關於核心事業的需求（例如：修建通往

礦場或工廠的道路）或以促進組織商業營運為目的的基礎

設施之投資。在對組織主要商業活動之外的基礎設施投

資，如：為員工及其家庭設立的學校或醫院，則可以包括

在內。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組織的財務、資金、或會計等部

門。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2 Income 

Taxes, 2001.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8 Revenues, 

2001.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2001.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FRS 8 Operating 

Segments, 2006. 

	 		G4-EC1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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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2		

 
氣候變遷對組織活動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a.	 說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這些風險與機會可能對營運、收入或支出產生重大的變化。說明內容包括：

	� 	風險或機會之描述及其分類（如實體、法規或其他）

	� 	風險或機會相關之衝擊之描述

	� 	採取對應行動之前，風險或機會產生的財務影響

	� 	用來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法

	� 	用於管理風險或機會所採取之行動的成本

指引

攸關性

氣候變遷對於組織、投資者和利害關係人帶來風險和機

會。

組織可能因氣候系統和天氣模式的變化，面臨實體的風

險和機會，包括：

	� 	更加頻繁和強烈的風暴衝擊

	� 	海平面變化、環境溫度變化、可利用的水資源之變化

	� 	對勞動力的衝擊，例如：健康影響（例如：高溫引起的相

關疾病或病害）或營運地點需要遷移

當政府逐漸管制導致氣候變遷之相關活動，對於直接或

間接排放溫室氣體的組織，將面臨法規管制的風險和機會。

風險可能包括成本增加或其他影響競爭力的因素。但限制溫

室氣體(GHG)排放也可能因為出現新技術和市場，為組織創

造機會。對於能更有效使用或生產能源及提高產品能效的組

織，這一點尤其更加顯著。

 
彙編要領

鑑別氣候變遷可能對組織的營運、收入或支出造成重大

改變的風險和機會。對於所鑑別的風險和機會，揭露以下特

點：

	� 	風險或機會的驅動因素——將風險和機會分類為	

	– 	實體

	– 	法規

	– 	其他

	� 	描述風險或機會的驅動因素——鑑別一特定的法律部分，

或實體的驅動因素，例如：水資源缺乏

	� 	潛在衝擊，至少包括：	

	– 	資金和營運成本的增加或減少

	– 	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增加或降低

	– 	資金取得性和投資機會的增加或降低

	� 	預期風險或機會將產生實質財務影響的時間範圍

	� 	直接和間接衝擊——是否對組織產生直接的衝擊，或透過

價值鏈而間接衝擊組織

	� 	可能性——對組織產生衝擊的可能性

	� 	衝擊程度——如果產生了衝擊，於財務面影響組織的的程

度

	� 	採取因應行動前，風險或機會產生之財務影響

	� 	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法（如碳捕捉與封存；替換燃料；使

用再生能源和低碳足跡的能源；提高能源效率；減少其他

的燃燒程序和逸散性排放；再生能源認證；使用碳抵換）

	� 	與上述行動相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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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組織尚未建立計算財務影響、成本或收入預估的機

制，組織應鑑別計畫和時間表以建立此機制。

風險和機會的進行可以分類如下： 

	� 	實體——來自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實體變化（如洪水、乾旱

及高溫引起的相關疾病）

	� 	法規——由於法令規定的變化

	� 	其他——例如：應對氣候變遷或消費者行為改變的新技

術、產品和服務的可行性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環境相關的損益項目和組織治理單

位的會議記錄，治理單位包含環境委員會。氣候變遷對自然

環境衝擊的資訊，也可能來自設備管理部門，或是在保險合

約中闡述。

參考文獻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Guidance for companies responding 

to the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BS),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 – Edition 1.0, 2010 and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 Boundary Update, June 2012.

	 		G4-EC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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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3

	

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範圍

a.	 若組織的一般資源可滿足福利計畫所須負擔之資金，說明此負債的估算值。

b.	若存在獨立的基金來支付福利計畫所需支付的退休金負債，說明下列資訊：

•  計畫負債可由此預先提撥之基金資產支付之程度

•  進行上述估算的依據

•  做出上述估算的時間點

c.	 若所設立的基金未能足額支付福利計畫之負債，如雇主有策略及時程規劃，解釋雇主如何實現足額及雇主希望實現全額

涵蓋的時間表（如有）。

d.	說明員工或雇主提撥數占其薪酬的百分比。

e.	說明退休計畫的參與程度（例如：強制參與或自願性方案、地區或國家別計畫，或具有財務衝擊的計畫）。	

指引

攸關性

當組織向員工提供退休計畫，員工將可根據組織承諾

的退休計畫，安排自己未來的長期經濟規劃。確定福利計畫

對雇主而言為潛在需履行之義務。其他類型的退休計畫，如

確定提撥制，則就無法保證運用退休計畫或其福利品質。因

此，組織選擇何種類型的退休計畫對員工和雇主雙方都有影

響。適當提撥的退休金計畫有助於吸引人才和保持員工團隊

的穩定度，從而對雇主的長期財務和策略規劃發揮支持的作

用。

彙編要領

鑑別所提供員工退休計畫的結構是屬於那種類型：

	� 確定給付制

	� 確定提撥制

	� 其他退職計畫類型	

對於確定給付制，鑑別雇主履行退休計畫之義務係直接

由組織所擁有的一般資源來支付，或由與組織資源無關且獨

立運作之基金來支付。

對於退休金的保障範圍，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例如國

家）會有不同的解釋和規定。組織應依循所在管轄區內的規

定和方法進行計算，並揭露最終的彙總資料。所採用的合併

方式應與組織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方式一致。惟退休金福

利計畫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IAS19「員

工福利」16的一部分，IAS19還包括更多議題。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確定給付制

	� 	確定提撥制

	� 	足額提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組織的財務或會計部門。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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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a.	 在說明期間內，組織接受政府財務補助的貨幣總值，至少包括：

	� 稅收減免及抵減

	� 	補貼

	� 	投資補助、研發補助及其他相關類型補助

	� 	獎勵

	� 	權利金豁免期

	� 	來自於出口信貸機構(ECAs)的財務援助

	� 	財務獎勵

	� 	針對組織任何營運，從任何機構得到或可得到的財務補助

b.	按國家別說明上述資訊。

c.	 說明政府是否包含在股權結構中與其所占比例。

指引

攸關性

該指標衡量組織營運所在地之政府對於組織所提供的支

援。將從政府獲得的重大財務補助和納稅金額進行比較，則

有助於瞭解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往來情況。

彙編要領

按照上述分類，依一般公認的會計準則鑑別政府提供補

助的貨幣總值。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財務援助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組織的法律部門或財務、會計部

門。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20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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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市場形象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C5
在重要營運據點，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指引	第76頁

G4-EC6
G4-EC6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指引	第77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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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C5

	

在重要營運據點，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a.	 如果大部分員工的薪酬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則說明組織於重要營運據點，依不同性別之基層人員薪資與當地

最低工資之間的比例。

b.	說明是否沒有最低薪資標準，或者在重要營運地點中最低薪資標準有因為性別而有顯著差異之情事。當有不同最低薪資

標準可供參照時，說明使用的標準為何。

c.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經濟繁榮是組織對員工投資的方式之一。本指標可以展

現組織在重要營運據點，如何提高員工經濟繁榮。本指標也

可指出組織薪資的競爭力及評估薪資對當地勞動力市場影響

之資訊。提供高於最低水準的薪資有助於建立穩固的社區關

係、提高員工忠誠度，增加組織在當地運作的社會認同。當

大部分員工獲得之報酬係與最低薪資法規緊密關連時，本指

標對於這些組織尤為重要。

彙編要領

對於所有重要的營運據點，按性別鑑別和比較（以百分

比表示）當地最低薪資水準與組織基層人員起薪水準。

對於只提供月薪的組織，應當將月薪換算為時薪。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起薪水準

	� 	當地最低薪資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組織的薪酬管理部門或財務、會計

部門。營運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立法組織也可能有該指標

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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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6

	

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a.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中，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所佔的百分比。

b.	說明「高階管理階層」的定義。

c.	 說明組織對於「當地」的地理定義。

d.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確保高層管理人員自當地聘用有利於當地社區。管理團

隊的多元化與納入當地成員可強化人力資本，提高當地的經

濟利益，也有助於加強組織對當地需求的瞭解。	 

彙編要領

使用全職員工的資料計算此百分比。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當地員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人事或人力資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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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間接經濟衝擊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78頁

指標

G4-EC7
基礎設備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指引	第79頁

G4-EC8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包括衝擊的程度

	指引	第80-8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a.

說明為瞭解組織在國家、地區或當地層級的間接經濟衝

擊所採取的行動。

依據外部標竿和利害關係人優先性，例如：國家或國際

間標準、協議和政策議程等，說明相關於間接經濟衝擊的顯

著性。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說明組織是否進行社區需求評估，決定基礎設施和其他

服務的需求。如果有，請描述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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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C7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a.	 說明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的發展程度。

b.	說明對於社區和當地經濟產生之現有或預期的衝擊。說明所有正面或負面的相關衝擊。

c.	 說明這些投資和服務是屬於商業活動、實物捐贈或是公益活動。

指引

攸關性

在創造及分配經濟價值的同時，組織也可以透過投資基

礎設施來對經濟體造成影響。基礎設施投資的衝擊可以擴及

到組織自身營運以外的範圍，並且能夠長時間的發揮作用。

基礎設施投資包括交通的連接、公共事業、社區服務設施、

運動中心或醫療和福利中心。隨著基礎設施投資在自身營運

上，也可以對經濟有所貢獻。

彙編要領

鑑別已經實施的每項重大基礎設施投資或支援服務的規

模、成本和期限。

鑑別每項基礎設施投資或支援服務的現有和預期衝擊。

蒐集對於社區或當地經濟正面或負面衝擊的資訊。如果組織

的營運衝擊到不同的地區或地方經濟，也需蒐集該方面的資

訊。

鑑別與每項基礎設備投資或支援服務相關的財務安排。

按商業活動、實物捐贈或公益活動進行分類。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基礎設施	

	� 	支援服務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源包括組織的財務、資金或會計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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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8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包括衝擊的程度

a.	 舉例說明已鑑別出顯著的正面和負面間接經濟衝擊，可能包括：

	� 	改變組織、行業或整個經濟體系之生產力

	� 	嚴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

	� 	因社會或環境條件的改善或惡化所產生的經濟衝擊

	� 	低收入者在產品與服務上的可取得性

	� 	對於一職業群體或地區，提升其技能和知識

	� 	在供應鏈或銷售通路中所創造出來的職缺

	� 	激勵、促進或限制外國直接投資

	� 	因營運或活動的所在地改變而產生的經濟衝擊

	� 	因使用產品和服務所產生的經濟衝擊

b.	參照國家和國際標準、規章和政策議程等外部標竿與利害關係人的優先關注內容，說明間接衝擊的重要性。

指引

攸關性

在永續發展的脈絡下，間接經濟衝擊為組織經濟影響重

要組成部分之一。

直接經濟衝擊和市場影響力易關注於資金流向利害關係

人的立即結果，而間接經濟衝擊則包括因資金在經濟體中流

通所產生的附加衝擊。

直接經濟衝擊是在衡量組織與其利害關係人間的交易的

價值，而間接經濟衝擊則是交易的結果（有時以非貨幣的形

式呈現）。尤其對於發展中的經濟體，組織做為一個社會經

濟體的參與者或媒介角色時，間接經濟衝擊是一個重要的考

量面。對於評估與說明當地社區和區域經濟的關係，間接的

經濟衝擊也是一重要的因素。

在管理方面，間接經濟衝擊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有助於

鑑別那裡可能存在組織名聲風險，或判斷那裡可能有擴大市

場進入的機會或獲得社會認同的經營。

彙編要領

鑑別重大間接經濟衝擊的例子，不論是正面或是負面的

衝擊。這些例子可能包括：

	� 	改變組織、行業或整個經濟體系之生產力（例如透過更廣

泛地運用科技或科技的普及）

	� 	嚴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一份工作收入可扶養的

人口總數）

	� 	因社會或環境條件的改善或惡化，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

如：小型家庭農場轉變成為大型養殖場，對地區就業市場

的改變，或污染造成的經濟衝擊）

	� 	低收入者在產品與服務上的可取得性（例如：提供優惠價

格的藥品以提高大眾健康水準，從而讓大眾能夠參與更多

的經濟發展；超出低收入者經濟所能承受的價格）

	� 	對於一職業群體或地區，提升其技能和知識（例如：因應

供應商的需求，有助於吸引擁有相關技術的勞工及組織，

另外也能促進新的學習組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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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供應鏈或銷售通路中所創造出來的職缺（例如：評估組

織的成長和縮減對供應商的衝擊）

	� 	激勵、促進或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例如：擴展或停止在發

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服務，可能導致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

或減少）

	� 	因營運或活動所在地的改變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將

工作外包至海外地區）

	� 	因使用產品和服務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經濟增長模

式和使用特定產品與服務的關聯）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經濟衝擊

	� 間接經濟衝擊

	 		G4-EC8	延續

第四部分



82

考量面：採購實務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82頁

指標

G4-EC9
於重要營運據點，採購支出來自當地供應商之的比例

	指引 	第83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為了鑑別及調整對供應鏈的採購行為所可能造成負

面衝擊而採取的行動，包括：

	� 	如何透過與供應商的對話機制，來鑑別對供應鏈所造成負

面衝擊的採購行為

	� 	為了調整付款的政策和程序所採取之行動	

對供應鏈造成負面衝擊的採購行為，包括：	

	� 	與供應商關係的穩定度或時間長短

	� 	採購前置期間(訂購到交貨的時間)

	� 	訂購和付款程序

	� 	採購價格

	� 	更改或取消訂單

描述選擇當地供應商的政策和做法，無論是適用於組織

整體或是特定地點。

當有採購原物料或生產投入時，說明追溯其來源或生產

狀況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描述在選擇供應商時，促進經濟包容性的政策和做法。

經濟包容性的形式包括：	

	� 	女性為所有權人之供應商

	� 	由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或少數社會群體所擁有或擔任員工

的供應商

	� 	中小型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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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C9		

於重要營運據點，採購支出來自當地供應商之比例

a.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中，使用當地供應商的採購預算比例（如在當地採購產品和服務的百分比）。

b.	說明組織對於「當地」的地理定義。

c.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對當地經濟而言，組織的經濟影響並不僅止於創造就業

機會、發放薪資與繳納稅款。透過將當地的組織納入供應鏈

中，組織可以間接地吸引更多投資於當地經濟。

透過對當地經濟的正面衝擊，組織可以取得或維護社會

營運認可。自當地採購為可以確保供應與穩定經濟的策略，

並能證明比遠端管理更為有效。

當地採購的比例也是貢獻當地經濟和維持社區關係的重

要因素。當然，當地採購的整體衝擊還是取決於供應商的永

續發展性。

彙編要領

在報告期間內的發票或承諾來計算該百分比（即使用權

責發生制會計處理）。

當地採購既可以是出自營運據點的預算，也可以是出自

組織總部的預算。

定義

參見「實施手冊」第245頁詞彙表 

	� 當地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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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環境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六章「環

境」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中的第七、八、九項原則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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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環境考量面的永續發展 ( 永續性的環境面向 ) 主要注重

於組織對有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地、空

氣、水和生態系統。

環境類別所包含的衝擊與各種輸入 ( 如能源和水 ) 及輸

出 ( 如排放物、放流水及廢棄物 ) 有關。此外，亦包括生物

多樣性、交通運輸、產品與服務相關的衝擊、以及環保法規

的符合及環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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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原物料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指引	第86頁

G4-EN2
使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指引	第87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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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a.	 組織在報告期間內，用於生產和包裝主要產品或服務所用之原物料的總重量或體積，按以下分類：	

	� 	所用的不可再生原物料

	� 	所用的可再生原物料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描述組織對全球資源保護的貢獻，以及降低原

物料消耗密集度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努力。這也是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和許多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的明確目標。對

組織內部管理財務的主管以及其他人而言，原物料的消耗將

與營運總成本有直接關連。依產品或產品類別追蹤內部原物

料消耗情況，有助於監控原物料的使用效率和物質流成本。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的主要產品和服務。

說明使用的原物料總量，至少包括：

	� 	原物料（會轉變成為最終產品或服務的自然資源，如礦

石、礦物、木材等）

	� 	製程中的副資材	（即生產過程所需但並非為最終產品組成

之原物料，如生產機器中的潤滑油）

	� 	半成品或部件。除原物料外，在最終產品的組成中所有形

式的原物料或零件

	� 	包裝原物料，包括紙張、紙板或塑膠

對於每種類型的原物料，說明原物料是採購於外部供應

商或是從內部取得（如內部生產和開採行為）。

對於每種類型的原物料，說明其來自不可再生或可再生

來源。

說明揭露的資料是估算的還是直接量測。如果必須估

算，請說明所用之方法。使用的資料不應再做其他修改，例

如應以「實際現狀」計算而非以「乾物質/重量」計算。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不可再生原物料

	� 可再生原物料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組織的帳單、會計系統、採購或供應商

管理部門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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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		

	

使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a.	 說明用於製造組織的主要產品或服務中，使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旨在說明組織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原物料的能

力。使用這些再生材料有助於降低對新材料的需求以及全

球資源的保護。對組織內部管理財務的主管以及其他人而

言，改用回收再用的原物料有助於降低營運成本。此指標

所表示的意涵說明管理上減少對自然資源依賴之進展。

彙編要領

說明EN1揭露所用原物料的總重量或體積。

說明回收再利用的原物料的總重量或體積。如需估

算，請說明所用之方法。

利用這些資訊，使用以下公式計算使用再生原物料的

百分比：

 採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

          再生原物料的總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100
          所用材料的總量

如果材料的重量和體積使用不同的單位，則可能需要

使用轉換係數使之為一致的單位。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回收再利用的原物料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組織的帳單、會計系統、採購或供應

商管理部門以及內部生產或廢棄物處理紀錄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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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能源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	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	第88頁

指標

G4-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指引	第89-90頁

G4-EN4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指引	第91-92頁

G4-EN5
 能源密集度

	指引	第93頁

G4-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指引	第94頁

G4-EN7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指引	第95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b.

說明組織是否需遵守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能源規定

和政策。提供此項規定和政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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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組織內部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能源之燃料類別及總消耗量。

b.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組織內部所使用的可再生能源之燃料類別及總消耗量	。

c.	 以焦耳、瓦小時或其倍數說明以下種類的能源消耗總量：

	� 	電力消耗

	� 	供熱消耗

	� 	製冷消耗

	� 	蒸汽消耗

d.	以焦耳、瓦小時或其倍數說明以下種類的能源消耗總量：

	� 	出售的電力

	� 	出售的供熱

	� 	出售的製冷

	� 	出售的蒸汽

e.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能源消耗總量。

f.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g.	說明計算所用之轉換係數的來源。

指引

攸關性

能源消耗對營運成本有直接影響，也會受到能源供給和

價格波動的影響。組織對能源類型的使用選擇將構成該組織

的環境足跡。組織可以透過能源使用結構的變化呈現其減少

環境衝擊的努力。

對於一些組織而言，電力是唯一重要的能源消耗類型。

而對於其他組織，其他形式的能源也很重要，例如區域供熱

或製冷廠提供的蒸汽或冷水等。

不可再生燃料的使用通常導致直接溫室氣體（範疇一）

排放的重要原因，此一資訊將歸類在G4-EN15指標中呈現。

而購買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的消耗衍生的能源間接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此一資訊將在G4-EN16指標中

揭露。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內部消耗能源的類型（燃料、電力、供熱、製

冷、蒸汽）。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組織內部所消耗的能源使

用量（燃料、電力、供熱、製冷、蒸汽）。

當計算組織自我產生的能源之消耗量時，無需重複計

算。例如：如果組織自己購煤發電，然後消耗所發電之電

力，計算能源消耗量時，只需在燃料消耗此一類型計算一次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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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可能來自於外部購買或者自己產生能源。此指標只

需揭露由組織擁有或控制的實體之能源消耗。

燃料

依不可再生及可再生來源劃分，說明其燃料消耗：	

	� 	不可再生燃料來源，包括由組織擁有或控制的鍋爐、暖

爐、加熱設備、渦輪機、照明設備、焚化爐、發電機和車

輛設備等燃燒所需的燃料。不可再生燃料來源包括組織購

買或生產的燃料，如煤炭或天然氣

	� 	可再生燃料來源，是指由組織擁有或控制，包含生質燃料

（以直接使用為購買目的）和生質能

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

將經購買或自我產生的能源類別，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

位，透過下述計算式計算內部能源消耗總量：

組織內部能源消耗總額

= 

不可再生燃料的消耗 

+ 

可再生燃料的消耗 

+ 

購買而消耗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量

+ 

自我生產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量

-

出售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量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測量能源消耗所用的標準、方法

和假設，並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

法，應說明為何選擇此方式。

組織在能源考量面的所有資料需使用一致的轉換係數。

如有需要請使用適用於當地的燃料轉換係數將單位轉換為焦

耳或其倍數。若無當地的係數，也可以使用一般的轉換係

數。

組織在說明能源消耗量時，需選擇一致的邊界。如可行

話，應與G4-EN15和G4-EN16指標所使用的邊界一致。

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能源消耗資料的類別，提高長期

資料的透明度或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定義請詳見不可再生和可再生能源來源的分

類）

	� 	活動類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不可再生能源來源

	� 	可再生能源來源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組織的票據、測量、計算或估算得知。

資料所用的單位可直接從票據或測量儀表得知，或從原始單

位轉換取得。

	 		G4-EN3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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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4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組織外部消耗的能源消耗總量。	

b.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c.	 說明計算所用之轉換係數的來源。

指引

攸關性

能源消耗發生在貫穿組織整個營運的上下游活動中，包

括消費者購買產品後的使用以及消費者使用產品後的最終處

理。

量化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為計算G4-EN17指標中其他間

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追蹤並降低組織外部的

能源消耗可以改善產品和服務在完整生命週期的表現，也可

以成為整合設計方案的一環。

彙編要領

組織可首先評估那些活動會在組織外部產生能源消耗，

然後評估消耗的總量。此指標不包括G4-EN3指標已說明的

能源消耗。

在鑑別這些活動的攸關性時，說明這些活動的能源消耗

是否：

	� 	預期對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總量有顯著影響

	� 	組織可影響或降低能源消耗量

	� 	會促使組織面臨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例如：財務、法

規、供應鏈、產品與客戶、訴訟和商譽等風險)

	� 	對利害關係人具有重大性（如客戶、供應商、投資者或公

民社群）

	� 	由以前在內部進行但現已外包的活動產生，或者其他同業

組織一般在內部進行的活動而產生

	� 	已在特定行業的指引中被鑑別為具有重大性

	� 	依循組織或同業組織制訂的其他判定之相關標準

以上下游之活動類別劃分說明能源消耗：

上游

1.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2.資本材

3.燃料和能源相關的活動（不在指標G4-EN3中所包含的活動）

4.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5.營運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

6.商務差旅

7.員工通勤

8.上游資產租賃	

其他上游

下游

9.下游的運輸和配送

10.售出產品的加工

11.售出產品的使用

12.售出產品的最終處理

13.下游資產租賃

14.加盟

15.投資	

其他下游

上述的上/下游之活動類別及編號與WRI和WBCSD的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對應之活動類別及編號一致。將編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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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是為使G4與WRI和WBCSD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之

間方便互相參考。透過上述的相關活動類別來計算或估算能

源消耗量。

組織可從不可再生和可再生能源來源分別說明能源消

耗。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測量能源消耗所用的標準、方法

和假設，並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

法，應說明為何選擇此方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不可再生能源來源

	� 	可再生能源來源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供應商，或從內部及研究單位進行生命

週期盤查的計算或估算取得。

參考文獻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G4-EN4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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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5		

	

能源密集度

a.	 說明能源密集度的比例。

b.	說明組織用於計算該能源密集度的度量標準（能源密集度的分母）。

c.	 說明該能源密集度所涵蓋的能源類型：燃料、電力、供熱、製冷、蒸汽或以上全部。

d.	說明計算該比例時，是指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還是兩者都包括。

指引

攸關性

能源密集度定義在組織特定度量標準下的能源消耗情

況。密集度透過絕對能源消耗（分子）與組織特定度量標準

（分母）相除計算得知。

能源密集度表示每一單位活動或其他組織特定度量標準

所需的能源。能源密集度常使用做為可比較之常態化的環境

衝擊指標。能源密集度可包括：	

	� 	產品密集度（如單位產品製造所消耗的能源）

	� 	服務密集度（如每個部門單位或服務所消耗的能源）

	� 	銷售密集度（如單位銷售額所消耗的能源）

與G4-EN3和G4-EN4中的總能源消耗指標一起搭配，能

源密集度有助於理解組織的能源使用效率，更有助於與其他

組織比較。

彙編要領

選擇一個適當的密集度分母用於代表單位產出、活動或

其他組織特定度量標準，可包括：

	� 	產品單位

	� 	產量（公噸、公升、百萬瓦時）

	� 	大小（平方公尺樓板面積）

	� 	全職員工總數

	� 	貨幣單位（收入、銷售）

組織可說明其它的能源密集度以提高透明度和可比較

性。例如，可按以下類型劃分，計算個別的密集度：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定義請詳見不可再生和可再生能源來源的分類）

	� 	活動類型

密集度透過絕對能源消耗（分子）與組織特定度量標準

（分母）相除計算得知。

組織可說明內部或外部消耗的能源密集度。如果密集度

包含組織內部及外部的能源消耗，請分開表示。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不可再生能源來源

	� 	可再生能源來源 

資料來源

數據可能來自於票據、量測、計算、估算。說明所用單

位可直接從票據或量測工具取得，或者從原始單位轉換。分

母的資料來源可包括行業別或國家的能源報告指引。

參考文獻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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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計算由於採取節能及效率提升的行動方案而直接節省的能源消耗量。

b.	說明減少的能源消耗量中所包含的能源類型：燃料、電力、供熱、製冷或蒸汽。

c.	 說明計算能源消耗量減少的基準，例如基準年或基線，以及選擇此一基準的理由。

d.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能耗的降低表示組織有較佳的能源使用效率。能源消耗

量直接影響組織的環境足跡、經營成本以及應變能源供應和

價格變動的能力。 

彙編要領

計算或估算因採取節能及效率提升的倡議專案而節省的

能源消耗量或提升能源使用效率，此指標不含由產能減少或

外包而減少的能源消耗。

倡議專案至少包括：

	� 	流程改善

	� 	設備改善或更新

	� 	員工行為的改變

	� 	營運變化

說明節能之計算方法是否為估算、模式分析還是直接

量測。如是估算或模式分析，應揭露所用之方法。

組織可以選擇：

	� 	結合不同的能源類型，一起說明能源消耗的減少量

	� 	分別就燃料、電力、供熱、製冷、蒸汽，個別說明能源消

耗的減少量

組織可以選擇按照節能及效率提升倡議專案，分別說明

能源消耗的減少量。

組織可優先說明在報告期間內執行多種節能以及有明顯

提升能效的措施。組織的相關行動及目標可在能源考量面的

管理方針揭露（DMA）中描述。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能源消耗減少量所用的標準、

方法和假設，並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

和方法，應說明為何選擇此方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基線

	� 	節能與效率提升倡議專案

	� 	能源減量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內部能源量測或供應商資訊（如新機

器、節能燈泡的能源相關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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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7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計算在報告期間內所售出的產品和服務其所需能源的減少量。

b.	說明計算能源消耗減少量的基準，例如基準年或基線，以及選擇此一基準的理由。

c.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能源消耗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因為燃燒不可再

生燃料會產生溫室氣體(GHG)並造成其他的環境衝擊。有效

率的使用能源對減緩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提供高能效的產品

和服務是商品管理措施中重要的部分。

彙編要領

以「使用」為導向的數字，例如：一輛汽車或一台電腦

的能源需求。

或以消耗模式的相關資訊，例如：每100公里里程或每

單位時間（小時、平均工作天數）減少10％的能源消耗。

如果適用，也可參照行業的一般標準取得相關資訊（例

如：汽車以每小時90公里的時速行駛100公里的油耗量）。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能源消耗減少量所用的標準、

方法和假設，並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

和方法，應說明為何選擇此方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基線

	� 	能源減量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內部的產品測試或量測、消費者使用模

式的研究、生命週期評估和行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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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水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指引	第97頁

G4-EN9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指引	第98頁

G4-EN10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百分比及總量

	指引	第99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Ceres, The Ceres Aqua Gauge: A Framework for 21th Century Water Risk 

Managemen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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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a.	 說明從以下來源獲取的水資源總量：	

	� 	地表水，包括濕地、河川、湖泊、海洋

	� 	地下水

	� 	組織直接收集和貯存的雨水	

	� 	來自其他組織的廢水

	� 	市政供水或其他水利設施

b.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依來源說明總取水量，有助瞭解組織整體用水情況以及

相關的潛在影響和風險。總取水量說明組織用水的相關用量

和重要性，並且可計算用水及其使用效率的基線。

有計畫的監測和提高用水效率，將與組織的用水成本有

直接相關。總用水量也能說明中斷供水或提高水價所造成的

風險程度。乾淨的淡水越來越短缺，將對需要大量用水的生

產流程產生衝擊。在水資源高度缺乏的地區，組織的用水型

態也會影響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彙編要領

鑑別來自所有水源的總取水量，包括冷卻水的抽取。說

明這些計算是估算、計算模組或來自直接量測。如需估算或

模式分析，請說明所用之方法。

這個指標可能包括組織直接取得的水資源或透過中間媒

介單位（如公用事業的水廠）取得的水資源。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總取水量

資料來源

組織用水的資訊可來自於水錶、水費帳單、其他現有資

料計算的結果，若沒有水錶、帳單或可參考的資料，組織可

自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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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9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a.	 按類型說明因組織取水而受到重大影響的水源總數：

•水源的規模大小

•該水源是否被劃分為保護區（國家級或國際級）

•生物多樣性價值（如物種多樣性和特有性，受保護物種的數量）	

•水源對當地社區和原住民的價值或重要性

b.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從水資源系統中抽取水資源會降低地下水位、減少當地

可用的總水量，或以其他方式影響生態系統正常的功能。這

種影響會對當地的生活水準產生廣泛的衝擊，包括對經濟和

社會的不利後果。

此指標衡量組織用水的衝擊範圍，對於同一水資源來

源的其他使用者的關係，此指標還有助於評估特定區域的風

險或可改善的具體面向，以及組織擁有的水資源來源之穩定

性。

彙編要領

若滿足以下一項或多項條件，可說明因組織取水而受顯

著影響的水資源來源：

•  平均取水量達到該水體已知之年均總水量的5%或以上

•  來自敏感的水體(被專家認為相對面積、功能特殊、罕見、

受威脅、瀕絕系統或該水源存在某種瀕絕物種)	

•  從「拉姆薩濕地公約」78名單中的濕地或任何其他國家或

國際自然保護區取水，無論抽取多少水資源

• 水源被認為具有較多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如物種多樣性和

特有性，受保護物種的總數）

•  水源被認為對當地社區及原住民具有較高價值或重要性

如果由公共或私人供應商供水，則需鑑別並說明原始的

水體或水資源來源。

資料來源

關於水資源來源或保護區的相關資訊可能來自於當地

或國家的水管理部門和政府部門，或環境影響評估等研究。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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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0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百分比及總量

a.	 說明組織水回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

b.	說明水回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占總取水量(G4-EN8指標)的百分比。

c.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計量使用經處理後和處理之再利用的水量，包括

灰水等（即收集的雨水或家庭污水如洗碗水、洗衣水、洗澡

水）。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比例可衡量組織的用水效率，證

明組織在降低總取水量和排放量方面的績效。提高水資源回

收及再利用可減少用水、處理和處置的成本。透過水資源回

收及再利用隨著時間而減少的用水量還更有助於當地、全國

或區域水資源供應管理的目標。

彙編要領

鑑別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用量。

如果沒有水錶或流量計，則需要透過模式分析來估算。

例如，組織的某個生產循環需要20立方公尺水，組織使

用20立方公尺水用於一個生產循環，然後重複利用，再進行

三次生產循環，則該循環的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水量為60立

方公尺。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資料來源

資訊可從水錶或流量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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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生物多樣性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00頁

指標

G4-EN1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指引	第101頁

G4-EN12
描述組織的活動、產品及服務，對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顯著衝擊	

	指引	第102頁

G4-EN1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指引 第103頁

G4-EN14

依瀕臨絕種風險的程度，說明受組織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總

數

	指引	第104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BirdLife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Bird Areas,  

http://www.birdlife.org/action/science/sites/index.html,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2008.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Ramsar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1994.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 (CITES)’, 1979.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Biosphere Reserves,  

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ecological-

sciences/biosphere-reserves/,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List,  

http://whc.unesco.org/en/list, accessed on 1 May 2013.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b.

說明組織為達成生物多樣性管理方針的策略。例如：在

分析工具（如環境實地影響評估）中考慮生物多樣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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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1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a.	 說明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之相關資訊，包括：

	� 	地理位置

	� 	組織所擁有、租賃或管理之地表下土地

	� 	有關保護區的位置（位於、鄰近或包含一部分保護區的區域）或保護區以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 	營運活動類型（辦公室、製造或生產、資源開採）	

	� 	以平方公里為單位表示營運據點的面積

	� 	說明其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 	保護區和其他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屬性	（例：陸域、淡水或海洋生態系統）	

	– 	其保護級別（例如：	IUCN 保護區管理類別系統、拉姆薩國際濕地公約、國家法令）	

指引

攸關性

透過揭露位於或包含、鄰近法定保護區或具有重要生物

多樣性價值的土地之潛在衝擊，組織可以鑑別並瞭解與生物

多樣性相關的特定風險。監測在保護區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

性價值地區的活動，可使組織降低可能衝擊的風險，也助於

組織管理其衝擊或避免不當管理。如果不能有效管理這些衝

擊，可能會造成商譽受損、延遲取得政府的規劃許可或欠缺

社會的認可而無法營運。

彙編要領

鑑別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

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之位置和大小，

包括已正式宣佈的未來營運所在地。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 	保護區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購買合約、租賃合約、國家/地區土地

登記簿。

在國家層級，負責環保的政府單位可能擁有國際和國內

保護區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地區的資訊。此外，國家

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也經常包括保護區和具有重要生

物多樣性價值地區的資訊和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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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2

	

描述組織的活動、產品及服務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對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之顯著衝擊

a.	 參照以下一項或多項，說明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或間接顯著衝擊的性質：

	� 	建築施工或製造工廠、採礦交通設備的使用	

	� 	污染（說明不會自然發生在棲息地的物質從點源或非點源的方式進入）	

	� 	說明侵入性物種、害蟲及病原體

	� 	物種的減少

	� 	棲息地的變化

	� 	自然變化範圍之外的生態變化（例如：鹽化或地下水位的變化）	

b.	參考下列，說明直接和間接的重大正面或負面衝擊：		

	� 	受影響的物種

	� 	受衝擊區域的範圍

	� 	衝擊的持續時間

	� 衝擊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說明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組織對保護區或高生物

多樣性價值的地區之直接或間接的顯著衝擊，同時也說明已

瞭解（或制定）為減緩這些衝擊的組織策略。透過結構化、

定性資訊的呈現，此指標可比較不同組織隨著時間的相對規

模、範圍和性質的衝擊。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在活動、產品和服務方面，對生物多樣性的重

要正面或負面衝擊，包括直接衝擊和間接衝擊（如供應鏈的

衝擊）。

衝擊範圍不僅限於正式保護的地區，也要考慮對緩衝

區以及已被正式認定具有特殊重要性或敏感性區域的衝擊。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 	對生物多樣性的顯著衝擊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環境管理系統或其他內部文件，

也可從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或生命週期評估、供應鏈上下游

組織取得。



103第四部分

G4-EN1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a.	 說明所有受保護或復育之區域的面積和位置，以及復育的成果是否有經過獨立的外部專家確認。

b.	說明是否於組織曾進行監督和實施復育或保護措施以外的地區，有透過與第三方合作進行保護或復育棲息地。

c.	 以接近報告期末的時間點，說明各區域的狀態及現況。

d.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保護完整的自然棲息地，提升周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穩

定，可增加組織的商譽以及獲得周圍社區對組織的認同。生

物多樣性策略包含預防、管理以及因組織活動對自然棲息地

造成破壞的補救措施。此指標衡量為預防或補救組織活動的

負面衝擊之具體策略的執行情況。

彙編要領

此指標意指完成補救的地區，或得到積極保護的地區	

（見定義）。如果地區符合「經修復」或「受保護」的定

義，但仍有營運活動的地區也應納入報告。		

如果這些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有監管或許可要求，則

此指標中的資訊需與這些要求一致。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保護區

	� 	復育區

資料來源

保護區的資訊可從組織環境管理系統、現場計畫、環境

和社會影響評估或組織的策略方針中取得。

土地復育的資訊（即土地復育的要求）可從土地的租

約或購買合約，或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或風險清單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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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4

	

依瀕臨絕種風險的程度，說明受組織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總數

a.	 說明棲息地受組織營運影響，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總數，按照以下滅絕風險程度分類

	� 	極危

	� 	瀕危

	� 	易危

	� 	近危

	� 	無危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幫助組織鑑別營運活動在那些地方對瀕臨絕種物

種構成威脅。鑑別這些威脅，組織就可以採取適當步驟來避

免危害以及防止物種滅絕。IUCN紅色名錄和國家保護名冊

的物種資料可作為權威的參考資料，用來決定受營運影響地

區之生物棲息地的敏感程度，以及從管理角度來看這些棲息

地的相對重要性。

彙編要領

鑑別受組織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位置是否為IUCN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和國家保護名冊中物種的棲息地。

將規劃文件所列的物種與上述名錄的資訊比較以及監測

記錄，以確保其一致性。使用此資訊，確認棲息地中每個滅

絕風險類別的物種總數。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IUCN紅色名錄物種 

資料來源

關於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和國家保護名冊的資訊可

能來自於國家或地區保護機構、地方政府或環保NGO。對營

運活動位於保護區、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地區或鄰近區

域的組織而言，研究計畫或其他許可資料也可能含有保護區

內生物多樣性的資訊。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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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排放	

前言
在指南中，排放考量面的指標包括溫室氣體排放、臭氧

層破壞物質、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其他顯著的氣體排放指

標。

說明溫室氣體排放是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orting Standar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報告要求。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將溫室氣體排放分為三個「範疇」

，即為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	

「範疇」是對產生溫室氣體排放的營運邊界進行分類。

「範疇」將組織自身或其他相關組織（如電力供應者或運輸

公司）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作如下分類：	

	� 	直接排放（範疇一）：組織擁有或控制的營運所排放

	� 	間接能源排放（範疇二）：組織購買或取得且用於內部消

耗的電力、加熱、製冷或蒸汽其產生過程造成的排放

	� 	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在組織外部產生的所有間接排

放（未包括在範疇二中），包括上下游組織的排放。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範疇一、二、三與ISO14064的定

義及GRI的下述指標一致：

	�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GRI指標G4-EN15）

	� 	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GRI指標G4-EN16）

	� 	範疇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GRI指標G4-EN17）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規定，組織應當說明直接排放	

（範疇一）和能源間接排放（範疇二），其他間接排放	

（範疇三）為非必需項目。WRI和WBCSD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 Scope 3 )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規定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的揭露。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2. 

 �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and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Black 

Carbon and Tropospheric Ozone, 2011.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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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06頁

指標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指引	第107-109頁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

	指引	第110-111頁	

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三）

	指引	第112-114頁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指引	第115頁

G4-EN19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指引	第116-117頁

G4-EN20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排放

	指引	第118頁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顯著氣體的排放

	指引	第119-120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b.

說明組織是否需遵守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排放規定

或政策。請提供此規定或政策的例子。

除使用DMA指引說明目標之外，在說明溫室氣體排放

目標時，說明是否使用相關的碳權抵減以達成目標，以及碳

權抵減相對應的類型、數量、標準或其所屬的交易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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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的全部排放，並排除任何溫室氣體交易（如購買、銷售或

轉換的抵消量或配額）。

b.	說明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

部）。

c.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以外的生質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d.	說明選定之基準年、選擇基準年的依據、基準年的排放，以及致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的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

絡。

e.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f.	 說明使用的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的出處來源，或提供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g.	說明所使用彙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方法（股權比例、財務控制、營運控制）。

指引

攸關性

此 指 標 包 含 聯 合 國 「 京 都 議 定 書 」 和 W R I 及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的溫室氣體中之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以二氧化碳當量為單位）： 

•  二氧化碳	(CO2)

•  甲烷	(CH4)

•  氧化亞氮	(N2O)

•  氫氟碳化物	(HFCs)

•  全氟化碳(PFCs)

•  六氟化硫	(SF6)

•  三氟化氮	(NF3)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遷的主因，受到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100和「京都議定書」所約束。有些溫室氣體種類，

如甲烷(CH4)同時也對生態系統、空氣品質、農業、人類和動

物之健康具有嚴重負面衝擊的空氣污染物。因此，不同的國家

和國際法規以及相關的誘因機制（例如：碳排放權交易體系）

都致力於控制並鼓勵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組織擁有或控制的來

源（將溫室氣體直接排放至大氣的實體單位或流程）。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但不限於在指標G4-EN3

中說明的燃料消耗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本指標可將G4-EN16（能源間接(範疇二)排放）和G4-EN17

（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指標結合一起使用，以說明組織的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直接和間接排放的資料結合使用，可說明稅務或交易體系

的成本關聯，以及組織的碳足跡和環境績效。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源，包括：	

	� 	發電、供熱、製冷或蒸汽。這些排放來自於固定源（如鍋

爐、暖爐、渦輪機）的燃料燃燒或其他的燃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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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或化學程序。這些排放大部分來於自化學品和材料（如

水泥、鋼鐵、鋁、氨、廢棄物加工）的生產或加工程序。

	� 	材料、產品、廢棄物、員工和乘客的運輸。這些排放大部

分來自於組織擁有或控制的移動性排放源（如卡車、火

車、輪船、飛機、客車、小汽車）的燃料燃燒。

	� 	逸散性排放。來自於有意或無意的排放，例如設備介面、

封口、包裝、墊片的洩漏；	甲烷洩漏於採礦程序或其通風

口；製冷和空調設備的氫氟碳化物洩漏；以及氣體運輸中

的甲烷洩漏。

根據鑑別的來源，使用全球暖化潛勢(GWP)計算報告期

間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以二氧化碳當量為單位）。排除

任何溫室氣體交易，如購買、銷售或轉換的抵減量或配額。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準、方法和假設，並

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法，應說明

為何選擇此方式。

盡可能選擇一致的方式來計算直接（範疇一）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以及G4-EN16指標的內容。組織選擇WRI和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所述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股權比例、財務控

制、營運控制。

選擇並鑑別排放的基準年，並說明選擇該年度的

原因。若要重新計算之前的排放量，組織可使用WRI和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的方法。

組織可說明生質二氧化碳排放，但此項排放應獨立說

明，不加入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這些排放僅

指生質燃料的燃燒或生物分解，而不是其他溫室氣體（如甲

烷、氧化亞氮）的排放，也不是其他生物質在生命週期內產

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如加工或運輸生物質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

關於抵減的資訊可在排放考量面的DMA中說明。

用於計算排放量的方法可包括：

	� 	直接量測製冷系統消耗（煤、氣）或損失（重新填滿）以

及轉化成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 	質量平衡計算

	� 	根據現場特定資料計算（如燃料成份分析）

	� 	根據公開資料計算（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

	� 	估算。如果由於缺乏相關資料需採用估算時，組織應說明

估算的基礎及假設。

	� 	直接量測溫室氣體（如連續監測分析工具）

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資

料的類別，提高資料的透明度和未來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固定燃燒、加工、逸散性）

	� 	活動類型

盡可能組織在計算排放方面的資料時，使用的排放係數

和全球暖化潛勢(GWP)應一致。排放係數可來自於強制揭露

的要求、自願性揭露架構或由特定產業工會或團體所發展。

而對GWP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變化。組織可使

用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的「評估報告」。由於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中的GWP被用來作為聯合國京都議

定書國際協商的基礎，此報告中的數值也可用來揭露溫室氣

體排放，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告要求衝突即可。組織

也可使用IPCC最新的「評估報告」中的GWP資料。在IPCC的

「評估報告」中，按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停留不同時間長度，

有多種的GWP。組織使用估算溫室氣體存在大氣中100年之

情境的GWP值即可。

關於此指標的更多詳情和指引，可參考WRI和WBCSD

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及IPCC文件。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二氧化碳當量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 	全球暖化潛勢	(GWP)	 

	 		G4-EN15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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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4-EN3中揭露的部分資料可以用來計算直接（範疇

一）溫室氣體排放。	

參考文獻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5.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G4-EN15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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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的全部排放，並排除任何溫室氣體交易（如購買、銷

售或轉換的抵消量或配額）。	

b.	如有資料，說明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

c.	 說明選定之基準年、選擇基準年的依據、基準年的排放，以及致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的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

絡。

d.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e.	說明使用的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的出處來源，或提供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f.	 說明所使用彙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方法（股權比例、財務控制、營運控制）。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包含聯合國「京都議定書」和WRI及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的溫室

氣體中之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以二氧化碳當量

為單位）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遷的主因，受到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100和「京都議定書」所約束。有些溫室氣體種

類，如甲烷(CH4)同時也對生態系統、空氣品質、農業、人類

和動物之健康具有嚴重負面衝擊的空氣污染物。因此，不同的

國家和國際法規以及相關的誘因機制（例如：碳排放權交易體

系）都致力於控制並鼓勵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組織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從其他

組織購買且用於自身消耗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之生產過

程造成的排放。

對於許多組織而言，所購電力的發電過程所產生的能源

間接（範疇二）排放遠高於其直接溫室氣體(範疇一)的排放。

本指標可將G4-EN15（範疇一排放）和G4-EN17（範疇三

排放）指標結合一起使用，以說明組織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直接和間接排放的資料結合使用，可說明稅務或交易體

系的成本關聯，以及組織的碳足跡和環境績效。

彙編要領

鑑別購買或取得、用於組織自身消耗的電力、供熱、製

冷和蒸汽之生產過程造成的溫室氣體間接排放。

不包括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其他間接（範疇三）

排放將在G4-EN17指標中說明。

計算購買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之生產過程造成的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排除所有溫室氣體交易，如購

買、銷售或轉換的抵減量或配額。

盡可能選擇一致的方式來計算能源間接（範疇二）溫

室氣體排放總量以及G4-EN15指標的內容。組織選擇WRI和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所述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股權比例、財務控

制、營運控制。

選擇並鑑別排放的基準年，並說明選擇該年度的原因。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準、方法和假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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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法，應說明

為何選擇此方式。

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

放資料的類別，提高資料的透明度和未來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氣）

	� 	活動類型

若要重新計算之前的排放量，組織可使用W R I和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的方法。

組織在計算排放方面的資料時，使用的排放係數和全球

暖化潛勢(GWP)應盡可能為一致。排放係數可來自強制揭露

的要求、自願性揭露架構或由特定產業工會或團體所發展。

而對GWP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變化。組織可使

用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的「評估報告」。由於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中的GWP被用來作為聯合國京都議

定書國際協商的基礎，此報告中的數值也可用來揭露溫室氣

體排放，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告要求衝突即可。組織

也可使用IPCC最新的「評估報告」中的GWP資料。在IPCC的

「評估報告」中，按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停留不同時間長度，

有多種的GWP。組織使用估算溫室氣體存在大氣中100年之

情境的GWP值即可。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二氧化碳當量

	�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 	全球暖化潛勢(GWP)	 

資料來源

G4-EN3中揭露的電力、加熱、製冷和蒸汽之消耗可以

用來計算能源間接（範疇二）排放。

參考文獻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5.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G4-EN16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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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三）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其他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的全部排放，不包括組織購買或取得且用於內部消

耗的電力、供熱、製冷或蒸汽的產生過程造成的排放（這些間接排放在G4-EN16指標中說明）。也不包括任何溫室氣體

交易，例如：	購買、銷售或轉換的抵消量或配額。

b.	如有資料，說明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

c.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分別說明其他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以外的生質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d.	說明計算所包含的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類別和活動。

e.	說明選定之基準年、選擇基準年的依據、基準年的排放，以及致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的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

絡。

f.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g.	說明使用的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的出處來源，或提供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指引

攸關性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遷的主因，受到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100和「京都議定書」所約束。有些溫室氣體種

類，如甲烷(CH4)同時也對生態系統、空氣品質、農業、人

類和動物之健康具有嚴重負面衝擊的空氣污染物。因此，不

同的國家和國際法規以及相關的誘因機制（例如：碳排放權

交易體系）都致力於控制並鼓勵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對某些組織而言，組織外部或使用其產品造成的溫室氣

體排放遠高於其直接（範疇一）排放或能源間接（範疇二）

排放。量測和說明降低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的努力有助

於證明組織對抗氣候變遷議題的領導力。

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是組織所有活動的結果，但產

生的來源並非組織擁有或控制。此類活動類型，例如：包括

所採購之材料的開採和生產；非組織擁有或控制的車輛運輸

所添購的燃料；最終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在指南中，溫室氣體排放的說明是根據WRI和WBCSD

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130和「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此指標可結合 G4- EN15（範疇一排放）和G4-EN16（範疇二

排放）指標一起使用，以說明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彙編要領

此指標包含聯合國「京都議定書」和WRI和WBCSD

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的溫室氣體中的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以二

氧化碳當量為單位）。

	� 	二氧化碳	(CO2)

	� 	甲烷	(CH4)

	� 	氧化亞氮(N2O)

	� 	氫氟碳化物	(HFCs)

	� 	全氟化碳(PFCs)

	� 	六氟化硫	(SF6)

	� 	三氟化氮	(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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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發生在組織外部，且未在G4-EN16指標中揭露的間

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間接排放也可能來自組織

的廢棄物處理流程、所採購商品的生產流程有關的排放以及

非組織擁有或控制的設施中的逸散性排放。

評估組織的那些活動造成間接排放，並計算相關的排放

量。

在鑑別這些活動的攸關性時，說明這些活動的排放是

否：

	� 	預期對組織的範疇三排放總量有顯著影響

	� 	組織可影響或降低排放量

	� 	會促使組織面臨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例如：財務、法

規、供應鏈、產品與客戶、訴訟和商譽等風險)

	� 	對利害關係人具有重大性（如客戶、供應商、投資者或公

民社群）

	� 	由以前在內部進行但現已外包的活動產生，或者其他同業

組織一般在內部進行的活動而產生

	� 	已在特定行業的指引中被鑑別為具有重大性

	� 	符合組織或同業組織制訂的其他判定之相關標準

以上下游之活動類別劃分說明能源消耗： 

上游

1.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2.資本材

3.燃料和能源相關的活動（不在範疇一或範疇二中所包含的

活動）

4.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5.營運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

6.商務差旅

7.員工通勤

8.上游資產租賃	

其他上游

下游

9.下游的運輸和配送

10.售出產品的加工

11.售出產品的使用

12.售出產品的最終處理

13.下游資產租賃

14.加盟

15.投資	

其他下游

對於上述每項類別和活動，提供以二氧化碳當量為單位

的數值，或解釋為何不包含特定項目的資料。

上述的上/下游之活動類別及編號與WRI和WBCSD的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對應之活動類別及編號一致。將編號保

持一致是為使G4與WRI和WBCSD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之

間方便互相參考	。

組織可說明生質二氧化碳排放，但此項排放應獨立說

明，不加入其他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這些排

放僅指生質燃料的燃燒或生物分解，而不是其他溫室氣體	

（如甲烷、氧化亞氮）的排放，也不是其他生物質在生命週

期內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如加工或運輸生質料產生的溫室

氣體排放）。

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其他間接（範疇三）排放資料，

提高資料的透明度和未來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

	� 活動類型

選擇並鑑別排放的基準年，並說明選擇該年度的

原因。若要重新計算之前的排放量，組織可使用WRI和

WBCSD「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的方法。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

準、方法和假設，並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

	 		G4-EN17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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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和方法，應說明為何選擇此方式。	

盡可能組織在計算排放方面的資料時，使用的排放係

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應一致。排放係數可來自強制揭露

的要求、自願性揭露架構或由特定產業工會或團體所發展。

而對GWP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變化。組織可使

用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的「評估報告」。由於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中的GWP被用來作為聯合國京都議

定書國際協商的基礎，此報告中的數值也可用來揭露溫室氣

體排放，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告要求衝突即可。組織

也可使用IPCC最新的「評估報告」中的GWP資料。在IPCC的

「評估報告」中，按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停留不同時間長度，

有多種的GWP。組織使用估算溫室氣體存在大氣中100年之

情境的GWP值即可。

關於此指標的更多詳情和指引，可參考WRI和WBCSD

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及IPCC文件。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二氧化碳當量

•  全球暖化潛勢(GWP)

•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

資料來源

G4-EN4中揭露的組織外部能源消耗可以用來計算其他

間接（範疇三）排放。其他資訊來源還包括外部產品和服務

的供應商。對於特定類型的間接排放，如商務差旅，需要將

其內部資料與來自外部的資料搭配，以便預估。

參考文獻

 �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Assessing the Life-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PAS 2050, 2011.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5.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G4-EN17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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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a.	 說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比值。

b.	說明組織用於計算該強度比例的度量標準（比例之分母）。

c.	 說明強度所包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類型：直接（範疇一）、能源間接（範疇二）、其他間接（範疇三）

d.	說明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

指引

攸關性

排放強度說明在組織特定度量標準下的溫室氣體排放情

況。強度的計算方法係用絕對排放量（分子）與組織特定度

量標準（分母）相除計算得知。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表示每一單位活動、單位產出或組織

之其他特定度量標準下的溫室氣體排放。許多組織使用強度

追蹤其環境績效。強度也常被使用作為可比較之常態化的環

境衝擊資料。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可包括但不限於： 

•  產品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如單位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公噸）

•  服務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如每個部門單位或服務的二氧

化碳排放公噸）

•  銷售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如單位銷售額的二氧化碳排放公

噸）

與G4-EN15、G4-EN16和G4-EN17指標中揭露的絕對溫室

氣體排放相互搭配，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有助於瞭解組織整體

的效率，包括與其他組織的相對比較。

彙編要領

選擇適當的分母代表單位產出、活動或組織其他特定度

量標準。包括但不限於：

•  產品單位

•  產量（公噸、公升、百萬瓦時）

•  大小規模（樓板面積平方公尺）

•  全職員工總數

•  貨幣單位（收入、銷售）

如能增強透明度或可比較性，組織可說明多項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例如，可按以下類型劃分計算：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

•  活動類型

強度由絕對排放量（分子）與組織特定度量標準（分

母）相除計算得知。

如果欲說明直接（範疇一）和間接（範疇二）排放量

加總的排放強度，需將G4-EN15和G4-EN16指標中的數字相

加，決定溫室氣體排放的絕對量。或者分別使用G4-EN15和

G4-EN16指標中說明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

組織可說明其他間接（範疇三）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但是，此項排放強度應單獨呈現，不與直接（範疇一）或能

源間接（範疇二）排放強度合併。

資料來源

分子的資訊可能來自於票據、量測、計算或估算。分母

的資訊來源可包括行業或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的指引。

參考文獻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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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9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由於採取減量措施而直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b.	說明計算所包括的氣體（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c.	 說明選定的基準年或基線，以及選擇的理由。	

d.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e.	說明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發生在直接（範疇一）、能源間接（範疇二）還是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

指引

攸關性

溫室氣體排放是氣候變遷的主因，受到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100和「京都議定書」所約束。有些溫室氣體種

類，如甲烷(CH4)同時也對生態系統、空氣品質、農業、人

類和動物之健康具有嚴重負面衝擊的空氣污染物。因此，不

同的國家和國際法規以及相關的誘因機制（例如：碳排放權

交易體系）都致力於控制並鼓勵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此指標可依照組織的減量目標、國際或國內法規以及交

易制度，結合EN15、EN16和EN17指標對溫室氣體減量進行

管控。

彙編要領

說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做法。

做法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形式：

	� 流程重新設計

	� 設備更換或翻新

	� 燃料替換

	� 員工行為改變

	� 排放抵減

組織可優先說明在報告期間內已執行與具顯著貢獻潛力

之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行動。相關行動及減量目標可在排放

考量面的管理方針揭露（DMA）中描述。

組織可以依照個別或群組的減量行動，分別說明溫室氣

體排放的減少量。

依照直接（範疇一）、能源間接（範疇二）或其他間接

（範疇三）排放，分別說明溫室氣體減量的情況。因降低產

能或外包的減量不計入此指標。

由碳權抵減產生的減量應與其他減量作區分，並個別說

明。

組織可選擇用排放清冊或基於專案的方式說明排放減

量。排放清冊的方式將減量與基準年資料比較，基於專案

的方式則是與基線比較。關於詳細的記錄方法，可查看WRI

和WBCSD的「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和「GHG Protocol for 

Project Accounting」。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準、方法和假設，並

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法，請說明

為何選擇其方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準年

	� 	基線

	� 	溫室氣體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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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包括EN15、EN16和EN17指標所述的排

放量、估算或會計資料。有關減量行動的資訊可從環境管理

的負責人取得，例如能源或設備主管。

參考文獻

 �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for Project 

Accounting’, 2005.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G4-EN19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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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0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排放

a.	 以CFC-11當量（公噸）為單位，說明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產生、輸入和輸出。	

b.	說明納入計算的物質。

c.	 說明計算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d.	說明使用的排放係數來源。

指引

攸關性

臭氧層可過濾太陽光中對生物有害的大部分紫外線輻

射(UV-B)。經過觀察及預測由ODS造成的的臭氧層破壞引

起了全球關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要求國際逐步淘汰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使用。

監測ODS的生產、輸入、輸出，可評估組織遵守法規的

狀況，以及相關的風險管理情況，對於在流程、產品或服務

中生產或使用ODS的組織來說相對重要。此類組織必須採用

新技術以實踐逐步淘汰ODS的承諾。對於受ODS相關規定影

響的產品和服務，組織逐步淘汰ODS的成果將展現其技術的

領先性以及市場競爭力。

彙編要領

此指標涵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附件A、B、C、E

中物質的生產、輸入和輸出，以及其他由組織生產、輸入或

輸出的任何ODS。

說明組織生產、輸入或輸出的ODS。

ODS的產生量減掉使用被認可之技術銷毀的ODS銷毀量，

以及減掉完全作為其他化學物質生產的原物料之產生量，剩

餘即為ODS的產量。但不包括再使用或回收再利用的ODS。

如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ODS的資料，以提高資料的透

明度和未來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

	� 	活動類型

組織可將ODS資料與相關物質個別說明或合併說明。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準、方法和假設，並

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法，請說明

為何選擇其方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CFC-11 當量

	�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排放量測值、會計資料的計算或估算。

參考文獻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5.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1987.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Standards and 

Codes of Practice to Eliminate Dependency on Halons - Handbook of 

Good Practices in the Halon Secto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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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顯著氣體的排放

a.	 以公斤或其倍數為單位，說明以下各顯著氣體的排放量：

	� 	氮氧化物

	� 	硫氧化物

	�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 	有害空氣污染物(HAP)

	� 	懸浮微粒(PM)

	� 	其他在相關法規中明訂的氣體排放標準類別

b.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c.	 說明使用的排放係數來源。

指引

攸關性

空氣污染會對氣候、生態系統、空氣品質、棲息地、

農業及人類和動物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空氣品質的惡化、酸

化、森林退化、公共健康問題都促使地方和國際法規管制氣

體的排放。受管制之污染物的減少可以改善勞工和鄰近社區

的健康衛生狀況。減少空汙排放或高於法規水準的表現可改

善與受影響社區和勞工的關係，強化企業維持或擴大營運的

能力。在具有排放總量管制的區域，排放量也對組織的成本

有直接影響。

此指標還可衡量組織的空氣汙染排放規模，並可顯示和

其他組織相較之下的排放量及重要性。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顯著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及排放至環境中之主要氣

體的來源。

基於上述已鑑別的空氣污染物及其來源，計算排放到環境

中之顯著的氣體排放量。

組織需要說明計算和量測排放的標準、方法和假設，並

說明所用的計算工具。若需遵循不同的標準和方法，請說明為

何選擇其方式。由於計算特定的氣體排放（如氮氧化物）需要

複雜的定量研究，可選擇以下方式之一，並說明用於計算的方

法：

•  直接量測排放（如使用線上分析工具）

•  根據排放位置的具體資料計算

•  根據公開的排放係數計算

•  估算（如果由於缺乏預設資料需採用估算，組織應說明估

算的基礎及假設）

組織可按以下方式劃分空氣排放的資料，以提高資料的

透明度和未來可比較性：

•  事業單位或設施

•  國家

•  來源類型

•  活動類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顯著性的空氣汙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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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排放量測值、會計資料及預設值

的計算以及估算。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Genev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91.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Gothenburg Protocol to Abate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and Ground-level Ozone’, 1999.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Helsinki Protocol on the Reduction of Sulphur 

Emission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85.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Sofi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Emissions of 

Nitrogen Oxide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88.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Convention,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Annex A, B, and C, 2009.

	 		G4-EN21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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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廢污水和廢棄物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22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總排放水量

	指引	第122頁

G4-EN23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

	指引	第123頁

G4-EN24
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指引	第124頁

G4-EN25

說明組織運輸、輸入、輸出被「巴塞爾公約」附錄I、II、III、VIII視為有害廢棄物的物質之重量，以及運往國外

的百分比

	指引	第125頁

G4-EN26

受組織放流水及其他（地表）逕流排放而顯著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的特性、面積、保護狀態及生物多樣性

價值

	指引	第126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Basel Convention, ´Ban Amendment to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1995.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London Convention), 1972.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 Ramsar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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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22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總排放水量

a.	 按以下分類，說明計畫性的和非計畫性的總排放水量：

	� 排放目的地

	� 	水質（包括處理方法）

	� 	是否被其他組織再利用

b.	說明所用的標準、方法學和假設。

指引

攸關性

組織的排放水量及水質與生態衝擊和營運成本直接相

關。如能逐步提升水質或降低排放量，組織可降低對周圍環

境的衝擊。含有過高有機物濃度或營養含量（主要是氮、

磷、鉀），且未經處理之廢水會對承受水體產生顯著衝擊，

也會反過來衝擊對組織的供水品質，以及與社區和其他用水

者的關係。

針對排放的廢水和製程用水進行汙水處理，不僅可以降

低污染程度，也可以降低組織違反環境法規的風險並降低經

濟成本，這些都能提高組織經營的社會認同。

彙編要領

依最終排放目的地分類，說明在計畫性和非計畫性的排

放水總量（不包括收集的雨水和生活污水）及其處理方法。

如組織沒有水錶量測排水量，可採用G4-EN8所說明的總用

水量減去預估消耗水量，進行估算。	

組織在說明排放廢水或製程用水的水質時，關於污水總

量應使用標準參數，如生化需氧量(BOD)、總懸浮微粒(TSS)

加以說明。具體的品質參數之選擇取決於組織的產品、服

務、營運。

參數應與組織所屬行業使用的指標一致。

水質指標依國家或地區法規而定。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總排放水量

資料來源

關於組織排水量的資訊來源包括流量計（固定點源量測

或當排放物通過管道排出時量測）和管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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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3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

a.	 按以下處置方法，說明有害及無害的廢棄物總重量：	

•  再使用

•  回收再利用

•  堆肥

•  再生利用，包括能源的再生利用

•  焚化（大量燃燒）

•  深井注入

•  掩埋

•  現址儲存

•  其他（由組織說明）

b.	說明廢棄物處置的方法是如何決定：

	� 	由組織直接處置，或直接確認處置方式

	� 	由廢棄物處置承包商提供的資訊

	� 	廢棄物處置承包商的違約情事

指引

攸關性

廢棄物的歷年統計資料可以說明組織在減少廢棄物上的

進展，以及在流程效率和生產力方面潛在的進步空間。從財

務角度而言，減少廢棄物可以直接降低物料、加工和處置的

成本。

廢棄物最終處置地點的資訊可揭露組織對處置方式和

各類環境衝擊兩者之間關係的管理。例如：土地掩埋或回收

再利用就會造成非常不同的環境衝擊和後續效應。大多數廢

棄物基本的策略都強調在所有處理方式中，優先考慮重複使

用、循環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然後才是其他處置方式。

彙編要領

按以下分類劃分組織營運產生的廢棄物總量：

	� 有害廢棄物（符合國家關於廢棄物法律的定義）

	� 非有害廢棄物（除廢水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固體或液體廢

棄物）	

如果沒有重量資料，使用廢棄物的密度和體積、質量平

衡或類似資訊來估算重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廢棄物處置方法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由廢棄物處置廠商進行的外部廢

棄物稽核或廢棄物收支表，企業內部的帳單和會計系統，以

及採購或供應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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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4

	

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a.	 說明有記錄之嚴重洩漏事件的總次數和總量。

b.	若已在組織之財務報告中揭露洩漏事件，再針對每個洩漏事件提供以下補充資訊：

	� 	洩漏位置

	� 	洩漏量

	� 	按以下分類說明洩漏的物質：	

	– 	油料洩漏（土壤或水面）

	– 	燃料洩漏（土壤或水面）

	– 	廢棄物洩漏（土壤或水面）

	– 	化學物質洩漏（多為土壤或水面）

	– 	其他（由組織特別說明）

c.	 說明嚴重洩漏的衝擊。

指引

攸關性

化學品、油料、燃料的洩漏會對周邊環境產生顯著的

負面衝擊，並可能危害土壤、水源、空氣、生物多樣性和人

類健康。有計畫性地避免有害物質洩漏符合法規、損失原物

料的財務風險、矯正成本、管制行動風險以及商譽等直接相

關。此指標也是評估組織監測能力的間接指標。

彙編要領

鑑別所有已發生的顯著洩漏以及洩漏量。

鑑別上述所有洩漏中那些已經或未來將於財務報告中揭

露。

針對已在組織財務報告中揭露的洩漏事件，說明每個洩

漏事件的以下資訊： 

	� 洩漏地點

	� 洩漏量

	� 洩漏的物質，按以下類別分類		

	– 油料洩漏（土壤或水面）	

	– 燃料洩漏（土壤或水面）

	– 廢棄物洩漏（土壤或水面）

	– 化學物質洩漏（多數為土壤或水面）

	– 其他（由組織特別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嚴重洩漏

	� 洩漏

資料來源

燃料、油料、化學物質洩漏的可能資訊來自於包括現有

環境管理系統的內部記錄，向有關環境監管機關做出的正式

聲明，或由環境監管機關發佈的官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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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5

	

說明組織運輸、輸入、輸出被「巴塞爾公約」附錄I、II、III、VIII視為有害廢棄物的物質之重量，以及運往國外的百分比

a.	 說明以下每項的總重量：

	� 	運輸的有害廢棄物

	� 	輸入的有害廢棄物

	� 	輸出的有害廢棄物

	� 	經處理的有害廢棄物

b.	說明運往國外的有害廢棄物的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有害廢棄物管理是許多利害關係人關注的焦點。不當

運輸有害廢棄物，尤其是運往缺乏處理此類廢棄物的基礎設

施及相關法規的國家，可能會對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危害。

此外，可能會因為缺乏有害廢棄物管理而違反國內或國際法

規，進而須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可能對組織的商譽造成潛

在的損害。

彙編要領

按最終處理的目的地，說明報告期間內由組織直接運

輸，或以組織名義運輸的有害廢棄物。營運範圍內外的運輸

均包括在內。

依上述資訊，使用以下算式說明運輸有害廢棄物的總重

量：

運輸的有害廢棄物總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從外部來源/供應商（非組織擁有） 

運送到組織的有害廢棄物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組織向外部來源/供應商（非組織擁有） 

運送的有害廢棄物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組織擁有、租賃或管理之國內和國際營運據點間 

運送的有害廢棄物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依照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指出跨境運輸的有害廢棄物

總重量，以及輸入組織邊界的有害廢棄物量。在組織不同營

運據點之間的運輸不納入計算。	

依照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指出由組織往境外運輸的有

害廢棄物總重量所占的比例，包括所有離開組織邊界的跨境

運輸之有害廢棄物，組織在不同營運據點之間的運輸不納入

計算。

在運輸和輸出的所有有害廢棄物中，依最終處理目的分

類，說明已經過組織處理的有害廢棄物所占比例。

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說明由組織運輸、輸入或輸出

的所有有害廢棄物中，已經由外部來源/供應商處理的有害

廢棄物所占比例。

將體積轉換成大致的重量，並簡要說明所用方法。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物流或廢棄物處理廠商、會計系

統、採購或供應商管理部門的的帳單資訊。有些國家要求在

運輸有害廢棄物時附上相關文件，此類文件也可提供此指標

所需的所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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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6

	

受組織廢水及其他（地表）逕流排放而顯著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的特性、面積、保護狀態及生物多樣性價值

a.	 根據以下「法規遵循」考量面中描述的標準，說明受廢水排放嚴重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並補充以下資訊：	

	� 水體和相關棲息地的面積

	� 水體和相關棲息地是否被指定為保護區（國家或國際性）

	� 生物多樣性價值（如受保護物種的總數）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是對應廢水排放定量指標的定性描述，有助於描

述這些排放產生的衝擊。衝擊水棲地的廢污水排放和逕流，

可能顯著衝擊水資源的取得性。鑑別受廢污水排放影響的水

體有助於組織在重要地區、或面臨社區關注、水資源短缺等

特定風險之區域的營運活動。

彙編要領

若滿足以下一項或多項條件，組織須說明因廢污水排放

而受顯著衝擊的水體：

	� 	水排放量達到該水體之年均總水量的5%或以上

	� 	根據合適的專家(例如主管機關)之意見，認為廢水排放量

已被確認，或極有可能對水體或相關棲息地造成顯著衝擊

	� 	廢水排放至基於相對面積、功能、地位罕見、受到威脅或

瀕臨滅絕（或供養特定瀕臨絕種的動植物），被專家判定

為特別敏感的水體

	� 	向「拉姆薩濕地公約」78	名單中的濕地或任何其他國家或

國際自然保護區排放廢水。無論排放多少廢水

	� 	該水源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如物種多樣性

和特殊性，受保護物種的總數）

	� 	該水源被認為對當地社區及原住民具有較高價值或重要性

資料來源

有關水源或保護區狀況的資訊可從地區或國家水資源管

理部門或政府機構取得，也可從組織發起的研究，或其他研

究單位的研究（如環境影響研究）中獲得。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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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產品和服務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指引	第128頁

G4-EN28
按類別說明回收已售出之產品及產品之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指引	第129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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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a.	 定量說明在報告期間內，降低產品與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b.	如果依據使用情況之數據，應說明消耗型態與規格化係數等推估基礎。

指引

攸關性

對某些行業來說，產品和服務在使用階段（如洗衣機的

耗水）和產品生命末期的環境衝擊可能等於甚至遠大於其在

生產階段的衝擊。衝擊的程度將由消費者行為或產品/服務

的設計階段決定。組織應採取積極行動，評估並改善產品和

服務對環境的衝擊。

此指標衡量組織為降低負面衝擊或提高正面衝擊，針對

產品和服務的設計和提供所採取的行動。在產品和服務中融

入環保因素有助於發現新的商業機會、帶來產品和服務差異

化、激勵技術創新。此舉也可降低與未來環境法律衝突的風

險，並有助於提高商譽。

彙編要領

此指標不包括以下已在其他環境指標中涵蓋的衝擊	

	� 產品和包裝的回收(G4-EN28)

	� 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G4-EN12)

鑑別在報告期間內，為減緩產品/服務對環境顯著的衝

擊而採取的具體行動，包括：	

	� 材料使用（如：不可再生、能源密集型、有毒物質的使

用）

	� 用水（如：生產或消費者使用的用水量量）	

	� 廢氣排放（如：溫室氣體、有毒物質、臭氧層破壞物質排

放）

	� 廢水排放（如：生產或消費者使用的水質）	

	� 噪音	

	� 廢棄物（如：不可回收、有毒物質或化合物）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減緩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

度。

例如考慮洗衣機的用水量時，用水模式或常態化係數可

表示為每洗5 公斤的衣物少用10%	的水。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或與產

品設計、開發和測試有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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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28

	

按類別說明回收已售出之產品及產品之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a.	 按每個產品類別，說明回收的產品及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b.	說明此指標的資料是如何蒐集。

指引

攸關性

產品生命末期和包裝材料的處理已成為日益嚴峻的環境

挑戰。建立有效的再生製造程序或再利用系統來處理產品的

回收，能有效提升材料和資源的使用效率，也可以減少與廢

棄物處理相關的問題和成本。

此指標可說明組織的產品、零件或材料被收集並成功轉

化為有用材料，以及應用於新的生產流程的程度，還可說明

組織設計能被重新再生製造或再利用的產品與包裝的創新程

度。在對於被正式要求使用再生製造材料的產品及包裝的行

業，此措施可成為競爭力差異化的來源。

彙編要領

說明在報告期內，在產品生命末期回收（如回收再製

或再利用）的產品及其包裝材料的總量。退貨和召回的產品

不計。包裝的回收再製或再利用需分開說明。

用以下公式，計算每個產品類別中，回收的產品及其

包裝材料的比例： 

回收產品及其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

報告期間回收的產品及其包裝物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100
報告期間售出產品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產品類別

	� 回收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內部收集系統彙整的資料，或代

表組織回收產品的外部收集系統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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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法規遵循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29
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指引	第13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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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29

	

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a.	 就以下各項，說明顯著罰款和非金錢的處罰：	

	� 	巨額罰款的總金額

	� 	非金錢的處罰次數

	� 透過爭議解決機制提起的訴訟

b.	如無未遵守法律或法規之情事，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違反法規的程度可說明組織確保營運符合特定績效指標

的管理能力。從經濟角度而言，確保法規遵守有助於降低罰

款等直接財務風險，或因衝擊商譽而帶來的間接風險。某些

情況下，違反法規可能導致清理義務或其他成本昂貴的環境

責任。組織的法規遵守記錄也會影響其擴大營運或取得認同

的能力。

彙編要領

鑑別因違反環境法律與法規而導致的行政或司法制裁，

包括但不限於：	

	� 國際性的宣言、公約與協定，國家級或州/省界、地區和

當地規定，包括符合G4-EN29指標內容之G4-EN24所揭露的

洩漏事件

	� 與相關的監管機關簽訂的具有約束力的自願性環境協定	

（替代實施新規定）。在有些司法管轄區內這些協議被稱

為「契約」

	� 通過國際爭議解決機制或在政府機關管轄下的國內爭議解

決機制提起針對組織的控訴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環境法律法規

資料來源

資料來自於包括審計結果，由法律部門管理的監管追蹤

系統，以及環境管理系統。有關罰款總金額的資訊可從會計

部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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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交通運輸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30
為組織營運而運輸產品、其他商品、原料以及員工交通所產生的顯著環境衝擊

	指引	第133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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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30

	

為組織營運而運輸產品、其他商品、原料以及員工交通所產生的顯著環境衝擊

a.	說明為組織營運而運輸產品、其他商品、原料以及員工交通所產生的顯著環境衝擊。若無定量數據，請說明原因。

b.	說明組織如何降低運輸產品、其他商品、原料及員工交通產生的環境衝擊。

c.	說明在認定環境衝擊之嚴重程度時，所採用的標準和方法學。

指引

攸關性

從全球暖化到當地的煙霧或噪音，運輸系統可能產生廣

泛的環境影響。對某些公司來說，特別是具有大規模供應和

配送網絡的公司，由與物流目的衍生有關的環境衝擊很可能

是公司環境足跡的重要部分。評估運輸產品、貨物、材料和

組織的員工交通之環境衝擊，是規劃完善環境管理策略中的

其中一個方法。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使用的運輸方式產生的顯著環境衝擊，包括但

不限於：

	� 能源使用（如油料、煤油、燃料、電力）

	� 廢氣排放（如，溫室氣體排放、臭氧層破壞物質、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和其他氣體排放）

	� 廢水排放（如，不同化學物質）

	� 廢棄物（如，各類包裝材料）

	� 噪音

	� 洩漏（如，化學物質、油料或燃料的洩漏）

說明組織如何降低產品、其他商品和材料運輸及員工交

通產生的環境衝擊。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物流目的

	� 運輸

	� 組織員工交通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物流服務廠商和供應商的收據，

物流部門的報告、交通工具使用和維修的記錄、環境部門的

監控或量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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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整體情況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EN31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指引	第135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IFAC), International 

Guidance Docu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2005.

 � United Nations Divi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S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ocedures and Principle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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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31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a.	 按以下各項，說明總環保支出：

	� 	廢棄物處置、廢氣排放處理、整治成本

	� 	預防和環境管理成本

指引

攸關性

衡量環境保護的支出可幫助組織評估環境措施的效率，

為內部成本效益分析提供有用的資訊。環境保護的績效資訊

說明組織為提高績效而能有效使用資源的程度。如果長期且

完整地進行追蹤與分析，此支出資料可協助組織判斷，其為

了減少環境衝擊而投入之複雜的組織和技術投資的價值。

組織可以在內部建立完整的環境管理會計系統，追蹤多

種類別的資訊。此指標關注於廢棄物處理、排放處理、補救

措施成本以及預防和環境管理成本。

彙編要領

根據以下各項相關支出，鑑別廢棄物處理、廢氣排放處

理和補救措施的成本，包括但不限於：

	� 廢棄物的處置和處理

	� 廢氣排放處理（如濾材、相關化學品等支出）

	� 購買和使用排放認證的支出

	� 設備的購買、維護、營運所需材料及服務，以及相關的人

力成本

	� 環境責任保險	

	� 清理成本，包括G4-EN24下所述洩漏事件的補救措施成本

根據以下各項相關開支，鑑別預防和環境管理的成本，

包括但不限於：

	� 環境教育和訓練

	� 環境管理的外部服務

	� 管理系統的外部認證

	� 研究和開發

	� 使用清潔技術的額外支出（例如：高於標準技術的額外成

本）

	� 綠色採購的額外支出

	� 其他環境管理成本

此指標下的支出資訊不包括IFAC「International Guidance 

Document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1中定義的以下

類別：

	� 違反環境法規的罰款（參見G4-EN29）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環保支出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帳單和會計系統（如環境管理會

計），以及採購、人力資源、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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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環境評估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36-137頁

指標

G4-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的比例

	指引	第138頁

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139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使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制度。條列出用於篩

選新供應商的環境標準。環境標準或環境影響評估可能涵蓋

環境類別中的考量面。

描述用於鑑別或評估供應鏈中實際或潛在重大負面衝

擊的程序，如盡職調查負面的衝擊包括由組織引起，或因為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而產生之對活動、產品或服務的衝擊。

描述組織如何鑑別與排序供應商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評

估可透過審查、合約複審、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制管道

告知。

描述為解決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環

境衝擊所採取的行動。說明行動如何預防、減緩或修復其負

面衝擊。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

望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

係。

描述如何在供應商的合約中定義與制定相關規定，促進

對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環境衝擊(包括目標)的預防、減緩

或修復。

說明是否針對預防、減緩或修復重大實際和潛在負面環

境影響，提供供應商的鼓勵和獎賞。

描述使用環境標準執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

審查。

列出評估和審查的類型、系統、範疇、頻率、現行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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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以及認證和審查供應鏈的那個部分。使用環境標準進行

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審查可由組織、第二方單位

或第三方單位執行。描述如果依據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終止

與供應商的關係，說明評估其潛在負面衝擊的機制，以及減

緩這些衝擊的策略。

	 		G4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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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的比例

a.	 說明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環境標準篩選的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在選擇或簽訂合約的供應商

中，經過環境盡職調查的供應商比例。盡職調查應在與供應

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開始。

在制定合約或其他協議的階段，可預防或減緩顯著的潛

在負面環境衝擊。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考慮所選擇或簽訂合約的新供應商總數。

說明使用環境標準篩選的新供應商總數。

環境標準可包括環境類別下的考量面。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 供應商篩選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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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a.	 說明接受環境衝擊評估的供應商數量。

b.	說明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說明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環境衝擊。	

d.	說明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已有所改善。

e.	說明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顯著之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以及終止的

原因。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組織對供應鏈的顯著實際或潛

在負面環境衝擊的認知。

鑑別和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環境衝擊的過

程，能促使組織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彙編要領

鼓勵組織按照供應商所在地及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環境

衝擊，以及這個指標所要求的資訊分類，並提供顯著衝擊的

適當脈絡。

負面的衝擊包括由組織引起，或因為與供應商的合作關

係而產生之對活動、產品或服務的衝擊。

環境衝擊評估可包括環境類別下的考量面。

評估可依據約定的績效期望進行，這些可在開始評估前

與供應商確定並說明。

評估可透過審查、合約複審、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

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望的

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係。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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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40頁

指標

G4-EN34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環境衝擊申訴之數量

	指引	第14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	-b.

說明環境衝擊（包括對供應鏈的衝擊）申訴機制和補救

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以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監控其有效性

的情況。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可能包括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員

工代表。

列出對申訴機制和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之訓練的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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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EN34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環境衝擊申訴之數量

a.	 在說明期間內，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環境衝擊申訴的總數量。

b.	在已鑑別的申訴中，說明以下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處理的申訴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解決的申訴數量

c.	 說明在報告期間前所立案的環境衝擊申訴案件，在報告期間內已被解決的數量。

指引

攸關性

組織活動以及與其他族群（如供應鏈中的實體）的合作

關係衍伸的環境衝擊可能導致爭議產生。有效的申訴機制在

修復環境影響中扮演重要作用。

彙編要領

說明現有的正式申訴機制。正式申訴機制可由組織或外

部單位管理。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透過正式申訴機制提出的環境衝擊申

訴總數。

說明報告期間內已處理或解決的申訴數量，包含本年度

和前一年度提出的申訴。

鼓勵組織按照申訴的性質、所在地及提出單位將申訴的

數量進行分類，為顯著衝擊提供適當的背景脈絡。申訴提供

單位可包括：

	� 	內部利害關係人（如員工）

	� 	外部利害關係人（如供應商、當地社區）

	� 	下列的個人或團體：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 符合其他多樣性指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申訴機制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法務、稽核、採購及人力資源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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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社會

前言
永續性的社會面向注重組織對其營運所在地的社會系統

之衝擊。

社會類別包括以下子類別：

	� 	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 	人權

	� 	社會

	� 	產品責任

子類別中的內容大部份是根據國際公認的通用標準或其

他相關國際文獻參考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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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前言	

勞工實務之子類別的考量面是根據國際公認的通用標準

制定，包括：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1998 which builds upon 

the eight core Conventions of the ILO: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8,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3

勞工實務指標還參考了有關營利事業的社會責任之兩個

文件：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1977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及勞資關係」	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六之執行結果。

其他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 194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f 

Social Justice for a Fair Globalization’, 200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ent Work’, 199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1990.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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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勞僱關係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44-145頁	

指標

G4-LA1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總數及比例

	指引	第146頁

G4-LA2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指引	第147頁

G4-LA3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指引	第148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21, 

‘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s Convention’, 196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28, ‘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0, ‘Medical 

Care and Sicknes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2, ‘Holidays 

with Pay Convention (Revised)’, 1970. 

 �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0, ‘Paid 

Educational Leave Convention’, 197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6, ‘Workers 

wit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Conven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7, 

‘Mainte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Convention’, 198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8,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3, ‘Maternity 

Protection Convention’, 2000.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如果組織供應鏈內有發生不符合適當的制度和法律架

構的情況，則需要說明為確定和解決這些情況所採取的行

動。工作符合適當的制度和法律架構，通常需要與被辨別

為合法的雇主有其僱用關係。

如果供應商的員工未享有國家勞動法規定的社會和

勞工安全保障，則說明為確定和解決這些情況所採取的行

動。

如果組織供應鏈的工作條件不符合國際勞動標準或

國家勞動法律，則說明為確定和解決這些情況所採取的行

動。工作條件包括薪酬、工作時間、休息期間、休假、懲

戒和解僱做法、生育保障、工作環境、職業健康與安全、

所提供的住宿品質和其他福利事項，如安全的飲用水、餐

廳和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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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組織供應鏈內從事的工作薪酬不足，則說明為

確定和解決此一情況所採取的行動。足夠的薪酬代表一個

標準工作週（不含加班）的薪酬，符合法律和行業之最低

標準，並可以滿足員工及其家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一些可支

配所得。為解決工作薪酬不足所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

	� 	和供應商討論關於向供應商支付的價格與其支付給員工之

薪酬間的關係

	� 	改變組織採購的做法

	� 	支持勞資雙方談判以確定薪酬

	� 	確定加班的程度，加班是否強制，加班的薪酬比例是否合

理

如果供應鏈的員工被錯誤地認為是自僱人士或沒有合

法的雇主，從而掩飾其勞僱關係，則說明為確定和解決這

些情況所採取的行動。

如果組織的供應鏈在家從事的工作未被納入法律認可

的合約，則說明為確定和解決此一情況所採取的行動。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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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1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a.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b.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新進員工的人數、年齡、性別和地區能夠顯示組織在吸

引各種符合資格的員工之策略和能力。此資訊表示組織可依

據年齡和性別執行的共融招聘方式，以及針對不同地區最佳

利用現有的勞工及人才。

較高的員工離職率顯示員工之間的不穩定和不滿意程

度，也可能是組織的核心營運結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的訊

號。按年齡或性別劃分的異常離職可以顯示工作場所可能存

在不合理或潛在的不公平現象。員工離職會導致組織的人力

和智財資本的變化，進而衝擊生產效率。員工離職會對在職

員工的薪酬或招聘人員的成本都有直接的影響。

彙編要領

鑑別報告期間內新進員工的總數，按年齡組別（30歲

以下、30-50歲及50歲以上）、性別和地區劃分

鑑別報告期間內離職員工的總數，按年齡組別（30歲

以下、30-50歲及50歲以上）、性別和地區劃分

僱用員工數的淨成長，可利用G4-10指標揭露的資料進

行估算。

使用接近報告期末的員工總數進行比例計算。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離職員工

	� 新進員工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在國家相關部門或勞工實際的薪酬

給付記錄。營運計畫和對組織主要策略目標的再次聲明可以

解釋此資料的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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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LA2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a.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說明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標準福利。這些福利至少應包括：

	� 	人壽保險

	� 	醫療保險

	� 	傷殘保險

	� 	育嬰假

	� 	退休方案

	� 	員工持股

	� 	其他

b.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根據此指標下揭露的數據可評估組織投資在人力資源和

提供全職員工的基本福利。全職員工福利待遇的優劣將是留

住員工的一個關鍵因素。 

彙編要領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鑑別提供給全職員工的標準福

利。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鑑別和揭露標準福利措施沒有提

供給臨時或兼職員工的部分。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福利

	� 	員工

	� 標準福利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當地或中央的勞資協定，這些協定

可證明組織福利高於法定最低福利。其他參考來源包括福利

摘要、職前訓練及聘僱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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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3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a.	 按性別劃分，說明享有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b.	按性別劃分，說明實際使用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c.	 按性別劃分，說明休完育嬰假後復職的員工總數。

d.	按性別劃分，說明休完育嬰假且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的員工總數。	

e.	按性別劃分，說明休完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員工比例。

指引

攸關性

許多國家已立法保障提供育嬰假。立法的目的是允許員

工休育嬰假，而後復職或回到類似的工作崗位。

法律的落實隨著政府、雇主和員工的立場而不同。由於

許多雇主的作法會影響到女性員工未來的就業保障、薪酬和

職涯道路，因此對休育嬰假後復職望而卻步。男性員工也不

鼓勵享有陪產假。

女男平等的產假和陪產假及其他休假權利能夠使組織更

容易招聘並留住優秀員工，提高員工士氣和生產力。讓男性

休陪產假顯示組織鼓勵父親使用這類休期的程度。在不影響

職業發展的情況下，更多男性員工使用此一休假更對女性使

用同樣類似的休假具有正面的影響。 

彙編要領

按性別劃分，說明組織政策、協議和合約中包含育嬰假

條款所涵蓋的員工比例。

按性別劃分，說明符合以下條件的員工總數：

	� 	報告期間內，使用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 	報告期間內，休完育嬰假後復職的員工總數

	� 	休完育嬰假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的員工總數；這需要查

閱上個報告期間內的相關記錄

使用這些資訊計算員工復職率和留職率，按性別劃分。

公式如下：

育嬰假後實際復職的員工總數

  復職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100

育嬰假後應該復職的員工總數

休完育嬰假復職後十二個月 

仍在職的員工總數

留任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100

上個報告期間內育嬰假後 

復職的員工總數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育嬰假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人力資源部門。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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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勞/資關係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LA4
是否在集體協商中具體說明有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指引	第150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三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5,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Convention’, 197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8,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1, 

‘Collective Agreements Recommenda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4, ‘Co-

oper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Undertaking Recommendation’, 195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http://kilm.ilo.org/kilmnet,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LABORSTA Internet,  

http://laborsta.ilo.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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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4

	

是否在集體協商中具體說明有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a.	 說明在執行可能嚴重影響員工權利的重大營運變化前，提前通知員工及其代表的最短週數。	

b.	在企業的集體協商中，說明集體協商是否具體載明諮詢和談判的提前通知期或相關條款。

指引

攸關性

最短預告期是一個表示組織有能力在執行重大營運變化

的同時，可維持員工滿意度和積極性的指標。

此指標顯示組織在面臨重大營運變化時，與員工及其代

表即時接觸、共同商討並落實這些變化的做法（這些變化對

勞工的衝擊可能是正面或負面的）。即時有效地與勞工及其

他相關單位（如與政府當局）在可行的情況下協商，有助於

最大程度地減少營運變化對勞工和相關社區造成任何負面的

衝擊。

此指標還可用於評估組織的協商做法是否達到相關國

際標準中所期望的基準。促成良好勞資關係的協商做法有助

於提供積極的工作環境，減少員工離職，並盡量減少營運中

斷。

彙編要領

說明現有的組織政策和標準勞僱合約中對最短預告期的

要求。在各區域可能有不同的政策聲明。說明G4-11指標中

提到的集體協商，並檢閱這些文件中的預告期條款。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重大營運變化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人力資源或法務部門保管的公司政

策、標準勞僱合約和集體協商協議。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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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職業健康與安全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51頁

指標

G4-LA5
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協助監督和建議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規劃的勞方代表比例

	指引	第152頁

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工傷頻率、職業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指引	第153-154頁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指引	第155頁

G4-LA8
工會正式協議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指引	第156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六章	

「環境」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5,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and related Protocol 

155,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1,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Convention’, 1985.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de of Practice on 

Recording and No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 

1996.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uidelin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ILO-OSH 2001), 200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說明為員工、其家庭或社區成員對於重大疾病所提供的

協助計畫，包括這些計畫是否涉及教育和訓練、諮詢、預防

和風險控制措施或治療方案。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疾病風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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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5

	

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協助監督和建議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規劃的勞方代表比例

a.	 說明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在組織內部運作的層級。

b.	說明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勞方代表的比例。

指引

攸關性

勞資雙方共派代表參與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可促進積極的

健康與安全文化。利用這種委員會是促使勞工參與改善工作

場所職業健康與安全的方式之一。此指標提供勞方積極參與

健康與安全事務的程度。

彙編要領

說明正式健康與安全委員會針對職業安全項目，幫助監

督、蒐集回饋意見和提供建議的現況。這些委員會運作的層

面通常包括工作場所或多個工作場所、地區、團隊或組織層

面。

計算這些委員會勞方代表的總數以及占全體員工總數的

比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的委員會

	� 	總勞動人口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職業健康與安全委員會的組織章程

及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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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工傷頻率、職業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a.	 按以下類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及非正式員工）中，工傷類別、工傷率（IR）、職業病率（ODR）、損失日

數比例（LDR）、缺勤率（AR）和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 	地區

	� 	性別

b.	獨立承包商在組織所負責現場工作環境安全的工作條件中，按以下類別說明獨立承包商的工傷類別、工傷率（IR）、職

業病發生率（ODR）、損失日數比例（LDR）、缺勤率（AR）和因工作殉職死亡事故：

	� 	地區

	� 	性別

c.	 說明有關事故統計記錄和報告的制度體系。

指引

攸關性

健康與安全的績效是評估組織關心員工的關鍵指標之

一。較低的工傷率及缺勤率通常與員工的士氣及生產力正面

相關。此指標說明健康與安全管理措施的執行是否減少職業

健康與安全事故。對趨勢和事故型態的評估也可能表示工作

場所中潛在的不公平狀態。

彙編要領

說明有關事故記錄、通報及統計的制度規則。國際

勞工組織「Code of Practice on Recording and No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56說明工作場所事故的

報告、記錄及通報的要求。在法律遵循ILO守則的國家，聲

明實際情況以及說明措施遵循法律即可。在法律與ILO守則

不一致的國家，說明適用的制度規則，及其與ILO守則的關

係。	

說明追蹤和通報健康與安全事故和績效的系統，並確

保其能涵蓋到所有重大的營運據點和地理位置。在某些情況

下，一個組織內部會有多套系統並存，使用這些系統中的資

訊來計算以下統計分析。

死亡事故總數

說明報告期間內發生的死亡事故總數。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分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

及非正式員工）以及組織負責其工作環境的總體安全的現場

獨立承包商的死亡事故總數。

·地區

·性別

工傷率(IR)

說明報告期間內的工傷率。

由於一些組織會將輕傷（現場急救可解決問題的工傷）

納入此數據內容中，請說明此數據是否包括這些輕傷或排

除。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分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

及非正式員工）以及組織負責其工作環境的總體安全的現場

獨立承包商的工商率。

工傷率應該包括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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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性別

職業病發生率(ODR)

說明報告期間內的職業病發生率。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分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

及非正式員工）以及組織負責其工作環境的總體安全的現場

獨立承包商的職業病發生率。

·地區

·性別

損失日數比例（LDR）

說明報告期間內的損失日數比例。在計算損失日數

時，請說明：

-	「日數」是指「日曆天」還是「預定工作日」；

-	 從什麼時間點開始計算損失日數（例如，是從事故當

天還是從事故發生3天後開始）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分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

數及非正式員工）以及組織負責其工作環境的總體安全的現

場獨立承包商的損失日數比例。

·地區

·性別

缺勤率（AR）

說明報告期間內的缺勤率。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分別說明總勞動人口（即員工總數

及非正式員工）以及組織負責其工作環境的總體安全的現場

獨立承包商的缺勤率。

·地區

·性別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缺勤者

	� 	缺勤率

	� 	死亡事故

	� 	工傷

	� 	工傷率

	� 	損失日數

	� 	損失日數比例

	� 	職業病

	� 	職業病發生率

	� 	非正式員工

	� 	總勞動人口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員工記錄、員工合約、出勤記錄和事故

記錄。 

	 		G4-LA6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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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a.	 說明是否有勞工從事某些具有高風險或高特定疾病發生率的職務。

指引

攸關性

作為管理員工健康與安全之預防性策略的一部分，此指

標與所有組織息息相關，特別是在高風險傳染病與高疾病發

生率的國家，以及某些特定疾病高發病率的行業。預防重大

疾病影響到員工的健康、滿意度和勞動力的穩定性，並幫助

維持組織在社區或地區內營運的社會認同。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重大疾病

	� 	勞工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組織政策和營運模式、內部職業

健康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及人力資源和健康中心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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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8

	

工會正式協約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a.	 說明與工會的正式協約（當地或全球性的）中是否包含健康與安全的議題。

b.	如果有，在正式協約中涵蓋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說明組織保障勞工健康與安全的方式。正式的協

定可促進雙方承擔責任，發展積極的健康與安全文化。此指

標說明員工積極參與正式勞資協定的程度，這種協定決定了

健康與安全管理的安排。	

彙編要領

說明報告期間內組織是否與工會達成當地或全球性的協定。

說明此類協定中包含健康與安全議題的程度與範圍。

當地層級的協定通常包含的議題有：

	� 	個人防護裝備

	� 	勞資管理健康與安全委員會

	� 	勞工代表參與健康與安全檢查、審查和事故調查

	� 	訓練和教育

	� 	申訴機制

	� 	拒絕不安全工作的權利

	� 	定期檢查

全球性層級的協定通常包含的議題有：

	� 	遵守國際勞工組織規定

	� 	解決問題的程序或制度

	� 	關於目標績效標準或實務應用的層級

使用此資訊，計算包含此類資訊和不包含此類資訊的協

定之間的百分比差異。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的協定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與工會簽訂的集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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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訓練與教育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指引	第158-159頁

G4-LA10
加強員工的持續受聘能力以及協助員工管理職業退休生涯的職能管理及終生學習計畫

	指引	第160頁

G4-LA11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指引	第16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六章「環

境」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0, ‘Paid 

Educational Leave Convention’, 1974.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nvention’, 1975.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5,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and related Protocol 

155,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8,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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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a.	 在報告期間，按以下劃分說明組織的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性別

	� 	員工類別

指引

攸關性

保持並改善人力資本，特別是透過訓練增進員工的知識

基礎，是組職發展的關鍵因素。此指標說明組織在這方面投

資的規模以及全體員工涵蓋程度。為員工提供訓練機會可促

進其他社會績效的發展，如確保工作場所機會平等，也有助

於推動改善個人及組織的水平。

彙編要領

按性別劃分鑑別員工總數。可使用G4-10提供的資訊。

員工總數可以採用全時等量(FTE)的總人數表示。此方法的

揭露和應用需在不同報告週期保持一致。	

鑑別每個類別的員工總數。可使用G4-LA12的資訊。

鑑別報告期間內所有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以及每個類

別的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鑑別報告期間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使用以下公式

進行計算：

每名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員工總數

按性別劃分，鑑別報告期間內的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

數。使用以下公式計算：	

每名女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女性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性員工總數

每名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性員工總數

按員工類別劃分，鑑別報告期間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

時數。使用以下公式進行計算： 

每個類別的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每個類別的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類別的員工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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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每個組織的特定情況進行多項計算，並針對不同

的員工類別進行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員工類別

	� 	訓練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員工文件和訓練計畫。

	 		G4-LA9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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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10

	

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其管理退休生涯的職能管理與終生學習計畫

a.	 說明為提升員工職能而實施和協助之計畫所提供的類型和範疇。

b.	說明提供因職涯終止或終止僱用的員工的轉換協助計畫，包括促進持續受僱能力及管理退休生涯。

指引

攸關性

職能管理計畫可使組織在變動的工作環境中，規劃使

員工能夠具備實踐策略目標之能力。職能專業較高、知識層

面較廣的勞工能夠增加組織的人力資本，提高員工滿意度，

並與提高組織績效關係重大。對即將退休的員工而言，如知

道在從工作到退休的過程中會得到各種協助，將會增強信心

和工作的品質。促進知識和核心能力的發展是終身學習的目

標，使每位公民都能夠適應快速變化的勞工市場，積極參與

各種領域的經濟生活。

彙編要領

鑑別出致力於提升職能的員工訓練計畫。至少應包括：	

	� 	內部訓練課程

	� 	對外部訓練或教育的資助

	� 	提供訓練假期，並保證訓練後可返回工作崗位

鑑別出支持退休員工或終止僱用員工的轉換協助計畫。

至少應包括：

	� 	為想退休的員工提供退休前規劃

	� 	為打算繼續工作的員工提供再訓練

	� 	支付離職金

	� 	如果有離職金的話，在計算時是否考慮員工年齡和服務年

限

	� 	工作安置服務

	� 	（通過訓練、諮詢等方式）協助員工過渡到無工作的生活

狀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職涯終止

	� 	持續就業能力

	� 	員工

	� 	終身學習

	� 	技能管理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組織終止僱用的程序和員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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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11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a.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有別於一般的目標，評估個別員工績效有助於員工的個

人發展，以及組織的技能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員工滿意

度的提升與組織的績效提升息息相關。此指標間接反應組織

如何監督和維持員工的技能。與G4-LA10一起呈現時，此指

標有助於說明組織如何促進技能的提升。接受定期績效及職

涯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按性別劃分）顯示此系統在組織內

的運用程度，以及是否出現機會不平等的現象。	

彙編要領

鑑別出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員工總數。可以從G4-10

和G4-LA12取得相關資訊。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鑑別出報告期間內接受正式績

效評估和職業發展考核的員工比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人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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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LA12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劃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

	指引	第163-164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and 

Belief’, 1981.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 

 � United Nations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1978.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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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12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劃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

a.	 根據以下多元化指標，說明公司治理組織成員的各項百分比：

	� 	性別

	� 	年齡層：	30	歲以下；30-50	歲；50	歲以上

	� 	少數族群

	� 	其他相關的多元化指標

b.	根據以下多元化指標，說明各類員工的各項百分比：	

	� 	性別

	� 	年齡層：	30	歲以下；30-50	歲；50	歲以上

	� 	少數族群

	� 	其他相關的多元化指標

指引

攸關性

此指標是組織內多元化程度的量化評估指標，可與行業

或區域標準一同使用。組織內多元化程度說明組織的人力資

本配置情況。勞工多元化與管理團隊多元化的比較，可提供

有關平等機會的資訊。勞工組成的詳細資訊也有助於評估那

些問題可能對於勞工中的特定族群具有特殊意義。

彙編要領

治理單位

鑑別公司內的治理單位，例如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或針

對非企業組織的類似單位。

鑑別組成這些治理單位的個人/員工總數，並使用以下

多元化指標分析：

	� 	按性別

	� 	按年齡層：30	歲以下；30-50	歲；50	歲以上

	� 	少數族群

	� 	其他相關的多元化指標

鑑別是否有其他現行的監控或記錄當中有使用其他多元

化的指標。

員工類別

鑑別各個類別的員工總數。可根據每個組織的具體情

況，進行多項計算，針對不同的員工類別報告。更多資訊請

詳見對「員工類別」的定義。

員工總數應與指標G4-10保持一致。按下述分類，說明

每個類別的員工總數：

	� 	按性別

	� 	按年齡層：30	歲以下；30-50	歲；50	歲以上

	� 	少數族群

	� 	其他相關的多元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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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是否有其他現行的監控與記錄當中有使用其他多元

化的指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 	員工類別

	� 	治理單位

	� 	多元化指標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員工文件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會議記

錄。

	 		G4-LA1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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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	女男同酬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65頁

指標

G4-LA13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 女男基本薪資和報酬比率

	指引	第166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 United Nations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	-a.

說明在法律及社會-經濟環境中為員工提供性別平等的

機會或阻礙。包括女性的勞動參與率、女性參與最高治理單

位以及同工同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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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13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男基本薪資和報酬的比例

a.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說明女性對應男性的基本薪資和報酬比例。

b.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許多國家已立法強制執行同工同酬原則，同時國獲得際

勞工組織第100號公約「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的

支持。報酬平等是留住合格員工的要素之一。如果不平等存

在，組織將因為歧視而面臨商譽受損和法律風險。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所有營運據點中每個員工類別的總數，可使用

指標G4-LA12的資訊並按性別分類。員工類別的定義應根據

組織本身的人力資源系統。員工總數應與指標G4-10中報告

的相符。

鑑別每個員工類別中女男員工的基本薪資。

鑑別每個員工類別中女男員工的報酬，以每個員工類別

中不同性別的平均報酬為依據。

各員工類別不同性別的的基本薪資至平均薪資。

使用這些資訊，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計算

女性與男性的基本薪資和報酬比率。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基本薪資

	� 	員工類別

	� 	報酬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薪資表、員工給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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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67-168頁

指標

G4-LA14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指引	第169頁

G4-LA15
供應鏈對勞工實務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170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	-b.

描述使用勞工實務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制度。條列出用

於篩選新供應商的勞工實務準則。勞工實務準則或對勞工實

務衝擊的評估可能包括：

	� 	勞僱實務

	� 	健康和安全實務

	� 	事件（如在口頭、心理、身體或性虐待、脅迫或騷擾）

	� 	勞資關係

	� 	工資和報酬

	� 	工作時數

描述用於鑑別或評估供應鏈的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

潛在負面衝擊的程序，如盡職調查。負面的衝擊包括組織引

起的或因供應商的關係而與組織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有關所

貢獻的衝擊。

描述組織如何鑑別與排序供應商進行勞工實務衝擊評

估。評估可透過審查、合約複審、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

制管道告知。

描述為解決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之勞

工實務所採取的行動。說明行動如何預防、減緩或修復其負

面衝擊。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

望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

係。

描述如何在供應商的合約中定義與制定相關規定，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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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勞工實務衝擊(包括目標)的預防、

減緩或修復。

說明是否針對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勞工實務衝擊的預

防、減緩或修復，有供應商的獎勵措施和回報。

描述使用勞工實務標準執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

估和審查。

列出評估和審查的類型、系統、範疇、頻率、現行的成

效，以及認證和審查供應鏈的那個部分。使用勞工實務標準

進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審查可由組織、第二方

單位或第三方單位執行。

描述如果依據勞工實務衝擊評估的結果終止與供應商的

關係，說明評估其潛在負面衝擊的機制，以及減緩這些衝擊

的策略。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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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14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a.	 	說明針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在選擇或簽訂合約的供應商

中，接受勞工實務盡職調查的供應商比例。盡職調查應在與

供應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開始。

在制定合約或其他協議的階段，可預防或減緩顯著的潛

在負面勞工實務衝擊。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考慮所選擇或簽訂合約的新供應商總數。

鑑別採用勞工實務標準篩選的新供應商總數。

勞工實務標準可能包括：

	� 	勞僱實務

	� 	健康和安全實務

	� 	事件（如在口頭、心理、身體或性虐待、脅迫或騷擾）

	� 	勞資關係

	� 	工資和報酬

	� 	工作時數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 	供應商篩選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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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15

供應鏈對勞工實務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a.	 說明接受勞工實務衝擊評估的供應商數量。

b.	說明已鑑別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說明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勞工實務。

d.	說明已鑑別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已有所改善。

e.	說明已鑑別為對勞工實務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以及終

止的原因。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組織對供應鏈的顯著實際和潛

在負面勞工實務衝擊的認知。

鑑別和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勞工實務衝擊

的過程能促使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彙編要領

鼓勵組織按照供應商所在地及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勞工

實務衝擊，以及這個指標所要求的資訊劃分，並提供顯著衝

擊的適當背景。

負面的衝擊包括組織引起的或因供應商的關係而與組織

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有關所貢獻的衝擊。

對勞工實務的衝擊評估可能包括：

	� 	勞僱實務

	� 	健康和安全實務

	� 	事件（如在口頭、心理、身體或性虐待、脅迫或騷擾）

	� 	勞資關係

	� 	工資和報酬

	� 	工作時數

評估可依據約定的績效期望進行，這些可在開始評估前

與供應商確定並說明。

評估可透過稽核、合約檢視、雙向議合、申訴和投訴機

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可能包括：組織採購實務的調整、績效期望的

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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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勞工實務申訴機制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71頁

指標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的數量

	指引	第172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七章「反

行賄、索賄和勒索」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勞工實務的衝擊（包括對供應鏈的衝擊）申訴機制

和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以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監控其

有效性的情況。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可能包括供應商、當地社

區和員工代表。

列出對申訴機制和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之訓練的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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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的數量

a.	 在報告期間，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勞工實務申訴的總數。

b.	在已鑑別的申訴中，說明其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處理的申訴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解決的申訴數量

c.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所立案的勞工實務申訴案件，其在報告期間內已被解決的數量。

指引

攸關性

組織活動與其他族群（如供應鏈中的實體）所產生的勞

工實務衝擊可能會引起糾紛。有效的申訴機制在修復勞工實

務衝擊中扮演重要作用。 

彙編要領

鑑別現有的正式申訴機制。正式申訴機制可由組織或外

部單位管理。

鑑別在報告期內透過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勞工實務衝擊

的申訴總數。

鑑別報告期間內得到處理或解決的申訴數量，包含本年

度和前一年度提出的申訴。

鼓勵組織按照申訴的性質、所在地及提出單位將申訴的

數量細分，為顯著衝擊提供適當的背景。申訴提供單位可包

括：

	� 		內部利害關係人（如員工）

	� 	外部利害關係人（如供應商、當地社區）

	� 	以下個人或團體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 其他的多元性指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申訴機制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法務、稽核、採購及人力資源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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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人權

前言	

人權子類別的考量面包含實施的相關程序、違反人權事

件、利害關係人享有和行使人權之能力的程度。

人權議題包括不歧視、性別平等、結社自由、集體協

商、童工、強迫與強制勞動、原住民權利等。

全球各國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組織有責任尊重人權。

人權的國際法律架構由包括協定、公約、宣言和其他法律所

組成。人權保障的基石「United Nations (U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是由以下三份文件所組成：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任何組織在進行人權方面的資訊揭露時，應以這些文件

為首要參考。除這三份重要文件之外，國際人權法律架構還

包括80多份文件，涵蓋軟性訴求的宣言和指導原則、具有約

束力的協定和公約，以及全球性及地區性的文件等。	

組織可能對人權議題產生很多衝擊。在評估應報告那些

相關人權資訊時，組織需要考慮所有人權議題的範疇。

組織可參考的其他文件包括：

	� 國際勞工組織「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1998年)，以國際勞工組織的八項核心公

約為基礎IX：	

 –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8,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 根據「United Nations (U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的普

遍性原則制定的地區性公約，適用於組織營運所在地區，

包括： 
 –

 – African Union Charter,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81

 – League of Arab States, ‘Arab Charter on Human Rights’, 1994

 –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969

 –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50

	� 保護可能受到組織活動衝擊的個人之權利的公約，包括以

下但不限於：

 –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7, 

‘Indigenous and Tribal Populations Convention’, 195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6  

請注意，許多有關人權議題的績效與衝擊不限於人權

子類別所提及，也可在「指南」的其他（子）類別中提到。

IX  Conventions 100 and 111 pertain to non-discrimination; Conventions 87 and 98 
pertain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s 138 
and 182 pertain to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r; and Conventions 29 and 105 
pertain to the prevention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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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四章「人

權」	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

十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一與二之執行結果。

其他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III -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updated annually.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1977.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1990.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986.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2000.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3.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子類別：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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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投資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75頁

指標

G4-HR1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篩選的重要投資協定及合約的總數及百分比

	指引	第176頁

G4-HR2
員工接受營運相關人權政策的訓練總時數，以及受訓練員工的百分比

	指引	第177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其適用的政策和程序擴展到外部群體（如合資企業

和子公司）的策略。

描述在合約中使用人權準則或條款的情況，包括條款的

類型和條款所適用的合約及協定（如投資、合資）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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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1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篩選的重要投資協定及合約的總數及百分比

a.	 說明含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定及合約的總數及百分比。

b.	說明組織對「重要投資協定」的定義。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在衡量組織經濟決策中考慮人權問題的程度。特

別是在人權保護議題需要慎重考量的營運所在地或合夥企業

所在地。在篩選中納入人權準則或在績效要求中包含人權因

素，可為有效降低投資風險的策略之一。對投資組織而言，

人權記錄有問題的組織可能會導致商譽受損，並影響投資的

穩定性。	

彙編要領

鑑別報告期間內鑑別的重大投資協議與合約總數，這些

協議和合約或使組織在其他實體擁有所有權，或是啟動財務

帳目上重大的資本投資專案。

僅需鑑別規模較大或策略意義較重要的協議和合約。

協議和合約的重要性可由組織內部投資所需的核准層級

來判定，或根據其他適用於此協議的標準來判斷。如果與同

一合作單位簽署多項重要投資協議與合約，協議的數量反映

個別專案或新加入實體的總數。

鑑別這些協議和合約是否載有人權條款。如果包含，請

說明載有人權條款的協議之總數。

鑑別對現有協議或合約進行人權篩選的方案。說明接受

人權篩選的協議或合約之總數。

利用此一資訊，計算包含人權條款或接受人權篩選的重

要協議和合約之總數。

將包含人權條款或接受人權篩選的重要協議和合約與

不包含人權條款或未接受人權篩選的相比較，計算兩者的比

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人權條款

	� 	人權篩選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律、投資者關係、

內部審計、財務部門，以及由品質管制系統收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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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HR2

	

員工接受營運相關人權政策的訓練總時數，以及受訓練員工的百分比

a.	 說明報告期間內，就營運相關的人權政策，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b.	說明報告期間內，就營運相關的人權政策，受訓練員工的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的資訊說明組織實施人權政策和步驟的能力。國

際標準和法律中已普遍將人權因素納入其中，且要求組織有

義務對員工進行專門訓練，使之能處理日常工作中可能會發

生的人權問題。接受訓練員工的總數和訓練總時數都有助於

評估組織對人權問題認知的深度。	

彙編要領

使用G4-LA9的資料，來鑑別員工訓練的總小時數。

使用G4-10的資料，來鑑別員工的總數。

鑑別接受組織正式人權政策訓練的員工或在員工實際工

作中考量人權議題的步驟，包括人權政策的應用或程序。這

可以是專門的人權議題教育訓練，也可以在一般訓練方案中

包含人權課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員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員工的訓練記錄和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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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不歧視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為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指引	第179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和勞資關係」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六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and related Protocol.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and 

Belief’, 1981.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 

 � United Nations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1978.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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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a.	 說明報告期間內歧視事件的總數。

b.	就以下各項，說明事件的狀態和所採取的行動：

	� 	事件已由組織調查

	� 	正實施改善計畫

	� 	改善計畫實施完畢，並已通過內部管理審查流程覆核結果

	� 	無需採取行動

指引

攸關性

人權不只是員工在工作場所的權利。反歧視政策是國際

公約和社會立法及準則的關鍵要求之一。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00號「Equal Remuneration Con-

vention」27和第111號「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31皆在致力於解決歧視問題。需要

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組織的營運符合相關要求。利害關

係人希望能夠確保這些政策和監督的有效性。

彙編要領

鑑別在報告期內，涉及內部和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各類

歧視事件，包括國際勞工組織中所定義的對種族、膚色、性

別、宗教、政治、國籍或社會出身的歧視。	

鑑別每個事件的狀態，包括組織是否已就事件開始審

查，是否實施了糾正計畫，是否透過一般內部管理審核流程

對結果進行覆核，事件是否無需採取行動（意即：已解決、

已結案、無需組織採取進一步行動等）。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歧視

	� 	事件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務和稽核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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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80頁

指標

G4-HR4
已鑑別為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以及保障這些權利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18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和勞資關係」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

十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三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 Digest of decis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mmittee of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ILO. Fifth (revised) edition, 2006.

指引	–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可能會被認為影響員工加入工會或集體協商之決定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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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4

	

已發現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以及保障這些權利所採取的行動

a.	 就以下情況，說明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員工結社自由或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 	營運據點類型（如，製造業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b.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組織為保障員工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權而採取的改善行動

指引

攸關性

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權的本質就是保護員工（和雇主）

自行選擇在單位裡組成集體組織的權利。結社自由權是以

聯合國「I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97為基本條

款，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87 號「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a Convention」25和	第98號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26

皆對此有所定義。

本指標旨在說明，為評估員工是否有機會行使自由結社

權和集體協商權，組織所採取的行動，也說明在組織所有營

運據點支持這些權利而採取的行動。本指標不要求組織對國

家法律體系的情況發表特別意見。

彙編要領

就以下情況，鑑別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到員工行使結社

自由或及集體協商權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	營運據點類型（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國家或地區

鑑別流程應反映組織就此問題的風險評估方法，可以

依據公認的國際資料來源，如國際勞工組織「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57及「Freedom of association – Digest 

of decis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mmittee of the Giverning Body of the ILO」58。

鑑別在報告期間內，為保障員工結社自由或及集體協

商權，組織所採取的任何措施。更多指引內容可參見國際

勞工組織「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ail Policy」64	和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73	。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結社自由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務、稽核和人力資

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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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童工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採取有助於杜絕使用童工的行動

	指引	第183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和勞資關係」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五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nvention’, 1975.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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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採取有助於杜絕使用童工的行動

a.	 說明具有以下嚴重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 	使用童工

	� 	使用年輕勞工從事危險工作

b.	就以下情況，說明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 	營運據點類型（如，製造業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c.	 說明在報告期內，組織為有效杜絕使用童工情況而採取的行動。

指引

攸關性

杜絕童工是主要人權宣言和立法的關鍵原則和目標，也

受到國際勞工組織第 138 號「Minimum Age Convention」37	

和第182 號「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48的

規範。制定和有效實施杜絕童工政策是社會責任實務的基本

期望。

彙編要領

鑑別具有以下嚴重風險的營運據點：		

	� 	童工

	� 	從事危險工作之年輕勞工	

鑑別流程應反映組織就此問題所採用的風險評估方

法，組織可以參照公認的國際性資料來源，如國際勞工組織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endations」57。

就以下情況，鑑別具有嚴重童工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

供應商及其相異之處：

	� 營運據點（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國家或地區

鑑別在報告期內，在每個地區中組織在有效杜絕童工

而採取的措施。更多指引可參見國際勞工組織「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64	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

領」73 。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兒童

	� 	供應商

	� 	年輕勞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務、稽核和人力資

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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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強迫與強制勞動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6

已發現具有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減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

行動

	指引	第185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五章「就

業和勞資關係」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四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 League of Nations Convention, ‘Convention to Suppress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1926.

 � United Nations (UN)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Slave Trade, and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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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6		

	

已鑑別為具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減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

a.	 就以下情況，說明具有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 	營運據點類型（如，製造業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b.	說明報告期內，組織為消除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而採取的行動。

指引

攸關性

拒絕強迫與強制勞動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聯合國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97的條款之一，也受

到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29號「Forced Labour Convention」24

和第105號「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29的規

範。強制或強迫勞動有多種形式，本指標的資訊可反映組織

在消除此類勞動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彙編要領

就以下情況，說明有嚴重強迫與強制勞動風險的營運據

點和供應商：

 �  營運據點類型（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類型

	� 	可能危及上述權利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國家或地區

鑑別流程應反映組織就此問題所採用的風險評估方

法，可以參照公認的國際性資料來源，如國際勞工組織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57。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組織為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

強制勞動而採取的措施。更多指引可參見國際勞工組織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64	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

國企業指導綱領」73	。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強迫或強制勞動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務、稽核和人力資

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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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保全實務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7
保全人員在營運相關的人權政策方面接受訓練的百分比

	指引	第187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2010.

 � Voluntary Principles on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http://

voluntaryprinciples.org/,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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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7

	

保全人員接受與營運相關之組織人權政策訓練的百分比

a.	 說明保全人員接受組織正式人權政策或特定程序訓練的人員比例，以及在保全工作中的應用。

b.	說明訓練要求是否也適用於提供保全人員的第三方組織。

指引

攸關性

決定協力廠商的保全人員是否有接受相關的人權訓練課

程，特別是與使用武力相關的行為。訓練保全人員有助於防

範不當行為或方法造成的商譽受損和訴訟風險。本指標的資

訊可以證明有關人權的管理制度之實施情況，接受人權訓練

的保全人員比例可以合理推測組織的人權指標績效。

彙編要領

鑑別報告組織直接僱用的保全人員總數。

鑑別接受組織正式人權政策訓練的保全人員總數或保全

人員在實際工作中考量人權議題的步驟，包括人權政策的應

用和程序，這可以是專門的人權議題教育訓練，也可以在一

般訓練方案中包含人權課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保全人員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組織的人力資源部門及內部保全

人員的訓練記錄和內部審計方案。承包商也可能掌握與其員

工有關的類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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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原住民權利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8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 以及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189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2012.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7, ‘Indigenous 

and Tribal Populations Convention’, 195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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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8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	以及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a.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已鑑別之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

b.	就以下各項，說明事件的狀態和採取的行動：

	� 	事件已由組織調查

	� 	正實施改善計畫

	� 	改善計畫實施完畢，並已通過內部管理審查流程覆核結果

	� 	無需採取行動

指引

攸關性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並記錄在案的事件總數，可說明

組織有關原住民政策的實施情況。本指標可表示組織與這

些利害關係人的關係，特別是在原住民居住或組織營運據

點附近利益攸關的地區。該資訊還為支持團體提供了另外

的切入點。國際勞工組織在	第107號「Indigenous and Tribal 

Populations Convention」30	和第169號「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47	討論原住民權利。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自身員工中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和

營運據點周邊社區可能因為組織的未來計畫或經營而受到影

響。

就以下各項，說明事件的狀態和採取的行動： 

	� 	組織已就事件進行審查

	� 	正在實施的補救計畫

	� 	補救計畫已實施且已經一般內部管理審核流程對結果進行

覆核

	� 	不再需要採取行動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事件

	� 	原住民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對該問題的操作步驟

和指引。其他資訊可由組織的區域經理或法律專家提供。員

工中的原住民資料可從員工文件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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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評估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HR9
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估的營運據點的總數和百分比

	指引	第19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Guidance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in Conflict-

Affected and High -Risk Areas: A Resource for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2010.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Global Compact Business Guide for 

Conflict Impact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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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9

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估的營運據點之總數和百分比

a.	 按國家說明，接受人權檢視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據點的總數和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組織需要認知到自己對尊重人權負有特別的責任。組

織的營運活動可能會對尊重和保護人權產生正面和負面的衝

擊，透過組織的行動和營運會對人權產生直接的衝擊，而組

織與其他各方（包括政府、當地社區和供應商）的互動則會

對人權產生間接的衝擊。

本指標的資訊可說明組織將人權納入決定營運地點過

程中的考量程度，也可用來評估組織涉及人權濫用的風險。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營運所在國家。

按國家鑑別營運據點總數。

按國家鑑別接受人權檢視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據點總

數。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人權檢視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務、稽核和人力資

源部門，以及組織的區域經理提供的資訊、內部審計方案、

風險管理辦公室和所進行的外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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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人權評估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92-193頁

指標

G4-HR10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人權準則篩選的比例

	指引	第194頁

G4-HR11
供應鏈對人權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195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Guidance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in Conflict-

Affected and High -Risk Areas: A Resource for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2010.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Global Compact Business Guide for 

Conflict Impact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2002.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說明使用人權準則篩選新供應商的制度。條列出用

於篩選新供應商的人權準則。人權準則或人權衝擊評估可包

括：

	� 	童工

	� 	歧視

	� 	強迫與強制勞動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原住民權利

	� 	保全實務

描述用於鑑別或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的程序，如盡職調查。負面的衝擊包括組織引起的或因供應

商的關係而與組織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有關所貢獻的衝擊。

描述組織如何鑑別與排序供應商進行人權衝擊評估。評

估可透過稽核、合約檢視、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制管道

告知。

描述為解決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人權

衝擊所採取的行動。說明行動如何預防、減緩或修復其負面衝

擊。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望的調

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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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如何在供應商的合約中定義與制定相關規定，促進

對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人權衝擊(包括目標)的預防、減緩

或修復。

描述是否針對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人權衝擊的預防、減

緩或修復，有供應商的獎勵措施和回報。

描述使用人權標準執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

審查。

列出評估和審查的類型、系統、範疇、頻率、現行的成

效，以及驗證和稽核供應鏈的那個部分。使用人權標準進行

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審查可由組織、第二方或第

三方執行。

描述如果依據人權衝擊評估的結果終止與供應商的關

係，說明評估其潛在負面衝擊的機制，以及減緩這些衝擊的

策略。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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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10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人權標準篩選的比例

a.	 說明針對新供應商使用人權標準篩選的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在選擇或簽訂合約的供應商

中，接受人權盡職調查的供應商比例。盡職調查應在與供應

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開始。

聯合國「The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in Rights」107中要求，組織應在活動以

及與其他方的關係中尊重人權。

在制定合約或其他協議的階段，可預防或減緩重大的潛

在負面人權衝擊。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考慮所選擇或簽訂合約的新供應商總數。

說明採用人權標準篩選過的新供應商總數。

	人權標準可能包括：

	� 	童工

	� 	歧視

	� 	強迫與強制勞動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原住民權利

	� 	保全實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 	供應商篩選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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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HR11

	

供應鏈對人權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a.	 說明接受人權衝擊評估的供應商數量。

b.	說明已鑑別對人權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說明供應鏈中已鑑別對人權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d.	說明已鑑別為對人權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已有所改善。

e.	說明已鑑別為對人權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以及終止的

原因。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組織對供應鏈的顯著實際和潛

在負面人權衝擊的認知。

聯合國「The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in Rights」107要求，組織應在活動及與

其他方的關係中尊重人權。

鑑別和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人權衝擊的過

程能促使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彙編要領

鼓勵組織按照供應商所在地及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人權

衝擊，以及這個指標所要求的資訊劃分，並提供顯著衝擊的

適當脈絡。

負面的衝擊包括組織引起的或因供應商的關係而與組織

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有關所貢獻的衝擊。

人權衝擊評估可包括：

	� 	童工

	� 	歧視

	� 	強迫與強制勞動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原住民權利

	� 	保全實務

評估可依據約定的績效期望進行，這些可在開始評估前

與供應商確定並說明。

評估可透過稽核、合約檢視、雙向議合、申訴和投訴機

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可能包括：組織採購實務的調整、績效期望的

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係。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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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人權實務申訴機制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96頁

指標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

	指引	第197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人權衝擊（包括對供應鏈的衝擊）申訴機制和補救

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以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監控其有效性

的情況。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可能包括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員

工代表。

列出對申訴機制和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之訓練的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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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

a.	 在報告期間，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人權問題申訴的總數。

b.	在已鑑別的申訴中，說明其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處理的申訴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解決的申訴數量

c.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所立案的人權問題申訴案件，其在報告期間內已被解決的數量。

指引

攸關性

組織活動與其他族群（如供應鏈中的實體）所產生的人

權衝擊可能會引起糾紛。有效的申訴機制在保障人權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彙編要領

鑑別現有的正式申訴機制。正式申訴機制可由組織或外

部單位管理。

鑑別在報告期間內透過正式申訴機制提出的人權衝擊申

訴總數。

鑑別在報告期間內得到處理或解決的申訴數量，包含本

年度和前一年度提出的申訴。

鼓勵組織按照申訴的性質、所在地及提出單位將申訴的數

量細分，為顯著衝擊提供適當的背景。申訴提供單位可包括：

	� 	內部利害關係人（如員工）

	� 	外部利害關係人（如供應商，當地社區）

	� 	由以下原則鑑別出的個人或團體：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 其他的多元性指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申訴機制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訊來自於包括組織的法務、稽核、採購和人力

資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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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社會

前言	
社會子類別的考量面關注組織對社會和當地社區的衝

擊。社區成員之個人權利的依據為：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986

集體社區權利和原住民及部落人口權利認同的依據為：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7, ‘Indigenous 

and Tribal Populations Convention’, 1957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在身份考量面，這些社區成員既擁有集體權利，也擁有

個人權利。以上參考文獻明確指出，在尋求同意的過程中，

這些居民有加入商議的權利；這些商議必須建立在無償、事

前，且充分告知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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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當地社區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199頁

指標

G4-SO1
營運據點中，已執行當地社區議合、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據點之百分比

	指引	第200-201頁	

G4-SO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

	指引	第202-203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四章「人

權」、第五章「就業和勞資關係」、第六章「環境」之執行

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一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件
 �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2012. 

 �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 

Good Practice Handbook for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Emerging 

Markets, 2007.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isk Awareness Tool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Weak Governance 

Zones, 2006.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b.

描述：

	� 	有關當地社區集體權利的參考文獻和聲明

	� 	如何讓當地社區的女性和男性參與

	� 	如何使工作委員會、職業健康和安全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員

工代表組織能夠處理對當地社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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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1

	

營運據點中，已執行當地社區議合、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據點之百分比

a.	 說明在所有營運據點中，已執行與當地社區議合、衝擊評估，以及發展計畫的據點之百分比，包括使用：

	� 	以參與過程為基礎進行之社會衝擊評估，包括性別衝擊評估

	� 	環境衝擊評估和持續監控

	� 	公開揭露環境和社會衝擊評估的結果

	� 	以當地社區需求為基礎的社區發展計畫

	� 	依不同利害關係人設計的利害關係人議合計畫

	� 	涵蓋不同群體的當地社區諮詢委員會以及諮詢過程，弱勢族群應包含在內

	� 	與勞資委員會、職業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及其他員工代表團體共同處理相關衝擊

	� 	正式的當地社區申訴管道

指引

攸關性

管理對當地社區民眾的衝擊，關鍵在於透過評估和規

劃，來瞭解組織的潛在和實際衝擊，並透過與社區進行深度

交流，瞭解當地民眾的期望和需求。社區交流、衝擊評估和

發展計畫可包含許多因素。該指標目的在鑑別那些因素已在

組織範圍內持續執行。

社區交流、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及執行的一致性，可說

明組織工作的整體品質及其政策的後續程度。

彙編要領

說明營運據點的總數。營運據點總數應與G4-9所說明的

資料一致。	

說明在組織範圍內執行的當地社區參與、衝擊評估、發

展計畫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運用：

	� 	著重參與過程之社會衝擊評估，包括性別衝擊評估

	� 	環境衝擊評估和持續監控

	� 	公開揭露環境和社會衝擊評估的結果

	� 	基於當地社區需求的當地社區發展計畫

	� 	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計畫

	� 	廣泛的與當地社區諮詢委員會與弱勢群體諮商的程序

	� 	與勞資委員會、職業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及其他員工代表共

同處理相關的衝擊

	� 	正式的當地社區申訴管道

說明在整個組織範圍內採取當地社區參與、衝擊評估、

發展計畫的營運據點的總數。

使用這一資訊，計算執行當地社區參與、衝擊評估、發

展計畫的營運據點的比例。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社區發展計畫

	� 	當地社區

	� 	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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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該指標可能的資料來源可包括：

	� 公開諮詢和諮詢計畫

	� 勞資委員會、職業健康和安全委員會和其他員工代表的議

程和會議報告

	� 基線研究—社會-經濟、健康、環境、文化等

	� 社會衝擊評估

	� 性別衝擊評估

	� 	健康衝擊評估

	� 	環境衝擊評估

	� 	社會行動計畫

	� 	重建計畫

	� 	社區發展計畫

	� 	申訴或投訴機制

	� 	社區資訊中心所保有的文件

	 		G4-SO1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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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SO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

a.	 說明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包括：

	� 	營運據點所在地

	� 	營運據點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指引

攸關性

組織進入、經營和退出營運據點會對當地社區產生許

多顯著的負面衝擊。GRI指南內的指標，例如環境的排放或

經濟數據，可提供正面和負面衝擊的總體情況，但無法呈現

它們與當地社區的關係。

此指標強調與營運相關的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

而不是社區投資或捐贈（G4-EC1已說明此項）。

此指標可以使利害關係人瞭解組織對當地社區衝擊的

認知，也使組織能夠列出應處理事項的優先順序，提高整體

組織對當地社區的關注。

利害關係人如能瞭解營運據點的具體挑戰，同時結合

組織整體執行程序的相關資訊，可以更好地評估組織的總

體社會績效。分析負面衝擊能使組織反省其管理系統中現行

的方法，從而強化組織作為潛在合作夥伴的品牌和商譽，同

時還能提高組織維持現有營運據點以及開發新營運據點的能

力。

彙編要領

說明內部關於潛在和實際負面衝擊的資料來源，包括如

下資料來源：			

	� 	實際績效資料

	� 	內部投資計畫和相關的風險評估

	� 	所有根據 GRI 指標（有關個別社區）收集的資料（例

如：G4-EC8, G4-EN1, G4-EN3, G4-EN8, G4-EN12, G4-EN14, 

G4-EN20到G4-EN27, G4-EN30, G4-LA7, G4-HR5到G4-HR8, 

G4-SO11, G4-PR1, G4-PR2）

說明顯著潛在負面衝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 	由於如下因素，潛在衝擊造成當地社區的傷害和風險：

 – 	當地社區在實體上或經濟上隔絕的程度

 – 	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包括社區內部性別平等程度

 – 	社會經濟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的狀況

 – 	毗鄰營運據點

 – 	社會組織水準

 – 	地方和國家機構治理當地社區的能力和品質

由於對共用資源超出平均水準的使用或衝擊，組織營運

據點對當地社區帶來的風險可能包括：

	� 	使用衝擊環境和人體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的有害物質

	� 	汙染物排放的總量和類型

	� 	組織作為當地主要雇主的狀況

	� 	土地轉換或重新安置

	� 	自然資源消耗

說明對當地社區及民眾權利的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的經

濟、社會、文化和環境衝擊，考慮：

	� 	衝擊的強度或嚴重性

	� 	衝擊的可能持續時間

	� 	衝擊的可逆性

	� 	衝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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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當地社區

	�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組織政策和風險評估程序；當地

社區計畫的資料收集結果；以及外部利害關係人論壇、社區

委員會、利害關係人報告和其他資訊的分析結果。 

	 		G4-SO2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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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反貪腐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05頁

指標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以及所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指引	第206頁

G4-SO4
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指引	第207頁

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208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七章「反

行賄、索賄和勒索」	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十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British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Bribery Act 2010 Guidance, 2011.

 � 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U.S.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 Resource 

Guide to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2012.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1997.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Good Practice Guidance on Internal Controls, Ethics, and Compliance, 

2010.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ery’, 2011.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http://

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accessed on 1 May 

2013.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2003.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Guidance on the 10th Principle Against Corruption, 2009.

 �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Control of 

Corruption,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mc_countries.asp, 

accessed on 1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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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a.

說明組織對貪腐的風險評估程序，包括使用的標準	

（如地點、活動、行業）。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b.

說明組織如何鑑別和管理員工或有關人員與組織的活

動、產品或服務可能會有的利益衝突。最高治理單位的利益

衝突在G4-41中揭露。

說明組織如何確保對其他組織的慈善捐款和贊助（財

務或實物）不被用來掩飾賄賂。慈善捐款和贊助（財務或實

物）的接受者可包括非營利組織、宗教組織、私人組織和活

動。

針對被鑑別為具有貪腐高風險的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和

商業夥伴，說明溝通及培訓反貪腐的程度。

說明向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和商業夥伴提供反貪腐培訓

的階段（如在新員工入職時、與新商業夥伴建立合作時）以

及頻率（如每年一次、兩年一次）。

說明組織參與的打擊貪腐集體行動，包括： 

	� 	集體行動的策略

	� 	組織參與的集體行動列表

	� 	對這些活動主要目標的描述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打擊貪腐集體行動

	� 	利益衝突

	� 	貪腐

	 		反貪腐考量面-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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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以及所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a.	 已進行貪腐相關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

b.	說明透過風險評估鑑別出的重大貪腐風險。

指引

攸關性

為管理貪腐風險，組織需有完備的程序加以支持。本指

標衡量整個組織內部風險評估的執行程度。風險評估有助於

評估組織內部或與組織相關的貪腐事件的可能性，也有利於

制定反貪腐政策和程序。

彙編要領

說明已實施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這裡指正式的貪

腐風險評估，或者在總體風險評估中將貪腐列為一種風險因

素加以評估。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貪腐

	� 	營運據點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監控報告、風險登記表或風險管

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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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SO4

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a.	 按地區分類，說明在組織治理單位成員中，已針對組織反貪腐政策和程序進行溝通的成員總數及百分比。

b.	按員工類型和地區分類，說明已針對組織傳達反貪腐政策和程序進行溝通的員工的總數及百分比。

c.	 按商業夥伴類型和地區分類，說明已針對組織傳達反貪腐政策和程序進行溝通的商業夥伴的總數及百分比。

d.	按地區分類，說明已接受反貪腐訓練的組織治理單位成員的總數及百分比。

e.	按員工類型和地區分類，說明已接受過反貪腐訓練的員工的總數及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溝通和訓練有助於培養內外部的反貪腐意識和打擊貪腐

的能力。本指標說明，依據合理假設，瞭解組織反貪腐政策

和程序的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和商業夥伴的比例。

彙編要領

利用G4-LA12的資料說明：

 �  組織內的治理單位（如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或非法人組

織的類似單位）

	� 	組成這些治理單位的個人和/或員工的總數

	� 	每個員工類別的員工總數（不包括治理單位成員）

估算商業夥伴的總數。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商業夥伴

	� 	貪腐

	� 	員工

	� 	員工類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訓練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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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a.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之總數及性質。

b.	員工因貪腐事件而被解僱或受到紀律處分的事件總數。

c.	 因貪腐違規行為與商業夥伴終止合約或未續約的事件總數。

d.	報告期間內，所有針對組織或組織員工貪腐行為的公開法律案件及其結果。

指引

攸關性

貪腐會給組織商譽和業務帶來重大風險。貪腐連帶的諸

多負面衝擊，例如：轉型經濟體的貧困、破壞環境、侵犯人

權、踐踏民主、投資不當配置、破壞法治等。市場、國際準

則、利害關係人日益要求組織嚴守誠信、公司治理和良好商

業行為的承諾。此指標說明組織為減少貪腐風險所採取的特

定行動。利害關係人關注的不僅是貪腐個案的發生情況，還

有組織的應對方式。

彙編要領

說明已鑑別的貪腐事件總數。確認的貪腐事件指已得到

證實的事件。

說明已鑑別的貪腐事件之性質。

關於貪腐的公共法律案件，包括正接受公開調查、訴訟

或結案的案件。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商業夥伴

	� 	確認的貪腐事件

	� 	貪腐

	� 	員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法律部門保存的對組織、員工或

商業夥伴提起的訴訟記錄；內部紀律聽證會的會議記錄；以

及與商業夥伴簽訂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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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公共政策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09頁

指標

G4-SO6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的政治獻金總值

	指引	第210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七章「反

行賄、索賄和勒索」	之執行結果。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2000年）的原則十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Principles for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in Lobbying’, 2010.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b.

說明組織關注並參與的公共政策制定和遊說之顯著議

題。此處指的整個組織層面的參與，而不是個別營運據點的

參與。

說明組織在每個已鑑別議題之核心立場，以及遊說的立

場和公司明定的政策、永續發展目標或其他公開立場的重大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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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6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的政治獻金總值

a.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說明組織直接和間接提供之財務及實物性的政治獻金總值。

b.	如可行，請說明實物性捐贈總額的估算方法。

指引

攸關性

該指標旨在說明組織支持政治活動的原因，並確保政治

交往關係的誠信與透明度。	

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獻金可能對政治程序造成不當影響或

使之惡化，從而產生貪腐風險。許多國家都立法限制政黨或

政治候選人的競選支出，然而有些捐贈仍可能不當給予，以

規避此等法律。這包括通過中間人、遊說者或與政治事務有

關的機構間接給予捐贈。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在那些國家，向那些政黨、政治人士或政治活

動直接或間接做出財務及實物之政治性捐贈。

根據國家會計準則（如有）計算財務政治性捐贈價值。	

估算實物政治性捐贈的價值。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間接政治捐贈

	� 	政治獻金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對外付款和實物捐贈的會計記

錄，以及公開揭露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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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反競爭行為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

指標

G4-SO7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訴訟之總數及其結果

	指引  第212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十章	

「競爭」、第十一章「稅務」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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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7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訴訟之總數及其結果

a.	 在報告期間內，說明組織已被鑑別涉入、正在訴訟中或已結案之反競爭行為或違反反托拉斯及壟斷法相關之法律訴訟	

（已鑑別組織為參與者）的總數。

b.	說明已結案之法律訴訟的主要結果，包括任何裁定或判決。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針對在國家或國際法律的背景下，主要為監管反

競爭行為、反托拉斯或壟斷行為而提起的法律訴訟。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或壟斷行為可能影響消費者的

選擇、定價以及有效市場所不可或缺的其他因素。許多國家

基於競爭能夠提升經濟效率、推動永續成長的基本假設，已

制訂相關法律控制或防止壟斷。浮現法律訴訟顯示，組織的

市場行為或地位達到一定的規模，足以吸引第三方單位的擔

心。源於這些情況的法律判決可能會帶來風險，嚴重打亂組

織的市場活動，並導致懲罰性措施。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已被認定涉入，在報告期間仍在訴訟中或已結

案，且與反競爭行為和違反反托拉斯及壟斷法相關的法律訴

訟。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反競爭行為

	� 	反托拉斯和壟斷

資料來源

可能的的資料來自於包括法律部門記錄和公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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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法規遵循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SO8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指引  第214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十章「競

爭」、第十一章「稅務」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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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8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a.	 就以下各項，說明巨額罰款和罰款以外之制裁的處罰：	

	� 	巨額罰款的總金額

	� 	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 	透過爭議解決機制提起的訴訟

b.	如組織未有任何違法或違規，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c.	 說明遭受巨額罰款和罰款以外之制裁的背景。

指引

攸關性

違規情況說明組織透過管理確保營運符合特定績效指標

的能力。從經濟角度而言，確保法規遵循有助於降低罰款等

直接的財務風險，或衝擊商譽的間接風險。組織的法規遵守

記錄也會影響其擴大經營或獲取許可的能力。

指標G4-EN29和G4-PR9說明在各考量面遵守特定法律的

情況。組織遵守營運所在地法律的總體記錄也同樣重要。本

指標旨在反映G4-EN29和G4-PR9未涉及的法律或法規（如會

計詐騙、工作場所歧視、貪腐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實施的巨

額罰款或非經濟制裁。		

彙編要領

說明對組織違反法律或法規的行政或司法制裁，包括：	

	� 	國際宣言、公約、協定，國內、省市、地區和當地規定

	� 	通過國際爭議解決機制或政府機關管轄的國內爭議解決機

制提起針對組織的訴訟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包括審計結果或法律部門管理的監管系

統。從會計部門可以獲取與罰款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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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15-216頁

指標

G4-SO9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社會衝擊標準篩選的比例

	指引	第217頁

G4-SO10
供應鏈對社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指引	第218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四章「人

權」、第六章「環境」、第七章「反對賄賂、索賄和勒索」

和第十章「機構競爭」	之執行結果。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描述使用社會準則篩選新供應商的制度。條列出用於篩

選新供應商的社會準則。社會準則或社會衝擊評估可能涵蓋

社會類別下的考量面。

描述用於鑑別或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的程序，如盡職調查。負面衝擊可能由組織造成，或與組織

及供應商在合作關係下進行的活動、產品或服務相關。

描述組織如何鑑別與排序供應商。評估可透過篩選、合

約複審、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制管道告知。

描述為解決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社會

衝擊所採取的行動。說明行動如何預防、減緩或修復其負面

衝擊。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望

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程序改變、終止與供應商的合作

關係。

描述如何在供應商的合約中定義及制定相關規定，促進

對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社會衝擊(包括目標)的預防、減緩

或矯正。

說明是否針對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社會衝擊的預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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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或修復，提供供應商獎勵措施和補償。

描述使用社會準則執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

審查。

列出評估和審查的類型、系統、範疇、頻率、現行的成

效，以及認證和審查供應鏈的那個部分。使用社會準則進行

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和審查可由組織、第二方單位

或第三方單位執行。描述如果依據社會衝擊評估的結果終止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說明評估其潛在負面衝擊的機制，以

及減緩這些衝擊的策略。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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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9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社會衝擊標準篩選的比例

a.	 報告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社會衝擊標準篩選的比例。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在選擇或簽訂合約的供應商

中，接受社會盡職調查的供應商比例。盡職調查應在與供應

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開始。

在制定合約或其他協議的階段，可預防或減緩顯著的潛

在負面社會衝擊。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考慮所選擇或簽訂合約的新供應商總數。

說明使用社會衝擊準則篩選的新供應商總數。

社會衝擊的標準可包括社會子類別下的考量面。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 	供應商篩選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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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SO10

供應鏈對社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a.	 說明接受社會衝擊評估的供應商數量。

b.	說明已鑑別對社會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說明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社會衝擊。

d.	說明已鑑別對社會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已有所改善。

e.	說明已鑑別對社會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以及終止的原

因。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組織對供應鏈的顯著實際和潛

在負面社會衝擊的認知。

鑑別和評估供應鏈中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社會衝擊的過

程，能促使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彙編要領

鼓勵組織按照供應商所在地及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社會

衝擊，以及這個指標所要求的資訊劃分，並提供顯著衝擊的

適當背景。

負面的衝擊包括組織引起的或因供應商的關係而與組織

的活動、產品或服務有關所貢獻的衝擊。

社會衝擊評估可包括社會類別下的考量面。

評估可依據約定的績效期望進行，這些可在開始評估前

與供應商確定並說明。

評估可透過審查、合約複審、雙向溝通、申訴和投訴機

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可能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調整、績效期望的

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終止與供應商的關係。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供應商

資料來源

資料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採購和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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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19頁

指標

G4-SO11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社會衝擊申訴之數量

	指引	第220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說明社會衝擊（包括對供應鏈的衝擊）申訴機制和補救

措施的可取得性及近用性，以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監控其成效

的情況。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可能包括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員

工代表。

列出對申訴機制和補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可用性之訓練的

種類。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類別下的標準揭露項目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 (OECD) 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 年）第四章「人

權」、第六章「環境」、第七章「反對賄賂、索賄和勒索」

和第十章「機構競爭」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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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SO11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社會衝擊申訴之數量

a.	 在報告期間內，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的社會衝擊申訴的總數。

b.	在已鑑別的申訴中，說明其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處理的申訴數量

	� 	在報告期間內解決的申訴數量

c.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所立案的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案件，其在報告期間內已被解決的數量。

指引

攸關性

組織活動與其他族群（如供應鏈中的實體）所產生的社

會衝擊可能會引起糾紛。有效的申訴機制在修復社會衝擊中

扮演重要作用。

彙編要領

說明現有的正式申訴機制。正式申訴機制可由組織或外

部單位管理。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透過正式申訴機制提出的社會衝擊申

訴總數。

說明在報告期間內得到處理或解決的申訴數量，包含本

年度和前一年度提出的申訴。

鼓勵組織按照申訴的性質、所在地及提出單位將申訴的

數量細分，為顯著衝擊提供適當的背景。申訴提供單位可包

括：

 �  內部利害關係人（如員工）

	� 	外部利害關係人（如供應商、當地社區）

	� 	以下個人或團體：

	–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 	符合其他多元性指標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正式申訴機制

資料來源

資訊可能來自於組織的法務、稽核、採購及人力資源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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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產品責任

前言	

永續性的產品責任關注的是產品及服務對利害關係人

的直接衝擊，特別是客戶。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揭露此子類別下的標準揭露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的「多國企業指南」（2011年）第八章「消費

者權益」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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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22頁

指標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比例

	指引	第223頁

G4-PR2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指引	第224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連結之國際準則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此考量面的標準揭露有助於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的「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年）第六章「組織

環保」之實施。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在生命週期的下述每個階段，說明是否為進行改善而對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和安全衝擊進行評估：	

	� 	產品概念開發

	� 	研發

	� 	認證

	� 	製造和生產

	� 	行銷和推廣

	� 	儲運和供應

	� 	使用和服務

	� 	處理、再使用或回收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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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a.	 說明為提升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本指標有助於鑑別，組織針對產品及服務在生命週期中

的健康與安全問題，做出系統性的努力及其範圍。客戶期望

產品和服務能達到預期功能，不會引起健康和安全的風險。

這項責任不僅是法律法規的要求，也是OECD「多國企業指

導綱領」73等自願性準則的規定。

保護使用或運送產品及服務的人員之健康與安全所付諸

之努力，會直接衝擊組織的商譽、因召回產品產生的法律及

財務風險、與品質相關的市場差異化，以及員工激勵。

彙編要領

鑑別為改進現狀而評估健康與安全衝擊的重要產品與服

務類別。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組織的法律和銷售部門，以及通過

品質管制系統收集的文件。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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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PR2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a.	 按以下類別，說明報告期內，組織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 	導致罰款的違規事件

	�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 違反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b.	如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保護健康和安全是許多國家和國際法規認定的目標。

如違反法律要求，則顯示出內部管理系統和流程存在缺陷，

或執行成效不彰。除直接的財務衝擊外（參見G4-PR9），持

續違規會因損害商譽和員工激勵，因而造成進一步的財務風

險。

本指標指的是，產品或服務一旦可供使用，在其生命週

期中便受到產品和服務之健康與安全相關的法規和自願性準

則所規範。

本指標旨在揭露組織內控系統有效性的進步或退步趨

勢。

彙編要領

鑑別在報告期間內，組織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之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被判定為非組織過失導致的違規事件不計入本指標。

與資訊標章相關的事件揭露在G4-PR4中。

本指標說明在報告期間內的違規事件，但如有與前一期

報告有關的事件也應加以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違規的類型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組織的法律、職業健康與安全、

人力資源、研發部門，及品質管制系統收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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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產品及服務標示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一般DMA第64-6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第225頁

指標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

分比

	指引	第226頁

G4-PR4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指引	第227頁

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指引	第228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DMA)

G4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b.

說明整個組織評估和維護客戶滿意度的做法。例如：

	� 	衡量客戶滿意度的頻率

	� 	調查方法的標準要求

	� 	客戶提供回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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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	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a.	 說明組織有關產品和服務資訊及標示的程序是否要求以下產品和服務的資訊：

是 否

產品元件/成分的來源或服務的供應者

產品內容物成分，特別是可能產生環境或社會衝擊的物質

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安全

產品的後續處置及其環境/社會衝擊

其他（請說明）

b.	說明已進行法規評估之重要產品或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指引

攸關性

為做出合理的購買決策並反映市場偏好，客戶及最終

使用者有必要知道足夠的產品及服務之永續發展衝擊（正

面和負面）的資訊。提供有關永續衝擊的適當資訊和標示

直接攸關遵守特定的法規和準則（如國家法律或OECD「多

國企業指導綱領」73），並與品牌和市場差異化策略相關。

本指標說明，資訊和標示在產品或服務對永續發展衝擊的

揭露程度。

彙編要領

說明重要產品或服務類別的總量。

說明組織產品和服務的資訊和標章是否要求以下產品和

服務資訊：

	� 	產品元件/成分的來源或服務的供應者

	� 	產品內容物成分，特別是可能產生環境或社會衝擊的物質

	� 	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安全

	� 	產品的後續處置及其環境/社會衝擊

	� 	其他（請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法律和銷售部門，及品質管制系

統蒐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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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PR4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a.	 按以下類別，說明有關產品和服務的資訊及標示違規的事件總數： 

 � 導致罰款的違規事件

 �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 	違反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b.	如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產品與服務的資訊或標示的提供和呈現需遵守多種法

律法規。如不能遵守要求，則說明內部管理系統和流程存在

缺陷，或執行成效不彰。除罰款（參考G4-PR9）等直接財務

後果之外，還可能引起組織商譽和客戶忠誠度及滿意度的風

險。

本指標旨在揭露組織內控系統有效性的進步或退步趨

勢。

彙編要領

說明報告期間內，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資訊及標示的法

規和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被判定為非組織過失而導致的違規事件不計入本指標。

本指標說明在報告期間內的違規事件，但如有與前一期

報告有關的事件也應加以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產品及服務資訊與標示

	� 	違規的類型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法律和技術部門，及品質管制系

統蒐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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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a.	說明報告期間內，客戶滿意度調查之結果（基於統計相關的樣本數量）：

	� 整體組織

	� 	主要的產品/服務類別

	� 	重要營運據點

指引

攸關性

客戶滿意度是衡量組織對客戶需求和喜好敏感度的指

標，從組織角度來說，則是保持成功的要素。在永續性的脈

絡下，客戶滿意度洞悉組織如何處理與客戶此一考量面的利

害關係人之關係，也可與其他永續發展措施結合使用。

客戶的需求和喜好可能因性別和其他多元化因素而異。

客戶滿意度可說明組織考慮其他利害關係人需求的程度。

彙編要領

對於揭露的任何調查結果，說明相應的產品或服務類

別，或對應的營運據點。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組織的客戶關係、行銷和研發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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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行銷溝通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指引	第230頁

G4-PR7
按結果類別劃分，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指引	第231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參考文獻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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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a.	 說明組織銷售的產品是否存在以下情況：

	� 	被禁止在特定市場銷售

	� 	受利害關係人質疑或有爭議性的產品

b.	說明組織如何回應針對此類產品的問題或疑慮。

指引

彙編要領

鑑別組織的產品類型組合，說明組織是否出售以下產

品：

	� 	被禁止在特定市場銷售

	� 	受利害關係人質疑或有爭議性的產品

說明在這些議題上，組織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機制，以

及組織如何回應有關這些產品的問題或顧慮。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報告組織的法律、銷售和行銷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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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PR7

	

按結果類別劃分，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數

a. 按以下類別，說明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促銷及贊助）的事件總數：	

	� 	導致罰款的違規事件

	�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 	違反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b. 如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行銷推廣包括產品與服務的廣告、推銷及贊助，這些活

動需遵守許多法律法規。違反法規說明內部管理系統和流程

存在缺陷，或執行成效不彰。除罰款（參考G4-PR9）等直接

財務後果之外，還可能引起組織商譽和客戶忠誠度及滿意度

的風險。

本指標旨在揭露組織內控系統有效性的進步或退步趨

勢。

彙編要領

鑑別報告期間內，違反包括廣告、宣傳和贊助的相關行

銷推廣的法規和自願性準則之事件總數。

被判定為非組織過失而導致的違規事件不計入本指標。

本指標說明在報告期間內的違規事件，但如有與前一期

報告有關的事件也應加以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行銷推廣

	� 	違規的類型

資料來源

可能的的資料來自於包括報告機構的法律、銷售、行

銷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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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顧客隱私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的投訴次數

	指引	第233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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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的投訴次數

a. 按以下分類，說明經證實與侵犯客戶隱私權有關的投訴總數：

	� 	來自組織外群體並經由組織證實的投訴

	� 	來自監管機關的投訴

b. 說明經鑑別的資訊洩露、失竊或遺失客戶資料事件的總數。

c. 如組織未鑑別任何的投訴，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保護客戶隱私權是國家法規和組織政策普遍認可的目

標。違反規定說明內部管理系統和流程存在缺陷，或執行成

效不彰。本指標評估與保護客戶隱私權有關的管理系統和程

序的有效性。除罰款等直接財務後果，還可能引起組織商譽

和客戶忠誠度及滿意度的風險。

本指標的趨勢可指出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改善或惡化。	

彙編要領

鑑別報告期間內侵犯客戶隱私權的投訴總數。

如有與前一報告有關的大量侵權事件，也應加以說明。

定義

見「實施手冊」244頁詞彙表 

	� 	侵犯客戶隱私權

	� 	客戶隱私

	� 	經證實的投訴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負責客戶服務、公關或法律事務

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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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法規遵循

如果此考量面已被鑑別具重大性，本指南提供以下標準揭露項目及指引供參考：

綜覽*

管理方針揭露(DMA)

G4-DMA 	指引	第64-65頁	

指標

G4-PR9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指引	第235頁

*綜覽中的所有頁碼為「實施手冊」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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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G4-PR9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a. 說明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違反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總金額。

b. 如組織未有任何違法或違規，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指引

攸關性

違規情況可說明管理確保營運符合特定績效指標的能

力。從經濟角度看，確保法規遵循有助降低罰款等直接財務

風險，或對商譽衝擊帶來的間接風險。組織的法規遵循記錄

也會衝擊擴大經營或獲取許可的能力。

彙編要領

說明組織違反法律法規（包括國際宣言、公約和協定，

國家、省市、地區和當地與組織的產品和服務之提供或使用

有關的法規）所招致的行政和司法制裁。本指標的相關資訊

包括G4-PR2、G4-PR4和G4-PR7中的資料。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自於包括審計結果或法律部門管理的監管

系統。有關罰款的資料可從會計部門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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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彙的定義

6
詞彙表

範疇

報告中涵蓋的一系列考量面。

特定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提供說明組織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組織管

理和績效資訊。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為，(1)可合理期望將受組織的活動、產品

和服務顯著影響的實體或個人，(2)其行動會影響組織成功

執行策略和達成目標的能力。包括根據法律或國際公約，有

權向組織提出法律請求權的實體或個人。

利害關係人既包括與組織有利益關係的對象（如員工、

股東、供應商），也包括與組織具有其他關係的對象（如當

地弱勢群體、公民社群）。

議題

指任何可能的永續性主題。

考量面

指南涵蓋的一系列議題。

考量面的邊界

是指每個重大考量面的影響範圍。在設定考量面的邊界

時，組織應考慮組織內和組織外的影響。不同的考量面，其

邊界也有所不同。

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提供組織概況及報告流程。

衝擊

除非另有說明，「衝擊」一詞是指對經濟、環境和社

會的顯著衝擊，無論：正面、負面、重大、潛在、直接、間

接、短期、長期、有意、無意。

重大考量面

重大考量面是反映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具有顯著

衝擊的考量面，或實質上影響利害關係人評價和決定的考量

面。要確定一考量面是否具重大性，就需要定性分析、定量

評估和討論。

報告原則

報告原則由一系列概念組成，描述報告應當呈現的結

果，並對報告流程中的相關決定提供指引，例如回應那些指

標及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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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缺勤者

員工因失去勞動能力而缺勤，不限於工作傷害或疾病。

不包括經核准的假期，如節慶假日、受訓、產假	/	陪產假和

喪假。

缺勤率

指實際缺勤日占同一時期內應上工日的百分比。

年度總薪酬

年度總薪酬包括：

	� 	薪資

	� 	獎金

	� 	股票獎勵

	� 	選擇權獎勵

	� 	非股權激勵計畫報酬

	� 	退休金金額和未既得遞延薪酬收益的變動

	� 	所有其他報酬

反競爭行為

組織或員工可能會導致以下情況的行為：與潛在的競爭

對手串通操縱價格，共謀競標，設置市場或產量限制，實施

區域配額，或分配客戶、供應商、地理區域和產品系列，目

的是限制市場競爭的效益。

反托拉斯和壟斷

組織可能會導致如下情況的行為：共謀以設置進入該行

業的障礙，不公平的商業行為，濫用市場地位，壟斷(卡特

爾)市場，反競爭兼併，價格操縱，以及其他妨礙競爭的共

謀行為。

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未受法律保護，但被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認定具有重

要生物多樣性特色的地區，包括優先保護的棲息地（通常根

據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83編制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

略和行動計畫」中有所定義）。一些國際保護組織已指名具

有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特定區域。		

保護區

得到保護而未受營運活動傷害的區域，環境保持在原始

狀態且擁有健康、機能完好的生態系統。

復育區

在營運活動期間使用或受營運活動影響的區域，但整治

措施已將環境復育到原來狀態或健康、機能完好的生態系統。

基準年

組織用來追蹤長期能源消耗的歷史基準（如一年）。

基線

用於比較的起點。對於指標G4-EN6、G4-EN7和G4-EN19

而言，基線是在沒有節能活動下的預期能源消耗量。

基本薪資

為員工履行的職責而支付的最低固定金額，不包括任何

額外報酬，如加班費或獎金。	

福利

福利指組織以資金補助、組織提供或報銷由員工支付

費用之直接福利。高於法定最低限額的裁員補償金、解僱補

償、額外職業傷害補助、撫恤金、帶薪休假也可納入這一指

標中。	但提供運動設施、兒童托兒所、工作時間的免費餐飲

和類似的一般員工福利計畫等福利不包括在G4-LA2指標中。

侵犯客戶隱私權

任何違反保護客戶隱私權的現有法規及（自願性）標準

的行為。 

商業夥伴

商業夥伴包括，供應商、代理商、遊說者和其他中間

商、合資企業和聯盟夥伴、政府、消費者和顧客。在本指南

中，供應商包括經紀商、顧問、承包商、分銷商、特許經營

人或經銷商、家庭工作者、獨立承包商、製造商、初級生產

者、承包商和批發商等。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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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當量

二氧化碳當量是根據全球暖化潛勢(GWP)，	用於比較不

同類別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通用衡量單位。某種氣體的二氧化

碳當量即為該種氣體的噸數乘上相對應的GWP。 

職涯終止

因達到國家法定退休年齡退休或僱用關係終止。

CFC-11	當量

CFC-11為根據相對破壞臭氧潛勢值比較不同物質的指

標。	參考水準1是CFC-11和CFC-12造成臭氧破壞的潛勢值。

兒童

本詞彙指所有15歲以下或處於義務教育年齡的兒童（

以較高者為準），在某些欠缺經濟和教育設施之國家，有

可能為14歲以下。

部分國家係由於特殊國情考量及與代表性的僱用組織

及勞工組織協商後，由國際勞工組織列為例外。

注：國際勞工組織138號公約「最低就業年齡公約」37

下包括童工和年輕勞工。見「實施手冊」第254頁「年輕

勞工」定義。

索回機制

指如果未達到特定的僱用條件或目標時，將先前發放給

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索回。

打擊貪腐集體行動

集體行動指自願倡議行動和利害關係人議合，改善範圍

更廣的環境和文化以打擊貪腐。其包括與同行、政府、廣範

圍的公共部門、工會和公民社群組織的積極合作。

集體協商協定

約束性的集體協商協定包括由組織本身簽署的協定，

以及雇主為組織簽署的協定。這些協定規模可以依行業、國

家、地區、組織或工作場所簽訂。

社區發展計畫

詳細的行動計畫，目標是盡可能減少、減緩和補償負面

的社會和經濟衝擊，並鑑別機會和行動，以提高專案對社區

的正面影響。

確認的貪腐事件

即經證實的貪腐事件。不包括報告期間仍在調查的貪腐

事件。

利益衝突

個人面臨須在其職責要求和私人利益之間作抉擇的情況。

節能與效率提升倡議專案

能使既定的流程或工作消耗較少能源的組織面或技術

面調整，包括流程改造、設備修繕和更新（如高效能照明設

備）或因行為的改變而減少不必要的能源使用。

持續就業能力

透過取得新技能以適應工作場所變化的需求。

貪腐

貪腐指「為尋求私利而濫用被賦予的權力」X	 ，可能由

個人或組織慫恿。本指南中的貪腐包括賄賂、順勢乘便不

當收受、詐騙、敲詐、串謀、利益衝突以及洗錢等腐敗行

為，亦包括為在企業的業務中進行不誠實、非法或失信的行

為XI，而提供或收受的的任何禮品、貸款、費用、報酬或其

他好處作為誘因，此等好處可能為現金或實物利益，例如免

費物品、禮品和假期，或提供特殊個人服務，以獲取不當得

利，或施加道德壓力從而獲得好處。

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XI  These definitions are based 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ery’, 2011.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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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隱私

客戶對個人隱私及秘密的權利，包括資料保護、僅為

指定用途使用資訊/資料（除另有特殊約定）、保守秘密之

義務、保護資訊免於濫用或盜用。客戶包括終端客戶（消費

者）和企業客戶。

確定給付制

除確定提撥制之外的退休福利計畫。

確定提撥制

為一退休福利計劃。一個體繳付固定提撥金額予另一個

體(如基金)後，如果該基金資產不足以支付當期和前期所應

支付的員工退休福利時，則個體沒有繼續支付的法律義務或

推定義務。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組織擁有或控制的營運據點的排放。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組織擁有或控制的

源頭（將溫室氣體向大氣排放的物理單位或製程）。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但不限於在指標G4-

EN3中揭露的燃油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

歧視

向人施加不平等待遇或拒絕提供福利，不公平地對待員

工（而非基於個人表現而公平對待）的行為和結果。歧視還

可包括言語及行為騷擾，即讓人反感的評論及行為，或可合

理推斷為令人反感。

經濟衝擊

經濟體生產潛能的變化對社區或利害關係人福祉或長期

發展的影響。

員工

根據國家法律或慣例，被認可為組織員工的個人。

員工類別

對員工按級別（如高階管理階層、中階管理階層等）和

職能（如技術、管理、生產等）進行分類。此資訊來自於組

織自身的人力資源系統。

離職員工

自願或被解僱、退休或因工作殉職而離開組織的員工

聘僱合約

國家法律或實務認可的聘僱合約，可以是書面、口頭或

默認形式（即，具有僱用的所有特徵，但沒有書面或經見證

的口頭合約）。

無固定期限或永久合約：永久僱用合約是指與全職或兼

職員工簽訂的無固定期限的合約。

固定期限或臨時合約：固定期限合約是指如上定義的

僱用合約，但於特定時期結束或約定預計工作時間的工作任

務完成時終止。臨時聘僱合約具有一定期限或因特定事件終

止，如某一專案或工作階段結束，或被替代的人員回歸崗

位。

僱用類型

全職：「全職員工」之定義以國家有關工作時間的法律

和實務為準（例如國家法律規定「全職」的定義為每年至少

工作九個月，每週至少工作	30	個小時）。

兼職：「兼職員工」指每週、每月或每年的工作時間少

於以上定義的「全職」(同上定義)工作的員工。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組織購買或取得的，用於內部消耗的電力、供暖、製冷

或蒸汽的生產造成的排放

能源減量

為完成同樣製程或任務，而減少使用的能源需求總量。

本詞彙不包括降低產能或將組織活動外包導致的總能耗降低

量。

起薪水準

起薪水準為提供最低工作等級員工的全職薪資。實習生

或學徒薪資不在此定義中。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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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法規

指與任何類型環境問題有關的且適用於組織的法規（如

廢氣排放、污水排放、廢棄物、原物料使用、能源、生物多

樣性），包括與主管機關簽訂具有約束力的自願協議（此自

願協議作為新法規之替代）。如果組織直接參與協議或公共

機關通過立法或法規使協議適用其境內的組織時，自願協議

也可適用。

環保支出

組織或其代表為預防、降低、控制和記錄環境問題、環

境影響和危害發生的環保支出，也包括丟棄、處理、衛生和

清潔等支出。

死亡事故

當前報告期間內，勞動者在仍受僱於組織期間因職業傷

害或職業病死亡。

財務援助

非由於商品或服務的交易而產生的直接或間接財務收

益，而是作為對組織所採取的行動、資產的成本或產生的費

用而提供的激勵或補償。提供單位不期望透過提供財務援助

獲得直接經濟回報。

強迫或強制勞動

當事人在懲罰的威脅下從事非自願的勞動或服務（國

際勞工組織29號公約：「強迫勞動公約」24）。最極端的例

子為奴工及償債勞動，此外，債務也可能成為強迫勞工勞動

的原因。強迫勞動的例子包括：

	� 	扣押身份證件

	� 	要求強制押金

	� 	以解僱相威脅勞工進行非自願的超時工作 

正式的協定

雙方簽訂的書面文件，聲明共同自願遵守其中內容。這

類協定包括當地的集體協商協議、國家和國際框架協議等。

正式的委員會

正式的委員會為其運作已整合於組織架構及授權機制中

委員會，其運作係根據已約定的書面規則。

正式申訴機制

為了有系統地受理投訴並解決爭議，由特定程序、角色

和規則組成的制度。申訴機制應合法、可使用、可預期、平

等、兼顧各方權利、清楚、透明，並基於對話和調解。

結社自由

勞工和雇主可自由選擇建立和加入組織，無需經事先授權

之權利。

足額提撥

福利計畫的資產可以滿足或超過其計畫義務。

溫室氣體減量

相對於基線排放，GHG排放的減少、或大氣中的GHG量

減少或GHG儲存量增加。主要影響和部分次級影響將導致溫

室氣體減量。一項倡議措施的總溫室氣體減量是相關的主要

影響和任何重大次級影響（可能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或

抵減增加）的總和。

全球暖化潛勢	(GWP)	

GWP值描述在特定的時間內，一個單位的其他溫室氣體

相對於一個單位的二氧化碳的輻射驅動力影響。GWP將非二

氧化碳氣體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轉化成以二氧化碳當量為單

位。

治理單位

負責組織的策略指導、有效管理監督、對整個組織及其

利害關係人承擔管理責任的委員會或董事會。

最高治理單位

由組織內掌握最高授權的人員組成的正式團體。若最高

治理單位由兩個層級組成，兩個層級都應包括。

人權條款

在書面協定中，定義有關人權的最低績效期望的具體條

款作為投資的要求之一。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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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檢視

運用於一系列人權績效標準的評估程序形式為正式或以

書面記錄。

人權篩選

將人權績效標準作為決定是否進展業務關係的考量因素

之一的流程，其形式為正式或書面紀錄。

事件

法律行為、透過正式程序向組織或主管機關提交的投

訴，或組織透過現有程序（如管理制度審查或正式監督方

案）鑑別的違規案例。

指標

和組織的成果或產出有關的定量或定性資訊，可用以比

較和展現不同時期的變化。

多元化指標

組織蒐集國籍、血統、種族、宗教信仰和身心障礙情況

等資料的指標。

原住民

原住民是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條件與主要社會其他

群體顯著不同的群體，或在征服時期、殖民時期、或劃定當

前國界時其祖先曾生活在這個國家或這個國家所屬的地區，

且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仍保留某些或全部自身的社會、經

濟、文化和政治制度之族群。	 

間接經濟衝擊

由組織和利害關係人之間財務交易和資金流動的直接影

響所產生的額外結果。

間接政治捐贈

通過遊說者或慈善機構等中間組織，向政黨、政黨代

表、公職候選人提供的任何財務或實物支援，或向支援特定

政黨或政治事業或與之有關的智庫或行業協會等組織提供支

援。

基礎設施

主要為提供公共服務或公眾利益而非出於商業目的而建

的設施（例如：供水設施、道路、學校、醫院），組織並不

藉此尋求直接經濟利益。

工傷

因工作或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致命或非致命傷害。

工傷率

報告期間內，工傷相對於所有勞動力總工作時間的發生

頻率。

IUCN	紅色名錄物種种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68編制的動植物物種全球保護

狀態名單

終身學習

從學前至退休後，持續獲取並更新能力、知識、資格和

興趣。

當地社區

組織的營運在經濟、社會或環境方面對一地區產生影響

（無論正面還是負面），則在該地區生活和/或工作的人或

群體稱為當地社區。當地社區包括在營運據點附近生活的人

們，以及與營運據點相隔一段距離但仍受這些營運據點影響

的分散定居點。

當地員工

在組織營運據點所在的地理區域出生，或擁有永久居住

的合法權利（如歸化公民或永久簽證持有者）的個人。「當

地」的地理定義可包括營運據點周邊的社區，一國之內的地

區或一個國家。

當地最低薪資

最低工資指法律規定的每小時或其他時間單位計算的勞

動力報酬。有些國家有多種最低工資（例如：各州/省的規

定，或根據不同職業類別的規定），請確認使用的是何種最

低薪資標準。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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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供應商

和組織處於同一地理市場，向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組

織或個人（即與供應商之間不存在跨國支付）。「當地」的地

理定義可包括營運點周邊的社區，一國之內的地區或一個國

家。

物流目的

商品和服務在來源地點和消費地點之間的往返和儲存。

損失日數

勞動者因職業事故或職業疾病而不能從事日常工作「損

失」的時間「日數」。勞動者在同一組織從事有限職責或替

代性工作不算入損失日數。

損失日數比例

將職業事故和受職業疾病影響之勞動者無法從事工作的

時間表達。即總損失日數與報告期內預計總勞動時數相比為

此比率。

行銷推廣

組織為提升商譽、品牌、產品和服務而使用的策略、系

統、方法和活動的組合。行銷推廣的活動可包括廣告、個人

銷售、促銷、公共關係及贊助。

舉報有違倫理、不合法行為以及與誠信有關事務之機制	

透過制度或流程，個人或組織可以舉報與組織營運相關

的非法、違規、危險或有違倫理的行為。個人包括該組織的

治理單位成員、員工、業務合作夥伴和其他利害關係人。

新進員工

首次加入組織的新員工。

不可再生能源來源

短期內無法透過生態系統循環補充、再產生、生長或產

生的能源。

 不可再生能源包括：

	� 	從石油或原油提煉的燃料（例如汽油、柴油、航空汽油、熱燃

油）

	� 	天然氣（例如壓縮天然氣(CNG)、液化天然氣(LNG)）

	� 	從天然氣加工和石油煉油提取的燃料（例如丁烷、丙烷、液化

石油氣(LPG)）

	� 	煤炭

	� 	核能

不可再生原物料

短期內不可再生的資源，如礦物、金屬、石油、天然

氣、煤等。

職業病

因工作環境或活動（例如工作壓力或長期與有害化學品

接觸）或因工傷導致的疾病。

職業病發生率

報告期間內，職業病相對於所有勞動力總工作時間的發

生頻率。

營運據點

組織用於生產、儲存和/或經銷商品和服務，或作行政

用途（如辦公室）的單一地點。一個營運據點內，可能有多

條生產線、倉庫或其他活動。例如，一個工廠可生產多種產

品，單個零售管道可能包含由組織擁有或管理的數個不同零

售營運據點。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據點

即無論是單獨考量或結合當地社區的特點，都對當地

社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安寧（例如，當地社區的健康和安

全）產生高於平均水準的潛在或實際負面影響的營運據點。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是發生在組織外部的所有（不包

含範疇二）間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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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層破壞物質	(ODS)

臭氧破壞潛勢(ODP)大於零且能消耗平流臭氧層的任何

物質。大多數ODS都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蒙特婁議定

書」120	及其修訂之規範，ODS包括CFC、HCFC、海龍和溴化

甲烷。

育嬰假

因生育嬰兒核准男性和女性勞動者享有的假期。

政治獻金

直接或間接向政黨、民意代表、政治職位候選人提供的

任何財務或實物支援。捐贈包括捐款、貸款、贊助、律師費

用、購買募款活動的門票。實物捐贈包括廣告、使用設施、

設計和印刷品、設備捐贈、聘用公職當選人或候選人或向其

提供董事或顧問職位。

預警原則

預警原則指為解決潛在環境影響而採取的方法。詳聯合

國「里約環境和發展宣言」(1992)，「第15項原則：為保護

環境，各國應根據其能力普遍應用預警原則。如存在嚴重或

不可逆轉的損害威脅，則缺乏足夠的科學確證不應成為推遲

符合成本效益之措施的理由，以防止環境惡化」。

產品

組織出售或作為提供服務的一部分提供之物品或物質。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

此處資訊和標籤意義相同，即與產品或服務同時提供，

描述其特性的文字。

產品類別

可滿足某一市場特定需求且具有一系列共同特點的一組

相關產品。

保護區

為達到特定生態保護目的而規劃、管制、或是管理的地

理區域。

回收

指在產品使用年限結束時蒐集、再利用或回收再製使用

產品及其包裝物料。蒐集和處理工作可由產品製造商或者承

包商承擔。此處所指的產品和包裝物料是：

	� 	由組織或以其名義蒐集的

	� 		拆分成原材料（如鋼鐵、玻璃、紙張、塑膠等）或零件	

	� 	由組織或其他使用者使用過

回收再利用的原物料

用以取代由內部或外部來源購買或取得的原生材料。組

織製造的副產品或非產品輸出(NPO)非屬此類。	

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視

績效目標及考核根據員工及其主管都瞭解的標準進行。

考核在員工知情的情況下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可包括員工的

直接主管、同儕或廣大範圍員工的評價。人力資源部人員也

可能參與考核。

報酬

基本薪資加上服務年資津貼、獎金（包括現金和股權，

如股票和股份）、福利、加班費、調休及任何其他補貼（例

如交通補貼、生活費補貼及育兒補貼）。

可再生能源來源

短期內可通過生態循環補充的能源，包括：

	� 	地熱能

	� 	風能

	� 	太陽能

	� 	水能

	� 	生質能

可再生原物料

可再生原物料可由許多來源取得，這些來源可藉由生態

循環或農業過程迅速恢復，因此由這些來源或其他相關資源

產生的服務不會短缺，並可供未來世代持續使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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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週期

報告的資訊涵蓋的特定時間段。

疾病風險控制

限制疾病暴露和傳播的措施。

保全人員	

為保護組織財產、維護秩序、預防損失、護送人員、貨

物和貴重物品而僱用的人員。 

高階管理階層

組織最高管理層級成員，包括執行長(CEO)和直屬於

CEO或最高治理單位負責的個人。組織將個別定義屬於高級

管理階層的管理團隊。 

重大疾病

對員工、員工家屬及社區產生嚴重影響的職業或無關職

業的健康損害，如愛滋病、糖尿病、RSI（重複性勞損）、瘧

疾和壓力。

服務

組織為滿足需求或需要而做出的行動。

支援服務

透過直接支付營運成本或委派組織自身的員工到設施或

服務專案工作，以提供公共利益的服務。公共利益也可包括公

共服務。 

顯著性的空氣汙染物排放

國際公約和/或國家法律法規中列管的氣體排放，包括

組織營運據點的環境許可中所列的氣體排放。

對生物多樣性的顯著衝擊

可能會直接或間接造成地理區域或地區完好狀態的負面

影響，期藉由長期嚴重改變整個區域的生態特徵、結構、功

能而發生。意指一棲息地、生物總數水準和對該棲息地具有

重要意義的物種難以維生。

對某一物種而言，顯著衝擊會使生物總數下降或分佈變

化，以致自然招募（繁衍或從尚未受影響的區域遷徙而來）

在有限的未來世代內無法恢復到先前水準。在使用者利益長

期受到影響的程度內，顯著衝擊也會影響生存或商業資源的

利用。

重大營運變化

將對員工產生重大正面或負面影響的組織營運模式的改

變。此等改變包括重組、營業外包、關廠、擴張、新開業、

收購、出售組織的全部或部分、合併等。

嚴重洩漏

所有在組織財務報告中揭露的洩漏（比如，由於導致法

律責任），或組織所記錄的洩漏。

技能管理

聚焦於開發員工技能以滿足組織或產業策略發展需求的

政策和計畫。

洩漏

會影響人體健康、土地、植被、水體和地下水的有害物

質的事故性排放。

標準福利

標準福利意指通常至少提供給大多數全職員工的福利，

這類福利無須提供給組織的每一位全職員工。G4-LA2指標的

目的是揭露全職員工可合理期望的福利。

經證實的投訴

監管機構或其他類似官方機構發給組織的書面聲明，指

明了組織侵犯客戶隱私權，或提交給組織並且經組織確定情

形屬實的投訴。

非正式員工

在工作場所為組織或代表組織執行例行性工作，但根據

國家法律或慣例不認為是正式員工的個人。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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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向組織提供在供應鏈中使用的產品或服務的組織或個人。

供應商與組織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供應商包括：

 �  經紀商：為他人買賣產品、服務或資產的個人或組織，包

括提供勞動力的承包代理商。

	� 	顧問：在法律認可的專業和商業基礎上，提供專家意見和

服務的個人或組織。顧問可在法律上認為是自僱或另一組

織的雇員。

	� 	承包商：根據合約確定的關係，代表組織在現場或不在現

場工作的個人或組織。承包商可直接僱用自己的員工，也

可僱用承包商或獨立承包商。

	� 	經銷商：向他人提供產品的代理商。

	� 	特許經營商或被授權商：被組織授予特許經營權或執照的

個人或組織。特許經營權和執照允許特定的商業活動（例

如某項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 	家庭工作者：在家中或其選擇的其他場所（而非雇主的工

作場所）工作而取得報酬，並提供雇主指定的產品或服

務，由誰提供設備、物料或其他用品提供則在所不論。

	� 	獨立承包商：根據合約界定的關係，為組織、承包商或承

包商工作的個人或組織。獨立承包商與組織間沒有僱用關

係。

	� 	製造商：製造產品用於銷售的個人或組織。

	� 	初級生產者：種植、收割或萃取原物料的個人或組織。

	� 	承包商：代表一組織在現場或不在現場工作的個人或組

織，其與承包商或承包商具有直接合約關係，而未必與組

織具有直接合約關係。承包商可直接僱用自己的員工，也

可僱用獨立承包商。

	� 	批發商：大量出售產品供他人零售的賣家。 

供應商篩選

一種正式或有文件記錄的流程，利用一組績效標準作為

是否維持與供應商發生交易關係的決定因素之一。

供應鏈	

向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具系列連續性的活動或相關單

位。

離職金

組織支付給因任命到期而離職的高階主管或最高治理單

位成員的款項和提供的各項福利。離職金除以貨幣形式發放

外，還包括由於離任而給予的財產，及自動或加速既得的獎

勵。

總排放水量

在報告期間，透過以下方式，向流向河川湖泊、海洋、

濕地、水處理設施和地下水的次表層水、地表水、下水道所

排放的污水總量：

 �  經確定的排放點（點源排放）	

	� 	以分散、不明確的方式在土壤表面排放（非點源排放）	

	� 	用卡車將廢水載離組織。收集的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不

計。

總取水量

從所有來源輸入組織且在報告期間內用於任何用途的水

資源總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雨水、公用設施供水）。	

總勞動人口

在報告期末，為組織工作的人員總數（即，所有員工和

非正式員工總數）。

訓練

指：

	� 	各種類型的職業訓練和指導

	� 	組織為員工提供的帶薪教育假

	� 	由組織承擔全部或部分費用，在外部接受的訓練或教育

	� 	特定主題訓練，如健康與安全 

訓練不包括主管提供的現場指導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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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

使用不同交通工具，從一地向另一地（在供應商、生

產點、倉庫和客戶之間）運輸資源和物品的行為，包括客運	

（如員工通勤和商務差旅）	。

組織員工交通

用於組織員工通勤或商務差旅的交通，包括飛機、火

車、客車及其他機動和非機動的移動方式。

雙軌制董事制度

在某些不同法源系統適用轄區，存在監理和管理分軌的

治理制度。當地法律適用由非執行高階管理成員組成的監理

委員會來監督由高階執行管理成員組成的董事會。

違規的類型

針對法院判決未遵守法律法規之事，按違反的法律法規

的性質分類。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相對於在某個既定社會的人數，一群有較少機會表達經

濟、社會或政治需求和觀點的人群。在此定義下的特定群體

在每個組織內並非一致，組織會根據營運的內容辨視相關的

群體。

弱勢團體

弱勢團體是具有特定生理、社會、政治或經濟條件或

特點的一群人，這些條件或特點使這群人承受重負的風險較

高，或可能因組織營運而對社會、經濟或環境產生的影響而

面臨不對等比例的負擔。弱勢團體包括兒童和青年、老人、

身障人士、退役軍人、境內流亡人員、難民或回國的難民、

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原住民和少數民族。弱勢和影響程度

可能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

廢棄物處置方法

處理或處置廢棄物的方法，包括堆肥、再利用、再製、

回收、焚化、掩埋、深井灌注及現場儲存。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將已用水和廢水排放至最終處理設施和環境之前，通

過循環加以處理的行為。一般而言，有三類型的回收和再利

用：	

 �  廢水回收到同一流程，或在流程週期中使用更多回收水

	� 	在同一設施的不同流程中回收和再利用廢水

	� 	在組織的另一設施再利用廢水

勞工

泛指對從事工作的任何人，不論實際的合約關係如何。

年輕勞工

高於最低工作年齡且低於 18 歲的人員。	

*電子版使用者請注意：要回到上一頁，請點擊鍵盤上之「alt+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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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報告趨勢

組織應提供現在報告期間（如當年）及之前最少兩期的資訊，並且列出已制訂的短期及中期目標。

7.2	數據呈現

在某些情況下，比例或常態化資料是有用且適當的資料呈現形式。如採用比例或常態化資料，也應同時提供絕對數

據。此外，可提供說明的注解。 

7.3	資料彙總與劃分

報告組織呈現資訊時需決定彙總資料的程度。資訊劃分（如按國家或地點）會提高資訊對使用者的意義，但也可能耗

費相當的工作量，組織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彙總資料可能嚴重影響資訊的意義，無法突顯特定地區中特別優秀或不足的

績效。在另一方面，過度劃分數據會使資料難以理解。組織應採用「實施手冊」中的各項原則及指引，將資料劃分至適當

水準，程度可視指標而定，但通常會比單一的總數提供更多價值。

7.4	單位公制

報告的資料應以公認的國際公制（如公斤、噸、公升）為單位，並以標準換算係數計算。如果存在具體的國際公約	

（如溫室氣體當量），通常會在「實施手冊」對指標的指引部分標明。

7.5	報告形式及頻率

使用其他參考文獻依循標準揭露的要求

鑒於「依循」選項中所要求的標準揭露相關的資訊內容可能已經包含在組織所編撰的其他報告中，如對股東或其他監

管機構的年度報告或其它自願性報告。在這些情況下，組織可選擇不在永續性報告中重複揭露，而以引用的方式告知在何

處可以找到相關資訊。

只要引用的是具體的內容（例如，不能僅表示引用向股東發佈的年報，而是需指名相關的章節、圖表名稱或其他具體

引用的資訊），且資訊是已公開可取得的，這種呈現方式就可以被接受。若以電子或網路形式發佈永續性報告時，可以採

取這種方式，加入其他電子或網路報告的連結。

7
一般報告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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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的媒介

電子、網站揭露或紙本報告都是合適的揭露媒介。組織可同時選擇網路及紙本報告，也可只選擇其中一種。例如，組

織可於網站中提供詳細的報告內容，而以紙本形式提供包括策略、分析和績效資訊的執行摘要。揭露形式的選擇取決於多

種因素，包括報告週期、更新內容的計畫、報告的使用者、發佈的策略以及其他實際因素。

但無論如何，至少應以一種揭露媒介（網路或紙本形式）向使用者提供報告期間內的完整資訊。

報告頻率

組織應為報告界定一致的發佈週期。對很多組織而言，週期通常為一年，但有些組織會選擇每兩年報告一次。組織

可選擇在發佈合併績效報表的間隔更新資訊，這有助於即時為利害關係人提供資訊，但缺點是資訊可比較性較低。儘管如

此，組織仍應維持一個可預期的發佈週期，在具體的時間內說明所有資訊。

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的報告，可與組織其他報告（如年度財務報告）同時或合併發表。如果發佈的時間相互搭配，

會加強財務績效與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之間的聯結。

報告內容更新

編製新報告時，組織可指出上次報告以來，那些資訊沒有變化（如，未修訂的政策）。組織可選擇只更新有變動的議

題及指標，對於未改變的標準揭露項目只需重新發佈即可。例如，組織可選擇重新發佈未改變的政策，只更新各類績效指

標。採取這種方法的靈活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組織選擇的報告媒介。策略和分析、DMA及績效指標等主題很可能在每個報

告期內均有變化，而組織概況或治理等其他議題的改變則可能較慢。無論採用那種策略，報告期內的所有相關資訊，應統

一在一處提供（紙本或網站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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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GRI	規定程序

	GRI架構下的所有文件必須根據由GRI董事會核准並在本文件中說明的規定程序原則制定。技術諮詢委員會負責評估架

構文件的制定是否遵循了本文件中的規定程序。規定程序的完整說明可在 www.globalreporting.org 取得。

首要原則	

1.   GRI工作小組主要開發和修訂GRI架構文件的內容。

2.   GRI工作小組應當由各專業領域內之多方利害關係人所組成。工作小組開發報告架構文件係供全球使用，其本身的組成

也必須是全球性。工作小組的主要來自的領域應為：企業、媒介組織、勞工和公民社群。

3.   任何個人都可以加入GRI工作小組。其加入是根據個人的專業知識和工作小組組成的需要而定。

4.   秘書處根據董事會的指示成立工作小組以執行技術(議程)事項。秘書處考量來自利害關係人委員會和技術諮詢委員會

的可能參與者，進行邀請和選擇個人進入工作小組中。

5.   工作小組成員的名額是分配給個人而非組織。如果有成員在任務結束前必須退出工作小組，GRI秘書處將負責確定合適

的替補人選。

6.   GRI工作小組協商尋求共識決。如無法達成共識，少數意見必須提出書面記錄，供技術資訊委員會審查成果時考慮。這

些問題的決議必須通知董事會和利害關係人理事會，GRI架構中的任何文件日後將提供給這些組織審閱和決定。

制定修訂建議書	

1.   對指南或議定書的內容提議修訂應由GRI工作小組根據首要規定程序原則的規定起草。這些工作小組的組成應當符合利

						害關係人委員會中的利害關係人在各領域的分佈。

2.  GRI利害關係人委員會成員應當根據個人的專業知識、時間性以及GRI工作小組組成的需求，予以評估是否能加入GRI工作

小組。

3.  對於指南和議定書的次要修訂，技術諮詢委員會可在秘書處研究和衡量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對指南和議定書的修訂，前

提是進行針對組成和區域足夠且多樣化、規模夠廣泛的諮詢。這些建議書的相關流程應向董事會和利害關係人委員會

說明。

4. 技術諮詢委員會負責審查GRI工作小組和其他諮詢流程的建議書。GRI秘書處負責準備「指南修訂草案公眾意見徵詢稿」。

修訂草案可針對對GRI架構一個或多個部分的修訂。

5.  「指南修訂草案公眾意見徵詢稿」必須提供給GRI治理組織和所有外部利害關係人至少九十天期間。收到的意見將被認為

是公開記錄。

8
G4指南內容的制
定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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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指南	

1.  技術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在草案文件中納入公開意見。秘書處將完成「修訂版指南草案」供治理組織查閱。

2.  利害關係人委員會和技術諮詢委員會提供通過/否決意見，董事會負責最終核准。

3.  發佈指南更新的方式和時間由GRI董事會決定之。 

8.2		GRI治理組織，秘書處和G4工作小組

董事會

GRI董事會對GRI承擔最終的受託、財務及法律責任，包括對GRI「指南」修訂案、組織策略及工作計畫的最終決定權。	

G4指南發佈時的董事長是	Herman Mulder。

利害關係人委員會

利害關係人委員會是在GRI治理架構內下的正式利害關係人政策論壇。委員會就策略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理事會的

主要治理職能包括任命董事會成員，就未來政策、業務規劃和活動提出建議。	

委員會最多可有五十人，成員組成多樣化，來自聯合國定義的所有地區：非洲、亞太/大洋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

區、北美/歐洲/獨聯體和西亞。委員會成員代表了GRI網絡的核心利害關係人：企業、民間社會組織、勞工和媒介組織。

理事會就所有報告文件的發佈向董事會提供通過/否決意見。

G4指南出版時的理事會主席是Karin Ireton。

技術諮詢委員會

技術諮詢委員會(TAC)透過提供高層次的技術意見及專業知識，協助保持GRI架構的整體品質及連貫性。

TAC最多有15名成員，就制定計畫、具體技術指導和GRI技術內容的形式提出建議。TAC還確保GRI的技術內容根據規定

程序制定。

委員會就所有GRI報告文件的發佈向董事會提供通過/否決意見

G4指南出版時的委員會主席是：Denise Esdon。

GRI	秘書處

秘書處由首席執行長負責，推動由GRI董事會通過的技術工作計畫，並管理網絡和組織溝通、學習活動、支援服務、外

務發展、利害關係人關係和財務管理。

G4指南出版時的首席執行長是Ernst Ligt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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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工作小組

反貪腐工作小組

Ann Marley Chilt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ERM)

Chong San Le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e Meyer, Banarra

Daniel Kronen, Siemens

Dante Pesc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 - Centro 

Vincular

Dayna Linley-Jones, Sustainalytics

Dongsoo Kim,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KPC)

Eileen Kohl Kaufman,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Eileen Radford, TRACE International

Jacques Marnewicke, Sanlam

Janine Juggins, Rio Tinto

Jayn Harding, FTSE

Julia Kochetygova, S&P Dow Jones Indices

Kirstine Drew,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 to the OECD

Kris Dobie, Ethics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Loi Kheng Mi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Luis Piacenza, Crowe Horwath

Olajobi Makinwa,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GC)

Peter Wilkins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abrina Strassburger, Fiat

Samuel Kimeu,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imon Miller,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WVI) 

應用等級工作小組 

Amanda Nuttall, Net Balance Foundation

Anna-Sterre Nette, SynTao 

Claire Whit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 (ICMM)

Dan Sonnenberg, Russell and Associates

David Martin Kingma, Holcim

Deborah Evans,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td (LRQA)

Grace Williams, Oxfam International

Maria Helena Meinert, BSD Consulting

Matthéüs van de Pol,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ichal Pelzig, Essar Group

Oh, SunTae, Kore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KSA)

Pierre Habbard,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 to the OECD

Santhosh Jayaram, Det Norske Veritas (DNV)

Sonal Kohli, Essar Group

指標邊界工作小組

Andrew Cole, LendLease

Ashling Seely, the International Textile, Garment and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 (ITGLWF)

Christian Hell, KPMG

Connie L. Lindsey, the Northern Trust Company

David Vermijs, David Vermijs Consulting

Francesca Poggiali, Ferrero

Francis J. Maher, Verasiti Inc.

Hariom Newport, Shell

Joris Oldenziel, SOMO - Centre for Research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Kirstine Drew,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 to the OECD

Luis Perera,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Maali Qasem Khader, Schema

Mardi McBrien, CDP

Michelle Cox, CDP

Ornella Cilona, CGIL Nazionale

Ralph Thurm, Deloitte

Ramesh Chhagan, Exxaro Resources

Shikhar Jain, CII-IT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uki Yasu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inance Initiative 

(UNEP FI)

管理方針揭露工作小組

Bruno Bastit, Hermes Equity Ownership Services

Bruno Sarda, Dell, Inc.

Carlota Garcia-Manas, EIRIS

Dongsoo Kim,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KPC)

Dwight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Glenn Frommer, MTR Corporation Ltd.

Milagros L. Zamudio, Electroperú S.A.

Paul Davies, Banarra

Julia Robbins, Vancity

Sandra Cossart, SHERPA

Sanjib Kumar Bezbaroa, ITC Ltd.

Victor Ricco,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CEDHA)

William R. Blackburn, William Blackburn Consulti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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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薪酬工作小組

Cyrille Jégu, The Next Step

Frank Curtiss, RPMI Railpen

Heather Slavkin, AFL-CIO

Hugh Grant, Australian Sustainability Leaders Forum (ASLF)

Isabelle Cabos,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Jan van de Venis,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Janet Williamson, Trades Union Congress

Karen Egger,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Luiz Fernando Dalla Martha, IBGC - Brazili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leen Janssen Groesbeek, Eumedion

Sarah Repucci, Independent consultant

Wesley Gee, Stantec Consulting Ltd.

Yogendra Saxena, The Tata Power Company Limited

溫室氣體排放工作小組

Andrea Smith, CDP

Christina Schwerdtfeger, Coto Consulting

Guo Peiyuan, Syntao

Ian Noble, Global Adaptation Institute (GAIN)

Jeong-Seok Seo,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KPC)

Jiang Shan,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Kishore Kavadia, Terracon Ecotech

Mathew Nelson, Ernst & Young

Michael Cass, Shell

Nicholas Bollons, Bureau Veritas

Olivier Elamine, alstria office REIT AG

Pablo Salcido,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Patrick Browne, UPS

Pedro Cabral Santiago Faria, CDP

Peggy Foran, The Climate Registry

Peter Colley, The Mining & Energy Divi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Forestry, Mining and Energy Union (CFMEU)

Rudolf Schwob, F. Hoffmann-La Roche

Shamini Harrington, Sasol

Vince(Yoonjae) Heo, Bloomberg

供應鏈揭露工作小組

Ang-Ting Shih, Delta Electronics and KPMG Taiwan

Clóvis Scherer, DIEESE - Escritório do Distrito Federal

Cody Sisco,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SR)

Dante Pesc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 - Centro 

Vincular

Douglas Kativu, Afric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AICC)

Dwight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Jane Hwang,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Jayson Cainglet, Agribusiness Action Initiative (AAI)

José Figueiredo Soares, EDP - Energias de Portugal

Juan Carlos Corvalán, Sodimac

Mike Lombardo, Calvert

Mohamed El-Husseiny, Industrial Modernisation Center (IMC)

Ole Henning Sommerfelt,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Norway

Sanjiv Pandita,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MRC)

Willie Johnson, Procter & Gamble  

Zhang Long/Yu Ziqiang, Baosteel

 

公開意見徵詢

G4指南發佈的兩次公開意見徵詢期收到了約2550份回

應。公開意見徵詢期分別在2011年8-11月和2012年6-11月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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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G4	專案監督

總監督

Nelmara Arbex

專案管理	

Bastian Buck

Asthildur Hjaltadóttir

設計和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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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本文件旨在推廣永續性報告，通過多方參與的利害關係人流程制訂，協商代表來自全

球多個組織及報告資訊使用者。GRI董事會鼓勵所有組織採用GRI永續性報告指南，但全部

或部分根據GRI「指南」編製和出版報告的組織必須對報告負起全責。對於因在編製報告

中使用GRI「指南」或因根據GRI「指南」使用報告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任何後果或損害賠

償，GRI董事會及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概不負責。

版權和商標通知

本文件版權屬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所有。複製、分發本文件作參考和/或編製永續性

報告用途，無需GRI事先核准。但是，將本文件或其中任何片斷複製、儲存、翻譯或以任

何方式 (例如電子、複印、記錄等)	 將之轉換為任何形式以作其他用途，必須事先取得GRI

的書面核准。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之logo，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永續性報告指南)	和GRI是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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