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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想以「永續」營運的企業和組織正越來越多，各界對長期獲利能力與社會正義和環境保護相結合的期望也越來越高。

一旦企業與組織的融資人、客戶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瞭解到向永續型經濟轉型的必要性，上述的期望將不斷地加深。

永續性報告可以協助組織設定目標、衡量績效、管理變革以使其營運更加永續。永續性報告說明組織對環境、社會和

經濟的衝擊，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衝擊。 因此，永續性報告讓抽象的議題變得明確具體，有助於瞭解和管理永續發展對於

組織活動和策略的影響。

國際公認的揭露內容與指標讓永續性報告中的資訊便於取用和比較，從而為利害關係人在進行決策時提供更高品質的

資訊。

基於這樣的背景，GRI規劃與開發第四代指南。GRI定期檢視永續性報告指南，以品質最高、內容最新的指南提供組織

有效地編撰永續性報告。最新第四代指南的目標很明確：協助編撰報告者製備一份事關重要，且納入組織關鍵永續性相關

議題之有用資訊的永續性報告，並使這樣的永續性報告成為標準做法。

永續性報告在內容上不斷發展演變，已從少數領先企業的獨特活動成為標準做法，對於社會和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

與上一代指南相比，G4不僅更易使用，還特別強調，組織需要關注報告流程並最終揭露對組織業務及其關鍵利害關係

人具有重大性的議題。關注於「重大性」將使報告內容更相關、更可靠、更易使用。同時，還能幫助組織更好地向市場和

社會提供關於永續性事務的資訊。

由於組織在日常的管理活動中，往往要監測與管理範圍廣闊的永續性相關議題，但關注於「重大性」代表著永續性報

告將聚焦在實現組織目標與管理對社會產生衝擊的事項上。

本指南的制定經過全球數百個發佈報告的組織、資訊使用者和專業服務機構的廣泛諮商。因此，G4提供一個全球適用

的架構以支持標準化的揭露方式，鼓勵透明度和一致性，這是讓資訊成為市場和社會使用且信任的必要條件。

G4 的設計旨在適用於任何規模與所在地的組織。為幫助組織（無論已有編撰報告經驗或是初次編撰報告）能更輕鬆地

使用指南，GRI還提供其他的文件與服務。

和所有GRI指南一樣，G4針對特定議題引用廣泛認可和使用的相關文件，致力為揭露報告績效提供一致的架構，與不

同的永續發展準則和規範相呼應。

G4也提供如何在不同報告形式中呈現永續性揭露的指引：無論是單獨的永續性報告、整合性報告、年報，還是針對特

定國際規範的報告或網站揭露。

將永續相關的策略性資訊與其他重大的財務資訊互相整合的這個新興想法，是個重要且正面的發展。永續性已是且

將持續加重成為企業、市場和社會所面臨的變革中心。因此，與企業價值相關或重要的永續性資訊將成為整合性報告的核

心。

GRI感謝每一位對G4制定有所貢獻的人士，所有被納入的專業知識與經驗都是非常寶貴無價。GRI將持續追蹤G4的實際

應用情況，並歡迎使用此指南編撰報告的組織和資訊使用者，回饋您的意見給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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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I永續性報告

指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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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是透過一個全球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的程序來進行制定，這些利害關係人代表來自企業、勞工、公民社會

與金融市場，也包括審計師和不同領域的專家，並與許多國家的政府主管機關及監理單位緊密地交流。本指南在制定上也

與其他國際認可的相關報告文件連結，並引用於指南的相關章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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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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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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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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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關鍵詞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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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GRI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實施手冊」中指南的位置在頁面邊緣使用以下圖示表示。

 pp. XYZ-  

組織在編撰永續性報告時，應參考「實施手冊」。

2.2 應用指南編撰永續性報告：應用步驟骤

使用指南編撰一份永續性報告是一個循環的流程。以下步驟描述如何在永續性報告流程中使用指南。目的是透過指南

的主要內容來引導讀者，並非直接描繪編撰一份永續報告必然地的流程。

編撰一份永續性報告書的核心，是聚焦在根據重大性原則的因素來鑑別重大考量面的流程。重大考量面是指那些反映

了組織的重大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或對利害關係人的評價和決策有重大影響的考量面。

1. 瞭解概況

 � 閱讀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 閱讀關鍵詞彙的定義（92頁）

2
如何使用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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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喜好的「依循」選項

 � 按照組織「依循」指南編撰報告的程度，本指南提供兩種選項。即核心「依循」與全面「依循」 這兩個選擇分別指定報

告內容所須「依循」本指南編撰的程度。（11-14頁）

 � 任何組織，無論其類型、規模、行業或地點，均可兩種選項擇一使用

3. 準備揭露「一般標準揭露」

 � 依所選擇之「依循」選項，鑑別出必要的一般標準揭露

 � 檢查是否有適用於組織所屬行業的一般標準揭露，GRI行業揭露內容 

可在網頁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查到

 � 閱讀「界定報告品質的原則」

 � 規劃揭露「一般標準揭露」的流程

 � 查閱「實施手冊」中解釋如何揭露「一般標準揭露」所呈現的資訊

 � 投入充足的時間和資源，完成一般標準揭露中的「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28-29頁）。無論選擇哪種「依循」選項，

這些一般標準揭露都是中心元素，皆應揭露。為此：

 –閱讀「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16-17頁）

 –閱讀「實施手冊」中所列出的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的三步驟，並使用圖示化的鑑別流程（91頁）

4. 準備揭露「特定標準揭露」项

 � 特定標準揭露包括管理方針揭露（下稱「DMA」）和指標，依不同「類別」和「考量面」呈現如下頁表1

 � 鑑別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DMA和指標

 � 檢查是否有適用於組織所屬行業的考量面和特定標準揭露，GRI行業揭露內容 

可在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 查到

 � 閱讀「界定報告品質的原則」（17-18頁）

 � 規劃揭露特定標準揭露的流程。報告應當涵蓋已鑑別之重大考量面的DMA和指標 （「實施手冊」62-235頁），被鑑別為

非重大的考量面則無需涵蓋在報告中

 � 查閱「實施手冊」中解釋如何揭露「特定標準揭露」所呈現的資訊

 � 組織認為重大但未出現在GRI考量面清單中之議題的資訊，也可納入

5. 編撰永續性報告書 

�� 呈現準備好的資訊

�� 電子版本、網頁揭露或紙本報告書都是合適的報告媒介。組織可同時選擇網頁揭露搭配紙本報告書，也可只選擇其中一種

媒介。例如，組織可選擇在其網站上提供一份詳細的報告書，並以紙本形式提供內含組織的策略、分析和績效資訊的執行

摘要。報告媒介的選擇取決於多種因素，如報告週期、內容更新計畫、報告的使用者，以及發佈的策略等其他因素

�� 至少應以一種媒介（網頁或紙本）向使用者提供報告期間的完整資訊 

如果第一部分：「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和第二部分「實施手冊」的內容出現差異，應以第一部分的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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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指南中的類別與考量面

類別： 經濟 環境

考量面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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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廢污水和廢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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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人權 社會 產品責任

考量面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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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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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應用程度通知要求

完成永續性報告書的組織，在以下情況下，需在發佈報告時通知GRI：

 � 報告的編撰依指南的要求選擇核心「依循」或是全面「依循」

 � 報告包含指南中的標準揭露，但沒有滿足任何一種「依循」選項的所有條件

組織可以下述方式通知GRI：

 � 向GRI通知出版永續性報告書，並提供紙本及/或電子版本的報告書

 � 在GRI的永續性揭露資料庫 database.globalreporting.org 登錄該永續性報告 

III  在指南中，「議題」指任何可能的永續性主題，「考量面」則是指南中所涵蓋的一系列主題之集合體。

http://database.globalrepor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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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依循」本指南編撰永續性報告的應用準則

3.1 應用準則

為讓組織準備其永續性報告書，本指南提供兩種「依循」指南編撰報告的程度選項：核心或全面。任一選項皆適用於

不同規模、行業和所在地的組織。

兩種選項的焦點皆在鑑別重大考量面的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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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與決策會產生重要影響。

核心選項係涵括永續性報告書的必要元素。核心選項提供組織溝通其經濟、環境、社會及治理績效影響的基礎。

全面選項係建構在核心選項的基礎上，增加對策略和分析、治理、倫理與誠信的標準揭露。此外，組織還須針對鑑別

出之重大考量面相關的所有指標，更全面性地溝通說明所有相關的指標績效。

無論組織是初次編撰報告或已具有編撰經驗，皆須選擇最能符合自身報告上的需求，且最終可以滿足利害關係人資訊

需求的選項。

此依循程度的選項與報告書的品質或組織的績效無關，僅在反映組織永續性報告書依循本指南的程度。

表2：符合選項總覽览 

「依循」- 核心 「依循」- 全面

一般標準揭露 見表 3 見表 3

特定標準揭露（DMA和指標） 見表 4 見表 4

3
「依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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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和表4列出每個依循選項的必要標準揭露項目

表3：必要的一般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项 「依循」 - 核心

（所有情況下，都應揭露以下資訊）

「依循」 - 全面

（所有情況下，都應揭露以下資訊）

策略與分析 G4-1 G4-1, G4-2

組織概況 G4-3 至 G4-16 G4-3 至 G4-16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至 G4-23 G4-17 至 G4-23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至 G4-27 G4-24 至 G4-27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至 G4-33 G4-28 至 G4-33

治理 G4-34 G4-34
G4-35 至 G4-55(*)

倫理與誠信 G4-56 G4-56
G4-57 至 G4-58(*)

行業一般標準揭露 如有適用於該組織的行業類型，則需揭露( * ) 如有適用於該組織的行業類型，則需揭露( * )

表3 列出「核心」和「全面」選項必要的一般標準揭露。

 � 第一欄顯示報告中應列出之一般標準揭露的項目名稱

 � 第二欄顯示在「核心」  選項下，應當揭露的一般標準揭露。所有情況下，都應揭露本項資訊

 � 第三欄顯示在「全面」選項下，應當揭露的一般標準揭露。所有情況下，都應揭露本項資訊

 � 對於兩種依循程度選項，若有適用於該組織行業的一般標準揭露則應當揭露。 

GRI的行業揭露要求可在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  查看

表4：必要的特定標準揭露（DMA和指標）

特定標準揭露 「依循」 - 核心 「依循」 - 全面

一般管理方針揭露 僅針對重大考量面(*) 僅針對重大考量面(*)

指標 每個鑑別出之重大考量面中，至少揭

露一個相關指標(*)
每個鑑別出之重大考量面的相關所有

指標(*)

行業特定標準揭露 如有適用於該組織的行業類型且屬重

大，則需揭露(*)
如有適用於該組織的行業類型且屬重

大，則需揭露(*)

表4 列出「核心」和「全面」選項的必要特定標準揭露：

 � 第一欄顯示報告中應列出之特定標準揭露的項目名稱（於組織鑑別出重大考量面之後，再決定報告的特定標準揭露）

 � 對於兩種「依循」選項，只需要揭露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相關的特定標準揭露

 � 第二欄顯示「核心」選項中，應揭露的特定標準揭露項目包括DMA和指標。 對於每個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組織應當揭

露一般DMA，以及至少一個指標。

 � 第三欄顯示「全面」選項中，應揭露的特定標準揭露項目包括DMA和指標。 對於每個已鑑別的重大考量面，組織應當揭

露一般DMA，以及與該考量面相關的所有指標

 � 對於兩種依循選項，也許存在適用於該組織行業的特定標準揭露，這些特定標準揭露可能與指南中所列出的考量面或與

GRI行業揭露中的特定考量面相關。GRI行業揭露要求可在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中查看

 � 在選擇欲說明的重大考量面時，兩個依循選項都應考慮行業特定考量面（及相關DMA和指標）。 對於GRI行業揭露中每

個被鑑別的重大考量面，組織應揭露一般DMA以及與行業特定重大考量面相關的其他標準揭露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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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省略的理由 

在特別的情況下，對於標準揭露項目標示(*)以說明可省略的理由：

在特別情況下，如果無法揭露某些必要的資訊，報告書中應當清楚地

 a) 指出被省略的資訊

 b) 解釋該資訊被省略的理由 

此外，如因下列因素而省略，則應提供適當之解釋：

– 標準揭露項目的一部分或某一指標不適用；須說明不適用的原因

– 某資訊受特定的保密規定所限制，則須揭露說明該保密規定之限制

– 若存在特定的法律揭露限制，須引述此特定之法律限制

– 某些資訊目前無法取得。如數據無法取得，組織須說明未來為取得資訊所採取的步驟，以及預計取得該資訊的時程

然而，組織應瞭解，若被省略的標準揭露項目過多，則對於聲明其永續性報告書是依循指南的「核心」或「全面」選

項將會是無效的。 

3.2  使用其他參考文獻符合標準揭露的要求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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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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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關於「依循」本指南編撰報告的說明

任何聲明依循本指南編撰的報告都應當按照本節的內容編製，並列出GRI內容索引表 (G4-32,  31-35頁)。

如果報告經過外部保證/確信，應當在GRI內容索引表中引述外部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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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第三部份

3.4  未依「依循」本指南編撰之報告書的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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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有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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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轉換至G4指南的過渡期

採用G3或G3.1編撰報告的組織應自行決定何時轉換至G4指南。

為此，GRI認可在兩個完整報告週期內，仍可持續使用G3或G3.1指南編撰報告。但自2015年12月31日以後發佈的報

告，就應依循G4指南編撰報告。

對於第一次編撰報告的組織，即使不能在第一個報告週期內滿足任意一種「依循」選項的要求（未依「依循」本指南

編撰之報告書的附註），GRI也建議使用G4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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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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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組織所應採用的報告流程，目的為鑑別該報告所涵的內容已考量組織的

活動、衝擊、利害關係人的主要期望和利益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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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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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可以包括為組織投入的人，也包括與組織有其它關係的實體或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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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10頁

见实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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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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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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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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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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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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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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訊呈現的方式是

否合理及恰當。
第12-13頁

4.2 界定報告品質的原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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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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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14頁

见实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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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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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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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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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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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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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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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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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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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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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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頁

见实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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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標準揭露

標準揭露分為兩類：一般標準揭露和特定標準揭露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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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特定標準揭露项 

 � 管理方針揭露

 � 指標

以下章節詳細說明標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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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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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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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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特定標準揭露總覽

各考量面指標标

類別：環境                                                          OECD/UNGC

產品及服務务

G4-EN27 G4-EN28

法規遵循

G4-EN29

交通運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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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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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針揭露

G4-DMA

各考量面指標标

類別：經濟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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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污水及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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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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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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量面指標标

社會 
當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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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考量面指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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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权  OECD/UNGC

投資

G4-HR1 G4-HR2

不歧視视� OECD/UNGC

G4-HR3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OECD/UNGC

G4-HR4

童工� OECD/UNGC

G4-HR5

強迫與強制勞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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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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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特定標準揭露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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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標準揭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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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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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7頁
G4-1

见参詳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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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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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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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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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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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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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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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頁



27第五部份

G4-10
詳見參考文獻61, 62, 6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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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27頁

G4-11
詳見參考文獻25, 26, 36, 40, 52, 53, 55。

a.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第28頁

G4-12

a.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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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頁

對外部倡議的承諾

G4-14
詳見參考文獻 94。

a.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第30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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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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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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在此主要係指以組織名義保持的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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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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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頁

見實施手冊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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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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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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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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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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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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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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頁

见实見實施手冊册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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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5

a.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的方法。 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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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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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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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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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31

a.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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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

一般標準揭露 頁碼 外部保證/確信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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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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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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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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選項之GRI內容索引 - 全面

一般標準揭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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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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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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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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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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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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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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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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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確信

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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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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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參考文獻 125。

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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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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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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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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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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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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1
詳見參考文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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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頁

最高治理機構在設立宗旨、價值和策略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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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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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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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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参詳見參考文獻 74, 106, 107, 108。
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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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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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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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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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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參考文獻 124。 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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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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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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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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頁

倫理與誠信

此部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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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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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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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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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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定標準揭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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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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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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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指南中的類別與考量面

類別： 經濟 環境

考量面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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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人權 社會 產品責任

考量面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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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在指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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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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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類型的管理方法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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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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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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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參考文獻73, 106,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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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64-65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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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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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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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4頁）列出了每個考量面的指標和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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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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面：經濟績效

詳見參考文獻14, 15,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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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70頁

詳見參考文獻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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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72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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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參考文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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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頁

见参詳見參考文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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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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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市場形象现 
詳見參考文獻 82。

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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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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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7頁

考量面：間接經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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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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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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0-81頁

考量面：採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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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3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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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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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參考文獻 94, 96。 第84頁

考量面：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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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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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7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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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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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9-90頁

见参見參考文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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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1-92頁

見參考文獻13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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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實施手冊

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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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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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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5頁

考量面：水
见見參考文獻 8。 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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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7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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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參考文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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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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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頁

考量面：生物多樣性 

见見參考文獻 3, 67, 68, 78, 83, 84, 115,116。 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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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1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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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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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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3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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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見參考文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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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4頁

考量面：排放
見參考文獻100, 102, 118, 130, 131, 134。    第105頁

前言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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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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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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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參考文獻7, 12, 13, 102, 13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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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7-109頁

見參考文獻 7, 12, 13, 10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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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0-111頁

 
見參考文獻 5, 7, 12, 13, 102, 131, 13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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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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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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2-114頁

見參考文獻7, 13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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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頁

見參考文獻 7, 102, 130, 131, 13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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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117頁

見參考文獻12, 13, 12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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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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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參考文獻 110, 111, 112, 11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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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9-120頁

考量面：廢污水和廢棄物

見參考文獻2, 65, 66, 78。 第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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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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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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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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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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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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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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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參考文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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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頁

考量面：產品和服務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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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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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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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面：法規遵循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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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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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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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交通運輸

运输
見參考文獻 103。 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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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3頁

考量面：整體情況

見參考文獻21, 109。 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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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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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環境評估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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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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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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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9頁

考量面：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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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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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社會会

前言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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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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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參考文獻50, 51, 59, 8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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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勞僱關係

 
見參考文獻28, 32, 33, 34, 35, 38, 42, 43, 46, 49。 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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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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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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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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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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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勞/資關係

見參考文獻25, 26, 36, 40, 44, 53, 54, 55, 61, 62。 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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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0頁

考量面：職業健康與安全

見參考文獻41, 45, 56, 60。 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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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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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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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3-154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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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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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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6頁

考量面：訓練與教育

 
見參考文獻38, 39, 41, 46。  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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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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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8-159頁

G4-LA10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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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0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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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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1頁

考量面：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見參考文獻31, 82, 87, 90, 91, 93, 99, 114, 117。 第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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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3-164頁

考量面： 女男同酬

 
見參考文獻 27, 31, 82, 99, 117。 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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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6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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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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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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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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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0頁

考量面：勞工實務申訴機制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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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2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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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人權

前言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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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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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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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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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nation-

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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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
vention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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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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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參考文獻請見52, 57, 64, 88, 91, 92, 96, 98, 106, 107, 108。

第174頁

考量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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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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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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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7頁

見實施手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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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不歧視

视 
見參考文獻 27, 31, 82, 87, 89, 90, 91, 93, 99, 114, 117。 第178頁

G4-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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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9頁

考量面：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見參考文獻 25, 26, 40, 55, 58。  第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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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1頁

考量面：童工

 
见見參考文獻39, 48, 86。 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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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3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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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強迫與強制勞動

劳动
見參考文獻24, 29, 70, 104。 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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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5頁

考量面：保全實務

 
見參考文獻20, 128。 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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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7頁

考量面：原住民權利

 
見參考文獻22, 30, 47, 95。 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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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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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第189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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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評估

 
見參考文獻 106, 107, 108, 122, 126。 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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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1頁

考量面：供應商人權評估

見參考文獻 106, 107, 108, 122, 126。 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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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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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5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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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人權實務申訴機制 

见参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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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7頁

見實施手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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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社會会

前言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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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面：當地社區

区 
见参見參考文獻22, 23, 76。 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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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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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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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203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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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反貪腐

败 
見參考文獻4, 10, 71, 72, 79, 80, 81, 123, 129。 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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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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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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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7頁

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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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8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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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公共政策
見參考文獻74, 75。 第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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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0頁

考量面：反競爭行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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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2頁

考量面：法規遵循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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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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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4頁

考量面：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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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7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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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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8頁

考量面：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見參考文獻106, 107, 108。 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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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0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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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產品責任

前言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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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面：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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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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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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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4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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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產品及服務標示

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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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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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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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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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8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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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行銷溝通

見參考文獻 19。 第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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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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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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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1頁

考量面：顧客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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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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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3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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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面：法規遵循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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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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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5頁

見實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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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章節有助於快速找到標準揭露或概念，便於理解和使用指南。

本章節整理提供標準揭露的相關索引及概念，協助讀者快速理解本指南的相關應用。

6.1 整合性報告與永續性報告的關係

永續性報告係協助組織設定目標、衡量績效、管理變革、邁向永續發展全球經濟的過程，將長期獲利能力與社會責任

和環境保護有效結合。永續發展資訊揭露—主要是透過永續性報告—指組織對外溝通經濟、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的主要

平臺，反映正面和負面的衝擊。組織根據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及利益所鑑別的重大考量面是永續性報告編撰的主要內容。 利

害關係人包括投資者，也包括與組織具有其他關係的族群。

整合性報告是企業資訊揭露領域的新趨勢，總體而言，其目的是針對組織的投資人為對象，以整合性的概念說明對組

織目前及未來創造價值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因素。

在編撰整合性報告時，組織可以永續性報告的基本內容及揭露為基礎。透過整合性報告，組織可以說明，其策略、治

理、績效和未來如何創造長期的價值。因此，整合性報告並非傳統年報的摘要，也不是將年度財務報告和永續性報告結合

在一起。但整合性報告可與其他報告和資料互有關聯，或引用其他報告中提供的詳細資訊。

儘管永續性報告與整合性報告的目標有所不同，永續性報告可以是整合性報告的元素之一。永續性報告探討永續發

展對組織的意義，提出優先的永續發展議題和關鍵主題，關注永續發展趨勢對組織未來發展和財務績效的風險與機會的影

響。為鑑別重大議題、策略目標、評估未來達成目標和創造價值的能力，組織需要整合性的思維和報告流程，而永續性報

告正是此一流程的必經之路。

6.2 外部保證/確信鉴证 

指南中有三個部分涵蓋外部保證/確信：

 � 「依循」選項標準的選擇（3.3節：關於「依循」本指南報告編撰的說明，13頁）：要求組織說明對選項的選擇，如報告
全文或部分內容經外部保證/確信，還需附有外部確證聲明。

 � G4-33（36頁，和「實施手冊」51頁）：要求提供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和目前做法的資訊。

 � G4-32 GRI 內容索引（第31-35 頁）：如果標準揭露經外部保證/確信，需要特別標示。

GRI建議進行外部保證/確信，但這並非本指南中「依循」選項的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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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供應鏈相關的標準揭露项 

與供應鏈相關的標準揭露分佈於指南的不同章節。以下是供應鏈相關標準揭露所在章節的索引：

一般標準揭露

 � 組織概況：G4-12 （27頁）、G4-13（ 27頁）

 � 治理：G4-41 （38頁）

特定標準揭露项

 � 類別：經濟

 –採購實務：G4-EC9 （51頁）

 � 類別：環境

 –能源：G4-EN4（53頁）
 –排放：G4-EN17（58頁）
 –供應商環境評估：G4-EN32（64頁） 、G4-EN33（64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136-137頁）

 � 類別：社會

 � 子類別：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職業健康與安全：G4-LA6（67頁）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G4-LA14（70頁） 、G4-LA15（70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實施手冊」167-168頁）

 � 子類別： 人權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G4-HR4（ 73頁）
 –童工：G4-HR5（73頁）
 –強迫與強制勞動：G4-HR6（74頁）
 –供應商人權評估：G4-HR10（ 75頁）、G4-HR11（75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實施手冊」192-193頁）

 � 子類別： 社會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G4-SO9（79頁）、G4-SO10（80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南（「實施手冊」215-216頁）

6.4  策略、風險和機會的標準揭露 

指南包括不同類型的標準揭露。有些與組織的總體策略有關，有些則是與組織的績效和衝擊相關。以下是與策略、風

險和機會直接相關的標準揭露索引：

一般標準揭露项

 � 策略與分析：G4-1（24頁) 、G4-2（25頁)

 �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G4-17（28頁）、G4-18（28頁）、G4-19（28頁）、G4-20（29頁）、G4-21（29頁）

 � 治理：G4-45（39頁） 、G4-47（39頁）

特定標準揭露项

 � 類別： 經濟

 –經濟績效 G4-EC2（48頁）

 � 類別： 社會

 � 子類別： 社會

 –  反貪腐：G4-SO3（78頁）

第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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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行業揭露

GRI已發佈與G3和G3.1指南配合使用的十種行業補充指南，已有數百家組織採用。為配合G4使用，這些行業補充指南

的內容已經重新整理，並更名為GRI行業揭露。

配合G4指南使用的行業揭露——如第3節(11-14頁)「依循」選項，第2.2節(7-9頁)以及「實施手冊」中G4-18(31-40頁)

所述，並可在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sector-guidance 下載。

 

6.6  G4與聯合國全球盟約 (2000)十項原則的關聯

表6

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2000年 GRI指南

原則1. 在企業影響所及的範圍內，支持並尊重國際人權 子類別：人權（所有考量面）

子類別：社會

 � 當地社區

原則2. 企業應確保公司未涉入人權濫用 子類別：人權（所有考量面）

原則3. 企業應保障結社自由，並有效承認集體協商的權利 G4-11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 勞/資關係
子類別：人權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原則4. 企業應消弭所有形式的強迫性勞動 子類別：人權

 � 強迫與強制勞動动

原則5. 企業支持有效廢除童工 子類別：人權

 � 童工

原則6. 企業應消弭雇用及職業上的歧視 G4-10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所有考量面）

子類別：人權

 � 不歧視

原則7. 企業應支持對環境採取預防性措施 類別：環境（所有考量面）

原則8. 企業應採取善盡更多企業環境責任之作法 類別：環境（所有考量面）

原則9. 企業應鼓勵研發及擴散對環境友善的技術 類別：環境（所有考量面）

原則10. 企業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貪腐，包括敲詐和賄賂 子類別：社會 
 � 反貪腐
 � 公共政策

第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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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G4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2011)的關聯性

表7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GRI指南

IV. 人權 子類別：人權（所有考量面）

子類別：社會

 � 當地社區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V. 就業和勞資關係 G4-11
類別：經濟

 � 經濟績效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所有考量面）

子類別：人權

 � 不歧視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童工

 � 強迫與強制勞動
子類別：社會

 � 當地社區

VI. 環境  類別：環境（所有考量面）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訓練與教育
子類別：社會

 � 當地社區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子類別：產品責任

 � 客戶健康與安全

VII. 打擊賄賂、索賄及勒索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  勞工問題申訴機制
子類別：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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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消費者權益 子類別：產品責任（所有考量面）

IX. 科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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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 GRI指南

X. 競爭 子類別：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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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稅務 類別：經濟

 � 經濟績效
子類別：社會

 � 反競爭行為
 � 法規遵循

6.8  G4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2011)的關聯性

GRI指南中不同類型的標準揭露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救濟」架構」（2011

年）互相關聯。下文概述互相關聯內容的標準揭露：

一般標準揭露

 � 策略與分析：G4-1（24頁）

 � 治理：G4-45（39頁）、G4-46（39頁）、G4-47（39頁）

特定標準揭露

 � 管理方針揭露：G4-DMA（46頁、「實施手冊」64-65頁）

 � 類別：環境 

 –供應商環境評估：G4-EN32（64頁）、G4-EN33（64頁）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136-137頁）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G4-EN34（64頁)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140頁）

 � 類別：社會会 

 �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G4-LA14（70頁) 、G4-LA15（70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167-168頁）

 –勞工問題申訴機制：G4-LA16（70頁）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171頁）

 � 子類別：人權（所有揭露）（71-76頁、「實施手冊」173-197頁）

 � 子類別：社會会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G4-SO9（79頁）、G4-SO10（80頁）、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215-216頁）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G4-SO11（80頁) 、考量面特定的DMA指引（「實施手冊」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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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摘要－界定報告內容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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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別重大考量面和

邊界——流程總覽

圖一

见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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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永續性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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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本節所述步驟的說明和詳細指引，見指南的G4-18，「實施手冊」3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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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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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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關鍵詞彙的定義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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