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有效的廢棄物管理對永續發展至關重要 (The Guardian，2017/01/02) 

https://guardian.ng/property/effective-waste-management-crucial-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Facilities 的專家 Femi Akintunde 表示如果奈及利亞仍未對日益嚴重的廢

棄物議題嚴格執行能有效管理的策略、實務及處理程序，欲在 2030 年達成永續

發展目標將遙不可及。對於現今奈及利亞在建構廢棄物管理計畫的步伐，專家表

示對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將會是個隱憂。 

其表示有效的廢棄物管理是達成永續發展目標不可或缺的角色，奈及利亞須

要認真的重新思考發展一種全面的廢棄物管理方法且鼓勵透過公私合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模式，同時連結現在的廢棄物管理層級架構原則(減量、

再利用、再生、處理等原則)。專家指出除了拉哥斯(奈及利亞首都)已可有效的管

理每日超過 10,000 公噸的都市廢棄物，其它地區尚在努力解決不足以應付日漸

高漲的廢棄物產生量的處理能力以及欠缺強制執行的法規。 

另外，也指出奈及利亞的廢棄物管理價值鏈中尚有其它的挑戰，例如欠缺現

代的廢棄物處理科技、政策的形成、策略的執行、專業能力以及監測與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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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I、IIRC 團隊努力使企業發布的報告能夠減少混淆 (Environmental 

Leader，2016/01/11) 

https://www.environmentalleader.com/2017/01/gri-iirc-team-up-to-make-

corporate-reporting-less-confusing/ 

 

為使企業發布的報告能夠減少混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與國際整合性報

導委員會(IIRC)共同努力釐清，如何在該報告中使用 GRI 準則(GRI Standards)與

國際<IR>架構。 

GRI 去年底發布 GRI 永續報告準則，該準則促使企業編撰永續報告書中溫室

氣體排放、能源、水以及勞動實務等相關議題揭露中有最新的揭露內容。國際

<IR>架構則是幫助企業在報告與業務規劃中，將財務與非財務訊息連接再一起，

並且為企業的績效提供了更具前瞻性以及長遠思維。 

2017 年透過 GRI 企業領導的整合性報告群組(Corporate Leadership Group on 

integrated reporting，簡稱 CLGir)，兩個報告機構正與公司合作，並公布使用結果。

該六項資本分別為財務、製造、智慧、人力、社會和關係以及自然資本。 

這樣的合作是迫切需要的，因為許多公司都在努力解決在多個架構或標準下產生

混亂或是有重複揭露的部分。 

透過 GRI 與 IIRC 的合作，企業領導的整合性報告群組探討企業實際面臨的

問題，其中包含企業如何透過利用 GRI 準則與國際<IR>架構將永續發展納入營

運與業務策略的核心，以及公司的綜合性報告如何能夠幫助投資人更加了解該業

務狀況與認知上的影響。 

CLGir 參與者將參加四個 Leadership Labs，這匯集了永續發展和綜合報告的

專家，並將收到同業對於自己報告的回應，並且幫助他們採取相關措施以編製出

更有效的綜合性報告。 

去年，GRI，IIRC 和一些知名的組織-CDP、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ISO 和 SASB 透過綜合性報告的角度發布了一張表單，該表單中

比較了這些架構、標準以及相關的要求項目。 

在 IIRC 的領導下，這八家組織在 2014 年透過 the 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開始展開合作，目的在於希望能夠建置一個可以協調和調整企業的報告以及組織

各自的架構、標準和相關要求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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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0%的人不知道永續發展目標 (GULF NEWS，2017/01/15) 

http://gulfnews.com/news/uae/environment/90-of-humanity-not-aware-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1.1962324 

 

聯合國高級官員指出有 90%的人不知道去年 193 國家通過聯合國具雄心的，

且以結束貧困、保護土地並確保人人繁榮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聯合國大會主席 Peter Thomson 說：只有當個人意識到 SDGs，他們才會把它

當作自己的權利，並承擔責任，這同時也是個人的權利，沒有人能奪走個人的發

展權。如果你想確保經濟在未來十年能夠永續競爭，個人必須看到永續發展不僅

僅是他們的權利，更是他們的責任。 

Thomson 向記者會說明，他已寫信給世界各國元首，要求他們在學校課程中

加入 SDGs，如此一來，學校可以成為改變的機構。Thomson 與國際可再生能源

總幹事 Adnan Z. Ameen 提到，2016 年有兩個了不起的正向發展，聯合國巴黎協

定通過 SDGs，目標是為了通過維持全球氣溫上升在 2℃以下，並以工業革命時

的水準，來檢視氣候變化。 

Ameen 提及能源部門是主要碳排放的來源，其清潔能源的轉變將有助於保持

氣溫升高在 2℃以下。依據現有技術，在 2030 年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結

構中所佔的比例是可以翻倍的。 

Thomson表示來自世界各地150個國家且超過1000位元首或官員出席了 Irena 

為期 3 天的大會，大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強調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如何穩定發

展十年以上，從 2004 年不到 500 億美元 (Dh183.5 億美元) ，2015 年上升到創

紀錄的 3050 億美元 (Dh1.1 兆)。 

太陽能電池(光電)將在容量及輸出方面成長最為快速，並且新的儲能方式將

成為多變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遊戲規則。大會評估電池儲能在 2030 年時，將從

少於 1 兆瓦增加到 250 兆瓦。 

非電網可再生能源向全世界估計 9000 萬人口提供電力，使人們都可以有電使

用，它們具有成本效益，可以以模組化方式安裝，並連結到網格擴展計畫，大會

報告描述了非電網的解決方案如何提供億萬名人口使用現代能源的機會，以實現

發展目標。Ameen 在報告提及若要於 2030 年實現普及用電，將須加強全球的發

電，且其中近 60％將來自獨立和小型電網解決方案。 

儘管世界各國於去年通過了 SDGs，但事情並不是那麼美好，如果按照目前的

發展模式，全球氣溫可提高三或四度。火災和洪水將是每日的現象，保險業在這

種情況下將無法發揮作用，當沒有了保險，國家就無法運轉。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個人必須儘量減少消費，因 SDGs 與生產和消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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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世界人口將逾 90 億人，若每個人都只買永續性的產品，個人的行為將會改變

商業的模式。 

 

  



4. 2017 年企業社會責任趨勢觀察 (Forbes，2016/01/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susanmcpherson/2017/01/19/6-csr-trends-to-watch-in-

2017/#45728bb1b1cc 

 

在過去 10 年，我們觀察到驚人的轉型，因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從原本較封閉的形式轉變成基本策略的模式，而大小規

模的企業也都以該基本策略列為基準。最近，我們看到企業超越自己本身的限制，

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倡導氣候變遷、教育、貧窮、平等和人權等問題，並提供解

決方案。 

2017 年這可能是充滿了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政策動盪的一年，而在新的挑

戰和不斷變化的法規下，企業不會只堅持對永續發展的承諾，而將會前所未有的

大躍進。 

我們接觸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專家，深入去了解政府將如何影響企業的永

續發展，2017 年將會有甚麼樣的趨勢以及各行業將如何繼續的發展。 

無論政治環境變化如何，對永續性的承諾不變 

GRI CEO Tim Mohin 表示：「永續發展仍然是企業的優先項目，2017 年顯然

是一個有巨大變動的一年。」，「許多社會和環境法規可能會被削弱。當我還在環

保署工作的時候，我記得有過類似的情況發生。」，「其中在 1990 年的清淨空氣

法修正案正是如此，而這次也讓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有大幅度的增長。」，「雖然這

些話在 80 年代被認為是矛盾的，但如今大多數的大型企業都致力於說明環境和

社會面向的影響，並不斷地提高業績，這將不易被改變，因為已被深植在公司的

聲譽與品牌之中。」。 

DELL 的責任長 Trisa Thompson 說明為何永續發展的承諾不會被放棄，她說：

「無論目前全球政治環境為何，企業將繼續走向永續生產的模式，因為這是有其

道理，而且也是一種必須的商業類型。」，將成為與合作夥伴的標準：「我們看見

永續發展和社會責任的增加成為 RFPs 加權的重要因素，特別是來自歐洲各國的

政府。」。 

 

  

https://www.forbes.com/sites/susanmcpherson/2017/01/19/6-csr-trends-to-watch-in-2017/#45728bb1b1cc
https://www.forbes.com/sites/susanmcpherson/2017/01/19/6-csr-trends-to-watch-in-2017/#45728bb1b1cc


5. 為了滿足未來需求，世界需要綠色能源與天然氣 (CNNMoney，2017/01/20) 

http://money.cnn.com/2017/01/20/news/economy/energy-renewable-gas-opinion/ 

 

在世界的永續發展目標核心出現一個重要的統計：至 2040 年，我們至少需要

比目前生產能源多增加 25%以上的量來滿足全球爆增人口的需求。 

在經濟與環境永續性的方向中來跟上這項需求的步伐，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主要挑戰之一，也是上週在阿布達比所舉辦全球最大永續發展大會上的焦點。好

消息是，過去五年來，世界朝向永續性能源未來上已經得到實質進展。 

由於成本大幅降低，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有了出色的成長。從 2010 至 2015 年，

太陽能總發電量成長四倍而風力發電則成長兩倍有餘。因風力與太陽能發電的經

濟效應越發有吸引力，這兩者的成長速度將會加快。 

的確，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碳氫化合物在提供世界能源中扮演至要角色。特

別是天然氣已成為低排放與低成本能源的主要來源。 

相關：OPEC 大型石油生產商花費數十億朝向綠色概念 

風力太陽能與天然氣可以合作的潛力到現在才完全被理解，在正確的公式下，

他們能被連結起來提供永續性能源。例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只能在陽光和風力

充足的情況下收集電力，這意味著需要無論天氣好壞都可依賴的電力來源。 

天然氣正是目前最充裕和完全燃燒的基本負載能源類型。同時，當電力需求

達到最高，可再生能源供給趨向高峰並達到最適競爭成本，因此風力和太陽能發

電在一般發電最昂貴的時候可以節省成本，從而帶來巨大收益。 

相關：沙特石油部長：我不會因頁岩油而失眠 

可再生能源和碳氫化合物正在使彼此的經濟生產力最大化，而並非彼此競爭。

我們使用的可再生能源越多，更多的碳氫化合物可以被轉為創造更高價值的產品

或被用來提供世界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 

這項因矚目經濟案例而驅動的綜合模組最終在今日推動了永續發展，並將在

未來幾十年內確保全球能源。 

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已經開始穩定或降低全球最大的

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在工業的碳排放。 

相關：15,000 間清真寺走向綠色概念 

http://money.cnn.com/2017/01/20/news/economy/energy-renewable-gas-opinion/


由於天然氣/可再生能源的組合，美國 2015 年的排放量比 2005 的數據下降

12%。天然氣的轉換對經濟成長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 2015 年，天然氣讓

美國的經濟成長增加了 1,900 億美元、140 萬個就業機會和 1,560 億美元的可支

配收入。 

在太陽能不乏短缺的海灣地區，我們意識到結合可再生能源和傳統形式能源

會形成完美的經濟型態。在這 75 年來，我們地區一直是碳氫化合物工業的領導

者。今天，我們正在擴大我們的範圍，成為全球各種能源的樞紐和重心。 

石油與天然氣仍會是未來數十年全球經濟的主要驅動因素，但我們看到全面

多元化能源組合的直接與長期優勢。這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近公布的 2050 年

能源戰略的核心信念。 

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類似的政策扎實的結合已開發與發展中國家圍繞在一

個統一的目標：一個永續能源的未來。 

  



6. 綠色能源成本下滑阻止了化石燃料的成長 (Aljazeera.com，2016/02/02)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7/02/falling-green-energy-costs-stop-fossil-

fuel-growth-170202134522487.html 

 

根據最近的一則報導，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下降，可能讓全球對環境有害的

化石燃料需求停止增長。 

由倫敦皇家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和英國智庫碳追踪計劃共同撰寫的報告顯示

便宜的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在全球越來越廣泛的用途，可在

2020 年前阻止石油和煤炭的需求增加。 

研究報告指出，光是電動汽車（EV）的增長，就可在 2050 年前每日取代 200

萬桶石油，這個數字剛好與導致 2014-15 年油價崩盤的數量相同。 

「照這情況繼續下去，2040 年前可望每日取代 1,600 萬桶石油，2050 年則可

取代 2,500 萬桶，與產業預期石油需求會持續增長恰好相反。」報告如此補述。 

根據這份研究，到 2035 年電動汽車將占公路運輸市場的 35％，2050 年則為

三分之二，這意味著每日可取代 2500 萬桶石油。這份研究假設電動汽車可能在

2020 年前比傳統的內燃機車輛便宜。 

太陽能成本暴跌 

根據這份報告指出，七年來太陽能成本下降了 85％。到 2040 年，太陽能面

板可以提供全球 23%的發電量，到 2050 年可以提供 29％，完全淘汰煤炭且天然

氣只剩 1％的發電量。 

碳追蹤計畫的高級研究員 Luke Sussams 表示，電動汽車和太陽能發電是「燃

料行業一直低估」的遊戲規則改變者。碳追蹤計畫研究部門負責人 James Leaton

補充說：「有些低碳技術即將比企業預期要早數十年達成能源轉捩點。」，而低碳

技術的力量已經顯示化石燃料在十年內可能會被光伏和電動汽車搶走 10％的市

占率。 

報告中也強調，「電力市占率下降 10％導致美國煤礦業崩潰，而歐洲五大公用事

業從 2008 年至 2013 年虧損超過 1000 億美元，因為它們少準備了 8%的再生能

源，其中太陽能光伏發電占大部分。」報告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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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業報導未來的趨勢是什麼?  (environmental LEADER，2016/02/09) 

https://www.environmentalleader.com/2017/02/future-corporate-reporting-trends/ 

 

根據全球報導倡議組織與 SustainAbility 顧問公司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與

企業風險息息相關，更是企業永續報導趨勢的未來關鍵。 

該報告整合了 GRI 企業領導小組對於 2025 報導的見解，來自小組的 13 家

公司對於報導組織在關於永續報導的四點趨勢：氣候變遷、人權、貧富懸殊與數

據及科技提出指導。報告指出小組中對於氣候變遷有明確的共識，企業應該或可

以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採取行動將不會是一個問題，但是如何做與如何快速的回

應變化才是問題。從新能源模式到產品生產和配送的效率被預期為解決方案的一

部分。 

報告也說明企業應該設定有科學基礎的目標，並預期在巴黎協定之後，將有

更多的企業參與。這 13 家公司也同意當與公司報導有關時，在同樣的方法下，

數據和技術常被視為一個機會與挑戰。 

挑戰包括確保足夠的內部投入、形塑文化與培養意識以充分利用內部系統、

提供高品質、可比較的數據、缺乏可取得性的敏感與機密資料，與需要更多的分

析工具更好地理解數據。機會則包括線上報導；將永續數據嵌入目標和績效管理

系統；監控並與數據提供者提供反饋迴路；對於動態的資料和其他要求有更好的

理解，改善資訊管道，降低同事的負擔。 

GRI 報告遵循 G20 金融穩定委員會於 12 月刊登的報告指出公司應該揭露氣

候變遷對於金融及業務上的衝擊，以及他們如何管理。工作小組在與氣候相關的

金融揭露報告中概述了一系列公司自願建議將其列入公開財報。 

根據國際金融公司和碳信託基金(TCFD)的估算，2030 年全球氣候變遷的成

本將達到 2~4 兆美元之間；其他兩個企業揭露與報導組織：CDP 及國際整合性

報導委員會(IIRC)，回應了 TCFD 的估算。 

CDP 表示完全支持 TCFD 的見解，並已承諾將全面採納這些意見，同時表

示氣候揭露應從自願性改為強制性揭露。CDP 也建議專責小組為公司提供更清

晰的指引，以及如何衡量氣候的表現。CDP 表示 TCFD 引用了與他們的建議相

符的一些架構和衡量標準，提供廣泛和多樣化的規定可能導致可比性問題。CDP

會向公司推薦更多的規範方向。 

這些建議並沒有列出公司或投資者所追蹤和基準績效或位址的測量，例如 

SBTs (科學基礎目標) 或碳定價或提供年度可比較性。IIRC 對於 TCFD 見解則表

示：歡迎各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衝擊時應將其風險管理納入其中。  

https://www.environmentalleader.com/2017/02/future-corporate-reporting-trends/


8. 編製出最佳的報導：如何從好提升至卓越？ (GRI，2017/03/0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

center/Pages/Making-the-best-out-of-reporting-how-to-get-from-good-to-

great.aspx 

 

2017 年 2 月，超過 120 名永續專家齊聚美國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市，參與

首次的 GRI 記者高峰會，以促進記者間的合作與知識共享。此次活動的主要精

神在於透過小組見解分享如何將報告書的品質從好提升至卓越。 

企業永續專家正面臨逐漸加劇的壓力，以尋求極大化永續性報導的投資，並

透過報導過程和結果來推動改革。GRI 記者高峰會邀請各單位的永續專家來因應

這些挑戰。美國及加拿大企業／利害關係人關係主管 Alyson Genovese 指出：「參

與者中儘管其部門、足跡或物質的主題不同，仍有相當多共同的議題，真令人驚

豔。」 

事實上，能與同行聯繫對永續專家們來說實為可貴，這提供他們更新與重整

的機會，以維持活躍的氣勢。但究竟是什麼要素能極大化這項投資？以下有幾點

關鍵的見解。 

1. 定義超越報告書內容的重大議題 

進行穩健的重大議題評估是項具挑戰性的任務和時間與金錢的投資。因此，

評估的結果應超出純粹定義報告書的內容。舉例來說，研究結果可（且宜）用於

優先考慮資本支出、指引管理重點、激勵員工採取行動、以及決定合作計畫等。

ISOS 集團的執行長 Nancy Mancilla 指出：「透過重大議題評估推動其它的內、外

部決策，可為報導過程提供更大的可信度，並最終顯示超越報導要求的利害關係

人衝擊。」 

2. 考量在「缺失環節」的控制：供應鏈 

管理供應鏈的風險及其衝擊係降低公司對外部環境整體衝擊的關鍵環節。然

而，這一切皆由鑑別開始。GRI 準則經理、同時身為活動的主持人 Tamara 

Bergkamp 表示：「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為『為什麼我需要顧慮供應鏈的衝

擊？』理由很簡單，因為身處於相同的價值鏈中，你會受此商業關係的牽連而與

衝擊相連結。這正是我們於 GRI 準則中，透過闡明主題邊界的定義、以及當超出

組織範圍時要如何報告邊界，要強調的部分。」 

經鑑別後，則是有效管理供應鏈中風險和衝擊的問題。高峰會議參與者所提供

的最佳實務做法包括與採購團隊更有意義的溝通，因為他們的決定可能會產生

重大影響。此外，還建議與產業界的其它組織合作，為供應商制定共同的架構

和可實現的目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Making-the-best-out-of-reporting-how-to-get-from-good-to-great.aspx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Making-the-best-out-of-reporting-how-to-get-from-good-to-great.aspx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Making-the-best-out-of-reporting-how-to-get-from-good-to-great.aspx


3. 將報導認定為策略工具，而非終局 

報導的角色正逐漸在轉變，組織開始意識到永續報告書並非最終的目標，而

是管理風險和機會重要過程的一部分。BrownFlynn 公司及重大會議的主持人

Cora Lee Mooney 指出：「花數個月的時間整理、搜集和報導非財務資訊，只求將

文件放置於書架上供人閱覽已是件過時的作法。最佳實務做法的公司開始瞭解報

告書的製作確實是全球在整合、分享和管理公司非財務衝擊循環中的一個重要時

間點。」。 

 

  



9. 企業如何落實永續發展？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7/03/14) 

https://hbr.org/2017/03/how-companies-can-champ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有鑑於全球各地的政治氣候以及國際合作的新態度，私部門可能會發現自己

正面臨無法再置身事外的處境：開始嘗試為彌補氣候變遷的重大議題而對永續發

展有所作為。永續發展不再將只是提倡及監督團體的職責，甚至一般顧客、投資

人、合夥人、及員工都應肩負起重要角色。 

目前面臨的問題為私部門較難以組織來創造或加強公共利益。儘管企業社會

責任和創造共同價值的呼聲瀰漫，除了少數早期的先行企業，大部分的公司尚未

積極展開相關領域的活動。 

過去我曾證實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具潛力提供首次推動的企業，以

一個持續且可發展、同時追求自身商業利益的方式，投資永續發展之架構。在此

作為領頭羊的企業，如聯合利華，發現其永續生活品牌相較於其它的業務增長了

30%，達 2015年公司營收總成長的近半數。其它產業也有像聯合利華一樣，結合

永續發展於其商業目標中的早期先行企業，在此我稱這些新式企業為「包容性創

新」企業。 

為了更瞭解這類企業並推廣他們的創新模式於其產業的其它公司中，我們於

2015 至 2016 年開展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由花旗基金會所支持的計劃）。研究

涵蓋 10個產業中的 20間包容性創新企業。我們與決策者（包括負責永續發展的

CEO或高階管理階層）進行深度訪談，並研究其公司策略與結果。我們的主要發

現可參閱另一篇文章「一個關鍵的教訓是起點：弄清楚由哪裡開始」。 

瀏覽 SDGs：從哪裡開始？ 

任何企業想熟悉 17項 SDGs目標的首要挑戰為避免簡單地應付全部的項

目。聯合國的 17項 SDGs目標與公開資料如同色彩絢麗的遊戲卡，包括「消除

貧窮」、「陸地生態」、及「和平與正義制度」的大目標。 

SDGs 目標理當為解決複雜的永續發展問題最高階之全面系統性方針，然而

面臨如 SDGs 的結構，公司可能會困惑從何開始著手，試圖包含所有的目標會造

成業務超出負荷與資源的浪費。有些目標可能太過廣泛或遙遠，例如：「消除貧

窮」與企業商業價值鏈太過遙遠就可以直接去除。雖然有些項目於社會大眾有益，

管理階層應設立優先考慮的順序以集中資源。 

我們所研究的 20間包容性創新企業並沒有試圖包含所有的 SDGs目標，他們

做抉擇並分配資源，有些企業會聚焦於某些領域，例如：西南航空著重於責任消

費與生產以及氣候行動；嬌生集團選擇健康與福祉為目標；萬事達卡著重就業與

經濟成長而減少不平等與全球夥伴的比例。 

https://hbr.org/2017/03/how-companies-can-champ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有些領導人擔心聚焦於某些領域的目標會孤立其它項目；舉例來說，愛立信

集團，指派每位管理階層負責一項 SDGs 目標，然而，根據我們的研究並不建議

如此的分散作為，因為會分散資源、使 SDGs 目標與公司策略目標脫節，更會使

必要之 SDGs目標喪失所需的永續發展投資。 

為了讓公司管理階層能實際考慮著手「從何開始」的決策，我們透過包容性

創新企業的經驗，整理出三個步驟： 

1.劃分 SDGs項目：首先，劃分公司與 SDGs相關的項目，並建立等級制度，可幫

助瞭解公司最關注的大範圍以及其對應的 SDGs子項目。舉例來說，可將 SDGs

項目劃分成三大類別：人、地球與政策原則。這可協助公司判斷哪些目標為最

終目標，以及那些為實現最終目標的中階目標。 

2.鑑別公司合適的項目：下一步為鑑別哪些目標與公司的業務或其價值鏈相關。

例如：可口可樂公司的組織活動圍繞三大主題：水、女性及社會福祉；農業企

業奧蘭正式宣布零飢餓為其優先考量，其合作關係也以此目標為依據。 

3.建立商業案例：最後一個步驟為建立如何實施與為何實施的商業案例要素。根

據早期的研究，38%表示實施永續發展的動機為降低業務風險（如：潛在業務

中斷或商譽受損的風險）；其次 27.6%表示是遵循行業規範的透明度、可追溯

性、環境責任和其它公認的標準；緊接著是為取得目前市場占有率並建立未來

消費者的基點，佔 25.3%；最後維護內部利害關係人良好聲譽則佔 9%。從宏觀

層面上，單看 SDGs糧食和農業、城市、能源和材料以及健康和福祉四大面向

就創造了至少 12兆美元的市場機會。從公司層面來看，編製商業案例和永續

發展案例是很複雜的，我們的研究將所有的包容性創新企業結合成一個綜合

版案例來論述。Gap的執行長 Art Peck表示：「我們的永續投資是基於我們與

世界相連結的理念，任何改善人類及地球的積極行動也會促使公司良好的營

運。當製造衣服的工作者處於安全、公平的工作條件，他們會因而提升生產力、

製造出更優質的產品。當我們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及減少浪費，也會對企業生

存的環境有所貢獻。」 

2017年應讓更多企業意識到結合其業務永續和永續發展的急迫性，私部門也

被要求彌補公部門所制定更廣泛、長期的全球目標之不足，這與不讓目標的複雜

度與全面性阻礙公司的行動同等重要。 

  



10. 歐盟議會通過朝向改革碳市場邁進(CleanTechnica,2016/03/16) 

https://cleantechnica.com/2017/02/17/european-union-parliament-passes-move-

reform-carbon-market/ 

 

歐洲議會於 3/15 投票通過支持在 2021 年之後改革歐盟的碳市場，以幫助歐

盟實現氣候變遷目標。 

具體來說，議會投票贊成將「碳權」或排放配額數量每年減少 2.2％的建議，

並將 2019 年市場穩定儲備金（MSR）的增加一倍，以吸收任何超額排放。 

根據歐洲議會新聞報導，歐洲議會議員批准了歐盟委員會提出增加所謂「線

性削減因子」的建議，即每年減少信貸額度，以履行碳排限制 - 從 2021 年開始

每年削減 2.2%，而現行法規為 1.74％。歐洲議會議員也投票決定將繼續審查是

否有機會在 2024 年前增加到 2.4％。 

至於 2019 年市場穩定儲備金，該計劃估計市場穩定儲備金在每個拍賣年度會

吸收高達 24％的信貸額度，不過從 2021 年初開始，8 億美元的配額將從市場穩

定儲備金中移除。 

「我非常感謝同事支持這份報告。今天的投票是邁向實現我們積極氣候變遷

目標的重要一步。」歐洲保守派和改革派集團的歐洲議會議員 Ian Duncan 表示。 

「議會透過極具雄心的措施投票通過了我們對巴黎協定的義務，我們向歐盟委員

會發出了強烈的信號，我們對於阻止全球暖化一事相當認真。」 

「今天具里程碑意義的投票，為議會經過一年多的討論提供了明確的結果，

這表明歐盟承諾通過採取具體行動將巴黎協定變為現實。」氣候行動與能源的特

派員 Miguel AriasCañete 如此表示。「現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修訂是在安理會的

議事日程上，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迅速達成協議以開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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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盟機構警告，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越來越大(CBS News，2016/03/21) 

http://www.cbsnews.com/news/climate-change-poses-increasingly-severe-risks-

eu-environment-agency/ 

 

歐盟環境局指出，這塊大陸正面臨著海平面上升和更極端的天氣，如

氣候變遷導致更激烈更頻繁發生的熱浪、洪澇、乾旱和風暴。 

哥本哈根的機構表示，他的評估是根據氣候變遷對歐洲影響最新的趨

勢與預測。歐盟機構指出，目前觀察到的氣候變遷已經對歐洲的生態系

統、經濟、人體健康和福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歐盟環境局的主席 Hans Bruyninckx 在禮拜三時提到，氣候變遷將持

續數十年，其規模和影響都會增加，這將取決對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協議

的實施效率。 

11 月份實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氣候協議為各個國家制定減排措

施。但美國總統川普曾說過，他認為氣候變遷是一個騙局，而他打算讓

取消美國在巴黎協議的參與。 

同時，近期第三筆紀錄已確定了地球 2016 為最熱的一年，而科學家

們也因極地冰塊加速的融化還有海平面上升可能使全球各地海岸線淹沒

的威脅而越來越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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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永續發展目標 CEO 指南突顯永續企業的競爭優勢 (WBCSD，2017/03/28) 

http://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General/News/New-CEO-Guide-to-

the-SDGs 

 

WBCSD 於 2017 年 3 月發布最新的指南-永續發展目標 CEO 指南，目標是

激勵全球的企業領袖關注與溝通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發展目標 CEO 指南明確設定 CEO 可執行的行動，使企業的發展可與永

續發展目標的方向結合，且描繪一條清楚的路徑使企業的價值更加發揮。 

永續發展目標 CEO 指南表示經由企業與永續發展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顯示，

至 2030 年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可至少帶來每年 12 兆美金的市場價值，以及在這個

過程中可創造 3 億 8 千萬個工作機會。 

為凸顯企業是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角色，此指南同時探究永續發展目標

對企業的意含，包括風險與機會、治理與透明、合作的需求等。 

此指南於未來將會翻譯成多種版本，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日文以及正體中

文，並可於 SDG Business Hub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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