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業社會責任意旨建構更好的企業生態(The Africa Report，2015/08/19)  

http://www.theafricareport.com/North-Africa/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means-b

uilding-a-better-business-ecosystem.html 

翻到大型企業年報中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你會看到許多診所開設或設立學

校的案例，但企業更應將企業社會責任迎合自己的經營策略，例如通用電氣公司

(GE)一般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計畫連結自身的核心商業，例如能源及健康事業。 

 

中小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高度建議應強化與社區的關係，舉例來說，當筆者擔任

通用電器非洲分公司的業務及專案融資的管理者時，其團隊設計與建立一套供應

鏈投資機制，以協助其供應商所需的資本，使其能夠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備用零

件，更有助於在地公司的參與以及提升技能，此外也帶動更多的夥伴加入，例如

國際金融公司(IFC)提供股權抵押或可負擔的長期貸款。 

 

此舉顯著的提供更多工作與企業成長的機會給利害關係人，包括社區、供應商與

消費者。為了加強技能，更在世界各地設立研發中心，其中之一已經在南非成立，

讓年輕的工程師及供應商學習更多通用電氣的先進技術經驗。 

 

所以，設立學校是可以有一些正向的影響力，但若是將學校連結到自己的企業，

可以同時致力於財務及社會的回饋以及創造真正長久的影響力。 

 

另外，筆者也創立投資公司且專注於提供建議以及聯合投資的企業社會責任，稱

此方法為公平投資，意謂資金不僅部署於使報酬極大化的專案，同時也配置於生

態系統的專案，這有助於獲利的來源成倍增加，同時使與社會價值相關的報酬極

大化。當筆者在國際金融公司(IFC)擔任投資長時，特別關注於非洲市場且具有

社會及經濟報酬的專案，其平均 10 年期的報酬 2002 年較 2012 年超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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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候變遷和自然資本如何改變銀行? (GreenBiz，2015/08/17) 

http://www.greenbiz.com/article/how-climate-change-and-natural-capital-are-changin

g-banking 

金融機構的氣候正在發生變化。憑藉對市場力量和核心業務的敏銳眼光並專

注於支持經濟成長，金融機構的領導人正在發起低碳行動和投資綠色基礎設施。

原因很簡單：一個低碳經濟的轉變正在進行中，包括集中投資於基礎設施的韌

性—綠色和灰色基礎設施皆獲得一致好評。 

隨著氣候變遷對商業風險和機會越來越清晰，森林砍伐和棲息地喪失，越來

越多的金融機構都在投資因應。例如，道明銀行集團(TD)，其中，Karen 是環境

部門總經理，他在 2008 年將氣候變遷列為是一個全球經濟的大趨勢。TD 開始研

究環境和經濟之間的聯繫，以更好地了解與氣候變遷有關的風險和市場機會。主

要調查結果總結在 TD 經濟報告，如加拿大經濟的綠色化(PDF)，它提供了清晰

的數據證明“綠化”是由市場力量驅動和在每一個經濟類別發生的。 

隨著定量研究在手，以銀行的領導力開始行動。TD 在 2010 年達成碳中和，

並同時投資於綠建築，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TD 應用其見解融入核心業務，

通過建立新的融資產品，包括業界領先的$500 萬個綠色債券。TD 綠色債券被轉

為真正的投資報酬率，同時通過減少碳排放和空氣污染物，從自然資本形式每年

創造$356 萬美元的共享價值，可詳見 TD 在 2014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摘要。 

TD 增加投資於綠色基礎設施，如植樹造林，有助於每年創造數百萬美元的

價值。實例：估計在紐約市的城市森林，每年提供的環境效益約$ 150 百萬美元。

(PDF 詳原文) 

資本氣候的背景 

隨著商業相關於環境和自然資本議題的意識增長，因此，也確實有必要在氣

候變遷，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的相關問題下付諸實際行動。

商業環境正在發生改變。所以金融服務業的投資組合結構也在創新。 

最後，還需要考量所有形式的資本投資-包括過去被忽視的“自然資本”（如

森林，草原，濕地等環境系統和它們所提供經濟的利益價值），以及使用能源卻

能不削弱自然資本。 

其中，評估短期的投資都未能達到亮點的商業機會。顯然，有兩個這樣的機

會是源於創造更多低碳能源，以及維護和恢復我們氣候的穩定，創造氧氣，使我

們能夠生長糧食—森林，草原，濕地等生態系統。 

對於金融服務業，有明顯的機會，是透過整合自然資本融入金融資本的評估。

為商業合理投資於綠色基礎設施將變得清晰，當公司評估他們從完善的生態系統

獲得全面的利益價值—換句話說，應衡量及評估自然資本的財務價值。 

領先的公司已經開始投資。現在正是時候由金融服務行業的其他部門參與—無

論是投資者在低碳能源專案和商業機會，以恢復和保持自然系統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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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潔能源計畫有利於經濟以及擴大清潔能源 (STLtoday.com，2015/08/16) 

http://www.stltoday.com/news/opinion/mailbag/clean-power-plan-will-benefit-econo

my-expand-clean-energy/article_cc2b8928-6864-59ff-962f-7f27de92e4a4.html 

 “Save the Planet Day”(8 月 5 日)在社論中明確地指出，環境保護署的新清潔能

源計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限制碳污染的發電廠—並透過擴大清潔能源的

使用將有利於我們的經濟。 

事實上，一份由密蘇里州能源計劃和國家無黨派商業集團之環保企業家報告

發現，在密蘇里州已有近 4 萬人在清潔能源領域從事工作。在接下來的一年中，

密蘇里州的清潔能源產業，預計新增 3000 名工人—超過 7％的增長率。 

所有在密蘇里州的電廠所用的煤都是從國外進口，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清

潔電源計劃有助於吸引更多的投資在密蘇里州部署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系統，

而這些都需要一個在地的力量來推動。 

由聖路易斯創立和基礎的太陽能安裝公司不斷成長，我們聘用 22 名工人，

包括一些退伍軍人和一名前礦工。這位前礦工在乾旱迫使礦井暫時關閉時失去了

工作，使用化石能源發電是非常耗水的。現在，他專門為密蘇里州和伊利諾伊州

南部的房子屋頂安裝太陽能板。隨著當地居民接受這項服務，逐漸思考為什麼密

蘇里州的國外進口的能源，反過來只是污染我們當地的空氣？ 

清潔能源模式正在發生轉變，而清潔能源計畫加速密蘇里州經濟利益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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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何企業社會責任現在是盡職調查的一部分? (Financial Post，2015/07/29)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legal-post/wh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is-no

w-part-of-due-diligence 

    加拿大政府針對人權案件與證券集體訴訟事件發生機率不斷的上升，制定相

關新的法規，顯示出企業若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只是口頭允諾並沒有實際落實，將

會自食惡果。 

    實際上，審查企業社會責任公開聲明的內容與目標已成為盡職調查企業在進

行交易前的標準。 

    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宏偉的聲明一度被貶為僅僅只是公關的一種手法，然

而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可以威脅未定的併購交易的警示訊號。 

    以往盡職調查只著重於投資人和目標公司在合同或財務責任上可能出現的

法律風險，目標公司可能會表示支持第三方所訂定一套自願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

協議，但並沒有在這些協議上給予法定重量，因這些協議並不是具有約束力的合

同或是由政府強制執行的法律。然而，簽署這些聲明所帶來的法律風險來自於投

資人會想知道目標公司是否已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投資人不會願意去

投資一家存在著有關人權訴訟風險的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採礦公司的重要性已發生劇烈的改變，加拿大政府去年宣

布了一項「強化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揚言要切斷國內對於一些海外業務未

能遵守一些公認國際標準的公司，同時加拿大皇家騎警和檢察官將控告一些海外

業務涉嫌賄賂外國官員與侵犯反貪腐法的公司。 

    除了政府的行動，礦業公司也正面臨私人訴訟風險的增加，已有相關案件進

入法院初期的訴訟程序，如，總部位於多倫多的 Hudbay Minerals Inc 在安大略省

有一被起訴案件，其案件指控公司的保安人員毆打瓜地馬拉礦坑的婦女、總部位

於溫哥華的 Tahoe Resources Inc 被指控其涉嫌槍殺在瓜地馬拉礦坑抗議的原告。

但並沒有任何一個案件發展到審判的程序，以及更沒有相關的指控在法庭上被證

實。 

    這些公司對於指控可能會有一套完整的抗辯系統，即便如此，公司對於企業

社會責任問題的忽視，將使公司暴露在可能會被要求索賠的情況下，紀錄顯示，

原告方的律師認為把人權帶入訴訟程序將會是勝利的機會。 

    這並不難想像在人權之上這些潛在的索賠，將可能轉為實際且鉅額的賠償金，

如果一家公司面對相關人權問題的索賠而打擊其股票行情，將可能引發證券集體

訴訟的發生，且投資人將會指控管理階層對於這些情況的知而不報。 

    位在溫哥華的 Lawson Lundell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John Smith 說：「作為一

般公司治理的主張，公司不能只是聲稱他們會去做，而是應有相關的配套計畫，

促使其真正的落實，絕不能僅僅是說一套做一套。」 

    企業社會責任正在歷經一個有趣的轉變，它將從公關的角色轉變為可能會觸

發具體法律責任的角色。即便如此，還是很難以去牽制這些法律責任本身的性質。

上市公司受到法律的規範，強制其必須揭露相關事件的資訊與風險，以提供投資

者做為參考依據。然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企業自願性的揭露? 透過許多侵權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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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中去進行不同的法律測試，我們發現，如果法院裁定企業自願遵守企業社

會責任的行為是類似於一種廣告的形式，當企業做出這些企業社會責任的聲明時，

將須遵循虛假和誤導性廣告的法律標準。 

    位在多倫多的 Gowling Lafleur Henderson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Stephen Pike

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許多不同的做法上將有不同的法律責任，這些不同的

法律責任，將引發對報告不同程度的揭露要求，這些不同的要求將會造成管理者

的壓力，當有越來越多來自投資者的壓力和需求，利害關係人和消費者在企業社

會責任方面將會更加透明，對企業來說如何確保他們報告的正確性以及同時有效

地管理風險將是一大挑戰。」 

    雖然目前這些法律責任的確切性尚不清楚，但當公司對企業社責任給予承諾

時，公司就必需面對其相關的法律責任，即公司必須遵守其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聲明內容。 

    或者正如位在多倫多 Torys 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Mike Pickersgill 去年 12 月在

Legal Post 所言：「神奇的規則就是，當你建立一個系統，你就會真正的去實現

它。」 

  



5. 了解社會責任投資 (WealthManagement.com，2015/07/29) 

http://wealthmanagement.com/alternative-investments/understanding-socially-respons

ible-investing 

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的經驗和原則，對於決策有很大的影響。而這些經驗

和原則幫助我們能夠避免犯先前的錯誤。而這樣理念運用到投資上，就創造出現

在所熟知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簡稱 SRI)」。 

一個投資者在做投資決策的過程中(這僅是投資過程的第一階段)，利用 SRI

這種獨特的方法來進行篩選。在選取這樣的方法的時候，投資者也會將財務收益

列為重要的篩選參考標準。 

SRI已存在了幾十年的時間，許多投資者也經逐漸接受利用該方式來對於無

論任何因素以至於與投資者想法有衝突時，可以將其投資標的排除於投資項目中。

而 SRI的起源實際上可以追朔到幾個世紀以前，個人宗教信仰，而影響到該投資

的行為。 

時至今日，「社會責任」的概念還是因人而異。在一般而言，SRI 在篩選標

地上將避免納入(更準確的說是”排除”)包含酒精、菸草、賭博、武器等類別，但

近期已擴大至化石燃料行業及違反人力資源實踐的公司。 

雖然很多人都熟悉所謂的”社會責任投資”但其意義和實踐也容易被人所誤解。

相較於 SRI 目前更普遍被人所接受且範圍更大的 RSI(負責任的(Responsible), 

Sustainable(永續性) 與 Impact investing(投資影響力))。而這新的字母拼法與縮寫

也容易讓人混淆，外來也是要去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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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企業永續及聯合國全球盟約金融發展的歷史性協議中支持企業永續及聯

合國全球盟約(unglobalcompact，2015/07/16)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2381-07-16-2015 

各國政府代表在衣索比亞的首都阿地斯阿貝巴召開的聯合國第三屆金融發

展大會結論中產出一份文件，其中特別強調企業責任及投資者在驅動永續發展的

角色，此份文件同時強調可藉由聯合國的全球盟約達成此項任務。 

由 193 個聯合國會員國共同達成”阿地斯阿貝巴行動議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其目的是以金融發展來支持未來的全球永續發展，包含超過 100

項的衡量指標來確定未來的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能得以實現。 

此份文件中的第 37 條特別強調，企業的永續是永續發展中決定性的組成分：”

我們鼓勵企業採行適當的原則來實踐企業的責任以及投資行為，以及我們支持全

球盟約的工作” 。同一條文也特別指明整合企業的揭露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此份文件也鼓勵私部門提升性別平等的議題：”我們支持游聯合國婦

女及全球盟約制定的強化婦女能力原則，以及鼓勵投資由女性經營的企業或商業

活動” 。 

此外，政府角色的重要性被再度重申，尤其是打擊逃稅及貪腐的事件上，強

化法律的規章以及促進和平與包容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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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告敦促採行 10 項可減緩暖化又提升經濟的行動 (Reuters，2015/07/0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7/07/climatechange-economy-idUSL8N0ZI3E7

20150707 

「全球經濟與氣候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

報告指出，10 個抗暖化同時提升 GDP 的方法，而其中最能幫助提升 GDP 的，

就是改善能源效率和投資綠色城市 2 個方法。 

報告內容中說明，遍及 10 個領域的行動可以至西元 2030 年削減溫室氣體排

放量 59%至 96%，以保持全球暖化低於攝氏 2 度的最高限值。 

全球氣候經濟委員會由多位前政府領導人、商業領袖、經濟學家和其他專家

學者組成，去年曾提出從化石燃料轉換成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其實不像許多國家

政府所擔憂的會影響經濟，反而可以提升經濟成長。 

報告中對 20 個主要經濟體(簡稱 G20)，在照明、交通和建築物等部門設置

領域設立高能效標準，並預測減少能源浪費，可以在 2035 年增進世界經濟輸出

達 18 兆美元。 

此外，投資城市的乾淨運輸、建物隔熱和改善廢水管理，可以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空氣污染，並在 2050 年省下高達 16.6 兆美元的成本。 

除了能源效率和城市，該報告也建議更加注重林業、每年 1 兆美元的清潔能

源投資、碳定價、基礎設施、低碳創新、企業和投資者行動、航空和海運排放的

限制、抑制氫氟碳化合物等溫室氣體排放。 

報告未評估每項作法的金錢效益，因為其中有許多彼此重疊的部分。此外，

效益的多寡也視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危害而定，但目前在許多國家，任意排放溫

室氣體是沒有任何罰則的。 

該報告呼籲各國政府在 12 月巴黎峰會前採取行動，想辦法幫助緩解引發熱浪、

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氣候變遷。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7/07/climatechange-economy-idUSL8N0ZI3E72015070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7/07/climatechange-economy-idUSL8N0ZI3E720150707


8. 企業社會創新是新的企業社會責任 (HUFF POST，2015/07/0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fomin/corporate-social-innovati_b_7714714.html 

國際間目前發展出新的趨勢，就是打破過去的商業合作夥伴模式，金融開發

機構(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簡稱 DFI)和具影響力的投資者正陸續與大

型跨國企業有合作的機會。 

企業社會責任 

許多公司將經營管理的領域逐步擴展，並將社區影響的因素包含在其中，而

這些項目中會間接的影響到公司的聲譽與營運狀況。例如：微軟發起年度員工捐

款活動，鼓勵員工參與非營利組織的募款活動，而這種「企業社會創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可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延伸，開始於 20 世紀 90 年代。 

良好的企業公民 

公司所展現的良好企業公民形象，形成自我的商業模式，往往都是透過與

DFI 的合作關係，而這樣的演變也持續到 2000 年左右。例如：國際青年基金會

(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與美洲開發銀行集團(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的多邊投資基金(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簡稱 MIF)，在 2012

年推出新的就業機會計畫(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gram，簡稱 NEO)，

並於五大公司分別為：Arcos Dorados、Caterpillar、CEMEX、Microsoft 和 Walmart

提供就業培訓與工作職缺提供，藉以提高貧困青年的就業能力和整個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區的勞動力。這樣的合作也有相當的成效，該專案也期望在 2020 年

能夠協助 100 萬的青少年參與職業培訓計畫。 

共享價值 

2011 年哈佛商學院教授發表了一篇關於「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的概念，發布以後，陸續出現全球性的活動，使得逐漸演變成企業不可

或缺的策略考量。SABMiller 為世界第二大啤酒商，是最早引進使用的企業，而

SABMiller 與 MIF 也合作了一項名為 Camino al Progreso 的計畫，目標是為拉丁

美洲市場(包含哥倫比亞、秘魯、厄瓜多爾、巴拿馬、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超過

38 萬間的小型零售商，在 2013 年起協助改善小型零售商的經營績效，對於生活

和領導能力的品質，透過課堂培訓方式來做結合，並於店內指導業務、生活技能、

領導力等項目，其中對於該零售商的運作特別注重資金和技術提供機會。而如此

的努力，也將會對於 SABMiller 在零售網絡和銷售上有所幫助。 

企業社會創新 

在這一連串的發展中，目前最新的發展則是企業社會創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簡稱 CSI)，世界經濟論壇在 2014 年的 Global Agenda Council 中提出

了此一概念，當時會議匯集了企業領袖、影響力投資者(Impact Investor)與開發管

理人員等，並定義 CSI 是建立在共同價值的觀念為企業在營運的同時可以將弱勢

族群或在金字塔底端的族群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而產生出另一個新的商業

模式。以解決以往舊觀念中對於實行 CSI可能會造成企業投資風險的提高的疑

慮。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fomin/corporate-social-innovati_b_7714714.html


創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ists，簡稱 CVC)與影響力投資者，觀念也逐漸在做

轉變。目前創投也不斷尋找能導入最新技術也能與該公司之長期業務策略保持一

致，並獲得一定報酬的公司進行合作；而影響力投資者也有興趣將資金投注於可

以將社會、環境與財務影響都納入考慮的公司，甚至也期望公司可以擴大提出有

效的解決方案，能讓開發金融機構開始明白並考慮與大公司合作的可能性。例如：

殼牌基金會，為石油業巨頭的慈善機構，與 Husk Power Systems 成為策略夥伴，

一起對於生質發電機而努力，在這五年內，該公司已經在印度安裝了 84 個微型

發電機，所供應的電力超過 20 萬人遍及 300 個農村使用，透過電力的提供，近

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使得孩子們也可以在晚上學習。 

企業領導人在面臨社會轉型及營運上的重大挑戰同時，開發金融機構與影響

力投資者的支持，肯定是會令人十分期待未來的發展。  



9. 美國與巴西將透過可再生能源專案與大規模再造林共同對抗氣候變遷

(Headlines & Global News，2015/07/01) 

http://www.hngn.com/articles/105593/20150701/u-s-brazil-fight-climate-change-thro

ugh-renewable-energy-projects.htm 

    美國和巴西政府已將氣候變遷列為其最需優先處理的議題，美國總統歐巴馬

與巴西總統羅塞夫針對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的增加和進行大規模再造林以達到減

少碳污染，已經宣佈新的承諾。 

    根據衛報，該聲明在星期二時於兩國雙邊會議上所制定，並領先在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所舉行的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根據紐約時報，兩國將致力於 2030 年時，有 20%的能源皆以風力、太陽能

或是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方式生產，這將會是美國目前可再生能源生產的三倍、巴

西的兩倍。 

    根據華爾街日報，美國提供了一個計劃，在 2025 年時，將達成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 26%至 28%。 

    根據衛報，巴西總統羅賽夫在新聞發表會上說明：「氣候變遷將是 21 世紀

最主要的挑戰之一，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目標，就是確保我們兩國的能源生產結構

將會有相當大份額的可再生能源。」 

    巴西也承諾將消滅非法砍伐森林事件的發生，並於 2030 年時完成 1200 萬公

頃的林地再造。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官員將此次的宣言喻為將會是 12 月聯合國氣候

變遷大會中的最顯著的里程碑。白宮資深氣候變遷顧問 Brian Deese 向記者會表

示：「禮拜二的宣言是『雄心勃勃』，但如果目標可以實現，它將會明顯推動全

面性碳排放量的限制。」，Deese 表示：「它反映了兩國對於驅使可再生能源在

清潔能源經濟上的轉型有很大的決心，且它同時也反映我們對於降低可再生能源

生產的成本上有很大的進展。」 

  

http://www.hngn.com/articles/105593/20150701/u-s-brazil-fight-climate-change-through-renewable-energy-projec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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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業亟需質疑永續宣告 (ISEAL，2015/06/04)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38010-Companies-Urged-to-Challenge-Sustai

nability-Claims 

 

“質疑標示”是由 ISEAL(其為個全球專門了解永續標準及標示的聯盟)所發起的一

項倡議，其目的是協助企業面臨要測試永續標示宣告的可信度時可以利用的工具，

了解一項永續標示的宣告及承諾，其背後代表的意涵為可以協助人們瞭解其產品

針對特定議題的影響性以做出購買選擇。 

 

永續標示從”生物可降解”至”碳中和”，市場上已將近有 400 項環境標示流通，已

讓企業難以認識及信任，”質疑標示”是一項網路工具，其設計目的是為讓大家了

解標示背後的涵義以及測試其宣告的可信度。 

 

ISAEL 招集來自政府、標準制定者、企業的專家，超過 18 個月的時間共同討論

出永續宣告應符合五項真實性原則，其包含”清晰” 、”準確” 、”相關” ，以及

宣告系統的”透明”及”健全”，使用者可利用網站的工具，提出數項問題以了解永

續宣告是否符合此五項真實性原則。 

 

現今各行業領域有非常多新興的宣告或標示，從再生能源、塑膠回收到旅遊，“質

疑標示”可適用於任何類型的宣告或標示(無論是 B2B 或 B2C 類型)，鼓勵企業深

度了解及詢問它們的永續夥伴，五項真實性原則能提供企業發展其自身的宣告或

標示時非常有幫助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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