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UN, WEF, WBCSD 和合作夥伴一同處理 e 廢棄物的挑戰  (WBCSD，

2019/01/24)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Circular-Economy/News/UN-WEF-WBCSD-and-

partners-come-together-to-address-e-waste-challenges 

工業革命 4.0 的技術顯示極可能趨向“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也就是做

到更好的產品追蹤、回收和循環利用及作為服務所銷售的產品。每年近 5000萬

噸的 e廢棄物導致 625億美元的損失，且到 2050年可能變成三倍損失。 

摘要：聯合國 7部門聚在一起與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世界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齊支持這

項解決電子廢棄物挑戰的活動。 

根據聯合報告顯示世界現在每年丟棄大約 5000萬噸的電器及電子廢棄物(簡稱 e

廢棄物)，只有 20%的廢棄物經正式回收。聯合國大學預估若沒發生任何改變，e

廢棄物在 2050年將增加近 3倍(1200噸)。以材料價值而言，其提供了每年價值

超過 625 億美元的機會，超過了大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和世界銀礦產量的三

倍。一噸 e廢棄物中的黃金比一噸黃金礦石含量多 100倍。 

聯合報告呼籲在電子產品建立循環經濟新願景，需要與主要品牌、中小企業

（SME）、學界、工會、公民團體和協會合作，在討論過程中改變系統。該報告

點出新科技技術的重要性，雖然 e廢棄物正在增長，但從物聯網到雲端計算的技

術顯示潛力，並可能使“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和更好的產品追蹤、回收

和回收。主要的國際品牌、政府和其他組織支持倡議並通過承諾和項目，以解決

e廢棄物的問題和建立循環經濟。 

2019年 1月 24日在瑞士達沃斯：七個聯合國部門在世界經濟論壇和世界企業永

續發展協會（WBCSD）的支持下齊聚一堂，呼籲對現有電子系統進行全面改革，

以支持國際解決 e廢棄物挑戰的決心。報告呼籲與主要品牌、中小企業（SME）、

學界、工會、公民團體和協會進行系統的合作，在討論過程中重新調整系統的方

向，減少每年資源浪費，比大多數國家的 GDP還要多。所有 e廢棄物，僅不到

20％有正式回收。其餘，全世界數百萬人（僅在中國就有 60多萬人）致力於處

理 e廢棄物，其中大部分是在對健康和環境有害的工作條件下作業。 

今天在達沃斯發布的報告「電子循環新願景─全球應重新啟動」表示，雲端計算

和物聯網（ IoT）等技術支持電子行業漸漸的非物質化“去物質化

(dematerialization)”。同時，為了找出 e廢棄物中的全球價值並創造全球循環價值

鏈，該報告還指出使用新技術建立服務商業模式以帶來追蹤產品和製造商或零售

商的回收計劃。報告還指出，材料使用效率、回收基礎設施及擴大再生材料的數

量和質量，以滿足電子供應鏈的需求，對於未來的生產非常重要。如果電子行業

得到正確的綜合策略支持並以正確的方式進行管理，那麼它可能會在全球創造數



百萬個工作崗位。 

聯合報告還呼籲應與跨國公司、中小企業、創業家、學界、工會、公民團體和協

會合作為電子產品創造循環經濟、設計廢棄物輸出方式、減少對環境影響，並為

數百萬人創造工作。 

報告支持電子廢物聯盟的成果，聯盟內包括：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聯合國環境計畫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聯合國工業組織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 

聯合國大學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Secretariats of the Basel Stockholm conventions. 

這個聯盟受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以及秘書處環境管理小組(Secretariat of th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Group 

(EMG))支持。 

正在施行相應的措施，例如：為了抓住循環經濟的機會，今天奈及利亞政府、全

球環境基金和聯合國環境部宣布投資 200萬美元，正式啟動奈及利亞 e廢棄物回

收行業。新投資將從私人部門獲得超過 1,300萬美元的額外融資。 

據 ILO統計，在奈及利亞有 10萬人在非正式 e廢棄物的部門工作。這項投資有

助於建立使這些工人正規運作的系統，並為他們提供安全和體面的工作環境，同

時獲得奈及利亞 500,000噸 e廢棄物的潛在價值。 

世界經濟論壇今天在 Accenture Strategy 的支持下，開啟另一個加速循環經濟平

台（PACE），報告簡單描述未來工業革命 4.0技術為提高效率和有效實施循環經

濟，以及所有實際材料、附有數字數據集（如護照或材料指紋），創建“物質互

聯網”。PACE是由世界經濟論壇主辦的合作機制和專案加速器，匯集了來自商

業、政府和國際組織等 50位領導人致力於推動循環經濟。 

 

  



2. 人們期待所有行業都能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尤其是科技、食品及時尚產業 

(CISION PR Newswire，2019/02/06)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people-expect-all-industries-to-

demonstrate-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but-especially-the-tech-food-and-fashion-

industries-300790550.html 

根據評價及評論公司 Clutch的研究結果，消費者通常會把食品業、科技業和時尚

業與企業社會責任連結在一起。其結果為食品及加工品業(70%)、科技業(70%)及

時尚業(65%)。專家表示，由於這些行業生產消費者日常使用的產品，故消費者

期望從中獲得更高的社會責任感，這也就不足為奇了。西雅圖公共關係機構 RH 

Strategic董事總經理 Jen Bemisderfer 說：「食物，你會把它吃進體內；衣服，你

會把它穿在身上或是接觸身體。看起來科技可能跟前面的較無關係，但我們現今

把智慧手機當作是自己的延伸。」消費者希望這些產業的企業採用不同形式的方

式，而這取決於企業如何定義為個人、當地社區和全球社區帶來福祉。 

科技使用者期待隱私及資訊的保護 

在這些期待科技業承擔企業社會的人群中，有 72%的人認為科技公司應該關注

資訊的隱私。VPN.com 的總裁 Michael Gargiulo 表示：「企業需要提供安全性並

保護客戶的資訊。」，企業還需要在發生安全性漏洞狀況時，能夠保持透明度，

以讓人們了解實際情況。 

人們希望餐廳解決食品不安全的問題 

人們主要希望食品零售商(67%)和餐廳(71%)，透過提供食物給有需要的人以解決

當地糧食不安全的問題，總部位於波士頓的移動食品餐車品牌 Chicken & Rice 

Guys 對於當地社區的情況自然的延伸品牌的價值，該公司業務經理 Steve 

Collicelli 說：「製作和供應熱的且美味的食物是我們最擅長的，因此我們很自然

的關注社區內糧食不安全及飢餓的問題。」 

人們想知道時尚業如何從中獲取材料 

人們想知道時尚業如何製造產品，超過半數的人(58%)希望時尚業使用道德來源

的材料。總體而言，該報告表明消費者更加重視企業如何支持個人、當地人口及

全球社區。 

Brilliant Earth的聯合創辦人兼執行長 Beth Gerstein說：「近年來我們看到消費者

越來越關注他們的產品採購方式及地點，以及支持那些積極促進社會變革的公

司。」。Clutch的 2019年 PR和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包括 420名在過去六個月內在

店禮或網路上購買的美國消費者。 

閱讀完整報告請參閱連結： https://clutch.co/pr-firms/resources/how-businesses-

approach-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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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五個將重新定義 CSR部門的趨勢 (Entrepreneur, 2019/2/7)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27657 

雖然企業社會責任（CSR）可能沒有固定的定義，但從根本上說，企業有一定的

社會，環境和道德責任需要解決。企業必須利用其資源來解決現實問題，這些問

題不僅會衝擊其直接環境和利害關係人，還會影響整個社會。這些利害關係人中

包括業務所在的社區。當政府無法滿足社區的需求時，如果私部門無法實現財務

可行性，社會部門組織就會介入，以保護社區的利益。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部門在實施重大立法變革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在

過去幾十年中與政府就政策驅動的干預措施進行談判。然而，社會部門實現大規

模變革或引領重大發展計劃的潛力往往因其無法籌集資金和缺乏組織能力而受

到削弱。 這往往是直接的，且少於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和企業採取舉措的總體衝

擊的有利的影響。雖然，隨著社會部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趨勢似乎正在轉

變，技術和企業管理實踐是這種轉變的關鍵要素之一。 以下是 CSR 預見將在

2019年見證的一些主要趨勢： 

非政府組織將適應並更好地與新型創業者合作 

非政府組織和社會行業歷來與政府機構或國際援助機構合作。近年來，社會行業

在跨國公司和大型印度公司中找到了新的合作者。這些公司正在與非政府組織

（NGO）合作，在教育，衛生，醫療保健，水資源永續性等一些最關鍵領域規劃

和執行其社會責任舉措。此類合作還為社會部門提供了重大機遇，與企業部門合

作不僅可以為他們提供更高的資金，還可以獲得他們所需的技術和智力資源。 

以前，非政府組織主要關注政府或國際援助的申請程序。或是，他們藉由富裕的

捐助者和慈善家其軟弱與人道的一面提出訴求，並籌集資金。但是，現在企業對

財務和組織的支持對社會部門變得越來越重要，非政府組織需要為資金提供強有

力的商業案例。因此，他們的建議需要更多地關注關鍵績效指標，影響，可交付

成果，遵守時間表以及勤勉報告等方面。 這是他們需要學習的新技能。雖然有

些人已經適應了這種不斷變化的環境，但大多數社會部門必須盡快適應它，以確

保他們將願景轉化為現實，可衡量的結果。 

企業將開始把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企業策略的另一個支柱，而不是慈善事業 

在過去幾年中，永續發展議題和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領導者和企業決策者的關鍵

考慮因素。因此，企業越來越希望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其管理流程，決策和整體

策略的支柱，旨在將自己定位不只是慈善機構，而是社會責任機構。企業社會責

任不是一種稅收，而是對建立永續社會和企業的投資，並對企業產生重大積極影

響。這是 CXO現在開始意識到的事實；引用金融公司策略負責人的話“我們不需

要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融合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策略。「政府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27657


的立場與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立場應有相同的認知。」，PP Chaudhary在

最近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應該成為公司長期策略的一部分，不應該僅被視

為特殊活動。」 

更多公司將遵守與非政府組織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為了應對社會部門的複雜環境，公司需要建立與其所在開發區域相關的知識體系。

非政府組織在環境、教育、衛生、性別平等等各個子行業中開展業務。這些子行

業與其他行業不同，需要採用專業方法來應對其獨特的挑戰和問題。此外，由於

衝擊的衡量需要長的時間監控才能實現，企業將尋求與非政府組織進行長期合作，

以利用其知識獲得更大的實際影響。 

營利性社會風險投資將成為社會福利的主要力量 

最近出現了一些通過創新產品和服務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營利性企業。 例如，

有一些女企業家製造低成本的衛生棉，並使半農村和城市地區的婦女能夠獲得這

些衛生棉。或在營利模式中，推銷減少柴油發電機碳排放的產品。營利性企業正

在帶來更好的管理和技術技能，社會部門需要這些技能來解決重大問題。此外，

這些營利性企業還幫助企業方面以及非政府組織建立和實施有效的組織和治理

模式。 

技術和創新將解決社會部門的結構性問題和建立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能力方面發

揮重要的作用 

對於社會部門而言，採用技術可以促進從傳統的運營模式轉向更加靈活、透明和

有效的模式。技術可以透過簡化組織交互方式，創建更高透明度、數據化和自動

化工作流程的解決方案以解決社會部門內的結構問題。同時，技術可以讓企業整

理、使用和分析數據，幫助決策者評估公司的道德及價值觀與相同的行為之間的

一致性。 

Impactify透過該技術提出解決方案，以解決社會部門中最大的結構性問題。其解

決方案中針對非政府組織和企業，透過同類中第一個市場幫助他們辨識可靠的合

作夥伴，而在 SaaS 的平台中，能夠有效地且即時的報告和監控社會計劃及相關

項目的影響。 

 

  



4. 是的，永續發展可以成為一種策略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9/2/11) 

https://hbr.org/2019/02/yes-sustainability-can-be-a-strategy 

近年來，全球越來越多的企業自願採用並廣泛的實踐永續發展。採用這些做法的

速度加快且引發永續性的性質及其對組織的長期影響的爭論。採用永續性實踐是

一種策略的差異化，可以帶來卓越的財務業績嗎？又或者，這是策略必需品？可

以確保企業生存，但不一定超越績效？ 

一方面，有人認為永續性正在逐漸擴散為“普遍的做法”，因此，它可能是生存的

必要條件，但它無法成為建立競爭優勢的充分條件。例如：一些公司採用環境、

水或廢物管理系統來提高成本效率，進而提高底線。雖然這些系統通常被認為是

永續性實踐-將這些實踐內容納入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評價的企業，可以說

很少（如果有的話）企業希望透過採用上述之內容以建立競爭的優勢。不過通常

競爭對手可直接從第三方輕鬆獲取這類的系統。Michael Porter和Mark Kramer在

共同價值的 HBR文章中明確指出，永續發展與慈善事業一樣，目前僅處於企業

的外圍而非核心，因此這些並非實現經濟發展的主因。  

另一方面而言，有些人認為永續性可以是一種產生競爭優勢的策略，因此有高於

平均水準表現的策略。例如，採用創新的循環經濟商業模式，或採用增加員工招

聘、參與和保留等做法，使自己能夠與眾不同。因而透過制定特殊且難以模仿的

策略，以獲得新的地位。 

雙方的論點在概念上與 Porter 在 1996年發表的文章「什麼是戰略？」有關，他

在其文章中明確區分了營運效率和策略。他認為策略「與眾不同」，「策略的本

質是選擇一個獨特價值，或是透過仿效而實踐，因此就成為了競爭優勢的基礎嗎?

近年來企業有多大程度結合永續發展的實踐有實際的應用？為什麼某些行業比

其他行業結合得更迅速？而重要的是，在永續性的整體實踐方面，對於企業績效

財務及對行業層面趨勢的影響又是什麼？ 

在一篇新論文中，我們使用了MSCI ESG評級的數據，這是全球最大的 ESG數

據提供的組織，於 2012-2017年期間，所有出現在MSCI的公司，即約 3,802家

公司，以確保我們的分析不受樣品成分變化的影響。我們發現，在大多數行業中，

永續性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趨近相同。這一發現意味著，平均而言，企業在期

間採用了越來越相似的永續性內容實踐做法，提高了它們成為常規做法的可能性，

因此不太可能達到策略差異化，而更有可能成為策略需要。此外，我們探索了行

業間差異的決定因素，發現與更高結合程度相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早期行業

市場領導者採用永續性實踐。而我們發現在環境和社會問題占主導地位的行業中

存在更多的趨近相同的做法。 

https://hbr.org/2019/02/yes-sustainability-can-be-a-strategy


MSCI ESG數據庫讓我們能夠區分永續性實踐並調查績效的影響。對於每個行業，

我們都確定了一系列永續發展實踐，企業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結合，我們

稱為「共同實踐(common practices)」，而他們所不具備的，我們則稱之為「戰略

性(strategic)」。我們的探索性結果證實了即使在考慮了重點企業過去的財務績效

永續性策略的實踐與資本回報率和市場估值倍數顯示為正相關。相比之下，採用

共同的永續性做法與資本回報無關，但它與市場估值倍數成正相關。 

透過我們的工作，我們致力於將更廣泛的企業永續發展領域轉移到對永續性實踐

的跨部門理解和對績效的影響的特定關注上，隨著時間的演化，以便對這些領域

的採用產生更加動態、複雜和更多層次的理解。該結果表示，永續性既是必要條

件，也是差異化的因素。因此，一些正在成為「最佳實踐」的永續活動是必要的，

而數據也表示，一些企業透過採用競爭對手無法輕易匹敵的永續性措施來創造真

正的策略優勢。 

 

  



5. 為 SDGs群眾募資 (UN Dispatch，2019/02/13) 

https://www.undispatch.com/crowdfund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在 GoFundMe上為 SDGs募資？這個方案比你想像中的可能實現。  

牛津大學 Saïd Business School研究指出，使用群眾募資或許是為 SDGs融資的可

行方法。據聯合國估計，若要在 2030年達到 17項永續目標，每年將花費 50兆

至 70 兆美元，其中，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大約佔了 40 兆美元。然而每年仍有 25

兆美元的短缺。距離 2030年只剩 11年，專家們為此提出更多元的建議及方案。 

有些人認為應增加貿易及援助(官方發展援助)；其他意見則是建議綜合融資，利

用公共或慈善資金增加私人機構對永續發展投資，並影響對企業的投資，希望能

得到社會效益和財務回報。 

但這項研究的作者表示聯合國應該思考成立新創公司或發行群眾募資平台，運用

Indiegogo或 GoFundMe，專門為符合 SDGs的項目籌集資金。依據這份報告，群

眾募資近幾年迅速成長且將持續。2016年的群眾募資專案募得超越 1440億美元。

其中，5.6億美元是捐款（非貸款，實體股份或交換非經濟報酬）。雖然群眾募資

的全球增長主要動力為中國，但在以捐贈為主的資金則以美國推動。2016年，亞

太地區群眾募資的金額為 1030億美元，但其中只有 1.65億美元是捐款；美洲群

眾募資的金額的三分之一（350億美元），而捐款的金額是亞太地區的兩倍（3.39

億美元）。 

報告內容估計全球慈善捐助每年約 4000億美元，群眾募資的數據顯示至個未來

產業潛力。其實聯合國已有與 SDG相關的群眾募資平台，但報告的作者說明：

表現最佳的平台其策略選擇和行業標準不相符。聯合國的 SDG主要群眾募資平

台─ DigitalGood與 2015年由聯合國發展計畫推行。平台的首席募資者為丹麥的

演員 Nikolaj Coster-Waldau，從 2017年 7月他已募得超過 3萬 1千美元，其知名

的作品為飾演 HBO影集「權力遊戲」的 Jaime Lannister。第二高的募資金額為 1

萬 1千美元，快速檢視其他募資案，則沒有增加的趨勢。 

然而，報告還說明若有幾項重要的改變，可以使群眾募資平台成為 SDG融資的

主要選項。例如，平台應追蹤對 SDG指標募資項目的貢獻及進度。它也應該首

先提供社會企業家發展社會創新項目，為企業、基金會和政府提供相應資金的機

會。 

Accountability Lab執行長 Guardian在 2016年撰寫的文章裡建議 SDG群眾募資

應由發展中國家引領。文章提到「公民可以自主建議、設計和控管最有效益的項

目，將這些項目提交給線上平台以獲得潛在支持，甚至承諾提供資源（財務或人

力）以支持這些想法」。Glencorse也提到，當然，全球群眾募資的進程以及項募

成果應受仔細的監督和調整，但現在的規模也應如次此。 

https://www.undispatch.com/crowdfund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SDGs常因過於廣泛且複雜受到批評。但此報告的作者提到，這些項目實際上為

大眾提供非常好的架構，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應優先解決的問題。「若成功，

與 SDG相關的模型將示範組織如何將群眾募資的捐贈從單一計劃，轉型成全球

規模，以應對當今最棘手的社會問題。」 

 

  



6. GRI 推動ESG相關主題中投資者與企業間的對話：提供新的討論文件 (GRI, 

2019/02/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GRI-a-

closer-look-2019.aspx 

GRI 發表一篇新的文章，即為「水與溫室氣體排放的揭露」，其中涉及永續報告

的三個領域分別為投資者的期望、投資者的感受及報告的實踐。 

氣候變遷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我們希望盡可能減少危害

並找到過渡到低碳經濟的解決方案，那麼全球溫室氣體(GHG)排放降低-私營部

門的行動就更顯得重要。投資者在投資決策中將會將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議

題納入考慮，並且要求企業報導用水及溫室氣體排放等主題。 

該文章中根據投資者的角度、架構及實際作為，以明確的讓投資者在環境主題面

向的報導中尋找並期望發現四大主要資訊。而這幾個類別偏重於報導中如何確定

與氣候相關的問題，如何將其作為策略的一部分、收集數據資訊及確保其正確性，

並確認是否為投資界所需求之內容。但具體的數據需求通常與具體的策略和動機

有關，這些策略和動機只能夠過報告發布者和數據使用者之間積極溝通以理解與

實現。 

透過對投資者的採訪，很明顯地得知報導水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幾個組成部分並無

法滿足他們對於資訊的需求。目前確定主要缺少的是企業價值鏈中溫室氣體排放

資訊範疇 3的揭露十分有限。GRI對於永續發展揭露資料庫提供的 30份報告中

進行了評估，從中了解投資者的實際看法，有趣的是投資者的期望與實際上的差

距不一定是缺乏資訊揭露，而是揭露內容是否更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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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資者報告於永續發展方面越來越有興趣 (The Actuary, 2019/2/19) 

https://www.theactuary.com/news/2019/02/investors-report-growing-interest-in-

sustainable-development/ 

PwC的年度調查發現，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對全球投資者來說變得越

來越重要。 

在收集了來自 35個國家和地區的 162家私募基金公司和有限合夥人的意見後，

發現其中有 81％的受訪者每年至少向董事會報告一次 ESG的相關事宜。91％的

受訪者擁有負責任的投資政策，與 2013年的 80％相比，其中四分之三使用關鍵

績效指標。此外，35％的受訪者擁有一個致力於 ESG事務的團隊，而 2016年這

一比例為 27％。 

PwC的全球私募股權，實物資產和主權基金領導人Will Jackson-Moore表示，這

些都是責任投資發展“日益成熟”的跡象。他繼續說到：「私募股權公司和有限合

夥人正在推動真正的變革」，「隨著他們在全球資本市場中的作用增加，這一點尤

為重要。」，「令人振奮的是，責任投資被視為投資流程核心的投資者，需要得到

嚴格監控和報告的支持。」 

該研究還表明，67％的投資者已經確定哪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與其投

資最相關。相較於 2016年這一數字顯著增加了 38％，採用積極主動的方法監控

永續發展目標組合績效的數字則從 16％躍升至 43％。此外，發現 76％的人擔心

侵犯人權的行為對其投資組合的影響，83％的人擔心氣候風險，儘管只有 31％

的人對後續有採取相關行動。 

Jackson-Moore說：「我們正處於可以看到 ESG真正推動回報的階段，強化 ESG

實踐可能會倍數增加，而這可能會是下一個巨大價值創造的槓桿。」，「因此，投

資者必須意識到即使責任投資看起來具有挑戰性，但還是有許多解決方案和架構

可用於實現積極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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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項值得注意的公司報導趨勢 (Greenbiz，2019/03/14)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5-corporate-reporting-trends-watch 

全球的永續報導和環境、社會、治理(ESG)揭露趨勢上升，在亞洲有越來越多相

關法規、已成為歐洲實務操作的一環、美國的投資人運用相關內容幫助決策。2018

年首次通報符合 TCFD 建議書，SASB 標準的編纂以及 GRI 的新準則草案稅收

和政府支付。該領域對公司的期望，正在加速發展。 

然而，在未來幾年我們最需要且重要的發展則是報告標準整合及一致化，使報導

流程更有效率且更貼近客戶需求及具比較性。 因此，我們全力支持企業報導對

話(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能夠繼續。最近我們報告中的受訪者：「重新定

義永續發展的業務：管理且因應快速變化的世界」這個告訴我們「報告的內容就

像狂野西部片一樣。我們希望未來能看到報告標準組織能一起討論並達成共識。」 

過去幾年，BSR與 20家公司透過未來報導倡議(Future of Reporting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一起探索且影響報導領域。參與的企業將共享報導的範例，一同建立

報導未來的樣貌、尋找提高報告決策和與各報告機構溝通的方法。（雖然這篇文

章是共同寫作，但這裡是 BSR的觀點。） 

以下有 5項報導及揭露的趨勢： 

1.更多報導從業人員參與打造未來 

報導從業人員對塑造未來報導扮演重要的角色，包含透過企業報導對話

(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共同努力。從討論的過程，報導從業人員清楚表達

身為報告的執筆者，他們希望可以參與塑造報導的未來趨勢。這些從業人員是最

密切參與報導使用的，因此可以提供如何整合報導標準及如何使公司表現更精進

的基礎見解。將各種架構標準化，應該是這項工作的核心內容，因為這將有助於

公司為利益相關者揭露最有利於決策的信息，並提高效率。 

2.更多企業及投資人量化衝擊 

我們期待公司和投資者繼續努力且有意義地量化報導衝擊，包括與 SDG相關的

影響。這既適用於公司對永續發展的影響，也適用於永續發展對公司業績和發展

方向的影響。公司應該從提及 SDG和連結到現有的計劃，以優先考慮與其業務

最相關的 SDG，並衡量其貢獻和影響。理想情況下，這種衡量標準也應該為公司

策略提供資訊創造揭露與績效連結的機會。投資者越來越多地在個人決策和創立

新基金時使用這些信息。 

3.應用更多 TCFD建議書 

我們希望有更多將 TCFD 建議書應用且情境報導分析。要實際應用建議書對許

多公司來說十分具有挑戰性，但企業其實不必立刻就完全應用，他們可以從與現

有報導最貼近、符合的部分開始做起。與組織性改變的要素對企業來說應是最難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5-corporate-reporting-trends-watch


實施的，但這些要素長遠來說，會為企業帶來進步的機會。企業能利用永續報告

和 CDP揭露作為最後可能在主流財務揭露中的信息的測試。 

4.參與更多 ESG揭露 

在董事會參與和監督更多 ESG 揭露，將有助於提高永續發展工作的形象，為公

司和社會價值長期做出貢獻。越來越多具有遠見的公司任命具有特定永續相關專

業知識的董事，而董事會和董事會成員會將永續納入章程，以管理最高層級的

ESG 問題。董事會對永續發展策略和整體績效的監督越來越普及；最近對 S&P 

500「2018年綜合與永續發展報告狀況」的一項研究發現，212家公司（42％）

擁有監督永續發展的正式董事會委員會。 

5.財務揭露上更多永續相關的細節 

我們希望在主流的財務揭露資訊裡面可以加入更多永續相關資訊(包含 Form 10-

K)，但我們也希望看到永續發展報告針對特定閱讀者回覆更詳細的問題。在報導

未來(Future of Reporting)團隊中有跨層面的活躍討論。企業應該試著不要把所有

的資訊都塞在同一份報告中，而是針對溝通的目標族群聚焦在不同議題上。如果

您想成為下一代永續報導對話中的一員，請聯繫 BSR 以了解更多您能在報導未

來(Future of Reporting)團隊參與的事項。 

 

  



9. 氣候變遷代表綠色計畫私人籌資將更緊急 (The Asset ESG Forum，2019/03/25) 

https://esg.theasset.com/ESG/36029/climate-change-means-greater-urgency-for-

private-funding-of-green-projects 

SFC的執行長想在香港廣推廣更永續的金融系統，期望以增加上市公司的氣候相

關和環境揭露報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執行長 Ashley Alder 在 3 月 22

日舉行的 Bloomberg BuySide峰會上表示氣象變遷的威脅代表需要私人投資來資

助永續項目的急迫性。 

Alder在主題演講中表示，公共資金無法滿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算

每年 6.9兆美元的需求，這是綠色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的金額。而

這是私人投資需要介入的項目，金融監管機構正在評估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自 2011年起擔任執行長的 Alder表示，繼 2018年證監會宣布將香港發展為綠色

金融領導中心的策略之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正試著在香港推廣更環保

的金融系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香港聯合交易所合作，加強上市公司

揭露環境及氣候相關的資訊。Alder 表示，公司不僅要揭露運營如何影響環境，

還要揭露財務狀況如何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和機會影響。由 Michael 

Bloomberg 和 Mary Schapiro 帶領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機構，建議並鼓勵公司提

供更好的氣候相關揭露。 

Alder 強調氣候變遷是特殊的財務風險來源，因此揭露內容不應和環境、社會和

治理（ESG）或企業社會責任（CSR）揭露混淆。Alder表示，鑑於中國正在要求

上市公司揭露環境相關資訊，而大多數香港上市的公司都來自大陸，因此香港適

合跟進。 

Alder 表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還會對資產管理相關人員進行調查，了

解他們如何將 ESG 整合到投資流程中。由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收到

更多以綠色或永續發展為重點的基金申請，因此會更謹慎地評估 ESG揭露內容。

Alder 表示，市場上想有效解決氣候風險的方案將面對三個難題。包括全球規範

的一致性，使各部門和地區的揭露標準達成共識且更加一致，以及如何將這些揭

露內容納入可行的規則。 

 

 

https://esg.theasset.com/ESG/36029/climate-change-means-greater-urgency-for-private-funding-of-green-projects
https://esg.theasset.com/ESG/36029/climate-change-means-greater-urgency-for-private-funding-of-green-projects


10. 聯合國副主席在關鍵論壇上表示，亞太地區在實現 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道

路上顯示「決定性的領導力」 (UN, 2019/3/27)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3/1035551 

在曼谷舉行的亞太永續發展論壇（APFSD）開幕式上，聯合國副秘書長 Amina 

Mohammed 對迄今為止在廣大地區取得的發展進度表示欽佩。她在主題演講中

說：「你們的政府在決定性的領導下接受了 2030 年議程的挑戰......進行了大量投

資，以加強數據和統計覆蓋度，採取合作夥伴關係來擴大和促進以人為本的政策，

戰略和計劃。」。然而，為實現 17個永續發展目標（SDG）而做出的這些努力正

面臨著“重大障礙”，並指出不平等加劇。Mohammed 女士說：「財富的不平等、

獲得基本服務的不平等以及抵禦挫折和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的能力的不平

等，都在上升。」 

根據組織論壇的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簡稱 ESCAP）表示，該地區的婦女和女童受

影響最為嚴重，其中一半以上仍被排除在關鍵決策之外，在一些國家近三分之一

的年輕人缺乏工作，教育或培訓。「迫切需要賦予婦女和女孩權利；利用青年人

有積極變革和創新的巨大潛力；扭轉不平等趨勢；以人和地球為中心。」

Mohammed女士提道。而她補充說：「該地區有大量的例子表明了賦予每個人權

力和包容的前進方向。但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增加雄心並加速

實施 2030年的議程？」 

增加投資將加速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ESCAP執行秘書 Armida Alisjahbana在論壇開幕式上發言，概述了有助於加快亞

洲及太平洋地區永續發展目標實施的關鍵政策選擇，包括擴大關鍵社會部門的資

源，使人們能夠制定影響他們的政策和他們的家人。她提到：「為了實現 2030年

議程，需要增加投資以加快進度。」，鑑於該地區的規模和多樣性，不同國家的

需求可能不同，她強調說：「一致的證據是賦予人民權力和保證包容性和平等 - 

這個 APFSD的主題 - 可以幫助加速實現所有永續發展目標」。 

為期三天的論壇開幕日還啟動了亞太區 SDG 的網站，這是 ESCAP 開發的一個

互動分析工具，評估區域和次區域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以及 ESCAP-UNDP

共同發布亞洲發展銀行報告，探討賦權與永續發展之間的聯繫。 

作為亞太經社會的一個附屬機構，APFSD是各國分享實施永續發展目標的觀點，

挑戰和最佳做法的區域平台，也是收集各國政府討論其自願國家審查的平台，該

審查結果將於今年稍晚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壇中發表。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3/1035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