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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奕華協理

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

中華民國98年5月

工業局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資源與方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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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企業為何要履行社會責任與揭露環境資訊

工業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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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永續發展的目標，是『在滿足目前所需之際，

又不影響後代滿足其所需的能力。』

• 資訊公開是滿足民眾知的基本權利，是一個民
主國家政府應有的責任。

• 與企業的財務年報相較，非財務資訊揭露之報
告書的發展算是相當慢，不過重要性卻與日俱
增，包括永續發展、三重盈餘（triple bottom 
line）、企業社會責任（CSR）、環境報告
書、環境安全衛生（SH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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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企業承諾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

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

的生活品質。(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簡稱WBCSD ，2000)

企業永續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CSR)

企業為展現其善盡社會責任之承諾、績效及成果所

進行之資訊揭露活動，通常以出版報告書及以網頁

等數位化之資訊呈現。(一般性定義)

何謂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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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泛指

企業環境報告書CER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

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SDR等

CER發展進程

全球第一本CER─挪威 Norsk Hydro 石化工業集團，1989

美國第一本CER─ Monsanto 化學製品公司，1991

台灣第一本CER─國瑞汽車(Toyota)，2000

台灣第一本通過確證之CSR─中鼎公司，2008

迄今全球已出版報告書之企業超過3,000家；台灣約50家(含未公開者)。

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資訊揭露趨勢

報告名稱和報告內容並沒有實質性的
關係，只要企業能夠揭露高品質的非
財務資訊，滿足利益相關方的需要，
用什麼名稱並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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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資訊揭露趨勢(續)
依KPMG 2008年調查報告，全球財星(Global Fortune)前

250(G250)大企業中，發表國際性報告比例達 80%；較

2005年之調查高出近50%。

依統計全球超過80%的報告企業來自電子和電腦、電力、

汽車和油氣行業。

2008年中國共有190多家公司發佈了CSR報告，而2006年

只有19家企業發佈，在兩年內增長近10倍。

2008年全球應用GRI 指南撰寫CSR報告之企業佔發表者之

3成以上(約1000家) ，於2002 年僅150 家。

CSR迅速成長﹗ GRI 日益普及﹗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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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下單條件與綠色消費

美國綠色建築
碳補償計畫

綠色採購要求

能源強制規範

產品化學品認證

2009年汽車要求(歐盟、加州與英國)

自願性環保標章

市場趨勢

歐盟CE標示

EICC

S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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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 廢棄物問題與責任

因為：媒體報導/投信評估VS.民眾環保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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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企業形象與來自NGO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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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CSR提昇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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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都議定書

Koera RoHS
電機電子產品和汽

車的物料回收法

《電子資訊產品污
染控制管理辦法》

RoHS

G M T C
GROUP

加州電子產品廢棄回收法案

因為：外銷產業面臨對國際法令壓力

EuP

WEEE

PFOS

聯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電氣製品要求能效標準
產品限用物質標籤法令

REACH

馬里蘭州溫室氣體排放法案

蒙特婁議定書

巴塞爾公約

家用電器回收利用法/綠

色採購法 /節能法
禁止進口和銷售有雙酚

A成分的聚碳酸酯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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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履行社會責任的趨動力與商業意義

驅動力

商業意義

國際標準
環保標章
-EPEAT
CSR標準
-GRI、AA1000、ISO26000

國際間規範與倡議
非財物面資訊揭露趨勢
客戶(供應鏈)要求
-EICC、CDP
來自於NGO之壓力
-Green Peace

企業社會責任投資(SRI)
SRI投資基金
-(英國)FTSE4Good
-(瑞士)道瓊永續性指數
-(台灣)富邦CSR基金
環保投資基金(Eco-fund)

企業外部意義
提升企業商譽、CSR評比
建立溝通機制
吸引長期股東，提升公司
的社會認同
建立穩定合作關係

企業內部意義
提升員工認知、動機
提升企業可見度與透明度
更嚴謹的系統管理環境、
經濟、社會面的風險

法規要求
(丹麥)法律要求CSR揭露
(挪威)CSR國家政策白皮書
(台灣)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
載事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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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企業永續/社會責任報告架構

建構基礎
辨識內外部的驅動力/分析商業意義
評估永續發展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現況與重要性
企業高層公開承諾

建構
基礎

管理
程序

報告
程序

管理程序
依據企業文化、理念，設定管理原則與策略目標
規劃推動CSR之資源、資訊系統，並展開與教育訓練
實踐既定目標
檢核績效，並設定改善目標
學習經驗，持續改善

報告程序
建立跨部門推動小組
考量報告的商業意義、目的、閱讀對象並確認切入角度
考量利害關係者、指標、核證需求、報告展現方式等
依報告目標，規劃資訊揭露類型、彙整方式、數據品質及可讀性等
建立公開報告書之管道，主動讓目標讀者與利害關係人瞭解
將讀者之意見回饋，納入未來持續改善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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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倡導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正視經濟、環境與社會議題，藉由

內部管理改善與對外資訊揭露，有效因應國際間日益注重企業社會責

任之趨勢，及國內蘊釀中之企業環境資訊揭露規範與要求。引導企業

提升企業文化與體質、建立追求永續經營的競爭優勢。

工業局推廣CSR之目的

企業企業CSRCSR策略策略

利害關係人溝通利害關係人溝通
內內
創創
效效
益益

外外
塑塑
形形
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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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原則：

國際CSR標準/指引：GRI G3、AA1000、ISO 14000(26000)等

國際環境資訊揭露趨勢：CDP、Carbon footprint 、能源使用、危害物質管
理、產品環境宣告、產業行為準則、 EuP/RoHS/WEEE等

參考CSR相關評比之重點與指標

推動方向：

協助建立企業CSR觀念、鍵別風險、機會與推動目標

協助辨識關鍵性、利害相關人、永續性內容等原則

協助建立CSR報告架構、辨識應合宜呈現在報告中的主題與指標

引導對報告品質的管理，期與國際趨勢接軌

有效整合各界推動CSR的資源與方式，塑造企業自發性落實CSR之環境

工業局推廣CSR之依據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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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G3應用

GRI G3應用等級及宣告方式

GRI G3績效指標
50項核心(Core)指標

(透過GRI多重利害相關人
議和過程所制定，對大部
分機構均十分重要且適用
的指標)

29項附加(Add)指標

(針對一些可能對某些特定
機構特別重要，但對其他
企業卻非屬重要的主題或
設施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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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推廣CSR之執行方法

結合各界資源與力量推廣成效結合各界資源與力量推廣成效
-CSR評比/環境資訊揭露規劃

CSRCSR宣導與輔導宣導與輔導
-宣導活動/研習會

建置資訊平台、提供諮詢服務建置資訊平台、提供諮詢服務
-CSR報告書資訊平台、報告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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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宣導與輔導課程
北、中、南區CSR宣導活動(5月)

CSR 2階段研習訓練課程
-第1階段CSR導入基礎課程(6月) ：

提供企業CSR報告書建製基礎、國際標準介紹、並安排報告書實做演練，

讓參與學員對CSR報告書建製有基礎之概念以及準備方向。

-第2階段CSR實務研習課程 (7月)：

CSR報告書進階課程，探討報告書架構與內容對於國際標準原則之符合

性，以及報告書查驗證之重點與管理機制，提供報告書建製完整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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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2階段研習訓練課程議程規劃(續)
-第1階段CSR導入基礎課程(6月) ：

課程規劃

‧永續報告/社會責任報告之發展趨勢

•企業CSR管理策略

•CSR應用標準介紹

-GRI介紹

-ISO 26000介紹

-AA1000(2008)標準介紹

•CSR報告書建製方案與演練

•CSR建製實務經驗分享

-業界代表

預期目標

‧建立CSR基礎觀念

•瞭解國際CSR現況

•評估企業建製報告書所需

準備的工作

•提供報告書演練與實作的

應用工具

•產出CSR報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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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2階段研習訓練課程議程規劃(續)
-第2階段CSR實務研習課程 (7月) ：

課程規劃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介紹

•CSR報告書建製方案實務
-以系統為基礎之CSR發展
-利害相關者參與及溝通計畫
-評估現階段企業的CSR活動

•CSR報告書分析與討論
-報告定位及架構完整性
-績效指標選用

•企業CSR管理
-企業CSR管理機制（報告書內容完整性
、數據品質確認）
-外部查驗證重點及程序

預期目標

‧CSR報告書進階課程

•CSR報告書範本討論

•組織如何展開CSR工作

•評估企業CSR績效指標

•報告書撰寫原則與技巧

•瞭解報告查驗證重點

•建製CSR的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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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諮詢服務
CSR報告書諮詢服務

-針對已發行/擬發行報告書之廠商，依照國際標準及查驗證之要求，並

視企業特性及報告書品質，進一步提供不同程度與等級的諮詢服務。

CER/CSR/SDR ReportsCER/CSR/SDR Reports 參考國際標準參考國際標準//查驗證要求查驗證要求 報告書間距分析報告書間距分析

建議報告建議報告諮詢服務評估重點
‧報告書內容及架構完整性評估

‧報告原則與可讀性建議

‧報告書與國際標準符合性建議

‧報告書與查驗證要求之間距分析

22企業/組織評估

供應鏈管理

產品/服務

ISO 14000環境管理
系統系列標準WG 5

氣候變遷

WG 3
環境化設計

WG 4 環境溝通

SC1 環境管理系統

SC2 環境稽核

SC4 環境績效評估

*EuPEuP、、*EcoEco--LabelLabel

*EPD(EPD(產品環境宣告產品環境宣告))

*碳足跡碳足跡(PAS 2050)(PAS 2050)

SC3 環境宣告訴求

SC5 生命週期評估

SC6 產品標準之環境考

量面指引

CDP(CDP(碳揭露計畫碳揭露計畫))

*HSPM(HSPM(危害物質管理系統危害物質管理系統))

*GHGGHG溫室氣體盤查溫室氣體盤查、、CDMCDM計畫計畫

提供企業與國際環保趨勢/規範之整合因應服務

*RoHSRoHS、、*REACHREACH

EICC(EICC(電子工業電子工業
行為準則行為準則))

*計畫輔導與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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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推廣資源與方法

CSR輔導及研習訓練
-透過諮詢輔導與研習訓練，協助企業建立CSR
基礎或提升報告書品質

CSR廣宣及應用工具
-完成GRI G3中文版、製作CSR報告書實習範本

建製CSR資訊平台
-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預計7月完成)

-依行業別收錄國內外相關CSR/CER

規劃CSR評比辦法/環境資訊揭露建議
- 整合各界推動CSR之方法與資源，強化CSR之
重要性

-提供落實CSR之企業更多的掌聲與舞台

-與國際接軌，規劃短、中、長期資訊揭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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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陳良棟科長/黃星富技士

Tel：02-27541255~2711/2712

• 產基會：湯奕華協理/莊竣捷工程師

Tel：02-23255223~137/190

• e-mail： tang@ftis.org.tw / iowy@ftis.org.tw

• Add ：台北市四維路198巷41號2樓之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