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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企業永續發展新訊 

當 SDGs 遇上 GRI ! 

PwC 發佈最新整合報導指南正體中文版 ! 

 

當 SDGs 遇上 GRI 準則 

GRI 指南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進入「標準化」時

代，企業一方面關心如何以新的 GRI 準則來準備 CSR 報

告書外，另一方面對於如何於報告書中呈現企業推動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

SDGs)的績效也極為關切。 

GRI 指南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進入「標準化」時代，企

業一方面關心如何以新的 GRI 準則準備 CSR 報告書，另一方

面對於如何於報告書中呈現企業推動 SDGs 的績效也極為關

切。 

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UNGC)與全球報導倡

議機構(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於 2018 年 8 月份

發布第二階段技術文件：實用指引：整合 SDGs 與企業永續

報告書(Integrating the SDGs into corporate reporting：A 

practical guide)。 

許多企業已經針對 SDGs 採取相關行動並做揭露，如氣候變遷

行動，水資源管理和建構優質工作環境等。本指南提供公司一

步步從決定 SDGs 項目、盤點目前現有行動、設定績效衡量指

標到報導完整的指引，協助企業避免”SDGs Wash”，更具策

略性及更有組織地落實與展現真實的 SDGs 永續績效。 

PwC 資誠與 UNGC 及 GRI 合作，將指引翻譯成繁體中文版

並規劃於 11 月下旬正式在台灣發布，希望能協助台灣企業更

容易理解這份實用指引如何引導企業將 SDGs 整合至公司策

略，協助公司發現永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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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UNGC)與全球報

導倡議機構(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於 2018

年 8 月份發布第二階段技術文件：實用指引：整合 SDGs 

與企業永續報告書 (Integrating the SDGs into corporate 

reporting：A practical guide)，持續為這個全球關注的議

題加溫。 

 

實用指南：三步驟落實 SDGs 

許多企業已經針對 SDGs 採取相關行動並做揭露，如氣候

變遷行動，水資源管理和建構優質工作環境等。本指引提

供公司一步步從決定 SDGs 項目、盤點現有行動、設定績

效衡量指標到成果報導完整的建議，有助於實現 SDGs。 

 

步驟一：鑑別 SDGs 優先順序  

首先企業需了解每一項 SDGs 的精神與意涵，排序與企業

自身相關的 SDGs，並建議企業(一)優先針對與人及環境

相關的目標；(二)辨識出本身產品、服務及投資具連結性

的項目。藉由這兩個步驟來辨識企業優先推動 SDGs 目

標，與 GRI 準則重大性原則辨識優先管理之永續議題的

精神不謀而合。當企業決定優先推動的目標後，再根據目

標決定企業的報導內容。 

 

步驟二：衡量與績效評估  

在企業決定落實 SDGs 實行優先順序之後，企業需設定相

對應的企業目標及策略，設定的目標及策略不僅要以降低

企業營運風險為出發點，更應考量正面影響的最大化，才

能協助企業永續經營。為了有效的報導企業帶來的影響，

No “SDGs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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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透過設定質化及量化的指標做推動有效性的衡量基

準。 

 

步驟三：揭露、整合與調整行動 

報導 SDGs 應參考國際合適的報導架構，同時考慮利害關

係人對於資訊的需求，最終推動成果於報告中說明並作為

組織運作調整的基礎。 

這份實用指南最後一步為如何將前面步驟所產出的結果，

整合成對外的報告書及對內企業實際運作上所需要的改

變。企業可參考 GRI 與 UNGC 於 2017 年所發布的 An 

Analysis of the Goals and Targets，其中包含了回應

SDGs 的範例。企業思考回應 SDGs 時，最重要的是考慮

預期使用者資訊的需求來進行相關報導及運作調整。 

 

PwC 資誠為了讓台灣企業更容易理解指引如何引導企業

將 SDGs 整合至公司策略，協助公司發現永續商機，特別

與 UNGC 及 GRI 合作，將這份實用指引翻譯成繁體中文

版並規劃於 11 月下旬正式在台灣發布。 

 

PwC Global SDGs Reporting Challenge 

PwC Global 自 2016 年開始進行 Reporting With Impact

研究，透過 CSR 報告書調查企業對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視

程度，2018 年的調查結果即將在 11 月 22 日正式公布。 

在 2018 年的 SDG Reporting Challenge 大調查中，台灣

企業共有 30 家參與，屆時 PwC 資誠也將進一步分享並

分析台灣企業在 SDG Reporting Challenge 表現情形。 

 

PwC Global 

SDGs Reporting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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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不容忽視 

PwC 資誠身為 SDGs 回應方案的先驅者，我們透過國際

社會的參與及合作持續掌握 SDGs 最新的趨勢與發展，並

藉由工具的開發建置，協助企業將 SDGs 納入商業策略並

報導推動 SDGs 相關的成果與績效。企業在目標推動的過

程中除了降低潛在營運風險外，同時也有機會開闢新的商

機，歡迎有興趣的企業與我們聯繫。 

 

國際趨勢， 

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