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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歷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

► 擁有豐富的企業永續和審計領域的工作經驗，主要負責業務包含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TCFD)、可持續發展債券、公司治理、永續策略、國際永續指數諮詢、綠
色金融、責任投資、碳管理、永續供應鏈等永續服務

► 曾參與多項國際知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債券、綠色債券發行專案

► 具有豐富的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課程講師經驗，授課題目涵蓋
公司治理、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等，邀請單位如：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中華獨立董事協會等

► 代表安永參加多項外部永續相關領域的協會組織，包含：中國民國工商協進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Green Climate Fund (GCF)、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臺灣證交所非財務資訊揭露品質提升輔導小組及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 曾於美國安永巴爾的摩分所工作十八個月，期間擔任全球財星百大能源公司之
主要查核團隊審計組長

曾于哲

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
TEL ：2757-8888 # 88852
Email：Roger.Tseng@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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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博士

►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專業資格及經歷

►中華民國會計師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員

►美國會計師

► GARP – SCR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Risk) 
Certificate

► SVI 社會投資報酬率執業師 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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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1 S2介紹



永續準則發展時間表

5

在歷經過去數十年緩慢而穩定的發
展後，永續準則在近一兩年有了爆
炸性的發展

資料來源： EY : Global IFRS Executive Update 2022

4月：歐盟首次公告「企業永續報告
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草案

11月：ISSB成立，並宣佈IFRS 基金會
將於2022年6 月前與價值報導基金會
（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VRF）
以及氣候揭露準則理事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CDSB）
完成合併。

5月：歐洲財務報導諮詢小組
（EFRAG）被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要求建構「歐洲永續
發展報告準則」（ESRS）

4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理事
會建議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章
程，以便組建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委
員會準則委員會（ISSB）

• 2020年1月：WEF IBC 發布諮詢文件； 2020年2月：歐盟非財務報告發布諮詢文件
2020年9月：IFRS基金會諮詢發佈 IAASB 氣候警報。2020年10月。英國財務報告理事會（FRC）發佈諮詢文件

詳下方
說明



2022年國際永續準則發生了什麼變化?

6

2022年1月1日：《歐盟分類氣候授權法》（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正式上路

2022年1月~3月：EFRAG發佈了關於制定未來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準則（ESRS)的相關文件

2022年2月23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企業永續盡職調查》的提案

2022年3月10日：EFRAG宣布成立永續報導委員會(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Board)

2022年3月15日：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NFD) 發布了其 Beta 版框架，其概念來自TCFD 氣候框架

2022年3月21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發布「氣候相關揭露草案」

2022年3月24日：IFRS 基金會和GRI達成ESG標準的合作協定

2022年3月31日：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IFRS S1及S2準則草案

資料來源： EY : Global IFRS Executive Updat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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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 氣候變遷 X 永續會計 X 公司治理
國際永續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於COP26會議，正式宣布成立「國際永續準則委員會」（ISSB），
旨在以公眾利益為前提下，研擬國際通用之高品質永續揭露框架，以滿足投資人資訊需求

2022年6月
ISSB將整合「氣候變遷報告架構」（ CDSB）及「價值報導基金會」（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 , VRF)成為新的組織

2022年下半年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理事會（IFRS Foundation Trustees)成立技術準備工作小組，研擬
氣候相關揭露及通用揭露框架原型，整合CDSB、IASB、TCFD、VRF（SASB + IIRC）以
及WEF等組織的關鍵內容

TCFD框架

SASB框架

VRF

CDSB架構

Integrated Reporting框架

IFR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s

(ISSB)

7



ESG = 氣候變遷 X 永續會計 X 公司治理
IFRS：財務報導中納入永續與氣候相關財務資訊

8

► 由IFRS基金會新成立的國際永續標準委員會(ISSB)發布了永續揭露準則，包含「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
之一般規定(S1) 」及「氣候相關揭露(S2) 」，以回應財務報導使用者對於獲取具完整性、一致性與可比
較性之永續與氣候相關資訊需求。

安永觀點
當永續與氣候資訊揭露架構與管理
指標之完整性、一致性與可比較性
愈趨完善，年報可能取代永續報告
書成為永續相關資訊主要載台，也
改變企業內稽內控之運作。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IFRS S1與S2之編寫架構參考了TCFD之四大
核心揭露架構

IFRS S1與S2與SASB的準則高度相容，確保各種行業
之公司在指標之揭露能保持一致性與可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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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資訊之驗證
Assurance

► 徵求意見函中提出，若指標有尋求外部機構驗證則進行揭露，但並不是一個強制要求。基於目前的自願性
框架，驗證均為建議或鼓勵揭露的要求。但部分地區之法規已提出明確第三方機構驗證的要求。例如歐盟
的CSRD徵求意見函以及SEC氣候相關揭露草案。

► 永續資訊驗證相對不普及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2022年7月發布的永續資訊驗證現況更新指出:

9 資料來源： IFAC THE STATE OF PLAY IN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在全球1,400家揭露永續相關資訊的公
司中，僅有58%的公司取得了一定程度
的驗證(2019:51%)。

✓在833份揭露永續相關資訊的驗證報告
中，61%是由會計師事務所及其子公司
提供，39%由其他相關機構提供。

✓在驗證標準方面，目前國際通用的驗證
標準，主要包括ISAE 3000國際審計認
證準則以及AA1000保證準則。



IFRS S1 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
General Requirement for Disclosure of Sustainability-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10

要求公司提供有關評估企業價值所需的所有重大永續發展

相關風險和機會的重要資訊

•等同於IFRS會計準則IAS 1財務報表之表達報和IAS 8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資料來源： ISSB’s proposed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IFRS S1 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
General Requirement for Disclosure of Sustainability-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11

核心內容
• 應揭露以下四要素: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

• 應與財務報告之報導個體相同，若報告主體為集團，合併範圍將
包含母公司及合併報表內之子公司

• 三個基本品質特性:攸關性、重大性、忠實表述
四個強化性品質特性:可比性、可驗證性、時效性、可了解性

• 應與其相關財務報表同時報導其永續相關財務揭露，且永續相關
財務揭露之報導期間應與財務報表相同。

資訊品質特性

報導個體

報導頻率



IFRS S1核心內容
接軌TCFD四大核心揭露架構

12

•應根據其經營模式及特定之永續相關風險

或機會，辨認適用於其活動之指標。

•某些個體將有很多活動，因而可能需採適

用於超過一個行業之指標。

•主要是參考TCFD的要求，進一步要求公

司辨別永續相關議題對報導個體商業模式、

策略和現金流量等的短、中、長期影響，

並鼓勵量化該影響。

•關於負責監督永續相關機會和風險的治理

機構(例如董事會、委員會或其他類似治

理機構)的資訊，以及關於管理階層在這

些流程中的角色定位。

•要求報導個體需要在制定公司的業務策略

時評估永續相關的風險和機會給公司財務

帶來的影響，並將其影響納入到公司的業

務發展策略當中。

風險管理

治理 策略

指標與目標



IFRS S1
如何報告所有風險和機會

13 資料來源： ISSB’s proposed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一般要求(標準)

公司將被要求揭露有關其所暴露之所有重大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重大資訊

氣候(標準)

公司將應用相關的永續發展揭露標準來識別風險/機會

如果沒有具體的 IFRS永續揭露要求，公司必須考慮：

SASB 其他資源其他準則CDSB架構

基於行業的揭露要求
ISSB 的非強制性指引——

例如:社會、水和生物多樣性 滿足投資者的資訊需求 同產業公司資訊



IFRS S2 氣候相關揭露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14

揭露與氣候相關的重大風險和機會之重大資訊的要求

•納入TCFD之建議

•以SASB行業為主之氣候相關的要求

•要求揭露相關資訊

與氣候相關之機會(例如:新技術)

轉型風險(例如:政策改變)

實體風險(例如:洪水)

資料來源： ISSB’s proposed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IFRS S2
TCFD、IFRS S2、SASB之接軌

15

與TCFD一致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跨產業之指標與目標

說明指引

構築在SASB之上

附錄 B 中行業揭露來自 SASB

在SASB框加上增加了：
國際化的指標
財務碳排放之揭露

資料來源： ISSB’s proposed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IFRS S2
溫室氣體排放揭露要求比較

16

報告框架 Scope1,2 Scope3 揭露要求/參考依據

IFRS S2 要求 要求 GHG Protocol

SASB、IIRC 未要求 未要求 N/A

TCFD 要求 如果適用 GHG Protocol

GRI 建議揭露 建議揭露 未說明

CDSB 要求 建議揭露 未說明

CDP 要求 要求 GHG Protocol

► 範疇 1 及範疇 2 之排放應就下列範圍揭露排放

 合併會計集團（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未包含於合併會計集團之關聯企業、合資、未納入合併報表之子公司或聯屬公司



IFRS S2
行業指南

17

► IFRS S2 完全參照了SASB標準的行業分類，涵蓋11個行業別和77個行業子分類。在SASB標準的行業分類基礎上，徵
求意見稿向68個行業提出了行業特定揭露要求，而其餘9個行業，ISSB則認為它們暫無適用的行業特定揭露要求

► 暫無適用的九個行業

1. 玩具和體育用品(Toys & Sporting Goods)

2. 消費金融(Consumer Finance)

3. 證券和期貨交易所(Security & Commodity Exchanges)

4. 菸草(Tobacco)

5. 廣告與行銷(Advertising & Marketing)

6. 教育(Education)

7. 媒體與娛樂(Media & Entertainment)

8. 專業和商業服務(Professional & Commercial Services)

9. 生物科技與製藥(Biotechnology & Pharmaceuticals)

與SEC之比較

IFRS S2 SEC

揭露要求 依產業 依照市值

時間點
無分階段實

施

依照不同市值
規劃了各自的
揭露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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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揭露實務解析



IFRS S2 行業解析
案例: 消費品 (Consumer Goods)

19

Operation Product Supply Chain Others

重要永續議題 能源、水資源、勞
動實務

化學物質的使用、
產品安全、產品生
命週期的環境衝擊

供應鏈的環境與社
會衝擊(木材、棕櫚
油、勞動實務)、原
料取得

資料安全、運輸產
品碳足跡

氣候轉型風險 能源 產品生命週期的環
境衝擊

原料取得、供應鏈
的環境與社會衝擊
(木材、棕櫚油)

運輸產品碳足跡

氣候實體風險 水資源 原料取得、供應鏈
的環境與社會衝擊
(木材、棕櫚油)

氣候相關機會 產品生命週期的環
境衝擊

► 消費品行業永續議題



IFRS S2
消費品(裝潢材料和家具-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及活動指標)

20

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製造之能源管理 • (1)消耗能源總量，(2)電網電力百分比，(3)可再生百分比 量化
千兆焦耳(GJ) ，

百分比(%) 
CG-BF-130a.1 

產品生命週期環
境影響

• 管理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之影響及符合永續產品需求之作為之描述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CG-BF-410a.1 

• (1)原料生命週期結束後回收之重量，(2)回收之原料再利用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按重量
計算之百分比(%)

CG-BF-410a.2 

木材供應鏈管理

• (1)所購入木材纖維之總重量，(2)經第三方認證林地之百分比，(3)按標
準別之百分比，及(4)依其他木材纖維標準認證之百分比，(5)按標準別之
百分比

量化
公噸(t)，按重量
計算之百分比(%)

CG-BF-430a.1 

► CG-BF-430a.1 企業應描述其取得下列材料之實務：(1)來自未依第三方森林管理標準認證之林地之木材纖維材料，及(2)
未依其他木材纖維認證標準認證之木材纖維材料。

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年度產量 量化 詳下方說明 CG-BF-000.A

► CG-BF-000.A 應按企業追蹤之典型單位揭露生產量，例如單位、重量及/或平方英尺之數量。



IFRS S2
標竿案例-裝潢材料和家具- Louisiana-Pacific Corporation

21

主動揭露歷史數據

基本常見的氣候績效指
標，可用於營運監測



IFRS S2
標竿案例-裝潢材料和家具- Louisiana-Pacific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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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回應目前未能
提供數據的指標



IFRS S2
標竿案例-裝潢材料和家具- Louisiana-Pacific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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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不同地區的慣
用單位，分別統計；
但仍建議公司要公
布 consolidated 
group level data



IFRS S2
消費品(電子商務-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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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硬體基礎設施之
能源及水管理

• (1)消耗能源總量，(2)電網電力百分比，(3)可再生百分比 量化
千兆焦耳(GJ) ，

百分比(%) 
CG-BF-130a.1 

• (1)取用水總量，(2)消耗水總量，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百分比 量化
千立方公尺(m³)，

百分比(%)
CG-EC-130a.2

• 將環境考量納入資料中心需求之策略規劃中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CG-EC-130a.3

產品包裝與配送

• 產品運送之溫室氣體（GHG）足跡總量 量化
二氧化碳當量公

噸(t)
CG-EC-410a.1

• 減少產品運送對環境影響之策略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CG-EC-410a.2



IFRS S2
消費品(電子商務-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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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企業定義之使用者活動之衡量 量化 數量 CG-EC-000.A

資料處理能力、外包百分比 量化 見註腳 CG-EC-000.B

運送數量 量化 數量 CG-EC-000.C

► CG-EC-000.B 資料處理能力資料處理能力應以企業通常追蹤或用以簽訂軟體及資訊科技服務合約之衡量單位報導，例如
百萬服務單位（MSUs）、每秒百萬指令（MIPS）、每秒百萬次符點運算（MELOPS）、運算週期，或其他衡量單位。或
者，企業可能以其他衡量單位揭露自有及外包之資料處理需求，例如架空間或資料中心平方英呎。外包百分比應包括機房
共置設施及雲端服務（例如平台即服務及基礎建設即服務）。



IFRS S2
標竿案例-電子商務-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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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揭露能源使用數據，及再生能源使用
狀況。建議企業可同時揭露總量及百分比
以利於讀者做資訊判斷。



IFRS S2
標竿案例-電子商務- Amazon

27

2019 GHG Footprint: 122.8 GHG per 
dollar of gross merchandise sales

2020 GHG Footprint : 102.7 GHG per 
dollar of gross merchandise sales

Reference: Amazon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0

公佈企業對於商品運送的環境影響減緩策
略，如預計於2030達成50%貨物運輸淨零
碳排



IFRS S2
標竿案例-電子商務-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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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自行定義之使用
者活動：至2021三月
底，Amazon有2億付
費會員用戶。



IFRS S2
消費品(家用與個人產品–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及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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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水管理

• (1)取用水總量，(2)消耗水總量，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百分比 量化
千立方公尺(m³)，

百分比(%)
CG-HP-140a.1

• 水管理之風險之描述，以及對降低該等風險之策略及實務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CG-HP-140a.2

棕櫚油供應鏈之
環境及社會影響

• 所取得棕櫚油之數量，透過永續棕櫚油圓桌倡議組織（RSPO）認證為(a)
身份保護供應鏈模式，(b)驗證和非驗證分離供應鏈模式，(c)驗證和非驗
證混合供應鏈模式，或(d)預訂與聲明供應鏈模式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分比

(%) 
CG-HP-430a.1

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銷售產品單位之數量，已銷售產品之總
重量

量化 數量，公噸(t) CG-HP-000.A

製造場所之數量 量化 數量 CG-HP-000.B



IFRS S2
標竿案例-家用與個人產品- Uni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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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揭露所取得棕櫚油有經RSPO認證之百分比，但數量無清楚揭露



IFRS S2
標竿案例-家用與個人產品- Uni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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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揭露銷售產品數量與總重，對產品
線眾多的公司揭露實務上會有挑戰

建議公司仍應至少揭
露年報上也有之資訊



IFRS S2
行業解析-提煉與礦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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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煉與礦產加工行業永續議題

Operation Supply Chain Others

重要永續議題 溫室氣體、能源、水資源、
廢棄物、空氣品質、生物
多樣性、勞動實務、職安
衛、在地居民權益、與在
地社區的關係、商業道德、
重大事故之風險管理

供應鏈的環境與社會衝擊
(鐵礦砂、焦煤、勞動實務)

蘊藏之評價及資本支出、
產品創新、定價誠信與透
明、產品規格與清潔燃料
混合物

氣候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能源、空氣品
質

供應鏈的環境與社會衝擊
(鐵礦砂、焦煤)

蘊藏之評價及資本支出、
產品規格與清潔燃料混合
物

氣候實體風險 水資源、廢棄物

氣候相關機會 產品創新、產品規格與清
潔燃料混合物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建築材料業-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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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一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受排放限 量化
二氧化碳當量公
噸(t)，百分比(%)

EM-CM-110a.1 

• 對管理範疇一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之討論，以及針對該等目標之
績效分析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EM-CM-110a.2

空氣品質

• 下列空氣汙染物之排放：(1)氮氧化物（NOx）（不包括一氧化二氮
（N2O）），(2)硫氧化物（SOx），(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
微粒（PM10），(4)戴奧辛 / 呋喃， (5) 揮發性有機化合（VOCs），
(6)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PAHs），及(7)重金屬

量化 公噸(t) EM-CM-120a.1 

能源管理
• 轉型氣候情境財務衝擊分析評估方法與結果 (1)消耗能源總量，(2)電網電

力百分比， (3)可替代百分比，(4)可再生百分比
量化

千兆焦耳
(GJ) ，百分比

(%) 
EM-CM-130a.1 

水管理
• (1)取用淡水總量，(2)再循環之百分比，(3)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

百分比
量化

千立方公尺
(m³) ，百分比

(%) 
EM-CM-140a.1

廢棄物管理 • 所產生廢棄物之重量，有害之百分比，回收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分比

(%) 
EM-CM-150a.1

產品創新

• 符合永續建築設計及建造認證產品之百分比 量化
按年度銷貨收入
計算之百分比(%) 

EM-CM-410a.1

• 在使用及/或生產過程中减少能源、用水，及/或材料影響之產品之整體潛
在市場及市場占有率

量化
報導貨幣，百分

比(%) 
EM-CM-410a.2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建築材料-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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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主要生產線之產量 量化 公噸(t) EM-CM-000.A

► EM-CM-000.A 之註腳－主要生產線（例如水泥及粒料、複合材料、屋面材料、玻璃纖維、磚頭與磁磚，或其他）應依據
產生之收入而決定，且可能包括合併多項較小收入之「其他」建築材料。



IFRS S2
標竿案例-建築材料-亞洲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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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占總能耗量小，表示範疇一排放高過範疇二



IFRS S2
標竿案例-建築材料-亞洲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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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的市占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鋼鐵製造商-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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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一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受排放限制法令規範之百分比 量化
二氧化碳當量公
噸(t)，百分比(%)

EM-IS-110a.1

• 對管理範疇一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之討論，以及針對該等目標之
績效分析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EM-IS-110a.2

能源管理

• (1)消耗能源總量，(2)電網電力百分比，(3)再生能源百分比 量化
十億焦耳(GJ)，

百分比(%)
EM-IS-130a.1 

• (1)消耗燃料總量，(2)煤炭百分比，(3)天然氣百分比，(4)再生能源百分比 量化
十億焦耳(GJ)，

百分比(%)
EM-IS-130a.2

水管理
• (1)取用淡水總量，(2)再循環之百分比，(3)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

百分比
量化

千立方公尺
(m³) ，百分比

(%) 
EM-IS-140a.1

供應鏈管理 • 環境及社會議題所產生之鐵礦及/或煉焦煤之取得風險之管理程序之討論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EM-IS-430a.1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鋼鐵製造商-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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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粗鋼產量，來自(1)鹼性氧氣爐製程，
及(2)鹼性電弧爐製程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分比(%) EM-IS-000.A

鐵礦總產量 量化 公噸(t) EM-IS-000.B

煉焦煤總產量 量化 公噸(t) EM-IS-000.C



IFRS S2
標竿案例-鋼鐵製造商-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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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
標竿案例-鋼鐵製造商-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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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揭露再生能源總量，但
未標示百分比；建議企業
仍應盡可能揭露易於報告
使用者判斷績效之資訊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石油和天然氣─精煉與行銷-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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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一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受排放限制法令規範之百分比 量化
二氧化碳當量公
噸(t)，百分比(%)

EM-RM-110a.1

• 對管理範疇一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之討論，以及針對該等目標之
績效分析

討論及
分析

不適用 EM-RM-110a.2

水管理
• (1)取用淡水總量，(2)再循環之百分比，(3)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

百分比
量化

千立方公尺
(m³) ，百分比

(%) 
EM-RM-140a.1

產品規格及清
潔燃料混合物

• 先進生物燃料及相關基礎建設之整體潛在市場及市場占有率 量化
報導貨幣，百分

比(%)
EM-RM-410a.2

描述氣候相關機會與
風險供投資人參考



IFRS S2
提煉與礦產加工(石油和天然氣─精煉與行銷-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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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原油及其他原料之提煉量 量化 桶油當量/油當量桶(BOE) EM-RM-000.A

精煉作業之產能 量化 每日之百萬桶油當量/油當量桶(MBPD) EM-RM-000.B



IFRS S2
標竿案例-石油和天然氣─精煉與行銷-Marathon Petrol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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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下一步

► 為了為即將實施的永續標準要求做好準備，公司可以考慮採取以下行動：

44

✓確定與其行業、策
略和利害關係人最
相關的指標和目
標，包括制定這些
指標的能力。

✓相關團隊必須準備
好報告ESG相關議
題，以實現更永續
的長期績效。

✓確保公司內的相關
部門做好充分準備
以產生必要的數
據。

確定報告指標
與目標

✓董事會需要了解 ESG 投
資如何影響資本和與投資
者的關係。

✓董事會需要相關監管措
施，並了解ESG評比機構
如何看待自身公司。

✓董事會應將ESG整合到更
廣泛的策略及風險管理
中。

將ESG和永續報告納
入董事會

✓ CFO和財務部門主管
可以運用他們對於
ESG和永續上的經驗
和知識移轉到非財務
報告流程和相關內控
制度上。

整合財務功能

✓大多數標竿公司已經
承認ESG問題對永續
發展至關重要，並已
將這些問題納入其長
期價值創造的策略。
他們看到了機會，從
經驗中學習，而不是
等待主管機關強制揭
露。

✓通過充分的揭露，公
司可以提高他們在標
準制定討論中的貢獻
和可信度。

為標準制定過程做
出貢獻

✓公司應確保其永續報
告具有完善的流程及
內部控制。

✓公司可以開始關注相
關要求以提升利害關
係人之信心並遵守主
管機關要求。

藉由確信以建立對
永續報告的信任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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