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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ESG、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 ??  傻傻分不清
      無論報章雜誌、主管機關甚至金融投資商品等，從 5 年前開始紛紛提及 CSR、企業社會責任等
名詞，到 2 年前開始變成 ESG 的主場 -ESG 投資標的、ESG 基金、ESG 目標、ESG 發展….，到底 
CSR、企業社會責任、ESG、永續發展是甚麼，為什麼這些概念這麼紅，大家總是對這些名詞模凌兩
可的理解，就讓我們為大家科普一下，針對多個永續領域的名詞為大家一一解釋。

什麼是 CSR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CSR）就是企業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不光只是替股東賺錢而已，還要對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有所貢獻。CSR 其實不是新概念，在中國
傳統中有「儒商」、西方有「企業慈善家」，可見在這個名詞出現前，企業回饋社會的做法就已經
存在。

    CSR 準確的概念在 1999 年，由時任聯合國（UN，United Nations）祕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an）倡議，要求公司落實 CSR。2008 年金融風暴之後，再次推升企業社會責任的浪潮至今。

    企業不光只要替股東創造更大的利益，還要兼顧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權益。
利害關係人就是跟企業運作有關的所有人，從內到外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消費者、社區、國家、
與自然環境等。

    企業不只是獲利的工具，更應是負責任的公民。未來的領導級企業，不只是商業世界的領導，也
將是社會的領導力量。沒有落實 CSR 的企業，很難再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可以說 CSR 已經成為企業
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資料來源 : 今周刊、CSR@ 天下、經理人雜誌

什麼是 ESG

     ESG 是 3 個 英 文 單 字 的 縮 寫， 其 實 是 指 3 個 大 面 向 的 指 標， 分 別 是 環 境 保 護（E，
environment）、社會責任（S，social）和公司治理（G，governance），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於 2004 年首次提出 ESG 的概念，被視為評估一間企業經營的指標，企業應該將
「ESG」涵蓋進企業經營的評量標準中。
一般來說，傳統在決定一家企業是否值得投資時，其機構投資人大多只會檢視其財務報表，並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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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利等指標來判斷投資價值。然而，在納入「ESG」的考量後，投資人所看到的項目，將大幅擴
展至各類影響公司未來發展的「非財務因子」。例如：企業在碳排放及能源使用效率、供應鏈廠商
生產線對環境的衝擊、員工培訓、勞動條件，與利害關係人權益等面向。

資料來源 :GRI standards、今周刊

CSR 是「永續經營」的概念、ESG 是實踐 CSR 原則，
並用來評估一家企業的永續發展指標，與作為投資市場的評斷標準。

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誕生

       2012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距離上次 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
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高峰會）已經相隔了二十年。本次的提案事先統合了 MDG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禧年發展目標）並製成文件，最後經由當時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同
意後成形。就在 MDGs 2015 年底期限將至之時，2015 年九月聯合國大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新的文
件，就是《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 年議程永續發展》。

      通過大會決議的這份文件通稱為《2030 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份以英文寫成共三十五頁文件，文中列出十七項目標、一百六十九項指標做為
永續發展目標，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30 永續發展目標）就涵蓋在這份議程
中。SDGs 不僅銜接 MDGs 無法達成的課題，還包含了經濟成長、社會融合、環境保護等會相互影
響的各項課題，並提出統一性的對策。 相對於 MDGs 的對策只針對開發中國家擬定，SDGs 更為普
遍，不分開發中國家或先進國家，而是以所有國家為對象。這 17 項 SDGs 包括消除貧窮、消除飢餓、
性別平等、乾淨水資源、氣候變遷、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等等，下面又分成 169 項追蹤指標，涵蓋
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 3 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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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 終結貧窮：消除各地任何形式的貧窮
SDG 2 消除飢餓：確保糧食、消除飢餓並促進永續農業
SDG 3 健康與福祉：確保並促進各年齡層能健康生活與享受福祉
SDG 4 優質教育：確保公平、高品質的教育，並提倡終身學習
SDG 5 性別平權：確保實質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SDG 6 淨水及衛生：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永續管理
SDG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確保人人擁有合適的工作
SDG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建立各地基礎建設，促進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SDG 10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SDG 11 永續城鄉：建構安全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其生產模式
SDG 13 氣候行動：預備好周全的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保育及永續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破壞海洋環境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保育及永續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破壞土地
SDG 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並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
體系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資料來源 : 經理人雜誌、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今周刊

SDGs 是列出永續發展的細項目標，
期待世界公民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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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召開的 UNFCCC 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 (COP21) 中，各締約方協議未來將一起
努力讓地球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與前工業時代相比最多攝氏 2 度內的範圍，且應努力追求前述
升溫幅度標準續減至攝氏 1.5 度內的更艱難目標，這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氣候協議就是「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與京都議定書不同的是，巴黎協定將減排義務擴及至中國大陸與印度，另外要求已開發國家
需提供氣候變遷資金，來幫助開發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有能力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
的後果；它也讓各國以每五年為一週期，訂定自己的減排目標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2016 年 10 月 5 日，全球批准巴黎協定的國家達到雙 55 的生效標準 (55 個國家簽署批准，且簽
署國之碳排放總量達全球碳排放量之 55％以上 )，這包含美國與中國大陸等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這一
份代表各國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意志的巴黎協定，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巴黎協定生效後，
各方即啟動協定細部施行規範 ( 巴黎協定規則書 ) 之制定工作，歷經 2 年談判，於 2018 年 12 月在
波蘭卡托維茲市召開之 COP 24 會議通過「卡托維茲氣候包裹決議」(Katowice Climate Package)，
完成並通過規則書大部分條文，並確立協定自 2020 年起開始實施，此後無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皆須落實所提「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 文件，並每 5 年提送
一次更新報告，以達成於本世紀末限制全球氣溫升高幅度介於 1.5℃ ~2℃之目標。

資料來源 : 中華民國外交部

TCFD

      TCFD 是國際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於 2015 年 12 月發起的一項倡議，旨在建立起一套報告標準，
幫助投資者、銀行貸方和保險承銷商，以更務實的方式評估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會；而 SASB 指
標則是由 2011 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的非營利永續會計準則機構所設定，以質化與量化並行的永續資
訊揭露標準，滿足投資者的資訊需求。

      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的實踐，對資產價值產生的影響巨大，如何透過 TCFD 指標，將其治理結構、
策略和風險管理公開透明化，已逐漸成為國際標竿企業的必備條件之一。像是氣候災難一旦發生，
將對企業造成巨大財務衝擊，具遠見的企業經營應建立完整氣候變遷管理機制來因應。

       想要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就必須要通過 TCFD 中 所提出的 4 大面向考核：治理（Governance）、
策略（Strategy）、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與指標和目標（Metrics and Targets）。從此 4
大面向，讓投資者與決策者得以了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TCFD 4 大面向有哪些？

◆治理（Governance）

主要為揭露組織中如何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並藉由加強董事會監督，定義出企業對於氣候變
遷的角色與責任。從管理層的角度與功能中，明確的將治理程序中加入相關議題，同時評估氣候變
遷的相關風險。

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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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Strategy）

以現存或潛在的相關氣候風險，來說明可能會對企業財務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其中，以短、中、長
期的氣候風險與機會切入。並經由 TCFD 中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辨別，將會受到氣候風險影響的業
務規劃出達成目標與預估影響成本，將此放進商業永續經營策略中。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將企業中的重大議題或議題類別，界定出風險評估的等級與範疇。並揭露組織審視、評估管理氣候
相關風險之流程。將其所評估之架構整合至企業風險管理，並分析出企業如何制定風險管理程序與 
ESG 風險因子。

◆指標與目標（Metrics and Targets）

將企業管理直接確認是否符合 TCFD 與投資者的相關決策指標，並補充相關的特定專案與目標。讓企
業主動揭露出組織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之風險，並制定出重要的指標與目標。

資料來源 : 遠見雜誌、 SGS 管理學院

cop26

      2021 年 11 月初，為期一周世界上最火熱的話題便是 cop26 會議，到底甚麼是 cop26 是指甚麼，
會議內容是甚麼，結論又是甚麼呢 ?
    1994 年生效、目前締約方有 197 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自 1995 年起
每年要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僅去年因 COVID-19 疫情取消。英
國是本屆第 26 次締約方會議主辦國。
    2016 年巴黎協定呼籲各國政府每 5 年更新減碳計畫，由於去年峰會因疫情取消，使得這次 COP26
成為巴黎協定通過後、首個檢討各國 5 年減碳貢獻的氣候峰會，也是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後的首次締
約方會議。美國在前總統川普任內退出，現任總統拜登上任後重回。這次 COP26 會議目的盼就相關
新措施達成共識，讓巴黎協定各國做出的減碳和財政援助等承諾得以兌現。

富國與窮國間的拉鋸 -

      美國、歐洲和其他一些富國雖坦承，他們的碳排是造成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但也
希望開發中國家攜手，呼籲中國、印度、南非和印尼等國限制碳排。為交換開發中國家與窮國參與
減碳，富國承諾從 2020 到 2025 年，每年至少籌募 1000 億美元，資助開發中國家的潔淨能源技術、
幫助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遷，但金額到位進度始終落後。

在峰會召開前，窮國要求已開發國家需再加碼數千億美元，好讓窮國取得潔淨能源技術以應對諸如
海平面上升及破壞力更強暴風等迫在眉睫危機。孟加拉表示他們需要能抗颱的住家，肯亞希望鄉間
能布滿太陽能光電板取代火力發電；印度則說他們的氣候應對計畫到 2030 年需耗資 2.5 兆美元，盼
有人能分攤。但已開發國家表示，再要他們出鉅資而不找中等收入國家－尤其中國－分攤並不現實。

各國在 COP26 簽署的重要承諾

資料來源 : 中央社、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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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碳排

碳中和？淨零排放 ? 哪裡不一樣 ???
      要理解「碳中和」與「淨零排放」的不同，就必須先了解溫室氣體與二氧化碳。

    農人種植作物時會蓋一間溫室，保持適合作物生長的環境溫度，避免氣溫劇烈變化，地球的大氣
層也是類似的概念。如常見的水蒸氣、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和臭氧都可以造成
溫室效應，所以也被稱作「溫室氣體」。

    動物活動、植披燃燒都會釋放出溫室氣體，不過自從人類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燃燒煤炭、石油等
化石燃料產生動力及發電等用途，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從 1970 年至今增加超過 78%，成為碳排放主
要來源。這些驟增的二氧化碳與其他溫室氣體蓄積來自太陽的熱量，讓大氣層猶如套上保溫袋，使
得地球平均溫度升高，造成極地冰川崩解、海平面上升，連帶引發各種極端天氣事件。來自人為的「氣
候變遷」正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生態存續，也讓世界各國逐漸重視溫室氣體與二氧化碳的管理與
減量。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是什麼？

     科學家早在 1960 年代就示警溫室氣體對地球的傷害，歷經超過 50 年的爭論與忽視，氣候變遷正
以乾旱、暴雨、熱浪等極端型態威脅您我生存，各種因應措施也隨著危機浮上檯面，其中，訂定碳
中和（Carbon Neutral）目標就是常見的手段之一。碳中和，簡而言之，是企業、組織或政府在一
定時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植樹、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所累積的減碳量相互抵換，過程中需透過
碳盤查掌握碳排放量／碳足跡，接著採取減量措施或抵換行動，使大氣的碳排放量維持現狀、無增
無減，達成「碳中和」的狀態。

．淨零排放 (Net Zero) 是什麼？

     然而，碳中和概念專注於控制驟增的二氧化碳（CO2），卻忽略了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等暖化潛力更高的溫室氣體，取而代之的淨零排放（Net Zero）成為減緩氣候變遷主要訴求，目的
在於讓所有種類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削減量達到平衡。不過，透過植樹等方式作為碳抵換手段，必
須考量環境現實。根據統計，全球每年的碳排放超過土地吸收力 10 倍，若人類繼續燃燒化石燃料，
再「假設」這些排放會被增加的碳匯所抵消，一樣會讓地球持續升溫，悖離減緩氣候變遷的目的。
植樹、碳捕捉等都是排放之後的「挽救措施」，企業及政府不應該因這些抵換手段，而忽略最根本
且最重要的，是從源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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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Best Award

統一證券

      ISO 14001，是一套全球性的環境管理系統標準，目的在鼓勵組織建置整合性環境管理體系，以
節約、減少汙染為方法。使組織持續改善環境品質，進一步達成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

賀 ! 獲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

      統一證券為金融服務業，雖無製程的大型污
染情形發生，但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員，因應氣候
變遷的現況，鍛鍊公司的經營韌性，在疫情嚴峻
的 2021 年仍依照計畫，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
理系統，由外部顧問專家，輔導盤點出本公司的
三大重大環境議題 - 空調設備噪音、照明設備能
源耗用以及行政作業紙張減量等議題，加以制定
減量改善目標行動方案等，並將於 2022 年進行
目標績效檢核。

減量目標

減少 A4 用紙

張

節電量達

度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23tonCO2e

全公司綠色採購金額

萬達 20045,00040,525

綠色轉型綠色轉型 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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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證券有感於每年開學時，都有貧困家庭學童因家庭經濟困頓繳不出學雜費及營養午餐，而

無法順利就學。2001 年起，統一證券每年度發動送愛活動，愛心捐款幫助家扶基金會所幫助之貧困

家庭國中、小學生繳交註冊費、書本費、學雜費及教材費用，讓清寒家庭學童也有學習的機會。20

多年以來，統一證券及子公司共協助了 6,003 名國小清寒兒童，2,569 名國中清寒學童，以及 1,505

名高中職清寒學生，累計已幫助 10,077 名弱勢學童，截至 2021 年總計共募得 4,000 萬元獎助學金；

自 2012 年起，更增加愛心捐助清寒學童進行課後學習輔導專案，透過獎助學金，使學童富有感恩

回饋之心，持續奮發向上於課業，藉由教育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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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統一證券叔叔・阿姨們 ;

你們好 , 我是一位國一的學生 , 非常感謝你們的慷慨之舉，

提供這一份 3000 元的獎學金 , 剛好幫助到媽媽的困難。

因為，這份獎學金解決了我們家的燃眉之急 ,

我的家庭是媽媽在支撐家計 , 所以媽媽很辛苦也很節檢的花費每一筆開銷 ,

因為我剛升國一，許多費用缴交讓媽媽很頭痛了 ; 

結果弟弟也要繳畢業旅行的錢 , 頓時讓媽媽手足無措慌亂了起來。

感謝家中心的老師告知能申請此獎學金 , 讓我媽媽放寬心了。

不然懂事的弟弟本來放棄不參加 ,

我和哥哥跟他説有獎學金可以幫他繳費了 , 弟弟超開心的 ,

畢竟這是個回憶要讓他參與到才行。

最後要再次謝謝叔叔・阿姨們的愛心 ,

我們兄弟姐妹 3 個人會更用功念書 , 來達謝你們善心。

一位平凡小女孩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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