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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策略──如何以標準接軌 SDGs
責任編輯 徐瑋琳 │ 內容修訂 張巧雲 │ 採訪撰文 鄭詠中

2019 BSI 國際永續標準管理年會再度與 GCSF 全球企業永續論壇攜手合作，於 11 月
29 日上午於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盛大展開。BSI 多年來實地參與及見證國內企業組織內
部的創新與轉變，近年來這些組織更以接軌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企業營運策略，
用實際行動積極發展永續作為。2019 BSI 表揚的企業組織再度超越往年，多家得獎企業已
連續 10 年致力於 CSR 報告書揭露並經 BSI 查證；同時也發現多數獲得 CSR 報告書查證的
企業開始以國際標準協助檢視及盤點企業營運的各項指標，透過建置 ISO 管理系統因應並
呼應聯合國 SDGs 目標，穩健強化公司治理能力及降低風險威脅，邁向企業永續、組織韌
性目標。
簡又新董事長開場致詞，談到從 2018 到 2019 短短
一年間，台灣企業永續論壇參與衝高至三千人次以上，如
同當日的獲獎企業組織數量突破以往，將 SDGs 納入永續
發展策略，其概念已由從先行推廣到方興未艾。簡董事長
並以苗栗外海風力發電為例，政府規劃到 2025 年須達一
兆元新台幣的投資，隨之帶來兩萬個以上的工作機會，包
含高階技術工作，人才提升與翻轉，以及銀行業在綠色金
融的潛力。最後呼應本次活動主題，如何將 CSR 與 SDGs
納入公司治理？全球化時代，各國公司治理會愈趨相同，
此時若台灣無法和其他國家說同樣的語言、用共同的標準，
即會被摒除在外。感謝 BSI 將國際標準帶入台灣深耕推廣，
讓台灣與國際同步，並恭喜現場受表揚的組織企業，每一
位都是永續管理的佼佼者。

簡董事長致詞前精神抖擻跨步上
台的身影。簡董事長致詞表示，感
謝 BSI 將國際標準帶到台灣深耕推
廣，讓台灣得以與國際同步。

BSI Excellence Award 卓越組織表揚
今年 BSI 於年會中共頒發五個獎項，「BSI Excellence Award」表揚致力於以國際標準
優異管理各項營運指標的企業組織，分別是洞見趨勢、引領永續發展的「永續領航獎」；
戮力施行、茁壯永續的「永續卓越獎」及「供應鏈管理卓越獎」；攀向高峰、學習榜樣的
「永續傑出獎」及以綜合永續績效，領先同業的「永續實踐獎」。各獎項彰顯出，唯有真正
落實永續於營運策略，以影響力帶動產業鏈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才是 BSI 永續年會表
揚的核心精神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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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卓越獎受獎代表與台灣永續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左六）與 BSI 台灣大家長 Peter Pu（左
七）合影留念。

頒獎典禮結束，本期年會專題演講起跑。如何以標準接軌 SDGs，發展企業永續策略，
分別從標準發展歷程看未來趨勢，藉由標準落實供應鏈永續管理，以及從與生活息息相關
的永續作為，推動遇到的實境挑戰與提升，分別紀錄整理於本文。

從標準看世界趨勢 見台灣的機會與風險
第一場專題演講，由 BSI 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總經理蒲樹盛（Peter Pu），與眾人
談「依循 ISO 國際標準 成就 SDGs 目標願景」。蒲總先是帶大家從聯合國 SDGs 十七項永
續發展目標來看，前六項包含消除貧窮與飢餓、健康福祉與高品質教育，和男女平權，台
灣都做得很好。中段項目就看到台灣有待努力之處，可分做兩個區塊來看，從奇數第 7、9、
11 項目，能源負擔、工業創新與基礎設施和智慧城市；從雙數第 8、10、12 項目，在提升
就業率與消除貧富差距，蒲總認為即將開標的 5G 工程，能否在台順利建置，是突破及找
到出路的關鍵。一但 5G 工程落實，所有產業供應鏈會改變，再則是食品，因為人愈來愈
多，糧食短缺，這些面向都是產業未來投資與投入的方向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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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嚴謹的動作，都來自於細微的流程，因而 BSI 寫了全球第一個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
時至今日，全球已轉變為來自新興科技的衝擊，資訊安全、網路安全標準被高度重視；目
前正在制定的標準則與 5G 的發展關係密切，不論是無人車大量需要收集到的數據，還是
智慧醫療的病歷收集，都凸顯人格隱私權的重要性。隨著人類對科技和網路的倚賴程度加
深，資訊與網路安全議題萬事不離。未來的智慧城巿以及智慧建築的發展，將以 BIM 的施
工模型突破傳統，以達成建築具備可靠度、安全與節能設施，這將是未來發展中一項重大
的領域。未來世界 IoT 萬物皆連網，從幾百種產業領域裏發現，現在正在制定中的標準就
是未來流行的趨勢。
如何跟著標準將 CSR 與 SDGs 做好？
接續「現在的標準即是未來的
趨勢」概念，如何盤整自身企業、
跟著國際標準將 CSR 與 SDGs 做
好？可以從對應 CSR 與 SDGs 三大
面向的幾項標準找到依循脈絡：在
【公司治理面】，今年度修正的上
巿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中增加了反
賄賂條款，是依據 2011 年 BSI 推
出的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機
制而制定。此外全球競爭下，公司
存活的時間愈來愈短，BSI 提出的

身為年會主人，BSI 東北亞區總經理蒲樹盛，首場講座「依循

組 織 韌 性 （ Organizational

ISO 國際標準 成就 SDGs 目標願景」
，將標準與 SDGs 整合，

Resilience）
，藉由 16 個面向分析，

帶著笑容傳遞全場。

找出組織不足之處，期能協助企業
百年永存。【環境面】早期則有 ISO 14001 環境管理標準及近年的溫室氣體、碳標籤、碳
中和，到現階段將供應鏈納入永續的 ISO 20400 永續採購。【社會面】則看到 2018 年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新版標準發布，即受到主管機關的重視；從道瓊工業指數評選要求，
2017 年 BSI 推出 ISO/IEC 27017 與 ISO/IEC 27018，是個資與雲端的整合，凡金融、IT、
製造業都有相關；BS 8001 則從循環經濟替企業創造利潤。
蒲總一如以往儒雅風趣，從百年前英國 BSI 標準歷史講起，和世界發展節奏的相互對
照。由組織韌性的十六個分析面相，看見台灣企業最弱在創新與留住人才，是台灣產業存
在的風險。再回到聯合國 SDGs 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後段的第 13 到 17 項，包含氣候與
陸地海洋生態、和平公正的制度，以及全球夥伴，則有賴我們把中段做好，台灣還是很有
機會。若錯失了中段項目的提升與奠定，台灣倒退三十年，誰都不期望那樣的結果出現。
最後感謝現場每一位參與的優良企業組織，讓我們為台灣永續未來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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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標準掌握供應鏈管理 提升永續辨識度 實現永續治理
繼上一段蒲總指出當下挑戰嚴峻，世界瞬息萬變，企業要永續生存難度加高。接下來
大會安排的兩場講座，分別由 BSI 企業服務部鄭仲凱副協理，提供標準對供應鏈的管理掌
握，以提升企業永續辨識度；以及國泰人壽保險簡敏雄協理，就國泰金控以 ISO 20400 永
續性採購標準，落實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案例分享。
首先，BSI 鄭仲凱（Ivan Cheng）副協理指出，
在座的企業組織，在永續管理作為上表現優異，但大
家的供應商卻不一定。從 DHL 的風險報告中發現，
雖每年度影響供應鏈的風險皆不盡相同，2019 首要
風險則是中美貿易戰及英國脫歐，造成的關稅提昇，
許多品牌商因而將供應商轉移陣地，影響所及將會
是無法掌握生產的品質及管理可否能做到永續？而
第二到第五名的風險因素分別為：因科技發展導致
BSI 鄭仲凱副協理，詳細整理出目前供應

原物料短缺、醫療設備與藥品的管理、氣候變遷（尤

鏈風險排名，供應鏈中斷造成的衝擊和影

其對運輸業的影響），以及各地因環境影響而生的新

響，以及在這個供應鏈遍佈全球的年代，
到底是否有一個機制，足以審視供應商能
否符合永續條件。

法令。於是我們看到環保車的發展，產生大量鋰電池
的需求，鋰電池的原料生產卻引發了人權問題；
2017-2018 年大量醫療設備與藥品，因品質不良被

召回，凸顯醫療產品與器材供應商管理的重要；日本遭受多個颱風侵襲，氣候變遷導致物
流及運輸的中斷；新加坡自 2019 年起課徵碳稅，預計到 2030 年碳稅會雙倍成長。全球化
的發展下，現今的供應商已遍佈全世界，企業是否有制訂一個評估的機制，足以審視供應
商能否符合永續條件？
鄭副協理提供資料顯示：造成供應鏈中斷的成因，前 3 名仍是 IT 中斷、極端氣候及網
路攻擊所造成的資料外洩，在 2018 年榜上有名的另一因素則是企業留不住人才，人員流
動頻繁易造成工作銜接不順，導致安全衛生問題發生。全球逾半數企業遭遇過供應鏈中斷，
其中 52%的第一階段供應商中有 30%的企業未曾分析過中斷的原因。供應鏈中斷會造成財
務損失、物流中斷與成本提高。就分析來看，多數有保險的公司，因無供應鏈中斷的風險
評估，而無法獲得保險理陪。因此，供應鏈的永續管理將可協助鑑別供應鏈可能的風險，
並規劃適當的防護機制，如此才能與保險相應並獲得實質的效用，而為何採購需要永續，
不言而喻。基於以上，從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的 ISO 20400 永續採購國際標準於 2017 年
正式發佈，標準的七大核心主題呼應了 SDGs，同時 ISO 20400 標準與 ISO 26000 社會責
任指引一致，ISO 20400 標準的精神主要是鑑別出符合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風險、制定具體
的永續策略及具永續元素的供應商選擇，透過標準的架構達到 ISO 26000 與實務結合的永
續目標。另外，現今全球化的時代，企業互相合作與競爭的局勢，不論是對內（跨部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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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外（供應鏈、品牌異業結合），要如何創造一個好的合作關係，透過 ISO 44001 協作
關係管理標準來執行，其高階架構的概念將營運分為 8 個階段，以評估協作與退場。
接著是國泰人壽保險簡敏雄協理，以誠懇樸實
的語調，一一說明國泰金控這些年來在永續採購上
的努力：連續九年獲得台北市政府環保署的表揚，並
於 2016 年起，985 家合作的供應商，都完成簽署永
續宣言，綠色採購佔總採購四成以上；讓員工認知認
同，並擴及供應商讓大家共榮共好。談到利害關係
人，上市公司國泰金控、大家都很關心；但若沒有供

國泰金控通過 ISO 20400 永續採購指南標

應鏈齊心努力，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2018 年

準驗證為金融業全球第一家，由國泰人壽

國泰金控通過 ISO 20400 永續採購指南標準驗證全

保險簡敏雄協理，與眾人分享如何透過永

球第一，為入選道瓊永續指數全球企業中最高成績，

續性採購標準，落實供應商綠色供應鏈管

未來更會繼續努力，謹記「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

理案例分享。

得遠」。

從零廢棄音樂節到永續旅遊 提昇供應鏈永續意識 落實競爭差異化
活動最後一段，由優樂地永續服務蔡承璋執行長主持，邀請華山站股份有限公司許嘉
玲公關，以及樂亞旅行社蔡子建總經理，從生活育樂產業，零廢棄音樂節與永續旅遊案例，
看見永續推廣與供應鏈的力量。
優樂地永續服務是永續推廣者，蔡承璋
執行長妙語如珠，感嘆聯合國提出的 2030
地球升溫暖化大限在即而台灣媒體無人關
心，只關注總統大選議題。甫以「曙光祭」
通過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驗證
的華山站，以每年台灣與世界大量永續性活
動，例如一時盛行的企業家庭日或者前幾年
全國哀痛的八仙塵暴事件，揭露業界痛點：
永續性活動一點都不符合永續精神，錦上添
綜合座談由優樂地永續服務蔡承璋執行長（右）主持，

花的背後是大量的垃圾製造與環境衛生乃

邀請華山站許嘉玲公關（中）
，與樂亞旅行社蔡子建

至勞工安全等破壞的累積。華山站透過 ISO

總經理（左），從零廢棄音樂節與永續旅遊案例，看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的導入，改變業

見供應鏈力量。

界慣性思維，要求參與活動的供應商提升永

續意識、取得食品安全等驗證，藉由曙光祭音樂節辦理，讓所有參與的內外部人員，都按
標準規格提升，落實永續作為，並優化業界人才永續思維與競爭實力。樂亞旅行社則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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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旅遊走出自己獨特的道路，針對國內大型金融與科技產業，提供量身打造的深度永續旅
遊，與合作商家細膩溝通，從食材到內涵，符合在地特色與不浪費，藉由旅遊過程中每一
個階段的體驗，讓遊客對所到之處獲得深度交流，非一次性消費，不但免於削價競爭的老
路，成功的利用永續治理做出市場區隔。
綜合座談亦引發與會者熱烈討論，座談後段有觀眾針對華山站採永續性公關活動，在
採購上限制提出詢問，華山站許嘉玲公關回應：以曙光祭辦理為例，也許在輸出耗材上因
為考量用非一次性耗材造成單一項目成本墊高，但在發電機的使用上，事先做了節能配線
的考量，將發電機的使用從預計三台到實際只需一台，整體的成本因此有所平衡，相當精
實的執行經驗，值得眾人參考。
大會圓滿成功落幕，眾人依舊遲遲不散。每
年一度的 BSI 永續年會，產學界泰斗、優良企業
組織，還有求知若渴的業界人才，紛紛齊聚一堂，
與 BSI 稽核員、講師們共同交換心得，面對面討
論實務與挑戰，場面熱烈，令人充滿希望。而每
次將受表揚企業的 CSR 報告書一字排開的展示
牆，更是從一大早活動還未開始，就有人佇足翻
閱，活動中間休息到活動結束，人群聚集。不僅
是受獎單位拍照留念，看到這麼多朋友先後翻閱
自己辛苦做出來的報告書，更是備感榮耀，和放
在網路上供眾人下載的感受絕對不同。而每年年
會 BSI 籌劃小組更是用盡巧思，與時俱進，從優
樂地桌遊到永續方塊拼圖換禮的活潑問卷形式與
超高的回收率，在在都是用心付出，說好的一期
一會，2020 年永續年會，BSI 與大家再相見。

會場佈置的 CSR 報告書展示牆總是大受歡
迎，得獎單位在此拍照留念，與會者藉機翻閱
每一家的報告書，一窺究竟。

 洽詢 BSI │ 稽核驗證、產品測試、BSI 訓練學苑、VerifEye 認證平台、BSOL 標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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