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G 績效：  
展現績效和提高業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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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互聯互通的世界，既有積極變革趨勢，又充滿不確定
性，利害關係人想要真正瞭解公司的活動以及對環境、人類
和世界的影響。 在過去十年（特別是最近五年）逐漸興起的
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報告可讓公司分享財務結果之外的
其他績效，以及更好地評估與環境、人類和社區影響和貢獻
相關的投資風險和機會。 

越來越多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投資者、政府、員工和消費
者）要求公司除了例行性年度財報之外，還披露一系列永續
發展、社會責任和風險資料。 公司向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工作小組等知名架構報
告，分享可對長期生存能力產生影響的關鍵非財務資訊。 例
如，想像以下情況對企業造成的潛在風險：
•  因產品導致消費者健康問題而遭訴訟。
•  因氣候變化事件影響關鍵物資運送而導致業務連續性

中斷。
•  由於招聘和晉升政策不公平，企業留不住頂尖人才。

在當今不斷變化、互聯互通的世界，所有企業都有新的責任
和弱點，而 ESG 報告指出關鍵的非財務績效屬性，揭示公司
的真正風險、影響和潛能。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 

•  探索特定於建築材料和家具製造商的 
ESG 報告的關鍵組成部分。 

•  考慮開啟成功的 ESG 報告之旅的要求 

•  瞭解產品永續性的主動式管理對 ESG 
策略有何貢獻 

•  確定可推進流程的資源

透過 ESG 報告，您可採取措施實現高度可
見性，使利害關係人產生信任，並讓您深刻
理解自身業務，進而創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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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報告是領先企業的要求

根據 Ernst & Young 對買方機構 

的調查，
300 位資深

決策者

利用 ESG 資料的基金所管理的資產總價值顯著升高，從

（2016 年）升至超過

（2020 年）。1

$22.9 萬億
（美元）

$40 萬億
（美元）

打算增加預算分配以增強 ESG 報告能力。2 

60%
的公司

根據企業披露情況評估非財務績效。3

98%的
投資者



• 氣候變化、碳和溫室氣體 (GHG) 排放
• 空氣品質和水質
• 生物多樣性
• 砍伐森林
• 能效
• 永續材料管理

環境

社會

治理

• 資料保護和隱私
• 性別和多元化
• 員工敬業度
• 社區關係 
• 人權
• 勞工標準
• 客戶滿意度

• 董事會構成
• 稽核委員會結構
• 與 ESG 結果關聯的高管薪酬
• 賄賂和腐敗政策
• 遊說和政治獻金

ESG 績效標準
ESG 報告選取具有明確財務相關性的非財務指標。 
評估的一些方面包括健康與安全政策、資源的高效
利用、吸引消費者和潛在員工的政策以及供應鏈多元
化。 這些決策終將影響公司能否保留業務，確保業務
連續性以及在市場中培養長期生存能力。 

ESG 報告覆蓋大面積績效領域，提供更全面的業務影
響概況。 ESG 報告涵蓋主要績效領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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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推動永續披露，而投資者推動 ESG 報告
許多利害關係人都對整體企業永續績效愈加關注，而許多大型機構投資者則關注與直接財務結果更為相關的一部分 ESG 問題。 考慮由利益相關方組成的生態
系統以及對非財務績效指標越來越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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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要求 
ESG 報告。 不報告或報
告較差績效的公司面臨撤
資風險。

在採購指引中越來越多提
到的是，買家和零售商要
選擇提供永續或 ESG 報
告和透明度的供應商執
行採購。

在國家和地方層面，越來
越多的法規機構正在推進
要求永續或 ESG 報告的
立法。  

透過關鍵非財務績效指標
評估流程，通常會發現可
提高營運效率，實現成本
節約和/或建立新業務模式
的機會。 

非政府組織 (NGO) 正在努
力提升永續意識，廣泛而間
接施加來自消費者和利害
關係人的壓力，敦促公司採
用永續或 ESG 披露。

消費者以其購買行為做
出選擇並對實現卓越
的永續績效的公司表示
忠誠。 

在接受全球調查的消費
者中，77% 認為品牌具
有永續性和/或對環境負
責至關重要。ix

與包括企業、媒體和政府
在內的其他機構相比，NGO 
被視為更道德。viii

ESG 評估有助於減少不斷
上漲的營運費用，例如原材
料成本以及水和碳的真實
成本，這對營運利潤的影響
可能高達60%。vii

在 64 個國家，約有 600 
項永續報告規定，其中
半數以上是強制要求。vi 

2020 年，65% 的零售商
在其報告中披露減碳目
標，而在 2017 年，這一比
例僅為 46%。v

在接受調查的機構投資者
中，91% 表示非財務績效
對其投資決策發揮重要
作用。iv

法規要求 營運績效 NGO 消費者選擇投資者 買家/零售商



企業從 ESG 報告獲
得極大好處
無論 ESG 報告是否出於財務/環境動因，
多年以來一直發布報告的企業取得顯著
優勢。 ESG 報告可為企業的長遠經營， 
提供極為重要的洞見與效率。

企業認同 ESG 報告創造出業務優勢x 
 
 
 
 
 
 
 
 

考慮提供 ESG 報告所需的一些盡職調查
及其提供的業務可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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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風險
披露產品中的相關化學物
質管理流程。

監控和報告能源消耗總量
以及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監控和報告產品中的材料
效率以及填埋垃圾轉換。

披露符合 VOC 排放和含量
標準的合格產品佔比。

評估與產品整個生命週期
相關的碳足跡。

披露越完善而且 ESG 績效
越好，由 MSCI 等評等機構
提供的 ESG 評分越高。

確定並減少相關化學物質的使
用，降低產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傷
害（可招致法律訴訟）的風險。

透過密切追踨能源使用，公司可深
入瞭解能源浪費之處和減少使用的
機會，進而節約成本。

發現零浪費製造設計機會，進而
降低成本和風險。

提供更多改善室內環境和人體健康
的產品，贏得對品牌的信任。

確定環境影響更小的產品開發和
交付機會，進而吸引當今買家。

一般而言，與 ESG 評分較低的公司
相比，ESG 評分較高的公司具有更
低的資本成本（在成熟和新興市場
皆如此），而這也與高於市場平均水
平的估值和利潤有關。xi

好處
範例—— 
家具/建築材料 說明

增加可見性/營運洞見

改善環境績效

節約成本

建立對品牌的信任

降低資金成本

52% 報告因提升營運效率而減少浪費和成本

52% 報告企業聲譽和品牌形象增強。

49% 報告風險管理和長期風險監控改善。

52%

52%

49%



在難以贏得信任的時代，ESG 報告透過公開透明提供可信性。 

應對局勢
隨著對永續性的關注激增，各大 NGO、聯盟和企業著手尋求應
對方法，為環境績效提供有意義的洞見。 其中一些組織（例如永
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指導公司
透過可實現公平績效比較的方式提供資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 (SDG) 設定宏偉的永續發展目標，應考慮將其納入政府甚至
企業 ESG 策略。 其他評等計畫（例如碳揭露專案 (CDP)）側重於
納入 ESG 分析的特定披露領域（碳、森林和水）。  

由於領導人想要在其影響範圍內採取迫切行動，各種 ESG 研究
和評等機構層出不窮。 該類組織包括 Sustainanalytics、S&P 
Global、CDP 和 Bloomberg 等。 然而，調和工作正在進行。

SASB 標準
據估計，管理 72 萬億美元的 228 個機構投資者支援 SASB 和使用 SASB 標準制定投資決策。xi 由於 SASB 標準根據業務模式、相關材料和具體的永續挑戰列明
與每個產業相關的特定會計指標，該標準對企業特別有價值。 舉例來說，與需要確保所售產品不會對消費者造成傷害的零售商相比，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對礦
業公司的重要性低得多。 同樣，與金融服務公司相比，礦業公司可能更加關注員工安全方案。 SASB 考慮業務類型和內在風險，確定並說明與 11 個領域（涵蓋 
77 個產業）內財務績效密切相關的具體永續標準。 SASB 的 重大性地圖 (Materiality Map®) 具體說明每個產業的不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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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teriality.sasb.org/


應對 ESG 局勢看似複雜，但在掌握一些基礎知識之後，公司即可開啟簡化 ESG 報告之旅，由此產生更高的永續性和更安全的整體業務績效。 

在您發起或援助 ESG 報告工作時，考慮使您的公司取得成功所需的一些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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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要求公司披露 ESG 指標，因為他
們看到 ESG 績效與財務結果之間的關
聯。 就像財務資料一樣，企業領導人也
很謹慎地處理 ESG 資料，部署數位化技
術，使其能夠花更少時間收集、整理和
清理從全公司多個職能部門收集的試算
表資料，而花更多時間開展策略分析。

隨著公司關注點從單純的財務績效轉移
到整體風險，它們必須激勵領導人和員
工去追求 ESG 報告。 這意味著，公司現
在要採取措施（例如將 ESG 結果納入高
管薪酬計畫，如同許多領先企業所為），
而不是激勵只對實現卓越盈利能力或更
高收入有積極性的行為。 

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實現永續性。 組織
全員都必須是跨職能部門（包括 HR、財
務、採購、供應鏈、投資者關係、產品開
發、設施、EHS 和公司法務）合作解決方
案的一部分。

投資者和客戶尋求可信並可供決策
使用的資料。 第三方評估提供可
靠的獨立評估，使得 ESG 報告的
具體詳情具有可信性。

在您的組織內發起 ESG 報告

資料數位化 激勵一致性 內部合作 第三方評估

101010
010101
101010101
010101010
101010101
010101010



策略和報告 評估永續風險（因氣候變化事件而中斷）和機會（減少碳足跡）。

治理 調整公司治理，為實現環境和社會績效目標提供支援。 考慮以下問題：
• 獎金結構是否激勵這些成就？
• 董事會是否重視/要求管理層對 ESG 成就負責？
• 公司政策是否解決社會問題，例如性別收入差距、多元化與包容、負責任

採購和舉報？

運運 確保現存系統和流程可促進組織各級貫徹執行。 考慮以下問題： 
• 現存系統能否實現整條供應鏈資料收集？
• 您是否擷取資料評估公司和第三方永續績效？
• 您是否在全公司宣傳和溝通永續目標並要求合規？
• 您是否定期評估整體營運績效和標準合規？

產品和銷售 確定產品/服務是否與永續目標和承諾保持一致。 考慮以下問題：
• 產品設計、生產和分銷是否降低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
• 公司是否追求第三方認證，客觀證明永續績效？
• 公司銷售和行銷做法是否誠信、透明並符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和

類似的消費者保護準則與最佳方法？

企業組織各部門如何共同投入 
ESG 報告
ESG 報告需要整個組織全面合作，共同擷取資料和評估績效。 它要
求真實體現全組織各個關鍵績效指標。

產品對 ESG 策略的作用
就產品永續性而言，建築材料和家具製造商可以爭取實現整條價值
鏈減碳，顯著減少碳水足跡。 透過擴大減碳工作範疇，不僅減少營運
碳排放（第 1 和 2 範疇排放），而且減少第 3 範疇排放，公司可以更
全面地講述它們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故事。 

重新審視製造商在產品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具有的永續行動機會以
及 UL 有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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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應鏈選擇和製造流程中，追蹤
並減少碳排放 
 
 
 
 

在製造流程或建築管理中減少浪費 
 
 
 
 

UL 有助於確保供應鏈可見性，以驗
證製造商的勞工和環境實務 
 
 
 
 
 

確保產品性能、品質與合規 
 
 
 
 

追求品質、環境屬性和性能的第三方
認證、確認及驗證

使用生命週期評估制定產品材料選
擇和設計決策，以完善在 EPD 中體
現的整體環境影響資料。 
 
 
 
 
 

使用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 (FMEA) 
設計更經久耐用的高性能產品。 
設計能源使用更少、易於回收再
利用、可翻新、整體環境影響更小
的產品 
 
 
 
 
 

管理在產品中使用的化學物質，改
善整條價值鏈健康與安全。

評估供應鏈對環境的影響 
 
 
 
 

驗證包裝安全性、 
性能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為產品或行銷材料提供生態標籤，
說明 VOC 排放、生命週期影響或買
家關注的特定屬性

投資或實作回收計畫，回收、再利用
或翻新整個產品、元件或材料

UL 如何提供協助
在您開始制定 ESG 報告策略時，我們可透過咨詢服務（實現永續目標的新方法設計或供應鏈透明度提升）為您提供支援，或為您充滿信心地傳達永續成就提供
值得信賴、以科學為基礎的測試和認證。 我們有多種解決方案，在 ESG 流程各階段均可為您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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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D

Turbo Carbon™

包裝測試

UL SPOT® 資料庫（透過零售商綠
色產品組合）

有關閉環計畫或翻新率/再利用
率的環境聲明驗證

UL 360 和 Turbo Carbon™

Turbo Waste 和 2799 ZWTL 驗證

咨詢服務、訓練和 
供應鏈審核

測試和檢驗

GREENGUARD 認證、UL 
ECOLOGO® 認證、環境聲明驗
證、EPD 和溫室氣體驗證

諮詢服務

WERCSmart® 與合規服務

製造 再利用使用配送設計



結論
當今充斥著不確定性、虛假資訊和不實聲明，這種環境導致信任
缺失，而經過驗證的 ESG 資料則在企業、產品和服務以及生態系
統中重新建立信任的基礎。 無論是您要探索 ESG 報告吸引投資
者的潛能，還是加入已有的核心 ESG 計畫，我們均可利用以科學
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和專業知識為您提供支援。 管理和報告這些
非財務關鍵績效指標 (KPI) 有助於提供更高的業務可見性並納入
幫助公司在不斷變化的世界裡蓬勃發展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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