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 SDG 新經濟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接軌
的企業營運策略

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上的關鍵時期，因 聯合國審慎制定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為這個時代面臨了世界上最迫切的社會、（也 稱為 「 全球 目 標 」） 以 因應 更廣 泛
經濟和環境議題。
的議題，這些目標包含社會與環境面向。
永續發展目標(SDGs)現在已經得到了 它們所關注的議題是不論開發中國家或已
193 個聯合國會員國的認可，也徹底翻 開發國家皆會面臨的，因此全世界的公司
轉了企業的營運思維。它對責任義務的 都可參考這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找出企業
新要求可能會促使整個商業界產生真正 所適用且可發展的領域。詳見圖例一：
的改變，要求企業理解並管理其對社會 全 球 目 標 - 解 決 全 球 的 重 要 議 題 。
和環境的衝擊。

圖例一：全球目標– 解決全球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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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的公司數目越來越多，永續發展
不再是個次要議題。面對能源成本未知的
未來，對碳排放的迫切監管，以及對能否
持續獲得原料與水等自然資源的疑慮，迫
使企業回歸現實面並將環境管理列為重要
考量。與此同時，消費者、非政府組織、
大眾媒體和企業自己的員工（由於線上社
群網路爆炸式增長以及資料取得更為容易）
對企業開始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檢視企業
的員工待遇，產品的採購及品質和企業文
化。總而言之，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不僅
僅是對風險和聲譽管理的因應之道，更是
現代企業要成為產品、服務和產業領導者
必須發展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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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永續發展委員會(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BSDC)在(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研究顯示，追
求永續和包容性的商業模式可以釋出龐
大的經濟機會。
這項研究回顧了四個經濟生態系統：糧
食與農業、城市、能源與物料以及健康
與福祉。研究顯示到了 2030 年，前
60 名具有
潛在經濟的機會可創造每年至少 12 兆
美元的商業收入與高達 3.8 億個工作。
永續發展目標前 12 名潛在機會，詳見
圖例二。

除此之外，PwC 認為這些公司會比其他
不夠了解自身風險與機會的公司更具有
競爭優勢，因為這些公司會搶在新政策
干預市場機制之前先採取行動，並利用
新知識來適時修正相對應的策略。

這項研究強調，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可
以在行動服務、醫療、能源、住房和循
環經濟等面向創造出最大的經濟機會。
PwC 深信，全球的企業在透過評估其業
務與永續發展目標結合的同時，也將更
清楚地了解到自身業務會如何幫助或阻
礙政府實現其目標。
在發展永續發展目標之國家，企業除了
能維持當地營運許可證，更可能因此得
到更多的發展機會。

圖例二：永續發展目標之機會

2030 年可能增加的機會規模 (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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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商業與永續發展委員會《更好的企業，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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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wC 2015 永續發展目標調查
(Make it your business)顯示，永續發展
目標獲得相當高的關注(根據調查有 92
％的商業界及 31％的公民表示關注)和
相當大的支持意願（有 71％的商業界人
士表示他們已計劃好要如何回應永續發
展目標）。現在已經有企業出面作出公
開承諾，表達他們願意響應並共同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這聽起來非常鼓舞人
心，因為在 PwC 的調查中有 90％的公
民認為企業願意簽署永續發展目標是很
重要的事，有 78％的公民表示他們會更
願意向那些公司購買產品和服務。

企業的支持與投入將是實現永續發展目
標的關鍵因素。好消息是，有越來越多
的 CEO 重新思考好的績效表現該是什麼
樣子，以及成功的衡量標準為何(詳見圖
例三：CEO 對績效和利潤的看法)。因
此，永續發展目標可能成為企業未來使
用新方法衡量績效表現和成功標準的基
礎，因為其將企業對人類和地球的衝擊
因素皆納入評估考量。

企業在增加自身獲利的同時亦能夠幫助社
會，不僅促成一個雙贏的局面，更代表企
業具有潛力解決重要問題。

圖例三：CEO 對績效和利潤的看法

84% 的 CEO 認為他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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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的 CEO 認為替更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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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功不僅僅是靠財務利潤所決定的。

的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能增加獲利
能力。

資料來源: PwC 第 19 屆全球 CEO 年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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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需要新的思考模式並調整技術與資
源以與永續發展目標接軌，按此思考模
式所作的投資將帶來長期的利益及促成
顯著的改變(詳見圖例四：開創新的典範
實務)。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證明，長期管理也具
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在哈佛商業評論發
表的一項新研究中，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與 FLLT Global 合作的一個研究小組
發現，從 2001 年開始，有依據長期思
維在經營的公司在所有重要財務數據方
面比同業表現更突出，在 2014 年，這
些公司比同業的平均收入和收益成長分
別高出約 47％和 36％，市值也呈現較
快增長。這證明長期管理對企業有利。
為了使企業能夠瞭解與永續發展目標接
軌有何益處，企業需要經歷許多內部參
與和討論的過程，使團隊彼此溝通和合
作。此外，這也需要內部高層作出堅定
承諾並領導整個團隊去執行。

PwC 的願景是，每個企業都知道自己的營運

活動及其後果（甚至是不可預見的因素）能如
何與全球目標呼應，更進一步鑑別、重視與衡
量自身對每個永續發展目標所付出的心力，監
督對環境的衝擊，並引進新概念以自我精進。
企業應意識並全面評估自身營運對永續發展目
標的衝擊，以一種新的思維，排列出商業模式
對永續發展目標衝擊的優先順序。

圖例四：開創新的典範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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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認為，永續發展目標會成為地球和
商業的遊戲規則改變者，前提是商業界要
能把握機會並參與其中－畢竟政府、非政
府組織和社會能做到的實在有限。這將會
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根據 PwC 的研
究(Make it your business)顯示，在接受調
查的所有公司中，只有 13％的公司已辨
認出可幫助其評估與其業務相關的永續發
展目標衝擊工具。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
永續發展目標的話題太過新穎，但即便如
此，調查顯示在未來五年之內，也只有
30％的企業認為他們將會有他們所需要
的衝擊評估工具。

PwC 開發出一個線上免費工具－SDG
Selector，讓企業更容易理解 17 個永續
發展目標，並能夠獲得更為攸關適切的
企業指引方向。這是一個進階而精密的
工具，它利用三種資料來源進行分析：
一、現有外部資訊，二、PwC 之研究數
據，三、來自 PwC Global Goals
Business Navigator 的數據，它能幫助
企業依據行業別、國家別和主題別來瞭
解永續發展目標 － 請參閱下頁「在永續
發展目標的旅途上為您提供支持與協
助」。.

我們也意識到，如果沒有這些基本工
具，永續發展目標的參與進程將會非
常緩慢；除此之外，也有些企業認為
永續發展目標本身太崇高而難以達
成。因此，我們正在開發能協助客戶
做出決策的工具，並且建議我們的客
戶先參照那些以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
發展出來的 169 個相關指標。

而與其談論永續發展目標 6(SDG 6)
「乾淨飲水」，不如去思考指標
6.4「大幅提升用水效率，確保淡水
可持續供應，解決大量人口的缺水
問題」。這些才是企業和 CEO 能
夠理解並採取行動的事情。

舉例來說，與其去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9)「工業創新與投資基礎建
設」，不如探究指標 9.4「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採用潔淨與環境友善的技
術和工業流程」；

PwC 同時也開發了 Global Goals
Business Navigator 工具以更深入地分
析並協助策略制定。它結合了「全面衝
擊衡量與管理」(TIMM (Total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用以
瞭解企業對經濟、社會及環境的衝擊)、
對永續發展指標的理解以及特定投入。
(詳見圖例六：使用 Global Goals
Business Navigator 以洞燭機先並訂定
策略)
PwC 藉由評估以下四大領域，協助企
業衡量永續發展目標之衝擊，辨認出其
優先順序並設立目標：

‧辨識出顯著風險(意即企業的營運
活動可能會對政府造成妨礙)：針對
企業核心產品、營運活動及更廣泛的
供應鏈，依整個國家為單位逐項辨識
顯著風險。
‧找出潛在機會(意即企業的營運活
動可能會對政府有所助益)：針對企
業核心產品、營運活動及更廣泛的供
應鏈，依整個國家為單位逐項找出
潛在機會。

• 考量營運所在國家及行業，鑑別出與
企業最攸關的全球目標
• 評估出企業最能發揮且產生貢獻的
全球目標

欲瞭解更多有關 PwC SDG Selector 的資
訊，請詳網站：pwc.com/sdg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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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涵蓋 17 個不同的議題，並
包含 169 個指標和一整套（持續發展中
的）指示。要開始這個大工程必然會有
很多事情要做，且必然會在每個企業中
引起許多爭議與討論。

認知
建構企業案例以投入
永續發展目標

PwC 擁有廣泛的技能和工具來支持您的
企業共襄盛舉，並使您的營運活動與永
續發展目標接軌。

背景研究及全面指引

使用 SDG Selector
進行進階分析

優先順序
使用 Global Goals Business Navigator 以了解
哪些永續發展目標與您的業務相關，以及哪
些永續發展目標需要優先解決

策略及落實
定義方法並進行內部參與，
以使營運活動與永續發展目
標接軌

永續發展目標策略分析
使用「全面衝擊衡量與管理」(TIMM (Total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來評
估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衝擊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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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瞭解更多相關主題與應用工具，請詳網站：pwc.com/globalgoals
6 | 邁向 SDG 新經濟 | PwC
本文件著作權屬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有，未經書面許可，請勿引用或翻印。

圖例六：使用 Global Goals Business Navigator 以洞燭機先並訂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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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您的企業如
何影響永續發展目標，以及如何制
定您的策略和營運模式以響應永續
發展目標，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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