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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RI準則更新與開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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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2018-2019 年更新與開發成果

2018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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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新內容
• 新的具體管理方法內容，重點在關注如何將水作為共享資源並進行管理，以及在地方
層面的影響

• 修訂GRI306:廢汙水和廢棄物，包括報告排水的品質

• 報告新的耗水量揭露內容，以測量未返回環境的用水狀況

• 更加重視對於水情緊張區域之影響，以及了解對於敏感地區的影響

• 引入一些規定，以便靈活的報告關鍵的淡水資源及組織正在管理的其他水資源

• 報告用於取水和用水的設施層級訊息的建議

• 新的定量和定性內容，用於報告供應鏈中的影響，開始蓋便租知如何考慮這些對現狀
的影響

• 更新有關如何彙編數據的術語和指南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GRI 303：水與放流2018 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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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概述

• 管理方針揭露
303-1 共享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303-2 與排水相關衝擊的管理

• 特定主題揭露
303-3 取水量

303-4 排水量

303-5 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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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新內容
• 關於工作者範圍的新章節，解釋一個組織對應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負責的
完整譜系：
– 員工
– 其他工作者和/或工作場所中由組織控制的工人
– 組織與其業務關係對工作者健康與安全的直接的重大影響狀況

• 採用整體方法，包括預防傷害(主要關注)及促進健康，包括獲得醫療保健(
源自於SGDs中所敘述中的全球優先項目)

• 新的特定管理方法內容，關注於領先指標，例如：源自於公認標準/指南的
管理系統及關鍵組成的部分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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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新內容
• 在整個標準中，更強調危害的識別與風險評估，以及分層控制的應用以消
除危害

• 更加重視健康狀況(例如：不健康的數據已從安全數據中分開來，而獲得醫
療保健和工作者健康促進方面增加了新的揭露項目)

• 更重視衡量對工作者健康的影響，而不是生產力的損失(即，傷害的嚴重程
度是透過恢復時間來衡量的，而不是透過失去的時間來衡量)

• 除了標準化比率以外，現在還需要改進編製傷害和不健康相關數據計算的
方式，以及工商相關的原始數據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2)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2018 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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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

概述
• 管理方針揭露

403-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403-2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03-3職業健康服務
403-4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諮商與溝通
403-5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403-6工作者健康促進
403-7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聯之職業安全衛生

的衝擊特定主題揭露
• 特定主題揭露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403-9 職業傷害
403-10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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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7：稅務 2019

• 全球第一個結合稅務策略管理
方針與收入、稅與商業活動之
公開國別報導的報導準則

• GRI 207係GRI 200經濟系列準
則中的特定主題準則

• GRI 207自2021年1月1日起生
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
並鼓勵提早採用。



11
GRI 207：稅務 2019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is the reporting 
of financial, economic and 
tax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each jurisdiction in which 
an organization operates 

Management approach 
disclosures are a 
narrative explanation of 
how an organization 
manages tax 

Management approach disclosures

Disclosure 207-1 Approach to tax

Disclosure 207-2 Tax governance,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Disclosure 207-3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ncerns related to tax

Topic-specific disclosure

Disclosure 207-4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正體中文版預計2020年4月30日前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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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306 廢棄物更新專案
 完成公開諮詢意見(本會協助GRI於2019年6月舉辦意見諮商工作坊)，

並進行內容調整

 預計2020年2月經GSSB核准後，於Q2正式對外發布

• 人權相關準則檢視 – 完成檢視並提出對GRI準則之修改建議

• 啟動通用準則(GRI 101、102、103)更新專案

2019-2021準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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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RI準則未來更新與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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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6：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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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人權與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整合至GRI 102：一般揭露準則中
• 報導原則：

– 利害關係人的定義
– 主題邊界：修訂主題邊界相關報導要求(103-1-b與c)
– 重大性：僅定義在衝擊程度與可能性
– 內容架構：不再出現定義報告內容的原則，僅聚焦在定義報告品質原則。新增攸關

(Relevance)與完整(Completeness)兩項報告品質原則

• 一種依循(in accordance)：取消核心(core)全面(comprehensive)選項，僅
存依循與否的條件，同時修訂省略理由的適用條件

• GRI 102：一般揭露 章節架構將重新調整(順序、名稱與揭露項目)
• 管理方針：103-1、103-2與103-3都將大幅調修
• 產業準則的適用模式
• 預計於2020 Q1進行公開意見諮商，2021年Q1正式對外發布

GRI 通用準則主要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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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氣與煤行業準則
• 紡織與成衣產業準則
• 農業與漁業行業準則

行業準則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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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主題準則更新或新開發：生物多樣性、隱私權將優先推動，其他優先
主題待經公開諮詢後而定。

• 產業準則開發：

GSSB 2020-2022工作計畫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農業與漁業 資產管理業 空運業 證券交易所
銀行業 太空國防業 民航業 Building products
化學業 汽車業 旅館、度假村與賭場 商業服務
建材業 建築業 媒體與傳播服務業 教育服務
林業、紙業與橡膠業 食品製造業 鐵路 電子製造業
鋼鐵與鋁加工業 工業機械設備製造業 不動產業 家電業
礦業 保險業 軟體服務業 Managed healthcare
油、氣與煤業 製藥業 交通基礎設施 醫療設備與服務業
紡織與成衣製造業 科技硬體業 貨運業 消費性服務
公用事業 包材

餐廳
零售業
保全服務與監獄
貿易與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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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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