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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普遍的商業模式將不復存在。

澳洲和亞馬遜的森林野火向我們顯示全球暖化，

同時也引起人們驚慌。

而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

則是對整體系統進行壓力測試，
你可以看到隨之而來的極大恐慌。」

“Business as usual no longer exists. Global warming is also 

causing shocks, as shown by the wildfires in Australia and the 

Amazon. But the corona crisis is a stress test for the entire system.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shock this is causing.”
Peter Bakker, 

WBCSD CEO
資料來源：WBCSD官網



這次COVID-19帶來的壓力測試又急又快、影響範圍又廣，企業該如何應對？

有200多家企業會員的WBCSD，集結會員們的經驗分享。本會依經濟論壇

(WEF)所繪製的COVID-19衝擊路徑圖(COVID-19 transformation map )，

整理成 4個主題：

◆ 緊急應對計畫：面對疫情的影響，公司如何以良好且快速的公司治理實務處理員工、

財務、供應鏈等問題

◆ 支持醫療系統：以公司專業支持疫苗研發、醫療設備用具或前線支援，減輕受疫情

衝擊而不對等的供需

◆ 避免感染與傳播：降低病毒影響擴散的方式，不同產業如何加入遏止傳播的行列

◆ 支援生活衝擊：各利害關係人的生活皆受到衝擊之餘，企業如何應用自身資源及

產品服務，支援所有受影響的人們一起度過難關

若有興趣了解更多企業的最佳實務請點選各標題連結。

https://intelligence.weforum.org/topics/a1G0X000006O6EHUA0?tab=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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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er Mckenzie

Deloitte

跨國企業之各國員工佈署指南

麥肯錫理解跨國企業及雇主為應對COVID-19所帶來快速

且緊迫的問題，整理出《COVID-19全球雇主指南

( COVID-19 Global Employer Guide)》，指南涵蓋 41

個國家/地區，針對特定轄區的法規、現況提供建議。

財務緊急應對指南
COVID-19對公司業務產生直接、快速的影響，企業面對

財務衝擊時，只有管理得當、反映夠快的企業能穩定獲利

能力，渡過這個難關。Deloitte對於此次財務衝擊依不同

面向：現金流、利害關係人管理、融資方案、緊急應對、

合約檢視提供建議。

疫情訊息信任度報告
美國公關顧問公司愛德曼發現疫情流行期間坊間流竄著大

量的假訊息。為協助企業和其他組織更有效地溝通，他們

發佈【全球信任度調查特別報告-新冠病毒和信任】，揭

露10個國家人們對不同消息來源的信任程度、不同發言

者的在人們心目中的信譽以及面對疫情哪些事務是人們期

待該處理的。

Eldelman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en/insight/publications/2020/03/covid19-global-employer-guide
https://www2.deloitte.com/no/no/pages/finance/articles/covid19-liquidity-and-cash-response.html
https://www.edelman.com/research/covid-19-brand-trus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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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Novartis

Walmart

公司治理及全球觀察專欄
疫情除對人體健康產生危機，《財富》1000大 (Fortune

1000)之企業已有94%預估COVID-19會帶來供應鏈的中斷。

病毒無國籍，因此其衝擊預計會繼續擴大。KPMG撰寫一系

列觀察報告及應對指南，幫助企業了解自身在疫情中的曝險、

布局，同時增加面對下一個全球威脅時的韌性。

更新員工緊急佈署政策，支持遠距學習
諾華近期宣布歐洲、美國、加拿大等據點至5月1日前除實驗

室及工廠等工作人員外全面實施遠距辦公。考慮到某些員工

因工作性質無法兼顧工作及家庭，給予12天額外的有薪假。

諾華也支持居家學習資源，向虛擬學習組織Khan Academy

捐贈100萬美金，諾華員工可以在付費的線上課程系統

Coursera申請兩項免費課程。

幫助小型企業夥伴
身為上千個美國的社區中心，Walmart希望提供援助讓社區

小型企業渡過COVID-19的難關。凡是向Walmart承租的店

家今年4月房租減免，同時Walmart也與這些企業夥伴洽談，

希望5月增加聘僱臨時工。供應鏈融資計畫與國內銀行合作，

加速Walmart合格之供應商的融資時程，目前已有超過

12,000家中小企業受惠。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html
https://www.novartis.com/new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update
https://corporate.walmart.com/newsroom/2020/03/26/where-its-going-walmarts-25-million-covid-19-commitment


醫療保健公司提供疫苗技術及金援並參與新藥研發
英國醫療保健用品公司GSK。作為疫苗的生產公司，GSK
最早的行動是將公司的一項疫苗技術提供給正在研發候選
疫苗的科學家及有關單位。GSK也參與由製藥公司和研究

機構共組的新藥研發計畫，負責生產治療COVID-19的藥
品。此外，亦捐贈一千萬至聯合國與WHO共創的基金，
而此基金將用來提供前線抗疫人員必要物資。

Bayer

GlaxoSmith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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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捐贈及提升病毒檢驗量能
生技公司拜耳在疫情擴散至全球前已展開援助計畫，1月
時捐贈總價約150萬歐元的藥品及金援給中國紅十字會。3
月中，拜耳捐贈義大利倫巴底地區100萬歐元，協助當地

政府及醫院購買必要物資。在德國的不同地區，拜耳打造
超過40台病毒診斷設備，每天合計提供數千次的檢驗，有
助分析及研究。

Pirelli
企業員工投入防疫工作
義大利輪胎廠倍耐力(Pirelli)的員工已投入超過七千個工作

小時支援米蘭的薩科(Sacco)醫院，換算約為22萬歐元的

價值。倍耐力也號召合作夥伴捐款成立基金，現已募得75

萬歐元。基金除用在米蘭地區，亦與倫巴底政府達成共識，

提供當地65台呼吸器、五千件防護衣和兩萬片口罩。

https://www.gsk.com/en-gb/media/resource-centre/our-contribution-to-the-fight-against-2019-ncov/
https://www.media.bayer.com/baynews/baynews.nsf/id/presskit-corona
https://press.pirelli.com/pirelli-employees-in-italy-donate-over-7000-work-hours-to-support--milans-sacco-hospital/


醫護人員獲加油優惠券
法國能源集團Total決定提供法國的醫院總價多達五千萬歐

元的加油優惠券，優惠券透過院方領取後會再分發給醫院

的職員。集團CEO表示，Total將保持動員，持續與在對抗

疫情的人一起努力。此外Total的基金會挹注五百萬歐元至

當地的研究機構及醫院協助抗疫。

高階主管同意將部分薪水比例投入防疫基金
西班牙桑坦德(Santander)銀行成立基金，基金經費來源

來自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管理幹部調降之薪酬及員工的捐獻，

粗估至少有兩千五百萬歐元，將用來提供醫療設備及物資，

抑制疫情擴散。該銀行的執行長及CEO同意放棄2020年度

五成的薪資，而非執行董事薪資降兩成薪資。

Santander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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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技術及知識投入醫療相關生產
DSM發覺隨著COVID-19的蔓延，使對醫療相關用品、設
備及替換零件的需求上升但生產量卻下降。因此將公司之
3D列印技術及知識協助生產。建立專屬網頁分享程式及材
料應用知識，不僅每日更新內容且提供線上QA服務解決
特殊知識需求；DSM建立專家網路，簡化需要特殊設計或
3D列印人員遇到的阻礙，並確保材料供應充足、穩定生產。

DSM

https://www.total.com/media/news/press-releases/covid-19-total-mobilized-support-hospital-healthcare-staff-france-providing-them-50-million-euros
https://www.santander.com/en/press-room/press-releases/to-support-the-fight-against-coronavirus-santander-board-to-review-2020-dividend-and-cut-senior-management-and-board-compensation
https://www.dsm.com/solutions/additive-manufacturing/en_US/resource-center/infocenter-news/2020/03/2020-03-19-dsm-shares-application-and-material-knowledge-with-3d-printing-community-to-support-covid-19-initiatives.html


啤酒公司轉製消毒用品
AB InBev為全球最大啤酒生產集團，總部設在比利時，在

30多個國家擁有工廠並銷售於130多國。AB InBev於巴西

疫情爆發後，即宣布將利用位於里約的啤酒工廠生產線，

生產消毒酒精及乾洗手並免費分發給聖保羅州、里約熱內

盧州及聯邦區的公立醫院。

醫療器材生產及開闢酒精生產線
Arkema為化學藥品及耗材生產公司，持續生產患者需要

的氧氣濃縮器及服務業人員需要的防護裝備，並嘗試在法

國開闢新的生產線，免費提供醫院酒精相關溶劑。公司對

內盡可能採遠距工作，並施行嚴格的衛生及消毒措施。對

外嘗試以創新方式確保活動和業務順利運行，避免客戶因

為無法接收到產品或服務造成經濟損失。

香水公司級奢侈品集團轉製乾洗手

瑞士香水公司Firmenich和奢侈品集團LVMH攜手合作，

將部分原先生產香水和化妝品的產線改為生產乾洗手，並

將產品免費提供給法國當局及歐洲最大的醫院醫療系統。

Firmenich

Arkema

AB InB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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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me.abril.com.br/marketing/ambev-produzira-500-mil-unidades-de-alcool-em-gel-para-doar-a-hospitais/amp/
https://www.arkema.com/en/media/news/news-details/Arkema-organizes-and-mobilizes-in-the-midst-of-Covid-19?utm_content=fr&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newsalert&utm_campaign=newsalert


化學藥品公司轉製乾洗手
BASF為化學藥品公司，了解到德國內卡河地區之醫院有缺

乏消毒用品，與政府衛生部門合作，快速取得生產許可。

公司原先便有部分可生產乾洗手之原料，搭配向其他公司

購買之原料及調整生產線，生產乾洗手免費提供給德國內

卡河地區之醫院。

開闢口罩新生產線及捐贈食物
泰國卜蜂集團(CP Group)正耗資一百萬泰銖建立一間口罩

工廠，完工後每月可生產三百萬片口罩。口罩將會免費提

供給醫院、醫護人員及其他有取得口罩困難的民眾。工廠

預計在疫情結束後繼續生產口罩，並將盈餘捐至泰國一間

醫院的心臟中心。此外，集團子公司CPF也開始提供全國

各地的醫護人員及被隔離者免費的食物。

提高防護衣產量並計畫配給
杜邦(DuPont)原先就具有防護衣的生產線，疫情爆發後，

杜邦提升防護衣的產量，並將防護衣優先提供給疫情最嚴

峻的地區。員工安全方面，杜邦參考WHO和CDC的建議

防疫，實施的措施包含遠距工作、取消參與內外大型會議、

加強環境清潔等等。

DuPont

CP Group

B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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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sf.com/global/en/who-we-are/organization/locations/europe/german-sites/ludwigshafen/the-site/news-and-media/news-releases/2020/03/p-12-165.html?utm_campaign=5bc841401f33b50001005fe1&utm_content=5e7090ddb99d840001e41dd2&utm_medium=smarpshare&utm_source=linkedin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872449/cp-lends-helping-hand-by-building-face-mask-factory
https://www.dupont.com/news/dupont-response-novel-coronavirus-prevention-and-control.html


捐款及物資捐贈，確保弱勢族群免於飢餓
雀巢與多個在地NGO組織及食物銀行合作確保容易受疫情

影響的族群有充足糧食，如對長者關懷投入50萬美元、提

供停課的學童膳食等緊急救助計畫。並與供應鏈中的夥伴及

社區型機構(Feeding America)持續經營物資及水和食物，

積極串聯及支援各地區。

為社會提供資金、為重要員工提供獎金
Maple Leaf 分享如何確保供應鏈食品安全之知識，同時為

支持緊急糧食紓困投入50萬美元並發起基金募集200萬美元。

為感謝緊急時刻的關鍵作業人員，提供公司內部負責食品安

全之工作人員每週獎金，並向《加拿大第一線醫護專業人員

保護基金(CFHPPF)》捐款250萬美元。

Kellogg

Maple Leaf

Nestle

全球食物捐助及捐款

家樂氏經營之全球公益行動Better Days長期關注飢餓援助

議題，近期因應COVID-19之糧食及資金的需求且幫助人們

獲得基本所需的食物，家樂氏累計之捐款及捐助食物總價值

提升至將近4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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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wp-content/uploads/NestleAction_Covid-19_CGF_20March2020_Final.pdf
https://www.mapleleaffoods.com/news/maple-leaf-foods-expands-efforts-to-support-front-line-workers-communities-and-health-care-providers-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twitter.com/KelloggCompany/status/1241005340809932804


Microsoft
承諾採取行動支持社會
微軟已要求可遠距工作的員工開始實施在家工作；考慮就業

困難，微軟將照常支付清潔、餐飲等服務計時工的薪資。同

時微軟承諾將採取建設性的作為以支持社會，提供客戶及醫

療團隊、學校、大學、政府等機構聯繫及資訊傳播等科技服

務。

捐產品、推洗手，提供中小型夥伴及員工保障
聯合利華承諾將捐出清潔用品、食物等價值1億歐元的物資，

搭配洗手衛教推廣。近半數會撥給WEF的COVID行動方案，

其餘物資將以國別/區域配給。同時對中小型供應商和小型零

售商客戶提供5億歐元的金流減免以支持其價值鏈。對於員工

(正職及約聘)提供3個月的僱用保障並給薪；聯合利華會與所

有據點的管理單位洽談，其工作者將享有同樣的保障。

Google

Unilever

以產品服務支持客戶遠距工作政策

Google以自身產品服務支援所有客戶遠距工作。凡是其

Gsuit用戶皆可以使用其進階線上大型會議、直播、錄影等功

能，解決許多遠距工作團隊開會、溝通及教育訓練的困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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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microsoft.com/on-the-issues/2020/03/05/covid-19-microsoft-hourly-workers/
https://www.unilever.com/news/news-and-features/Feature-article/2020/from-our-ceo-we-will-fight-this-pandemic-together.html?utm_source=TU&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AlwaysOn
https://support.google.com/meet/answer/9760270?hl=en


「疫情大流行同時考驗著市場機制。
企業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員工？

再次集體解雇？

或是，這次將採取不同的做法？」

"The pandemic will also be a test in that respect. How do 

companies treat their people? Are they going to fire them en

masse again? Or is the approach different this time?"

Peter Bakker, 
WBCSD CEO



WBCSD官網不定期更新，更多全球企業的最新分享

請點 連結網頁

若貴公司有其他抗疫應對措施，請不吝與我們分享！

聯絡窗口 鄭凱鴻專員
E-mail：Everette@bcsd.org.tw

TEL：02-7702-8599 #110

https://www.wbcsd.org/COVID-19/Companies-around-the-world
mailto:Everette@bcs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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