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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經歷：

主要負責之服務項目：

參與專案經驗：

黃靖涵

Janice C. Hwang

經理

Photo

P&M專業形象照
http://twnet/sites/ClientMarket/
Pages/Brand_Gallery_PM_1.aspx

學歷：

專業資格：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與確信諮詢服務部
•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企業鑑別永續重要議題並發展因應策略，以符合政府主
管機關/投資人/客戶等利害關係人之期待，主要服務項目包
含企業永續報告書諮詢與確信服務、企業永續評比諮詢服務、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諮詢服務等，服務客戶遍及金融業、科技
業、製造業、食品業等

• 企業永續報告諮詢：台灣松下電器、元太科技、台新金控、
台汽電、華新麗華、聚和國際、國巨等

• 企業永續報告確信：日月光、新光鋼、信昌化工、台聚、
長榮海運、開發金、第一金、櫃買中心、佳格食品、聯華
食品、黑松等

•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諮詢：元太科技、台新金控、上海商銀
等

• 企業永續評比諮詢：台灣大哥大、玉山金控、台新金控等

• ISO 14067: 2013 Carbon Footprint Trained Lead 
Auditor

• ISO 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Trained Internal Auditor

•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Trained 
Lead Auditor

• ISO 14064-1 GHG Trained Internal Verifier

• ISO 14046:2014 Water Footprint Trained Lead 
Verifier

• 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 Certified 
Practitioner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水資源管理碩士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0樓

• Tel : 2725- 9988 分機6012

• Fax: 4051- 6888 分機6012

• Mobile: 0905-665-050

• janhwa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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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6更新重點說明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5

改版重點說明

更著重於廢棄物相關資訊

• 新的準則更積極提倡廢棄物管理的重要性，包含廢棄物相關產出與衝擊管理

提升價值鏈資訊透明度

• 要求組織應報告可能或已造成顯著衝擊的投入、活動、產出流程，且其範疇擴大至上下游/價值鏈

調整準則涵蓋的”廢棄物”類型與範疇

• 將廢污水從GRI 306 廢棄物準則調整至GRI 303 水與放流水(2018)準則

更新廢棄物相關資訊的報告流程

• 更新特定主題揭露項目，區分組織產生的總廢棄物、回收、廢棄處置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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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廢棄物性質與產生之衝擊，從生命週期角度出發鑑別其衝擊來源並進行妥適管理

新增特定主題管理方針，著重廢棄物生命週期的衝擊管理

Source: GRI 306 (2020)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7

廢棄物數據皆需依其組成、處置方式進行數據揭露

調整特定主題揭露項目，著重廢棄物數據細節

可依GRI提供之數據模板進行揭露

Source: GRI 30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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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6應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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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解現況開始，逐步擴大至價值鏈管理與合作
企業因應GRI 306改版建議

GRI 306 (2020)
因應重點與建議

現況檢視與盤點
依GRI要求，建立廢棄物相關投入、活動、產出流程
檢視與既有或潛在法規/利害關係人要求…等符合程度

廢棄物衝擊調查與瞭解
掌握廢棄物相關性質與處理途徑，評估並對其產出的衝擊進行重大性排序，
並針對重大衝擊研提改善與控管措施

廢棄物數據完整度檢視
確認組織廢棄物相關數據完整性，並可透過物質流成本會計架構對投入
與產出數據進行紀錄與報告

價值鏈合作
針對重大的廢棄物相關衝擊，評估與上下游、同業等合作之可行性，以
進一步擴大相關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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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與廢棄物相關物質進入與離開組織的途徑、以及相關活動

透過現況檢視與盤點，瞭解廢棄物可能的衝擊

Source: Deloitte, Enhancing the value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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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約可節省新台幣

70萬元

透過物質流成本會計方法，整合上游材料供應商，調整製程用材料並減少製程耗損。

物質流成本會計應用按力-友聯車材「坐」出汽車座椅製程新價值

Source:邁向循環台灣案例手冊

友聯以物質流成本會計(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做為創造汽車座椅

經濟價值的分析方法，盤點統計分析主材料、輔助材料、能資源、系統過程、廢

棄物損失等項目，從製程MFCA 架構了解過程損失，找出減少廢棄物產生的方向

ISO 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

了解物質流和能源的使用

連結實物與貨幣數據

• 追蹤物質流來創建模型，如倉儲，製造及廢棄物管理等操作

• 追蹤分析每個計量中心(Quantity Center, QC)，如儲存與生產經營

單位等

• 蒐集物質與能源使用的數據，將數據轉換成一致的計量單位

• 連結相關貨幣資訊，並估算有關或引起物質損失所產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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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永續合作行動擴大影響力，並協助商業生態圈夥伴創造價值

價值鏈合作案例-巴斯夫與第三方合作夥伴打造永續生態圈，發展永續轉型之競爭優勢

永續行動：

• 共同推動解決方案，減少和消除塑膠垃圾對環境、海洋

的影響，涵蓋塑膠上中下游供應鏈，如化學品、塑膠製

造商、消費品、零售商、加工商和廢棄物管理等公司
資料來源：BASF website

永續行動：

• 創新飲料包裝技術：

巴斯夫與歐洲包裝大廠蒙迪(Mondi)集團合作研究，以化學回收技術，用100%的
塑膠垃圾開發出果昔飲料袋材質裡的的薄膜

• 創新車架零件技術：

巴斯夫與車商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合作開發100%垃圾回收製成的車架零件

3 全球石化龍頭巴斯夫(BASF)

(1) 開發化學循環技術，使塑膠垃圾取代石油，再生成為原料

透過第三方的能力，加速永續轉型

善用他人影響力，去塑造有助於永續轉型的環境

(2) 與全球近30家企業，於2019年共同成立「終結塑膠垃圾聯盟(AEPW)」

商業生態圈價值：

• 加速研究及技術開發創新

• 共同打造塑膠循環經濟系統

• 帶動商業模式及價值鏈轉型

• 提高環境保護的意識

巴斯

夫

聯盟企業
供應商

消費者

其他利害
關係人

https://www.basf.com/tw/zh/who-we-are/sustainability/responsible-partnering/Alliance-to-end-plastic-was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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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從線性經濟到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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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線性經濟模型無法解決資源稀少、廢棄物處理等問題，愈來愈多企業構思循環經濟轉型策略。

傳統線性經濟模型面臨挑戰

Source: Circular Econom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Deloitte

製造

物流

銷售

消費

採購

製程廢棄物

物流廢棄物

包裝廢棄物

消費廢棄物

有
限
度
的
回
收
再
利
用

製造

物流

銷售
消費

回收

採購
原物料

產品重複使用

產品再製造

製程再利用與

產業環境共生

物流及附

屬產品再

利用

線性經濟模型 循環經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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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循環經濟應以商業模式創新為主軸， 3R(Reduce、Reuse、Recycle)為手段，實踐企業轉型。

轉型循環經濟邁向永續發展

• 商業模式創新為循環經濟轉型主軸，透過流程

改變、獲利模式等改變，實踐企業轉型，塑造

核心競爭力

• 減量化(Reduce)：減少能資源投入與廢棄物、

氣體排放產生

• 再使用(Reuse)：增加產品被再次使用之次數

• 再回收(Recycle)：產品用畢再次投入成為原料

Source: Deloitte彙總

原物料

生產
消費

商業模式創新

循環
經濟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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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循環經濟模型可以減少成本、維持合規性及創造護城河，提升企業競爭力。

循環經濟效益分析

競爭力

節省

能資源消耗

符合

環保要求

開闢

新商業模式

循環經濟以三大效益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 節省能資源消耗：減少能資源投入可

以節約企業成本

• 符合環保要求：減少排放與廢棄物，

符合政府與品牌商供應鏈環保要求

• 開闢新商業模式：以產品服務化、高

價值循環、系統合作等策略，創造護

城河，維持競爭優勢

Source: Deloitte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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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產品服務化、高價值循環與系統合作等方式，讓企業實踐循環經濟轉型。

研擬企業轉型策略

產品服務化 Product as a Service
產品服務化的商業模式，則將產品作為服務載體，而

非一次性地賣斷，讓企業提供更多專業與彈性的服務，

滿足客戶的核心需求並建立長期關係。

高價值循環 High-Value Utilization
將每一份產品與資源的價值保留下來，發揮最大的資

源效益，也使環境衝擊影響最小化，最終目的是邁向

零廢棄、零排放。

系統合作 Systems Collaboration
透過產業共生、跨域合作等方式，運用另個企業與其

它如政府、學研、社會團體、媒體等組織未充分利用

之資源，提高資源可循環運用的機會和效益。

企業轉型策略

Source:循環台灣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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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GRI 306 衝擊鑑別與數據流為基礎，構思循環經濟轉型藍圖及時程，及時進行轉型邁向永續。

訂定企業轉型藍圖

企業循環經濟永續轉型藍圖

Source: Deloitte彙總

研擬企業轉型策略 訂定企業轉型藍圖 盤點企業轉型資源 執行企業轉型方案

產品服務化

高價值循環

系統合作

確定轉型負責單位

擬定轉型藍圖

擬定轉型時程

企業文化與架構

財務資源

人力資源

從搖籃到搖籃設計

回收管理/押金制度

維修/翻新服務

資本市場籌資

非營利組織合作

外部顧問協助

再製造

再原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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