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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使用 
本行業揭露 

食品加工業揭露係源自於「GRI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

此行業補充指引發展係源自於G3指南(2006)，並於2010年發布。2013年5月推出G4指南後，完整的行業補充指引乃

以新的形式發布於「食品加工業揭露」文件中，以利與G4指南合併使用。

為配合G4指南的內容、結構和要求，行業補充指引內容已被重新調整與簡化，惟並未新增內容。

本文件係GRI秘書處依技術諮詢委員會指導製作之。

食品加工業揭露包含了在食品加工領域中所有組織可使用的資訊揭露內容。揭露的內容包括與食品加工業攸關且具意義

之永續性績效指標的重要考量面，及在G4指南中未充分涵蓋的部分。

食品加工業揭露適用食品加工行業之所有組織，其報告內容包含「依循」G4指南的核心選項或是全面選項。請參考G4
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中第11-14頁有關「依循」標準的說明。

食品加工業揭露的使用應為補充而非取代G4指南內容。G4指南和食品加工業揭露因而一併構成食品加工業的報告架

構。

本文件包含食品加工業在既有G4內容下之額外揭露要求與指引，以及該行業獨有之考量面、指標與指引。下表彙總了本

文件中所有行業揭露類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One.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O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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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特定標準揭露

行業特定標準揭露

行業揭露類型 說明

行業特定考量面

行業特定考量面 此行業別中可能有獨有之考量面。

在定義報告內容時，組織應同時考量本文件中的行業特定考量面與G4指南中的考量面。選

擇重大考量面的流程，請參考G4指南-實施手冊第31-40頁。

最終選擇的重大考量面可能包含G4指南的考量面與行業揭露之行業特定考量面。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DMA(管理方針揭露)行業

特定指引 

對於鑑別出的每個重大考量面(不論是出自G4指南或是此行業揭露)，其依循方式選用核心或

全面，組織均應說明一般管理方針揭露(G4-DMA)。一般性管理方針揭露(G4-DMA-)可參考

G4指南第46頁的-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無論是G4的考量面或行業特定考量面的DMA，皆可能有相對應之行業特定指引。DMA的行

業特定指引旨在提供各考量面更詳細的資訊。不論選擇核心或全面依循，DMA的行業特定

指引均非必要條件。

在G3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中，DMA的行業特定指引被視為是一項必要要求。為此，組織在

編製永續性報告時，應參考此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要求

G4指南的任一指標都可能有其額外揭露的要求。

對於「依循」核心選項：組織在撰寫報告書時針對每一G4鑑別重大考量面至少選擇一項指

標。如果適用，組織在報告中也應該說明與所選擇的G4指標相關的行業額外揭露要求。

對於「依循」全面選項：組織應說明G4中所鑑別的重大考量面所有適用的指標。如果適

用，組織應說明所選擇的G4指標該行業所有額外揭露的要求。

 (*)在特別的情況下，說明省略的理由。 

G4指標行業補充指引 G4指南中的指標可能有額外的行業指引，但不論選擇核心或全面「依循」，DMA的行業特

定指引均非必要條件。

組織在編製永續性報告時，應參考本指引內容。

(*)請注意：如果無法揭露某些食品加工業揭露中所要求之資訊時，應說明省略的理由。請參考G4指南-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裡第13頁中關於省略理由的說

明。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One.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One.pdf


行業特定標準揭露

行業揭露類型 說明

行業特定指標

G4考量面下的行業特定

指標

現有G4考量面之下可能有獨有的行業特定指標。

當有下述情形時，應說明的重大考量面指標：

對於「依循」核心選項：對每個被鑑別為重大的G4考量面，組織應從G4指南中說明至少一

個指標，及(如果適用)從行業揭露選取一個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指標說明。

對於「依循」全面選項：對每個被鑑別為重大的G4考量面，組織應從G4指南中說明所有的

指標，及(如果適用)說明行業揭露中所有與重大考量面相關的指標。

這些指標標記為FP1,FP2和FP3等。

 (*)在特別的情況下，說明省略的理由。 

行業特定考量面下的行業

特定指標

現有G4考量面之下可能有獨有的行業特定指標。

當有下述情形時，應說明的重大考量面指標：

對於「依循」核心選項：組織應從被鑑別為重大的行業特定考量面中說明至少一個指標。

對於「依循」全面選項：組織應說明所有被鑑別為重大的行業特定考量面相關的指標。

這些指標標記為FP9、FP10和FP11等。

 (*)在特別的情況下，說明省略的理由。

5第一章

   行業特定標準揭露(續)

(*)請注意：如果無法揭露某些食品加工業揭露中所要求之資訊時，應說明省略的理由。請參考G4指南-報告原則和標準揭露 裡第13頁中關於省略理由的說

明。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One.pdf


具GRI報告經驗者之注意事項
GRI提供了一系列的資源來協助GRI報告書撰寫者從G3/G3.1轉換到G4：

 • �G4常見的問題

 • �從G3.1到G4指南一般標準揭露的總覽

 • �從G3到G4指南一般標準揭露的總覽

GRI標準揭露(包括指標)的命名慣例在G4已改變，請參考上述表格以完整了解標準揭露的變動。

本文件附錄I提供為因應G4指南新架構而重新編排的行業揭露總覽，以及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2010)中的原揭露所在位

置。為利參考，本行業揭露中保留前版行業補充指引標記(如FP1, FP2, FP3等)。

對於首次使用的報告書撰寫者之注意事項
建議首次使用的報告書撰寫者，應在使用行業揭露前參閱並熟讀G4指南。

首次使用的報告書撰寫者，不需要參考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2010)。

使用本文件電子版本的使用者注意事項：
第三章頁面中已設入超連結至第四章。點擊這些頁面連結將引導使用者到相關頁面中。要返回上一個頁面請按滑鼠右

鍵，選擇「上一個畫面」或按「alt」 + 左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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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FAQs/G4FAQ/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GRI-G4-Overview-Tables-G3.1-vs-G4.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GRI-G4-Overview-Tables-G3-vs-G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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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行業揭露的適用對象?  

本行業揭露文件適用於食品加工業的所有公司，包括參與食品加工的所有公司、與食品加工及魚類加工相關之食物大宗

商品交易商，以及飲料公司。製造酒精、菸草及木材的公司、食品零售商以及提供如殺蟲劑、肥料等生產過程之相關投

入要素予農夫的公司，亦可能適用部份此行業揭露之內容，但本文件並非為這些公司特別設計。行業報告指引聚焦在國

際標準產業分類(或NACE)編碼10及11.07(非酒精飲料)的公司，但不包括編碼10.9(飼料業)的公司。

本指引及其包含的標準揭露並非針對主要業務為農業的企業。然而，農業對食品加工業的永續性議題有著廣泛的衝擊，

也關連到食品生產鏈中的所有連結。因此，本行業揭露涵括了食品行業在促進食品生產鏈(包含農業)於環境、社會及經

濟考量面之永續發展的活動。

食品加工業包括從事如魚、肉、奶、穀物及水之加工的各式企業，包括了全球數百萬家的中小企業以及一些大型公司。

這些公司通常直接提供產品給消費者，也有些公司專門從事企業間(B to B)的活動(食材、大宗商品市場)；有些公司直接

參與食品生產的所有過程，從農業活動到最終生產與零售；有些公司則專注於生產鏈的最上游，或透過大宗商品市場採

購。

2.2 本行業揭露的緣由？ 
以行業內的公司家數及其總體經濟價值而言，食品加工業為全球最大的行業之一。食品加工業所面對的永續性挑戰與議

題包括：

 • 協助更容易取得安全、健康且可負擔的食品

 • 氣候變遷的衝擊及由氣候變遷所造成資源的風險

 • 開發中國家農村地區的參與

 • 複雜且全球性的供應鏈

 • 食品供應鏈小型生產者的能力與脆弱度

 • 政府的參與

 • 對消費者健康與幸福的影響

 • 對自然資源耗用的衝擊及對自然資源依存度

 • 稀有自然資源耗用的後果

 • 動物福利，特別是大規模或工業化的營運

 • 公平及道德貿易實務

 • 包材的使用及對環境與健康的相關衝擊

2
食品加工業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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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食品加工業的內容總覽

一般標準揭露

 • 策略和分析

 • 組織概況

 • 鑑別的重大考量面和邊界

 • 利害關係人議合1

 • 報告書基本資料

 • 治理

 • 倫理和誠信

特定標準揭露

類別 經濟 環境

考量面2
 • 經濟績效 
 • 市場形象

 • 間接經濟衝擊

 • 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 

 • 原物料 
 • 能源

 • 水

 • 生物多樣性 
 • 排放

 • 廢污水及廢棄物

 • 產品及服務

 • 法規遵循

 • 交通運輸

 • 整體情況

 • 供應商環境評估

 •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類別 社會

子類別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人權 社會 產品責任

考量面2  • 勞僱關係

 • 勞/資關係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訓練與教育

 •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

機會

 • 女男同酬

 •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

機制

 • 投資

 • 不歧視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 童工

 • 強迫與強制勞動

 • 保全實務

 • 原住民權利

 • 評估

 • 供應商人權評估

 •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 當地社區

 • 反貪腐

 • 公共政策 
 • 反競爭行為

 • 法規遵循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

機制

 • 健康且可負擔的食

品 
 • 動物福利 

 •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 產品及服務標示 
 • 行銷溝通 
 • 顧客隱私

 • 法規遵循

3
食品加工業 
揭露

1) 「議合」係譯自原文「engagement」，以下均同。 

2) 在指南中，「議題」指任何可能的永續性主題，考量面則是指

南中所涵蓋的一系列主題之集合體。

 該G4一般標準揭露與G4考量面中已加

入行業特定內容。

  行業特定考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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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3.2  食品加工業特定標準揭露

 

重要提示

此部分由(子)類別與考量面組成。對於每一個(子)類別中，行業特定考量面將揭示於G4考量面之後，本節僅呈現包含

行業補充的G4考量面。

如果下列的考量面與相關行業揭露被鑑別為重大，則須於報告中說明。「界定報告內容的報告原則」是設計用以協

助組織鑑別重大考量面(在「G4實施手冊」的9-13頁及31-40頁中描述了這些原則以及應用這些原則的指引)。

類別：經濟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 考量面

經濟績效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補充指引 
彙編要領

社區投資：

具體說明在食品加工業特有貢獻下，所投入的方案與實務作法上的支出金額(例
如：健康生活型態的推廣；慢性病與營養不良的預防；促進易於取得健康、營養

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為有需要的社區改善其福利等)(給予其它組織的捐助、推

廣活動的直接花費等)。

本揭露的限制為食品之捐贈可能會扭曲受贈地區之國內市場，而不利於當地生產

者。

對於非財務貢獻，參照「源自於前版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FP4」(可促進健康生活

型態、慢性病之預防、獲取健康、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為有需要的社區改

善福利的任何方案與實務作法(實物捐獻、志工倡議、知識移轉、夥伴關係及產品

開發)的性質、範疇與有效性。

 見G4實施手冊第69-70頁中完整的G4-EC1內容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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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 考量面

經濟績效(續)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續)

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補充指引 

攸關性

政府對於農業、生質燃料及食品製造的支持，對於全球食品價值鏈有重要的影

響。此支持能推動責任行為、經濟發展並提升公眾健康，但也會邊緣化小規模生

產者並對公眾健康產生非預期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 OECD生產者支持估計量報告。

 見G4實施手冊第74頁中完整的G4-EC4內容 

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 考量面的行業特定介紹

原物料採購是食品加工業永續性至為重要的一個議題。食品加工業依賴著初級生產作為其

原物料，如農業及漁業。自初級生產者、經紀商、大宗商品市場等所取得的原物料，會造

成食品加工公司與社會的先天重大風險(例如，童工、缺水)。

初級生產通常在食品加工組織直接控制範圍之外，但增加了此行業的主要風險。故報告編

撰組織應考量其供應鏈之永續性，包括對可能存在於其供應鏈內之生態系統及社會服務的

顯著依賴度3。

   行業別的經濟揭露(續)

3) 依賴生態系統服務的例子：報告編撰組織的一個關鍵供應商依賴水源短缺集水區的水源穩定供應。水的穩定供應是由集水區生態系統所提供的一項服

務。參見世界資源研究院生態系統服務用以評估對生態系統服務之依賴度的工具。社會依賴的例子：報告編撰組織的一個關鍵供應商，在生產高峰期間的

營運係依賴著臨時勞動力的可取得性。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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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 考量面

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續)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以下及其他的因素可能會增加重大風險，報告編撰組織可用以評估其供應鏈之重大

性。

供應商的原物料為：

 • 在資源受限的地區生產

 • 在具高保育價值的區域生產

 • 在具社會、政治或經濟脆弱性的地區生產

報告編撰組織應揭露與下列要素相關的原物料採購策略、目標和政策：

 • 保護自然資源；

 • 最小化毒性；

 • 公平貿易；

 • 勞工的公平薪資；

 • 可追溯性；

 • 基因改造生物；

 • 動物福利；與

 • 生質燃料。

報告編撰組織應說明上述中那些被認為具重大性的因素如何納入組織的採購策略

與程序中。報告編撰組織應陳述其如何整合涵蓋整個供應鏈的永續性考量至其採

購準則。 

定義

原物料採購

就本行業揭露之目的而言，原物料採購被定義為獲取投入，例如，原料、食材及

化學原料的獲取。

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是天然產生物質或非人體有機體，在其相對未改造(天然)形式時被視為

具有價值。自然資源之價值由此原物料可取得之數量及對其需求而定，後者係由

其對生產的用處而決定。

生態毒性

指的是生態、化學或物理壓力因子影響生態系統之潛勢。 

   行業別的經濟揭露(續)



第三章 12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續)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續)

G4-DMA

(續)

公平薪資

係決定於工作類型被賦予的角色與責任、所需技能與資格，及類似工作在求職市

場普遍的相對價值，通常受到法律規範，經工會組織協商或由市場機制決定。針

對公平薪資的額外考量包括內部公平性，且為一個符合組織目標與主要文化的現

金及非現金福利組合，並足以滿足基本生活所需。

公平貿易

指基於意見交流、透明及尊重基礎上的貿易夥伴關係，尋求國際貿易中更大的公

平性。其對於永續發展之貢獻，係藉由提供更好的貿易條件給被邊緣化的生產者

與工作者-特別是南方國家，並確保其權利。由消費者支持的公平貿易組織，藉由

主動支持生產者、提升相關意識，並針對改變傳統國際貿易的規則與實務，進行

社會運動⁴。

基因改造生物

意指一生物(人類除外)的遺傳物質藉由配種和/或自然重組，以非自然發生之方式

被改變⁵。

 見G4實施手冊第82頁中完整的特定考量面DMA指引 

行業特定指標

FP1 向符合公司採購政策之供應商採購的數量百分比

見第20-21頁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2 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比，並依標準區分

見第22頁  揭露要求與  指引

4) 來源：公平貿易決議案，歐洲議會，2006年7月6日。

5) 來源：歐洲議會2001/18/EC指令。 

   行業別的經濟揭露(續)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第三章 13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類別：環境

食品加工業的環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原物料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補充指引 

彙編要領

鑑別所使用的總原物料。至少包含：

 • 原物料(意即，包含野生捕獲及養殖的海鮮、棕櫚油、大豆和肉、瀕臨絕種的

物種、用於轉變成為最終產品或服務的自然資源，例如，礦石、礦物、木材

等)

 見G4實施手冊第86頁中完整的G4-EN1內容 

生物多樣性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N1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

樣性價值的地區 

 額外揭露的要求 

說明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

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之相關資訊，包括：

 • 組織所擁有、租賃或管理之地面水及地下水 

 補充指引 

攸關性

透過說明位於、包含於或鄰近於法定保護地區，及在保護區外之高生物多樣性價

值的地區之水體的潛在衝擊，組織能鑑別並了解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特定風險。

資料來源 

資訊的可能來源包含採購合約、租賃合約或國家或區域的水域登錄。

 見G4實施手冊第101頁中完整的G4-EN11內容

G4-EN1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補充指引 

資料來源 

關於水體復育的資訊(意即，水體復育要求)載明於水的租賃或採購合約，或於環

境及社會衝擊評估或風險評估的文件中。

 見G4實施手冊第103頁中完整的G4-EN13內容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第三章 1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類別：社會

子類別：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食品加工業的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勞/資關係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係指出報告編撰組織之高階管理團隊與適當之勞工代表就目前/迫切之當地、國家

及國際層級的勞動議題，所進行之社會對話⁶其性質與程度。 

行業特定指標

FP3 按國家計算，由於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時損失百分比

見第23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子類別：社會

食品加工業的社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公共政策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食品加工公司對於組織內重要產品成分之補助或其它有利於生產(見G4-EC4揭露

要求a中的清單)的任何遊說活動，應提供清楚且明確的細節。

說明與補助或其它有利於生產有關的任何遊說活動(例如：食品加工公司影響農業

法規的遊說)。

 見G4實施手冊第209頁中完整的特定考量面DMA指引

6)歐盟定義之社會對話為：由社會夥伴之代表組織所進行之討論、諮商、談判及常見的行動。基於團結、責任與參與之原則所為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第三章 15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社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行業特定考量面

健康且可負擔的食品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可促進獲得健康生活型態、慢性病預防、獲取健康、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

為有需要的社區改善福利的任何方案和實務作法(實物捐獻、志工倡議、知識移

轉、夥伴關係及產品開發)的性質、範疇及有效性(源自於前版食品加工業補充指

引FP4)。

見完整指引內文第24頁 

行業特定指標

本行業特定考量面未包含指標⁷。 

動物福利 本行業特定考量面的介紹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資料，全球每年飼養超過600億頭陸棲動物及養殖5200萬噸的水產

動物供作食用。飼養的陸棲動物在2050年前將成長達2倍，同時目前養殖的水產動物數量已

佔全球人口海鮮消費的一半。消費者已越來越關注被飼養作為食物的動物的管理與照顧方

式。他們認為食品品質不僅由產品的風味及價格而決定，也在於倫理議題，例如，用以製

作產品之動物的福利。

由於動物福利未包含於G4指南中，本行業揭露指南聚焦在遺傳育種、動物飼養；運輸、處

理與屠宰。這些說明動物福利中關於動物(陸棲及水產)處理、對待、加工潛在動物福利疑

慮，尤其是飼養用來製成產品的動物。特別是由動物福利資訊以了解下列有關風險：遺傳

育種；生理改造；圈養系統；抗生素、消炎藥、賀爾蒙，和/或促進生長作法；因未符合法

律規範及/或與動物福利相關自願性標準事件。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續)

7)  為說明本考量面，組織可以使用替代指標或發展其自有指標。包含於報告中的組織特定指標應遵循GRI報告原則，並具備與GRI標準揭露同等的嚴謹

度。



第三章 16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社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行業特定考量面

動物福利(續)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政策

依種類及品種，說明生理改造及麻醉藥使用政策，以及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

蒙，及/或促進生長的政策，包括與停止用藥相關的政策。各自參照FP10與FP12
以進行實務作法說明。

監測與追蹤

列出認證過程或其他方式(例如，動物福利評分系統)以稽核/驗證報告編撰組織績

效。

額外資訊 
為了解組織績效，需要額外的相關資訊，例如：

• 為改善動物福利實務與程序的倡議；

• 對於工商團體動物福利倡議的支持；

• 採用之動物福利政策、實務與程序的標準與取得之認證；

• 在動物福利研究及發展上所配置的資源，包括與活體動物實驗有關的倡議。

行業特定指標 

FP9 依種類和品種，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見第25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10 依種類及品種，在生理改造及使用麻醉劑方面的相關政策和實務作法 

見第26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11 依種類和品種，每一圈養系統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量及百分比

見第27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12 依種類和品種，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及/或促進生長的政策及實務作法 

見第28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13 嚴重違反運輸、處理及屠宰活體陸棲與水產動物的法規之事件，以及遵守自願性標

準的事件總數 

見第29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續)



第三章 17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子類別：產品責任

食品加工業的產品責任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顧客健康與安全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包括對於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進行環境與社會顯著衝擊評估。

 見G4實施手冊第222頁中完整的特定考量面DMA指引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種類之百分比 

 額外揭露的要求 

說明其程序，依此程序⁸所採行的步驟，以及採行步驟後所得到的結果。

 補充指引 

攸關性 

產品與服務(包括包材)的評估也應考量環境與社會的衝擊。這個考量面尤與食品

加工業息息相關，因其價值鏈之影響擴及於下游。上游衝擊的評估已涵蓋於採購/
原物料採購實務考量面的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見G4實施手冊第223頁中完整的G4-PR1內容 

行業特定指標

FP5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證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

比 

見第30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6 依產品類別，減少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含量和添加糖的消費品之總銷售量百分

比 

見第31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FP7 依產品類別，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

的消費品之總銷售量百分比 

見第32頁的  揭露要求與  指引

8) 參考生命週期評估的術語。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續)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第三章 18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產品責任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產品及服務標示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針對超過法規要求向消費者溝通成分與營養資訊的政策與實務作法(源自於前版食

品加工業補充指引FP8)

見完整指引內文第33頁

 見G4實施手冊第225頁中完整的特定考量面DMA指引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

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補充指引 

攸關性

因為食品加工業產品，佔消費者日常消費的比例極大，故食品加工業的社會與環

境面向產品資訊，以及與消費者的溝通，至為重要。

彙編要領

說明社會與環境面向產品資訊時，指出標誌的使用以及未顯現於包材上的資訊。

說明的主題包括如：有機及公平貿易認證、回收包材、碳和/或水足跡。

 見G4實施手冊第226頁中完整的G4-PR3內容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續)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Traditional-G4-Part-Two.pdf


第三章 19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產品責任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 

G4考量面 

行銷溝通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攸關性

「全球飲食、運動及健康策略」⁹認為非傳染性疾病(NCDs)，包括心血管疾病、

第二型糖尿病，以及特定類型的癌症等，所造成的全球負擔快速增加，而其中不

健康的飲食及缺乏運動都造成NCDs的主因。

高脂、高糖與高鹽這類高能量、低營養食品的消費量增加，被認為是一個風險因

子。食品行銷影響了食品的選擇及飲食習慣，尤其容易影響及於準媽媽與新手媽

媽、孩童、青少年以及弱勢族群等脆弱群體。

彙編要領

在說明與行銷溝通有關的任何規範或自願性標準時，須考量如電視、網路、文字

訊息、電子郵件、校內宣傳、競賽與贈品這些管道與方式。

食品加工公司也應針對脆弱群體，像是準媽媽與新手媽媽、孩童、青少年以及弱

勢群體，具體詳細地說明其相關行銷政策與指南。

參考文獻

 •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母乳替代品銷售守則。

 • 國際商會負責任食品及飲料溝通架構。

 • 世界衛生組織對孩童銷售食品及非酒精飲料之指南(草案) 。
 • 世界銀行重要術語詞彙編，「脆弱群體」。

 • 千禧年發展目標第五目標：改善母親的健康。

9) 來源：世界衛生組織，2004年5月。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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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食品加工業特定標準揭露全文

類別：經濟

G4考量面：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

指標

 

FP1

向符合公司採購政策之供應商採購的數量百分比

1. 攸關性

食品加工公司透過原物料採購管理方法具有影響其供應商

永續性之潛力。然而，雖然具有原物料採購管理方法卻無

法保證所有的採購符合管理方法。食品加工公司可能有為

數眾多的供應商，且可能遍於世界各地或偏遠地區，因此

需要公司鑑別出供應鏈中原物料供應重大議題及提供擔保

的供應商，再進而查驗及說明供應商是否將此政策施行於

實務中。本指標將鑑別公司是否與供應商合作使其符合原

物料採購政策。

2. 彙編要領

2.1 鑑別報告編撰組織供應鏈中的供應商。

2.2 鑑別符合原物料採購政策的供應商(例如透過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合約條款、自我評估、買方稽核、第三方單

位查證)。

符合的供應商應包括為了實踐該政策而備有實施行動

計畫的供應商。

2.3 鑑別自2.2所辨別出每個符合的供應商之採購量。

2.4 加總自2.3所鑑別符合的供應商個別之採購量，用以計

算來自符合的供應商之總採購量。

2.5 區分符合及未符合公司原物料採購政策的供應商，使

用以下公式計算購買自符合的供應商的採購量百分

比：

 

        自2.4 計算符合的供應商 
                      之採購量     
=               
        自所有供應商的總採購量

 
自符合的供

應商之採購

量百分比

  
x 100

 

4
食品加工業 
揭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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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說明2.5計算的百分比，將數據細分用以評估原物料採

購政策的符合性。

2.7 說明經過區分為符合原物料採購政策的供應商與具有

行動計畫的供應商。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帳務及會計系統、採購或供應商管理

部門、自我評估報告、買方稽核報告、第三方稽核報告、

供應商行動計畫。

5. 參考文獻

無。

   FP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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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

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比，並依標準區分

1. 攸關性

許多加工食品已發展出可信賴且國際認可的產品(生產)責
任標準。針對特定產品及其生產地區為標的的詳細永續性

要求，已包含在這些標準中。多數的標準是發展自眾多的

利害關係人並獲得國際重要組織的支持。透過遵從這些標

準，許多議題可以確保達到基本的永續性程度。經查驗產

品的原產地可能可以幫助了解應使用的標準。

2. 彙編要領

2.1 鑑別所有採購的原物料產品類型、原產地及數量。

2.2 鑑別與報告編撰組織採購相關之國際認可產品(生產)責
任標準。

本指標的目的在於，可信賴且國際認可的產品(生產)責
任標準是一系列有關社會或環境永續性議題的準則，

且遵循由ISEAL聯盟所界定已調合的國際標準制定和國

際認證程序。

此類標準例如包括公平貿易(WFTO公平貿易標準)；
有機(IFOAM)；圓桌會議(例如，永續棕櫚油圓桌會

議-RSPO)；咖啡行業共同準則(C4)；雨林聯盟農業認

證；海洋管理委員會(MSC)；森林管理委員會(FSC)等。

可在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的管理方針揭露說明上述的

管理方法。

2.3 鑑別依循2.2中的標準所認證的採購原物料。

2.4 加總計算在2.3中所鑑別經依循相關標準所認證原物料

的採購量。

2.5 使用以下公式計算依循2.2中所述標準的確認之採購量

百分比：

         2.4 中所計算的採購量 
   = 

總採購量

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

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

體採購之百分比

 x 100

2.6 依2.2中鑑別的可信賴且國際認可的產品(生產)責任標

準及2.1中鑑別的原產地，分類說明2.5中計算的百分

比。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自我評估報告、驗證報告、採購單、交貨單、帳單、認證

書。

5. 參考文獻

無。



23第四章

類別：社會

子類別：勞動實務和尊嚴勞動

G4考量面：勞/資關係

指標

FP3

按國家計算，由於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時損失百分比

1. 攸關性

罷工和停工事件的數據可有效衡量勞/資關係的狀況及其隨

時間進展的方向。需要考量當地法規的限制及國家間、行

業間和部門間之基準比較。

本指標在某些不允許罷工的國家具有限制性，罷工非全然

是勞資關係不佳的訊號，而沒有罷工也並不表示有良好的

勞資關係。

2. 彙編要領

2.1 依國家別鑑別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

不包含間接行動(即與報告編撰組織/行業實務無關的罷

工)。

2.2 鑑別由2.1中所述的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

時損失。

包含在參與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的臨時工。

2.3 依國家別鑑別總工時。

2.4 依國家別計算因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時

損失百分比。

可將總損失工時乘以100再除以總工時來計算此百分

比。

2.5 依國家別說明因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時

損失百分比。

2.6 說明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的原因。

3. 定義

罷工

通常由於員工的不滿導致大規模員工拒絕工作所造成的工

作停擺。

停工

雇主拒絕讓員工工作所造成的一種工作停擺形式(常為罷工

的相對方式)。

臨時工

臨時工係指簽訂一定期間合約的工作者。

4. 資料來源

營運據點的人力資源部門可能收集該資訊。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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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社會

行業特定考量面：健康且可負擔的食品

指南-管理方針揭露

可促進獲得健康生活型態、慢性病預防、獲取健康、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為有需要社區改善福利的任何計畫和實務

作法(實物捐獻、志工倡議、知識移轉、夥伴關係及產品開發)的性質、範疇及有效性(源自於前版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FP4)

1. 攸關性

食品公司為解決有不同的營養需求的各種終端消費者(例
如，某些形式的營養缺乏或過剩)，每天都面臨著挑戰。公

司或許可透過開發特定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回應或解決上述

的營養需求。本指標讓公司表明是否可以解決以及如何解

決已鑑別終端消費群的特殊營養需求，且是以任何不危害

健康和可負擔的形式。公司開發產品或服務也可能是提升

社區獲取與了解營養、均衡飲食與習慣的可行作法，而這

也同時有益於居民的自身福利。

本指標的限制性在於捐贈食物可能扭曲接受捐贈當地的市

場，對在地生產者帶來不利影響。

2. 彙編要領

2.1 辨別報告編撰組織營運或重要供應鏈所在社區的需

求，可能可以透過該報告編撰組織作為食品加工公司

所具備特定專業回應(例如，特殊飲食需求或飲食缺 
乏)。如可能，應獨立鑑別這些社區需求。

本指標為「獨立鑑別社區需求」可參考有關當局，例

如，接受援助的政府或聯合國代理機構。

2.2 依2.1中的資訊，鑑別可促進健康生活型態、慢性病預

防、獲取健康、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為有需要

的社區改善福利的任何計畫和實務作法(實物捐獻、志

工倡議、知識移轉、夥伴關係及產品開發)。

關於報告相關的財務捐贈，請參考G4-EC1的指標補充

指引。

2.3 鑑別用以說明2.2計畫和實務作法有效回應2.1需求的證

據，包括描述如何評估其有效性。

2.4 說明可促進健康生活型態、慢性病預防、獲取健康、

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為有需要社區改善福利的

任何計畫和實務作法(實物捐獻、志工倡議、知識移

轉、夥伴關係及產品開發)之性質、範疇及有效性。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研發部門、企業的基金會、企業的慈

善公益和/或政府事務/公共政策部門。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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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特定考量面：動物福利

指標

FP9

依種類和品種，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1. 攸關性

為提高產量、增強疾病抵抗力或產生其他理想特性，透過

育種和基因選殖或改造動物為常見作法，這些作法可能對

動物福利造成影響。本指標旨在衡量報告編撰組織在飼養

和基因方面的作法，包括這些行為與動物福利的關係，以

及組織為減少育種和基因方法對動物福利造成任何負面衝

擊而採取的措施。

此外，說明報告編撰組織自簽約農場或從公開市場購買的

動物的加工流程，將對報告閱讀者提供寶貴的資訊。

2. 彙編要領

2.1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數，例

如禽類、肉牛、乳牛和水產動物。

2.2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育種和基因方面所採用的作法。

2.3 鑑別所採取與2.1各種類和品種相關影響動物福利的倡

議。

2.4 依種類和品種說明：

 • 2.1中所鑑別的動物；

 • 2.2中所鑑別的育種和基因方面的作法；與

 • 2.3中所鑑別的倡議。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報告編撰組織之動物福利和/或獸醫部

門，以及相關的科學期刊。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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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0

依種類和品種，在生理改造及使用麻醉劑方面的相關政策和實務作法。 

1. 攸關性

畜牧業中存在一些具有爭議的作法，例如，利害關係人越

來越關注動物的生理改造。動物的生理改造需要採取適當

飼養方式或使用麻醉劑以減少動物的痛苦。本指標試圖衡

量報告編撰組織所採取改造動物生理的類型。

此外，說明報告編撰組織自簽約農場或從公開市場購買的

動物的加工流程，將對報告閱讀者提供寶貴的資訊。

2. 彙編要領

2.1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對動物採取生理改造的類型，日

常的生理養護，例如，修剪毛髮、修趾、修蹄等不應

包含在本指標中。

2.2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於生理改造過程中動物的飼養方

式及是否使用麻醉劑。

2.3 依種類和品種說明：

 • 2.1中所鑑別的生理改造的類型；與

 • 2.2中所鑑別的在生理改造過程中的飼養作法和麻醉

劑的使用狀況。

3. 定義

生理改變

從生理上改變(添加或去除)動物任何部位之作法，例如，

剪尾、剪齒、去勢、剪喙、去鼻骨、烙印或去除水產動物

的眼柄。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報告編撰組織之動物福利和/或獸醫

部門。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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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1

依種類和品種，每一圈養系統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量及百分比

1. 攸關性

飼養食用動物時所使用的圈養系統(類型)對利害關係人越

顯重要，動物福利可能會受到圈養系統的影響。本指標鑑

別報告編撰組織所使用的動物圈養系統類型。

此外，說明報告編撰組織自簽約農場或從公開市場購買的

動物的加工流程，將對報告閱讀者提供寶貴的資訊。

2. 彙編要領

2.1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用於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每種圈

養系統類型，包括但不限於禽類、肉牛、乳牛和水產

動物。

2.2 依種類和品種，計算2.1中每種圈養系統類型所飼養及/
或加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2.3 依種類和品種，說明使用每種圈養系統所飼養及/或加

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3. 定義

圈養系統

圈養系統泛指1)密飼系統(例如，籠舍蛋雞系統和室內條狀

式地板豬舍) 2)室內粗放系統(例如，穀倉或棲架式蛋雞養

殖系統和室內多層豬舍) 3)室外或放養系統，即允許動物

自由出入。圈養系統也包括水產養殖業的近海或淡水隔離

網、水產籠、水產箱和/或池塘。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報告編撰組織之動物福利和/或獸醫

部門。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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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2

依種類和品種，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及/或促進生長的政策及實務作法 

1. 攸關性

在飼養專為食品生產的食用動物時，可能使用抗生素以維

持和/或治療動物的健康，特定賀爾蒙可能被用於促進生

長、繁殖以及提高食用動物的產量，消費者和利害關係人

越來越關注人體對抗生素抗藥性的潛在發展以及賀爾蒙對

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本指標所提供的資料衡量報告編撰

組織對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和/或促進生長的使用

情況。

此外，說明報告編撰組織自簽約農場或從公開市場購買的

動物的加工流程，將對報告閱讀者提供寶貴的資訊。

2. 彙編要領

2.1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報告編撰組織使用的抗生素、抗

發炎藥、賀爾蒙和/或促進生長之類型。

2.2 依種類和品種，鑑別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和/
或促進生長的實務作法，包括停止使用上述藥物的作

法。

2.3 依種類和品種說明：

 • 2.1中所鑑別的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和/或促進

生長之類型；與

 • 2.2中所鑑別的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和/或促進

生長的實務作法。

3. 定義

促進生長

賀爾蒙促進劑指任何透過賀爾蒙作用或模仿賀爾蒙作用，

例如，甲狀腺拮抗劑、雌性賀爾蒙、雄性賀爾蒙或促孕賀

爾蒙來提高產量的藥物。抗生素促進劑是靠破壞或抑制細

菌和/或其他微生物來促進生長的藥物，一般對無歷史紀錄

的疾病進行預防性劑量投藥。

例行使用

例行使用指在沒有疾病情況下，僅為預防性目的之藥物使

用，不包括治療或預防特定健康情形。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報告編撰組織之農場管理和/或動物福

利和獸醫部門。

5.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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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3

嚴重違反運輸、處理及屠宰活體陸棲與水產動物的法規之事件，以及遵守自願性標準的事件總數

1. 攸關性

違反法規事件表示內部管理系統和流程的不足或執行無

效，除處罰或罰鍰等直接經濟後果之外，嚴重違反事件可

能造成報告編撰組織之商譽、客戶信任及動物福利之風

險，組織違反法規事件應當越少越好。本指標顯示內部控

制有效性的改善或惡化趨勢。

2. 彙編要領

2.1 依以下分類鑑別動物的運輸、處理和/或屠宰過程中，

嚴重違反法律及法規的事件總數：

 • 遭到處罰和/或罰款的違反法律和/或法規事件；與

 • 遭到警告的違反法律和/或法規事件。

2.2 報告編撰組織被認定無過失的違規事件不在本指標計

算範圍內。

2.3 說明報告編撰組織已確認違反活體陸棲和/或水產動物

運輸、處理、屠宰法律和法規的案例。

2.4 鑑別報告編撰組織執行與動物運輸、處理，和/或屠宰

作法有關的自願性準則和/或計畫。

2.5 說明與動物運輸、處理，和/或屠宰作法有關，遭到罰

款、處罰和/或警告的違反法律及法規事件的總次數。

2.6 說明報告編撰組織執行與動物運輸、處理，和/或屠宰

作法有關的自願性準則和/或計畫(例如，the American 
Meat Institute's Recommended Animal Handling 
Guidelines and Audit Guide)。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包括報告編撰組織之法務、動物福利、獸

醫和公共關係部門。

5. 參考文獻

 • OIE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 Section 7(運輸和屠

宰過程的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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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別：產品責任

G4考量面：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指標

FP5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證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1. 攸關性

眾所皆知購買不安全的食品會對健康造成潛在的負面影

響，國際認可食品安全管理系統的發展可協助食品加工業

免於提供給消費者不安全食品的風險。

本指標可協助公司說明其如何透過執行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來確保其產品安全。

2. 彙編要領

2.1 鑑別報告編撰組織所有生產產品的廠房。

2.2 鑑別經第三方認證通過國際認證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標準之廠房。

2.3 鑑別 2.2廠房之產量。

2.4 由2.3中所鑑別的產量計算總量。

2.5 依下列公式計算經獨立第三方單位依據國際認可之食

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認證的廠房所生產的產量，佔總

產量的百分比：

 

    
         2.4 中計算的產量
    = 

   總產量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

國際認證之食品安全管

理系統標準之廠房所生

產產品之百分比

 x 100

2.6 說明2.5中計算的百分比。

3. 定義

第三方認證

第三方認證不包括政府的常態性檢查。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為品質、永續或食品安全部門。

5. 參考文獻

 • ISO 22000.
 • Global GAP.
 •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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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6

依產品類別，減少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含量和添加糖的消費品之總銷售量百分比。

1. 攸關性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肥胖已達到全球流行疾病等級。

過重或肥胖使人面臨各種慢性疾病的風險，例如，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和特定癌症。導致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為

攝取越來越多高熱量、脂肪、鈉和/或添加糖的食品。本

指標讓公司說明為消費者健康，改善其產品種類所達成的

程度。

2. 彙編要領

2.1 鑑別公司產品群中所有的消費產品食品類別(下列表格

提供範例)。

2.2 鑑別每種食品類別中，已經降低飽和脂肪、反式脂

肪、鈉及糖(總含量及人工甜味劑取代的糖分)含量的產

品數。

2.3 依產品類別計算降低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及糖(總
含量及人工甜味劑取代的糖分)的消費產品佔銷售量的

百分比。

2.4 依產品類別說明降低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及糖(總
含量及人工甜味劑取代的糖分)的消費產品佔總銷售量

的百分比。

2.5 說明組織對於降低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及糖含量

的定義。

2.6 在顧客的健康與安全考量面的管理方針揭露中說明營

養和健康的政策。

示意表(A)如下。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為研發或產品開發部門。

5. 參考文獻

Obesity: preventing and managing the global epidemic
 • Report of a WHO Consult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

Diet, nutr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 Report of a Joint WHO/FAO expert consult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8 January - 1 
February 2002.

 • Codex Alimentarius.

表A：

 (食品類別範例：例如，冷凍食品、罐頭食品、牛奶及奶製品、鹹味零食、甜食及烘培食品、飲料、乾貨(穀類食品)、乾

貨(麵包)、乾貨(穀物)、乾貨(麵條)、乾貨(湯類)、即食品、其他)。

零售和食品服務

群中所有的產品

類別

降低飽和脂肪 降低反式脂肪 降低鈉 低糖

加總 人工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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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7

依產品類別，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的消費產品之總銷售量百分比

1. 攸關性

本指標顯示食品加工公司為提升消費者健康而改良產品配

方或推出新產品的達成程度。

2. 彙編要領

2.1 如FP6所鑑別的公司產品群中的所有消費產品食品類

別。

2.2 鑑別每種產品類別中有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

命、礦物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的消費產品

銷售量。

2.3 鑑別每種產品類別消費產品的總銷(售)量。

2.4 計算每種產品類別中有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

命、礦物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的消費產品

之銷(售)量百分比。

2.5 說明以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質、植化素或

機能性食品添加物(例如，添加更多水果或蔬菜、使用

全麥麵粉取代白麵粉、添加益生菌)來改良食品的合理

性和方法(保留或添加)。

2.6 說明增加具有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質或植

化素)產品類別的合理性。

2.7 說明組織對於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

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的定義。

3. 定義

植化素

由植物獲取的食物中化合物，針對人類營養具有促進健康

的特性。

機能性食品

機能性食品是一個廣泛描述具有特定健康或醫療效果的食

品、食品成分或膳食補充劑，除了基本營養功能之外，還

包括疾病預防和治療功能。

4. 資料來源

機能性食品是一個廣泛描述具有特定健康或醫療效果的食

品、食品成分或膳食補充劑，除了基本營養功能之外，還

包括疾病預防和治療功能。

5. 參考文獻

無。

表B：依銷售的產品類別，含有增加營養成分的消費產品銷售量佔總銷售量的百分比。

 (食品類別範例：例如，冷凍食品、罐頭食品、牛奶及奶製品、鹹味零食、甜食及烘培食品、飲料、乾貨(穀類食品)、乾

貨(麵包)、乾貨(穀物)、乾貨(麵條)、乾貨(湯類)、即食品、其他)。

零售和食品服務

群中所有的產品

類別

纖維 維他命 礦物質 植化素 機能性食品添

加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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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考量面：產品及服務標示

指引―管理方針揭露

針對超過法規要求向消費者溝通成分與營養資訊的政策與實務作法(源自於前版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FP8)

1. 攸關性

全球食品市場的擴張使消費者接觸到越來越多種類的加工

食品，這些食品可能會因為便利、廉價、美味或有助於健

康而吸引消費者。為幫助消費者做出解決其需求和偏好的

明智選擇，應以各種形式(包括產品標籤、消費者熱線、網

站)為消費者提供完整且易於了解的資訊(即，適合當地文

化和教育水平的當地語言和文字)。

2. 彙編要領

2.1 鑑別與產品市場相關的法規標示要求，例如，每日攝

取量指南(GDA)。

2.2 鑑別超出法規要求的產品成分和營養資訊作法。

2.3 鑑別這些產品的產品標示：

 • 成分列表；與

 • 主要營養資訊：例如，食品中的熱量、脂肪、膽固

醇、蛋白質、鈉、碳水化合物、纖維、相關的維他

命及礦物質含量。

2.4 鑑別消費者獲取資訊的方式(例如，網站、消費者熱線

等)，讓計畫購買的消費者可以透過此方式獲取關於產

品主要營養和成分的豐富量化資訊。

2.5 鑑別採取的溝通政策：

 • 人工食用色素;鑑別使用的人工色素；

 • 食品添加劑/增味劑1⁰，例如，使用的水解蛋白、味

精；

 • 用於食品和食品生產中的基因改造生物；

 • 使用的人工甜味劑；

 • 使用的防腐劑；

 • 使用的潛在過敏原，即，大豆、小麥、堅果等；與

 • 食品強化，例如，原有的營養特性、強化的原因、

營養素、維他命、礦物質或用做強化的其他添加劑;
食品殺菌方法，即，輻射、巴式消毒法。

2.6 鑑別用作定義食品營養、健康訴求和其他訴求(例如，

清淡、低熱量、有益心臟、天然/純天然、全麥)政策。

2.7 說明2.2至2.6中針對超過法規要求向消費者溝通成分與

營養資訊的政策與實務作法。

3. 定義

無。

4. 資料來源

可能的資料來源為行銷和溝通部門。

5. 參考文獻

 • FDA Food labelling regulations.
 • International, EU and Government Guidelines based 

on published data on dietary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10) 食品添加物/增味品一般通稱為味精，accent，味之素，zest，味精，美味粉，subu，中式調味品，麩胺酸單鈉，Glutacyrl-50，去水蔬菜蛋白(12%-

20% msg)，去水植物蛋白，天然香精(也是去水蔬菜蛋白)，昆布抽出物，美極，味精等通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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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附錄I提供關於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內容如何重新編排以對應G4指南的新架構，包括於行業補充指引原內容所在的連結

總覽。

說明：

下列附註對應G3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的不同章節：

 • RG & FPSS→永續性報告指南&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

 • IP：SG & FPSS→指標協議(IP)之原料採購指標(SG)
 • IP：EC & FPSS→指標協議(IP)之經濟指標(EC)
 • IP：EN & FPSS→指標協議(IP)之環境指標(EN)
 • IP：LA & FPSS→指標協議(IP)之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指標(LA)
 • IP：SO & FPSS→指標協議(IP)之社會指標(SO)
 • IP：PR & FPSS→指標協議(IP)之產品責任指標(PR)
 • IP：AW & FPSS→指標協議(IP)之動物福利指標(AW)

食品加工業特定標準揭露

類別：經濟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經濟績效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C & FPSS, p. 5

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C & FPSS, p. 9

5
附錄I.食品加工
業補充指引連
結總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resourcelibrary/FPSS-Comple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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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經濟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採購/原物料採購實行 考量面的行業特定介紹

見行業補充指引RG & FPSS, p. 29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RG & FPSS, pp. 29-30 

行業特定指標

FP1 向符合公司採購政策之供應商採購的數量百分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SG & FPSS, p. 2

FP2 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比，並依標準區分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SG & FPSS, p. 3

   行業經濟揭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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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類別：環境

食品加工業的環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原物料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N & FPSS, p. 5 

生物多樣性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EN1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他高生物多

樣性價值的地區 

 額外揭露的要求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N & FPSS, p. 17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N & FPSS, p. 17

G4-EN1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EN & FPSS, p. 19



37第五章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類別：社會 

子類別：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食品加工業的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勞/資關係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RG & FPSS, p. 35 

行業特定指標 

FP3 按國家計算，由於勞資糾紛、罷工和/或停工造成的工時損失百分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LA & FPSS, p. 10

類別：社會

食品加工業的社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公共政策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SO & FPSS, p. 8 

行業特定考量面

健康和可負擔的食品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可促進健康生活型態、慢性病之預防、獲取健康、營養且可負擔的食品，以及

為有需要的社區改善福利的任何方案與實務作法(實物捐獻、志工倡議、知識移

轉、夥伴關係及產品開發)的性質、範疇與有效性(源自於前版食品加工業補充指

引FP4)。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SO & FPSS,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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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社會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行業特定考量面

動物福利 考量面的行業特定介紹

見行業補充指引RG & FPSS, p. 43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RG & FPSS, pp. 43-44  

 行業特定指標

FP9 依種類和品種，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AW & FPSS, p. 2

FP10 依種類和品種，在生理改造及使用麻醉劑方面的相關政策和實務作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AW & FPSS, p. 3

FP11 依種類和品種，每一圈養系統飼養及/或加工之禽畜的總量及百分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AW & FPSS, p. 4

FP12 依種類和品種，抗生素、抗發炎藥、賀爾蒙，及/或促進生長的政策及實務作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AW & FPSS, p. 5

FP13 嚴重違反運輸、處理及屠宰活體陸棲與水產動物的法規之事件，以及遵守自願性標

準的事件總數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AW & FPSS, p. 6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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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子類別：產品責任

食品加工業的產品責任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3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額外揭露的要求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3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3 

行業特定指標 

FP5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證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

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5

FP6 依產品類別，減少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含量和添加糖的消費品之總銷售量百分

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6

FP7 依產品類別，增加營養成分如纖維、維他命、礦物質、植化素或機能性食品添加物

的消費品之總銷售量百分比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7 

產品及服務標示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針對超過法規要求向消費者溝通成分與營養資訊的政策與實務作法(源自於前版食

品加工業補充指引FP8)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9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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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標準揭露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要求   指引

食品加工業的產品責任揭露

考量面  行業揭露內容於行業補充指引(2010)中原所在位置

G4考量面

產品及服務標示(續) G4指標之行業額外揭露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

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8 

行銷溝通 DMA的行業特定指引 

G4-DMA  補充指引 

見行業補充指引指標協議(IP)：PR & FPSS, p. 12

   行業別的社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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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GRI秘書處於制定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過程中，聘用顧問(支薪)：
 • 瓦赫寧恩大學(領導顧問- Koen Boone)

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工作小組成員

食品加工業補充指引工作小組負責建立整套新的行業特定揭露和績效指標，以及在G3指南內容中的註。工作團隊製作的

期間從2008年1月到2010年5月為止。工作小組成員由食品加工業員工和非政府組織的自願者組成。

 • Liselotte Carlsen, Danisco, Denmark
 • Sharon Chong, Wilmar, Singapore
 • Jill Davidson, Archer Daniels Midland, USA
 • Fabienne Derrie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FAP), France
 • David Diamond,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rance
 • Michael Dupee, Green Mountain Coffee Roasters, USA
 • Moctar Fall, Interface Trading, Senegal
 • Pascal Gréverath, Nestlé, Switzerland
 • Leigh Ann Johnston, Tyson Foods, USA
 • Jeff McNeel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Switzerland
 • Bethany Murray,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GS), UK
 • Richard Perkins, World Wildlife Fund for Nature (WWF), UK
 • Carola Reintjes, 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 (IFAT), Spain
 • Anna Roslund, Young´s Seafood Limited/Findus Group, UK
 • Michel Santos, Bunge Brazil, Brazil
 • Lisa Sasson,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USA
 • Faiz Shah, Punjab Education Sector Reform Program (PESRP), Pakistan
 • Martin Siecker, FNV Bondgenoten, Netherlands
 • Rowen West-Henzell, 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CIWF), UK

6
附錄II. 食品加工
業揭露內容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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