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參與《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
告書》彙編過程中，除了看見涂老師的努力與
用心外，也看到該報告書是以全球永續性報告
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框
架概念，將淡江的校務治理、永續發展、社會
實踐與參與等內容整理於該報告書中，並結合
SDGs和試著評估抽象的影響力，讓讀者能夠
更加清晰的理解淡江在永續發展方面的作為。
在發布第一本報告書後，未來可以滾動式修正
與提升品質，相信日後會越來越好。
記者：《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

告書》是參酌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之「GRI永續性

報導準則（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永續發展報告的架構所編製而

成的，是否請涂敏芬副教授分享在彙編本次報

告書的過程？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以下簡稱涂）：我認
為整本報告書的彙編過程，從0到1是最困難的
事情，但也是個探索的過程，須在有限時間
內搜集校內所有單位相關資料、與各單位溝
通資料提供等，像《淡江時報》報導內容提
供了很重要的資料參考。同時，也與課程結
合，帶領學生研讀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與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的相
關報告書，從中比較差異後，最後結合SDGs
決定以永續報告書命名而彙編而成《2020淡江
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淡江為何要發
布永續報告書，其目的就是與內外部利害關係
人溝通、爭取教育部等相關資源挹注和補助、
也是接軌國際趨勢的重要媒介、探索校務中長
期效益評估機制的導入、也可藉此建立報告書
出版的工作流程和知識管理機制，最後來符合
本校第五波「超越」的校務發展。

記者：永續報告或是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多會使

用指標與數據顯示組織內部的資訊變化，請教

兩位老師在永續報告書中之揭露資訊的意義。

　劉：資訊揭露在永續發展報告書和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媒介，從企業經
營角度來看，可以透過報告書向利害關係人說
明該企業在創新能力、人才資源、經營層面
等，現在加入永續發展，更能讓利害關係人清
楚瞭解該企業在「經濟的永續」、「人文社會
的永續」以及「生態環境的永續」所做的貢
獻，因此，在永續報告書中，資訊揭露是讓外
界接收資訊的重要方式。隨著永續發展的趨
勢，衍伸各項評估指標，如近期的ESG永續評
分指標（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公
司治理Governance），可透過這3項指標來評
斷企業在環境生態、社會貢獻等各種永續表
現，這亦是投資人觀察企業投入永續的資訊。
　對外部利害關係人來說，可藉永續發展報告
書了解企業、組織對於永續的價值觀、作為和
執行策略。以我自己為例，我先前對淡江的認
識是校園十分美麗，經由這本報告書就能更了
解淡江在永續發展的思考邏輯、佈局和策略，
也明白淡江為永續所付出的努力。同樣的，資
訊揭露對內部利害關係人來說也十分重要，如
許多跨國企業的部門和單位間平時可能無法有
太多認識與交集，透過永續報告書可以得知其
他部門在永續發展的落實程度，了解公司對於
永續的價值觀。而一本好的永續報告書也可以
吸引其價值觀相符的職場新鮮人，大學社會責
任與永續報告書也能讓高中學生認同淡江的永
續理念而選擇淡江就讀，以吸引人才或招生。
　涂：發布本次永續報告書後，受到校內教師
的回饋多是：「原來這計畫的內容是在做這樣
事情。」永續報告書確實增加了校內溝通的管
道，我認為，並不是只要身在組織內部，就能

明確地知道組織內相關單位的職務
內容，自身也是藉由彙編報告書，
才知曉學校在教學與研究上投注的
大 量 資 源 ， 因 此 學 校 的 策 略 、 願
景、價值觀、使命等等，透過架構
放在報告書中，除了讓讀者理解校
園的作為之外，同時也在與利害關
係人互動和對話，這是我認為永續
報告書資訊揭露最具價值的部分。
記者：現今永續發展運用越來越廣

泛，對於大學教學、研究、經營層

面而言，除了實際帶來內外部的溝

通，應如何與校務連結。

　劉：不論企業或大學在撰寫彙編
報告書時，除了是資訊揭露過程，
也是組織內部的自我檢視，因為從

各項數據來觀察中長期趨勢變化，倘若有部分
指標無法搜集到相關資訊、或有下滑趨勢，組
織就可藉此來思考、分析原因進而改善；加上
永續發展報告書須朝永續有關的議題發展，彙
整資料後必須要再回到高層的治理角度，提出
新的組織決策或是營運方向。大學的本質雖與
企業不同，但同時為「組織」，須為社會育
才、為社會貢獻，也有校務治理，學生、家
長、校友、教師、社區區民等都是校方的利害
關係人，藉由蒐集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集結成
與自身本質有關的永續策略，如在學校的運營
下對社區產生好的影響力，讓附近人士知道可
以與淡江合作發展永續議題，我想，這是這本
報告書能夠對應到校務經營的管道。
記者：劉世慶主任曾帶領團隊出版《2020 臺

灣暨亞太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對國內外永

續發展趨勢所知甚廣，請兩位老師與我們分享

臺灣與國際之間的永續連結關係。

　劉：該書主要是每年出版的對永續報告書的
趨勢分析，主要是透過搜集CSR報告書來觀察
亞洲各界永續發展的情況，整體來說，臺灣在
永續的推動上，開始有政府和產業的投入，可
看到臺灣企業在CSR報告書在數量與品質持
續進步中；從2020年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
比中，臺灣有26家企業入選，入選數量於DJSI
世界指數排名第五，臺灣永續發展程度在國際
排行中名列前茅；當然，接軌國際趨勢的過程
中，政府也扮演著重要角色，除了鼓勵和推動
企業編制CSR報告書跟進國際趨勢之外，政
府也時常與其他單位合作，研究GRI的內容與
實際應用，讓GRI指標逐漸被國際各界廣泛使
用。全世界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中，有近60%
公開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臺灣也有許多企業紛紛投入，部分企業會將永
續發展的指標融入未來經營策略目標中，不論
是企業或是大學都已將永續發展視為運營策略
中的一部分。
　涂：淡江已經發布第一本永續報告書，報告
書中也提到永續發展仍會持續進行，這本報告
書也會是自我檢視和定期資訊揭露。不過，要
成為接軌國際的媒介仍需持續努力，如發展
英文版本、目前該報告書只使用GRI架構而還
沒有完全參照GRI的標準、須取得第三方確信
等，所以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需要更多人投
入接軌國際相關工作，才能讓淡江的永續內容
讓更多人知道。
　《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大部分都有遵照GRI的框架與標準，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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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關於本次永續報告書的架構也依據

聯 合 國 所 發 布 的 1 7 項 「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基準，現今永續發展成為各行各業

之顯學，想先請劉世慶主任談永續在國際的發

展趨勢與現況。

　國立政治大學信義書院研究主任劉世慶（以
下簡稱劉）：從國內視角來看，近幾年永續發
展的概念被強烈驅動，從全臺灣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成長的數量可以發現其成長幅度，早期
所搜集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數量有限，近
年已可搜集到企業、大學、醫院等組織等600
多本永續發展報告書，由此可知永續發展在國
內正蓬勃發展。將視角拉到國際，自格羅・哈
萊姆・布倫特蘭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我們共
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又名《布
倫特蘭報告》，即正式定義「永續發展」，該
報中提到：「如果當代要追求繁榮，須留意不
可以犧牲下一個世代的追求繁榮權利，滿足
當代需求的同時，不可過度使用資源，造成下
一代資源耗盡。」依此概念，聯合國接續提出
千禧年發展目標，試圖全球合作解決貧窮等重
大議題，2015年，聯合國推出永續發展17項目
標，帶動各界大小組織響應永續發展，也讓各
界逐漸理解永續的重要性，如對企業而言，以
往企業較追求經濟效益，現在可能會因為永續
發展目標而開始全盤思考環境對社會的影響；
對大學來說，早期僅聚焦於教育，現今則融入
永續發展議題後，大學可藉此與社區合作、與
企業互動等共同創造經濟效益，這些都是組織
響應永續發展產生的變化。
記者：劉世慶主任為《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

任與永續報告書》重要諮詢對象，請問大學社

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的重要意義為何？

文／張容慈整理、圖／涂敏芬、劉世慶提供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Can this MacBook be loaded with something   
      to Windows 10 so that Word docs can be 
handled?
(A) equivalent (B) profitable (C) deliberate (D) 
instrumental
2.Coaches may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may 
happen to the athletes.
(A) so much so that (B) whether (C) whatever (D) 
no matter

3.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compared against the 
company's network logs to determine       
 employee's computer the print job came from.
(A) whose (B) which (C) when (D) where
4.Please be assured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respected and not shared externally.
(A) that (B) of (C) concerning (D) regarding
5.       the week of April 15 to 19, if you purchase 
more than 3 books all at once, you'll receive a 500 
dollar gift card.
(A) During (B) Among (C) Between (D) Under
6.Mr. D'Esposito will announce tomorrow       to 

purchase the old church for the homeless shelter.
(A) where (B) whether (C) why (D) which
7.If your company doesn’t offer coverage, the 
average cost of dental insurance you buy on       is 
between $350 and $500 a year.
(A) yourself (B) each other (C) your own (D) 
another
【答案及解析】

1.(A)，(A)相等的(B)有盈利的(C)故意的(D)器

樂的。 

2.(C)， whatever = no matter what =無論什

麼。…whatever may happen to the athletes =無

論運動員發生了什麼事。

3.(B)，determine後面加名詞子句，原應

為the print job came from which employee's 

computer。

4.( A )，句型be assured that + S + V =我們可

以保證~。

5.(A)，during要加一段時間。

6.(B)，原始名詞子句whether he will purchase 

~ 濃縮成名詞片語whether to purchase ~。

7.(C)，on your own =你自己= by yourself。

　高雄市城中城大樓嚴重大火事件，造成
多人死傷，是高雄史上最重大傷亡事件。
上銀集團於10月19日決定捐出1000萬元，以
撫慰受難的居民與家屬。也希望能拋磚引
玉，呼籲各界一同捐款，協助傷患後續醫
療、生活等相關費用，並提供傷者及罹難
者家屬之經濟支持。上銀集團總裁卓永財
（本校會計系校友，同時為第27屆金鷹獎得
主）表示，上銀集團長期以來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2014年高雄氣爆時捐款1000萬元，
2021年太魯閣號出軌事件，上銀也在第一時
間捐款1000萬元。此次除了表達企業關懷，
也衷心期盼在傷痛之後，能藉此機會一舉
革新，讓臺灣的居住品質變得更好。（資
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校友動態

　20世紀以來，因應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型態改變外，
也使生物生活環境受到破壞，開始面臨氣候變遷、生態失衡等環境困
境，也因為產業發展全球化緣故，延伸出貧富差距、性別平權、公衛
等相關議題；在全球發展失衡的情形下，聯合國於2015年提出「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以17項核心
目標讓各項發展能致力達成人類與地球未來的共榮藍圖。
　本校為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除了陸續將SDGs融入大學課程之
中，期冀藉由教育力量培育學生具備推動永續發展能力外，並落實在
大學社會責任、鏈結國際、校務經營等，於110學年度成立「永續發展
與社會創新中心」，下轄社會實踐策略組，以推動永續業務。

　《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為本校首度出版的社會責
任永續報告書，藉由此報告書向社會揭露並說明本校之校務治理、研
究教學、校園永續、社會實踐與參與、COVID-19疫情因應、國際鏈結
等相關資訊，盡力向與本校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多元溝通管道，了
解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對本校的期許。
　《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總策
劃、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擔任總編輯，並於
2021年6月出版；其中，國立政治大學信義書院研究主任劉世慶為該報
告書的重要諮詢對象，本刊特邀涂敏芬、劉世慶，因應防疫需求，針
對本報告書內容採以線上會議方式進行討論。

上銀集團捐款1000萬 
撫慰高雄城中城受難者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
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活動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
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
之間溝通。

書名：2020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總策劃：何啟東
總編輯：涂敏芬、黃瑞茂
出版者：淡江大學
ISBN：9789578736979

政治大學信義書院研究主任
劉世慶

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涂敏芬

★在投入永續發展的前後有什麼樣的改變？

　劉：投入政大永續發展的職務中，了解到
永續發展不僅可以為利害關係人帶來利益，
也可以為企業帶來良好的競爭力，未接觸前
會認為永續只是種理想概念，但接觸永續發
展和企業實踐案例後，讓我發覺永續可以落
實在每個人、每個組織之中。
　涂：過去沒有永續概念之前，多數企業大
多透過捐款公益行動幫助偏鄉，這些公益行
動並沒有落實日常決策之中，而永續發展就
必須納入企業決策，如採購綠色用品、雇用
身心障礙者、友善校園等，這才是永續真正
的意義。在接觸永續發展之前，在課堂上分
享的是企業案例，卻沒有分析企業的永續策
略，有了這次彙編經驗，能徹底融合教學，
帶著學生徹底認識永續發展並思考永續案例
背後意義。
★如何更了解永續發展？

　劉：除了參閱上市櫃的企業官網的CSR報
告書與永續發展報告書，並推薦企業自身出
版書籍、課堂課程都是接觸永續知識的好方
法。永續是現今國際趨勢，對同學來說，也
可能是很好的就業機會，建議同學可多多接
觸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
　涂：網路上可以找到許多永續發展的相關
書籍，校內時常舉辦與永續相關的工作坊和
座談，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與。

較為緊迫，無法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整分析重大議題，在利害
關係人的部分，是以搜集各處
室 現 有 的 調 查 報 告 跟 數 據 為
主，沒有問卷調查、重大利害
關係人訪談等相關規定。雖然
本次報告書未能全然遵從GRI
的標準流程進行，但仍以GRI
作為本報告書參考架構，改採
盤點方式搜集投入永續發展的
量 能 、 從 因 果 事 件 鏈 檢 核 各
單位的投入（Input）與產出
（Output），進而評估後續帶
來的成果（Outcome）與影響

力（Impact），希望未來能夠按照完整流程進
行，做出更符合標準的永續發展報告書。
記者：淡江以提出「大一淡江人、大四淡水

人」倡議，開展具地域涵養的社會責任承擔模

式，也於2021年8月設立「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中心」持續投入永續實踐。請問涂老師如何

看待「大一淡江人，大四淡水人」內涵意義？

　涂：這是本校以共創大淡水為中長程目標，
當目標要落實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跟學習歷程
時，必須從校園開始、從個人做起，如果我們
沒辦法認同自己、認同學校、認同所在區域，
就會很難認同學校所在的土地，甚至認同社
會，因此我對「大一淡江人，大四淡水人」
的理解是，不同專業的學生可以利用自己的專
業或者是自我實現的目標，來對應到永續藍圖
中的共創大淡水，設計自己的智慧大未來，也
藉此貢獻所學，回應到永續發展之「經濟的永
續」、「人文社會的永續」以及「生態環境的
永續」的理念內涵。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說明彙編《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
與永續報告書》的過程外，並於各課堂上以心智圖方式，
帶領學生認識企業之永續報告書。

延伸學習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說明本校投入《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
任與永續報告書》的行動內容。

2020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涂敏芬x劉世慶
線上深度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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