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摘要 執行摘要

使命 
驅使著 
我們

辻沙繪



執行摘要

健康的地球、活躍的社群、
平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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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讓 NIKE 成為體育界世界龍頭的特質：大膽、創
新和抱負，是讓我們能在現代全球挑戰下造就更多影響力的
條件。因此我充滿希望。我已經看到 Nike 團隊為世界帶來
的正面改變，不只惠及人群，更有益環境。眼前挑戰的艱鉅
程度前所未見，然而，這同時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就像 NIKE 的許多理想一樣，僅僅身在其中並不夠。身為 
NIKE，我們必須引領時代。只要一再要求自己更進步、看
得更高遠，就必能打造我們希冀的未來。

因此，現在我們的使命不只是為運動員提供靈感與創新；
為了讓未來的世代享有最好的服務，我們也要盡 NIKE 的能
力因應今日的急迫挑戰。

NIKE 的使命是透過運動凝聚整個世界，為所有人打造健康
的地球、活躍的社群、平等的環境。這些使命不只是志
向，更是 Nike 業務各方面在下決策時的基本優先事項。

撰寫這份 FY19 NIKE, Inc. 影響力報告時，我才擔任 NIKE 
總裁暨執行長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但我已很清楚 NIKE 能締
造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那就是運動的力量。就像公司內諸多同仁，我之所以加入 
NIKE，是因為我相信運動的力量。我相信運動能讓生命和
社群脫胎換骨。今日社會分崩離析的程度猶勝以往，人與
人之間的對立使國家政策窒礙難行，氣候變遷甚至威脅人
類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我深信運動的力量能讓人們團
結起來，共同引領世界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現今不斷變遷的世界正迫切需要這份影響力。不斷惡化的
氣候危機究竟有多緊急，看看資料便一目瞭然，而我們運
動員的心聲也同樣不容忽視。馬拉松的開跑時間移到日出
前，極端氣候的酷熱讓選手及觀眾苦不堪言，體育界同仁
親眼目睹了氣候變遷帶來的危害。這項危機正在影響我們
服務的運動員，不是未來，正是現在。有鑑於此，我們的
業務必須盡速與時俱進。

如果沒有地球，那運動也就不復存在。這項體認讓我們決定
立刻身體力行，對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在 FY19，我們在目標進度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投資超
過 8100 萬美元，帶動社群的影響力，讓超過 1700 萬名兒
童動起來。只要釋放孩子們玩耍和運動的力量，就能改變
他們的人生。因此，我們社群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讓孩
子們動起來。另外，由於優秀的教練能為孩子帶來截然不
同的體驗，我們已透過 NIKE 贊助的計畫培訓將近 
100,000 名社群教練。

來自執行長的一封信
NIKE 的存在是為
了使運動不斷進
步，然而近幾年
來，我們也面臨更
大的挑戰，那就是
捍衛運動本身。

John Donahoe
總裁暨執行長

我們特別注意增加女性教練的人數，因為我們知道女性教
練能發揮影響力，鼓勵更多女孩子動起來。我們與社群組
織合作招募並培訓女性教練，並請美國奧林匹克與帕拉林
匹克委員會發行培訓指南，幫助所有教練營造包容女性的
文化。我們致力打造安全的環境，讓女孩子能學習並成
長，在運動和生活中擔任她們有能力成為的領袖。

我們也已立下目標，要在 2025 年以前於 Nike 自有或營運
的設施中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最近我們已在北美地區
達到 100% 可再生能源，這無疑是朝我們的全球能源目標
前進一大步。我們也致力減少鞋類製造產生的掩埋或焚化廢
棄物。在 FY19，99.9% 的鞋類製造廢棄物由 NIKE 簽約工
廠回收，或轉換成為能源。除此之外，我們也不斷增加產品
中使用的環保材質，每年將高達十億枚寶特瓶轉換成回收聚
酯纖維，用來製造球衣及其他鞋類與服裝的原料。

我們也致力在供應鏈中打造專業、受重視且敬業的工作團
隊。我們相信，其中關鍵是讓簽約工廠的員工分享提高生產
力的訣竅。今年我們進行了供應商敬業度與福利問卷調查，
通盤而全面地瞭解員工體驗，為供應商蒐集可行的資料庫。
在 FY19，我們將參與調查的設施提高到 45 個，參與調查
的人數幾乎翻倍，在所有員工中觸及高達 270,000 人。

我們也會繼續認真思考我們希望於 NIKE 內部推動的改變。 
在 FY19，我們維持兩性之間，以及美國國內白人及代表性
不足群體 (URG) 的國際薪資衡平比率。這些是去年達到的
成果。去年我們將擔任 VP 層級的女性提高了 3 個百分點 
(p.p.)，全球達到 39%，美國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則提高
2 p.p，達到 21%。雖然這些都是進步，但還有很多方面需
要加強。我們會繼續提升代表比例，強化公司的歸屬感 
文化。

NIKE 各部門的團隊每天都在腦力激盪，以提供更多永續發
展的解決方案，持續將運動帶給世界各地的孩子和社群。
我們會繼續為全世界運動員研發創新技術，讓所有人享受
平等的環境，挑戰既有體系，為締造更循環的未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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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員工潛力

1:1
全球女性及代表性不足群體員工享有薪資衡平

眷屬福利
提升生育治療與領養相關補助， 

增加代孕服務與孩子有學習、社交或行為困難者之津貼

運動中心
世界總部的員工可免費使用

薪資與津貼

3 p.p.1
增加全球代表 VP 層級的女性員工，總數達到 39%

2 p.p.
增加美國  
VP 層級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總數達到 21%

>50%
的全球員工受過無意識偏見意識訓練

代表

52/40%
參與 NIKE 實習計畫的  
VP 層級女性員工/代表性不足群體

招募

1  p.p. = 百分點

發展

導生計畫
旨在提升職涯與文化， 

由大約 1,000 名員工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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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員工潛力
社群投資

大約 100,000 名
社群教練受過培訓，並在合作夥伴的協助
下，為孩子打造正面的運動體驗

受訓過的教練

147,000 個
小時，由員工志願參加

超過 2,700 個
組織受到員工的支援

5,400 名
零售員工 (來自 24 個國家) 透過 NIKE 社群大
使計畫擔任青年志願教練

4 億 1700 萬美元
在 FY15 到 FY19 期間投入社群，其中 1 億 
3000 萬用於提倡平等權並消除不平等環境

8100 萬美元
在 FY19 期間用於 

 在社群中推動影響力

980 萬美元
透過員工捐款、志願獎勵與 NIKE 基金競賽 

捐出

員工參與

>1700 萬名
兒童在 NIKE 與世界各地超過 90 個

社群合作夥伴的幫助下動了起來

讓孩子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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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製程

270,000 名
員工 (來自 11 個國家，45 個簽約工廠) 參與 NIKE 的敬業

度與福利 (EWB) 問卷調查 

薪酬與福利 
我們的四年研究發表結果顯示廠商的薪酬政策會同時影響

員工與設施績效

4 億 3700 萬美元
透過貿易融資計畫由國際金融公司 (IFC) 支付給 NIKE，該
計畫可為銅級或更高等級的廠商提供較寬鬆的貿易融資條

款，進而提升供應商績效

責任勞動計畫 (RLI) 
NIKE 加入由領頭公司與專業組織聯合倡導的責任勞動計
畫，調整價值鏈中移工的招募方式，進而推動正向改變

>100 萬名
員工任職於 Nike 41 個國家內的採購基地

大約 93%
在 NIKE 525 間簽約工廠中，有大約 93% 受評為 NIKE 永
續發展評級的銅級或更高等級

FLA 重新認證
NIKE 的永續製造計畫，認可 NIKE 體系層級的政策在人權
規範及社會責任方面符合金色標準

>100,000 名
在層級 1 供應商工廠任職的員工  
完成火災預防與消防培訓課程 (自 2015 年起算)

永續採購 敬業的工作團隊

加速產業轉型的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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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環境足跡降到最低
產品

能源/碳排放

材料

600,000
每年簽下的百萬瓦特小時可再生能源， 

總時數超過全球電力負載的 75%

>30%
的 NIKE 全球商店擁有 LEED 認證

7.33 公斤
NIKE 的平均產品碳足跡 (每單位碳當量)

2300 萬雙
Flyknit 鞋款生產時使用的回收塑膠原料總量超過 3100 萬

支寶特瓶

50%
每雙 Nike Air 鞋底使用的回收製造廢棄物  

比例

75%
VaporMax Random 的 Air 鞋墊使用回收 

再利用原料的比例， 
足跟固片則使用舊 Flyknit 織線與 CD

>75 億支
來自掩埋場和污水處理廠的寶特瓶成為回收再製的聚酯纖
維鞋類與服裝 (自 2010 年起算)

省下 535 億
公升的水與 200,000 公斤的殺蟲劑，全因改用永續棉花 
而成

76%
Nike 品牌的鞋類和服裝產品採用回收原料的比例，從鞋面
到整件球衣都有

230 億
公升的淡水因效率計畫而省下，該計畫自 FY16 起於各大 
NIKE 關鍵原料廠商中實施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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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環境足跡降到最低

99.9%
鞋類製造廢棄物由簽約工廠回收或轉換成為能源

200 萬公斤
由於價值鏈的簽約工廠  

購置超過 1,000 台現代化的高效切割機， 
Nike 得以每年減少的廢棄物總量

一次性寶特瓶
在各地總部及多數重點城市禁止使用， 

包括洛杉磯、紐約與倫敦

25%
將每項產品的雙盒設計改為單一特製鞋盒 (OneBox)， 

所減少的 Converse 包裝

循環設計指南
與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的學生與員工共
同開發，並融入 Global Fashion Agenda 的靈感，設計循環
性的共同理念

1 億 2000 萬磅
到目前為止 Nike Grind 的鞋類工廠所回收的原料總量

>3000 萬雙鞋
自 Reuse‐A‐Shoe 活動實施後所回收的鞋子總數，並用於製
作田徑場、遊樂場與其他場地

廢棄物循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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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9 目標資料

改變製程

製造2

評級為銅級或更高等級的工廠 % 86% 87% 91% 93% 93%  44 p.p.3
(與 FY11 基準相比)

100%

超時工作的工廠 % 3.3% 3.2% 3.9% 2.4% 2.3%  1 p.p. 0%

將環境足跡降到最低

產品

平均產品碳足跡4 每單位碳當量 (公斤) 7.33 7.19 7.15 7.45 7.33 0%5  10%

列為永續發展的產品6 % 27% 68% 71% 73% 69%  42 p.p. 80%

材料

永續材質：服裝 (AP)7 % 19% 21% 33% 34% 41%  22 p.p. 增加

永續材質：鞋類 (FW)7,8 % 0.31 0.31 32% 32% 30%  1 p.p. 增加

棉花採購更具永續性9 % 24% 35% 53% 60%10 86%  62 p.p. 100%

1. 此為年度目標，「基準」及「與基準比較」與此目標無關。
2. 範圍涵蓋所有成品的製程。
3. p.p. = 百分點。
4.  此目標涵蓋由 NIKE 設計/研發的 NIKE 品牌、Jordan 品牌、NIKE Golf Global 服裝款式，以及 Nike 品牌、Jordan 品牌與 NIKE Golf Global 鞋類款式。我們視碳排放當量為其他環境影響的指標 (例如能源及其他空氣排放等)。
5.  由於每單位原料增加 (服裝變重) 與製程排放密集度提升 (肇因於越南電網及款式/模型混用之故)，因此與 FY15 基準相比，平均產品碳足跡持平。NIKE 還有兩項 FY20 碳排放目標，分別代表層級 1 (製造成品) 結合其他關鍵營運與層級 2 (原料加工)。產品目標透過第 4 項代表層級 1 (包括製造材料與產生原料)。
6. 產品範圍包括 Nike 品牌、Converse、Hurley 和 Nike 品牌授權的所有產品。
7. 所謂的永續原料，意即透過更優質的化學結構或反應、更低的資源密集度、降低浪費及具備回收效能，減少產品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8. 由於 NIKE 的資料管理流程發現回報資料有誤，FY16 與 FY18 鞋類 EPM 的百分比已經過更新。
9. 經過認證的有機優質棉 (根據 Better Cotton 標準體系種植的棉花) 或回收棉花。
10. 由於 NIKE 的資料管理流程發現回報資料有誤，FY18 已經過更新。

圖例
有利
有害

增加 減少

社群影響力

年度投資額佔稅前營收的 % 數 % 1.9% 1.8% 1.9% 1.8% 1.9% 不適用1 1.5%

衡量單位 FY15 基準 FY16 FY17 FY18 FY19 FY19 與基準比較 目標

釋放員工潛力

NIKE 的 2020 年目標詳情，請參照 FY19 NIKE, Inc. 影響力報告 (purpose.nike.com)。

https://purpose.ni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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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標範圍僅包括電力，NIKE 的能源購置決策係基於策略資產。相當於在 FY25 以前，將範圍 1 與 2 的碳排放當量絕對降低至少 50%。達成 100% 的目標年為 FY25，不是 FY20。NIKE 的 PPA 追蹤流程 (FY18) 經過加強後，已取得更全面而準確的回報資料，故本目標的 FY18 績效資料已經過更新。
12.  關鍵營運包括製造成品、進出物流、DC、HQ 與 NIKE 自有零售商。由於 NIKE 的物流排放資料來源 (FY15 到 18) 有所更動，且強化過的 NIKE PPA 追蹤流程 (FY 18) 取得更全面而準確的回報資料，故本目標的歷史績效資料已經過更新。
13. 衡量對象僅包括重點供應商。重點供應商係指參與原料染色或加工，且與組裝成品直接相關的關鍵供應商。
14. 目標涵蓋掩埋與焚化的廢棄物。除額外註明者，焚化不包含轉換為能源的廢棄物。
15. 廢棄物指數是 NIKE 鞋類製造時的每單位廢棄物、DC 的每單位廢棄物，以及 HQ 每人廢棄物的加權平均數。基準是 FY15，層級 1 鞋類製程與 Converse 總部除外，二者的基準是 FY16，且已納入全公司基準以進行年度比較。
16. 基準是 FY15，Converse 總部除外；其基準為 FY 16 且已納入全公司基準以進行年度比較。
17. 加入新的化學物質並下修上限之後，更嚴格的要求可望提升供應鏈的通過率。基於這些改變，「基準」或「與基準比較」不適用於此。
18. FY18 是 NIKE 追蹤這項指標的第一年。由於 NIKE 的資料管理流程發現回報資料有誤，FY18 已經過更新。
19.  此目標現在以 ZDHC 廢水準則進行衡量與回報，之前此目標的衡量與回報原則採用 BSR 標準。我們在 FY17 引進 ZDHC 廢水準則，規定供應商要求為 NIKE 生產約 80% 原料的廠商符合額外的 24 條常規參數與 202 項有害化學物質。FY18 是檢驗是否符合 ZDHC 標準的第一年。

NIKE 的 2020 年目標詳情，請參照 FY19 NIKE, Inc. 影響力報告 (purpose.nike.com)。

二氧化碳與能源

可再生能源：自有或營運11 % 14% 20% 22% 22% 27%  13. p.p. 100%

每單位消耗的能源：關鍵營運12 (kWhe/單位) 5.28 4.75 5.32 5.42 5.51  4%  25%

每單位碳排放：關鍵營運12 每單位碳當量 (公斤) 1.89 1.73 1.90 1.97 1.94  3%  25%

每公斤消耗的能源：紡織品染色與加工13 (kWhe/公斤) 15.86 15.46 14.95 14.40 13.44  15%  35%

每公斤碳排放：紡織品染色與加工13 每公斤碳當量 (公斤) 4.78 4.68 4.55 4.33 4.06  15%  35%

廢棄物

進入掩埋場的廢棄物：鞋類製造14 % - 6.6% 3.9% 1.8% 0.1%  6.5. p.p. 0%

廢棄物指數：鞋類製造、配送中心 (DC) 與總部 (HQ)15 - 100 98 100 103 102  2%  10%

DC 與 HQ 的掩埋場轉換率16 % 88% 87% 88% 87% 89%  1 p.p. 增加

水

每公斤使用的淡水：紡織品染色與加工13 公升/每公斤 - 126.5 117.2 109.3 94.3  25%  20%

化學物質

測試材質符合 NIKE 限用物質清單規定 % 95% 99% 98% 99% 98% 不適用17 100%

符合 ZDHC 製造限用物質清單 (MRSL) 規定18 % - - - 67%18 79%  12. p.p. 100%

重點供應商符合 NIKE 的廢水品質要求：紡織品染色與加工19 % - - - 40% 51%  11. p.p. 100%

將環境足跡降到最低 (續)

衡量單位 FY15 基準 FY16 FY17 FY18 FY19 FY19 與基準比較 目標

圖例
有利
有害

增加 減少

FY19 目標資料

https://purpose.nike.com


執行摘要

承諾與合作

北極載貨公約

我們與海洋保護協會合作制定北極載貨公約，約定駁船不可
行經北極海，以免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參與簽署的公司包
括 Bestseller、Columbia、Gap Inc.、H&M Group、開雲集
團、利豐有限公司、PVH Corp. 與幾家航運公司。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我們設立大膽而遠大的目標，要在 2030 年以前透過科
學基礎減量目標減少碳足跡。在 2030 年以前，我們決
心將範圍 1、2 的排放量絕對降低 65%，範圍 3 的排放
量絕對降低 30%。

對循環時尚體系的承諾

身為 Global Fashion Agenda (GFA) 的策略合作夥伴，我
們致力實現 GFA 的 2020 年循環時尚體系承諾，同時努
力實施 NIKE 循環設計指南所定義的循環設計策略。

深入瞭解：
再生能源買家聯盟

深入瞭解：
責任勞動計畫

深入瞭解：
永續空運聯盟

深入瞭解：
北極載貨公約

深入瞭解：
對循環時尚體系的承諾

永續空運聯盟 

我們是永續空運聯盟的創始會員之一，此聯盟由買賣雙方
在海運、貨運運輸業者及空運公司間合作，致力追蹤並降

低空運過程中的碳排量，同時提倡負責任的貨運系統。

責任勞動計畫

我們加入 RLI，是責任商業聯盟中有多方利害關係人
且跨部門的計畫，著重協助買家與供應商開發用以管

理強迫勞動風險的工具與資源。

再生能源買家聯盟 

Nike 是新成立之再生能源買家聯盟的創始會員，這個聯盟由大
量乾淨能源的買家所組成，開放所有非住宅類型的能源買家購

買，引領快速轉型，朝更乾淨、繁榮、零碳能源的未來而 
努力。

深入瞭解：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https://www.nikecirculardesign.com/
https://rebuyers.org/
http://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initiatives/rli/
https://www.bsr.org/en/collaboration/groups/sustainable-air-freight-alliance
https://oceanconservancy.org/protecting-the-arctic/take-the-pledge/
https://globalfashionagenda.com/commitment/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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