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永續證交所報告出爐 (Corporate Knights，2017/9/27) 

http://www.corporateknights.com/reports/2017-world-stock-exchanges/sustainable-

stock-exchange-report-released-15064884/ 

 

甫發表的「2017 世界證券交易所評比:衡量永續揭露」指出，世界各地的大型企

業缺乏全面揭露其永續政策、績效，阻礙投資人運用這類資訊，使其無法於低碳

經濟的轉型中發揮其可扮演的角色。 

該報告發現，分析 6,441間大型公司，78%揭露薪資總額，其次依序為溫室氣體

排放(43%)、能源(40%)、水(38%)、廢棄物(29%)、傷害率(24%)以及員工流動率

(15%)。過去 5年，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廢棄物與傷害率大多持平，但水資源、

員工流動率的揭露情況有提升。 

該份研究係由 Aviva 於 2012 年起與永續證交所倡議合作，目的是追蹤企業的 7

項永續指標的揭露，委任 Corporate Knights撰寫；其建議諸多指標可視為關鍵績

效指標，此可幫助投資人辨別哪些企業已將永續整合至他們所創造的價值之中。 

另外，該報告也建議證交所與監理單位短期內應對氣候資訊設立強制性的要求

(應以 TCFD研究報告所建議的資訊為主)，或採取「遵循或解釋(comply or explain)」

的基準，此舉可協助維持明確的政府態度使公司瞭解此議題的重要性，並做出應

有的行動。 

最新的 2017年評比結果，由赫爾辛基證交所拿下，超過 50%於該證交所掛牌的

大型公司揭露所有四種環境指標－溫室氣體、能源、水及廢棄物；其它前幾名為

歐盟體系內的已開發國家之證交所，其它前 10名當中還有澳洲證交所、約翰尼

斯堡證交所及泰國證交所(2013年約 40幾名的位置於今年攀升至前 10名)。 

其中，第四名的倫敦證交所其將近 91%掛牌的大型公司有揭露溫室氣體排放數

據，係所有證交所中最高比例的單位，原因係英國於 2013年修改其公司法強制

規定於英國上市的公司必須揭露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所有前 10名的證交所皆

針對永續揭露已有類似的強制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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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推動了聯合國在歐洲全球目標的進展 (SustainAbility，

2017/10/12) 

http://sustainability.com/who-we-are/in-the-media/ict-drives-progress-un-global-

goals-europe-report-shows/ 

 

歐盟 ICT永續發展目標標準，這個由 ICT領導者華為與 SustainAbility合作制定

的標準，在歐洲具領導地位的商業網絡 CSR Europe支持下，彙整了充足的證據

證明數位革命可以幫助歐洲的社區變得更加永續和環保。 

此標準根據歐盟國家 ICT 行業的成熟度以及六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成就來

排名，點出了兩者在若干領域的連結，並提供案例研究說明科技如何幫助解決具

體的挑戰。 對於那些著重於行業績效、創新和性別平等的永續發展目標來說，

這一連結尤為重要。例如：將智慧機器與數據來源和工作者連結起來的智慧生產

系統，縮短了創新周期，提高了德國的生產率。 

無線感測器放置在歐洲 10個國家的公共垃圾箱中，以確定它們當前填滿率，從

而減少因垃圾運輸造成的排放。一個經過認證的行動軟體可透過精準的演算法，

為女性提供賀爾蒙避孕的自然選擇。 

「永續發展與 ICT 部門在歐盟國家的發展之間的密切連結，點明在兩個領域中

成功的顯著潛力。 隨著歐洲數位化轉型腳步加快，我們必須繼續投資那些對永

續發展影響最大的技術 - 寬頻、雲端、物聯網、人工智慧和大數據。」華為公共

事務與溝通歐洲總裁 Charles Ding 強調。 他呼籲技能開發的合作與重視，才能

長期從數位投資中獲得收益。 

企業社會責任歐洲執行董事 Stefan Crets強調企業成為實現這些目標努力動力的

重要性：「企業在向永續發展的社會過渡中發揮主導作用至關重要，他們敢於轉

型。」他說。 「我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著手解決可持續發展目標，

並為這些事態發展負責。 

SustainAbility CEO Rob Cameron評論說：「要實現永續發展目標，ICT部署的步

伐和規模都需取得新的突破。 這種突破將取決於各個部門的合作以及公私部門

的傑出領導。 這份報告不僅指明了我們前進的方向，也展現了華為對永續發展

目標的承諾，以及對實現 2030年目標具領導能力的願望。」瑞典、丹麥、英國、

德國和法國是資訊通信技術和永續發展綜合表現最高標杆領導者。 

儘管所有的數位技術都為促進永續發展提供了機會，但案例研究表明，高速寬頻

將是實現突破性進展的核心。 報告指出：「儘管歐盟的互聯互通水平很高，但在

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改善網路取得性、使用水平和一般數位技能的普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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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ICT 永續發展目標標準於 10 月 12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三屆永續發展與

創新大會上發布，由歐洲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和華為舉辦。此標準是建立在今年早

些時候發布的華為全球永續發展報告的方法基礎上，並強調永續發展進展 和全

球 ICT產業的連結。 

 

  



3. COP23：資本市場領導人聚集波恩推動綠色金融 (CDP，2017/11/16) 

http://www.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cop23-capital-market-leaders-gather-in-

bonn-to-promote-green-finance/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3）的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市場領袖聚集

一堂，依據“巴黎協定”和“永續發展目標”來分享推動綠色金融的構想。在聯合國

永續證交所（SSE）倡議的召開和盧森堡綠色交易所主辦的活動中，該交易所推

出了一項關於證券交易所如何發展綠色金融的新的上證所行動計劃。 

盧森堡財政部長 Pierre Gramegna 說：「這個新的綠色行動計劃將引導全球證券交

易所的努力走向綠色。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已經率先採取這一舉措，再次表明盧森

堡的金融中心處於可持續金融的前沿。」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副秘書長 Isabelle Durant 說：「將經濟轉型為永續基礎將

需要創新的金融和投資形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決策者和資本市場之間更多

的合作來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全球氣候承諾。我們正在與證券交易所和資本市場

領導者交流，鼓勵他們展現領導力，把握綠色金融提供的機會，幫助我們轉型向

未來的永續經濟。」 

主持本次事件高階小組的 PRI董事總經理 Fiona Reynolds表示：「我們歡迎一些

具有開創性的綠色金融股票交易所的領導力。我們呼籲所有證券交易所與投資者，

發行人和監管機構合作，採取措施支持轉型至低碳經濟。」 

歐洲投資銀行總裁Werner Hoyer表示：「股票交易所能夠在引發數以萬億的需求

來消除全球悲劇上扮演決定性角色。因此，我非常歡迎聯合國永續證券交易所今

天發布這個重要的刊物。我希望很快就會採取行動，而這個突出兩個關鍵方面的

計劃，即推動綠色產品和綠色金融市場，將刺激供應和綠色金融的需求。」 

他補充說：「到 2030年，估計需要 90萬億美元的永續投資。對於氣候活動人士

來說升溫 2℃以下的路徑可能看起來漫長而陡峭。但是我堅信，10年前由歐洲投

資銀行率先推出的綠色債券以及其他綠色金融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 

巴黎泛歐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安東尼•阿蒂亞（Anthony Attia）表示:「我相信

我們都走上了永續發展和綠色道路。這沒有回頭路。但是這是一個集體挑戰，這

是關於生態系統，而不是機會主義的倡議。作為領先的泛歐交易所，泛歐交易所

在引入能源轉型投資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我們致力於提供適當的環境和生態系

統來促進綠色和永續金融，包括歐洲中小企業融資市場，創新指數或指數連結產

品。」 

約翰尼斯堡證券交易所（JSE）資本市場總監 Donna Nemer表示：「我們很自豪能

夠成為永續交易所的創始成員之一，現在正進行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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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JSE 完全支持報告的建議，並很高興地宣布，他們自己的綠色部門在十月

份推出綠色債券為第一項產品。JSE不僅致力於支持綠色金融，而且更廣泛地推

動 ESG作為投資考量。」 

埃及交易所主席Mohamed Farid Saleh表示：「充分意識到證券交易所在全球氣候

相關挑戰中的作用和貢獻日益重要，EGX 一直致力於提高對綠色金融的重要性

的認識，為子孫後代創造更美好的明天。我們讚揚永續交易所倡議作為一個學習

平台來幫助證交所支持綠色金融的轉型，並在創造更具永續性和包容性的經濟體

上發揮領導作用。」 

加拿大魁北克省市場的權益執行副總裁 Jean-Luc Gravel說：「看到氣候變遷在股

票交易所的議程頂端則是又一個跡象表明，事情正在迅速前進來應對這項全球挑

戰。綠色金融的發展使更多的投資者更容易接受新的選擇，並有助於加速向低碳

經濟轉型，並為未來幾十年建立更永續的市場。隨著巴黎協議以及消費者選擇和

技術的不斷發展，市場已經在迅速變化。這將為我們創造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投資

機會」 

 

永續證交所在綠色金融的新行動計劃 

永續證交所綠色金融對話中宣布的永續證交所新綠色金融行動計劃是由來自世

界各地的 70 多位專家所組成的，其中包括來自巴西的 B3 交易所，德意志交易

所，洲際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母公司），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盧森堡

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等。在 4個行動領域

的 12個行動要點清單是新指引的核心，可以作為自我評估或基準工具，以確定

證券交易所可以或擴大其在綠色金融活動領域。 

盧森堡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沙爾夫（Robert Scharfe）表示：「盧森堡證

券交易所榮幸地主持這個著名的諮詢小組，並與其他專家一起為製定行動計劃作

出貢獻。永續證交所指引為證券交易所提供了行動要點和指導，並為實現我們雄

心勃勃的目標同步拉動綠色投資需求和供應構築了路線圖。」 

該活動由聯合國可持續交易所（SSE）倡議組織，由盧森堡綠色交易所主辦。 

Carbon Tracker，Ceres，碳信息披露標準委員會（CDSB），氣候債券倡議，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GRI），標普道瓊斯指數（S＆P Dow Jones Indices）提供了額外的

組織支持和專業知識。 這次活動的一部分是由 Gordon和 Betty Moore基金會合

作建立的。 這次會議與 201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3）一起舉行。 

  



4. 聯合國工業發展主任提到：夥伴關係是解決全球挑戰的「唯一途徑」 

(UN，2017/11/27)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8169#.WiooKkqWbcs 

 

2017 年 11 月 27 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簡稱 UNIDO)第 17屆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揭開序幕。 

李勇總幹事在大會開幕式的致詞中表示，聯合國對他的信任讓他深感謙卑和責任

的重大。 

李先生提到：「國際社會仍然面臨著一些尚未解决的緊迫挑戰。貧窮、失業和饑

餓仍然是這個世界需要解决的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環境退

化，以及技術革命帶來了新的影響和挑戰」。他也强調：「解决挑戰的唯一途徑是

與各國政府、聯合國各機構、私部門和公民社會合作」。 

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當天透過視訊對總幹事獲得連任表示祝賀，並呼

籲 UNIDO在技術轉讓、資金流動和技能開方面向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秘書長

強調：「你們的努力可以幫助非洲和其他地區的經濟轉型，在我們面對氣候變遷

的時候，你們的工作也可以促進低碳經濟成長」。 

Miroslav Lajčák 總統於大會上說：「過去工業化可能是負面的形象，因為讓我們

直接聯想到汙染、廢水或是勞工的剝削，但當工業化將永續給納入的時候，這結

果則會是正向的」。 

在共同影響(Partnering for impact)實現永續目標的主題之下，包含聯合國代表在

內數百名與會者、國家元首、部長和其他政府官員、來自私部門、民間社會及學

術界的領袖們齊聚在一起，展現 UNIDO 的成就及夥伴關係。此大會匯集了

UNIDO的成員國，通過了未來兩年的方案及預算，並且利用互動方式討論性別、

循環經濟及工業 4.0 等相關問題，以及介紹該組織在非洲工業發展主導的狀況。 

此大會為每一個與會者提供完整的體驗包含活動創新的模式、綜合展覽以及網路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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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COP23學到的五件事 – 以及它們對公司、城市和投資者意味著什麼  

(CDP，2017/11/30)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climate/five-things-we-learned-at-cop23-and-what-

they-mean-for-companies-cities-and-investors 

 

進程是在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當下最好形容，因為各國政府繼續為巴黎協

定研製「規則手冊」。 

公司、投資者、城市，州和地區在今年的會談中占據了中心舞台。且有充分的理

由：它們在支持各國政府履行巴黎協定和追踪低碳世界的進展方面都可以發揮作

用 

以下是我們在波恩的兩周里所學到的主要五件事情。 

1.Bula！歡迎來到 Talanoa對話 

Talanoa 是斐濟和太平洋使用的一個傳統詞彙，反映了包容性，參與性和透

明對話的過程。各國一致認為，到 2018 年，他們將共同努力，評估世界是

否有望實現在巴黎制定的長期氣候目標，或者是否需要採取新的行動。 

通過馬拉喀什氣候行動夥伴關係的對話，包括公司、城市和投資者在內的非

黨派利害關係人將聽取他們的意見。例如，他們將能夠參加國家或地區活動，

並通過線上平台提交意見。 

2.緊急行動是波恩的一個優先事項 

如果要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嚴重影響，全球排放量需要到 2020 年達到頂

峰。波恩的一個關鍵討論項目是世界今天在減排方面取得了多大進展。 

公司、城市、州和地區在 2020年之前採取行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CDP

分析顯示，這些非黨派行為者正在開始加快步伐。在馬拉喀什夥伴關係下這

些行動的認可將是通過年度年鑑等機制衡量和評估 2020年前行動的關鍵組

成部分。 

3.未來的合作規則正在進行 

談判人員在製定國際規則方面進展緩慢而穩定，這些規則將使「巴黎協定」

從 2020年開始實施，包括報告，財政和排放量交易。 

公司，投資者和城市已經採取措施按照科學衡量和減少排放量，為碳排放提

供內部價格，並指出適應需求對創造各國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利環境非常重要。 

2018 年，CDP 將繼續追踪這些參與者的努力，並為他們提供見解和工具，

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並賦予國家政府信心，提高他們為所有人建立真正永續

經濟的雄心。 

4.美國仍在其中 

美國表示有意退出「巴黎協定」，但尚未這樣做。美國代表團在今年的會談

中扮演了非阻撓的角色。 

與此同時，美國各州、城市和企業為波恩帶來了美國氣候行動館，象徵性地

置於主要談判區的台階上，重申自己對「巴黎協定」的承諾。美國經濟行為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climate/five-things-we-learned-at-cop23-and-what-they-mean-for-companies-cities-and-investors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climate/five-things-we-learned-at-cop23-and-what-they-mean-for-companies-cities-and-investors


主體包括艾爾·戈爾，Al Gore, Michael Bloomberg和加州州長 Jerry Brown在

內的許多演講人都表明了他們可以取得多大的進步。 

第一份「美國承諾」報告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經濟使用在「巴黎協定」的

承諾。 

5.「實體經濟」就是行動所在 

談判的締約方和觀察員都注意到，在今年的氣候談判中，非黨派利害關係人

區域擁有著前所未有的精力和行動來呼應。 

來自世界各地的經濟參與者展示了他們的雄心壯志以及他們透過不同的聯

盟合作所取得的進展，包括「We Mean Business」(與投資者合作的關鍵團體)、

「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聯盟」、「Under2MOU」和永續新論壇包括的重要事

件。 

2017 年是「巴黎協定」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和全球低碳經濟轉型的開始成為可以

證明現實的一年。 

 

 

 

  



6. 我們必須重新啟動金融系統實踐永續發展目標(SDGs) (WBCSD，

2017/12/01) 

http://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Insights-from-the-President/We-

must-reboot-the-financial-system-to-deliver-the-SDGs  

 

對我們而言，想要創造一個擁有幸福的人、支持健康星球的社會，毋庸置疑的是

我們必須大幅改變。 

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巴黎氣候協定提出一項為實現我們所期望未來目標的明

確框架。企業都知道其在未來的轉型中具有領導作用。 

目前金融系統的宗旨太過狹隘，多半局限於金融資本的挪移與利息管理。金融系

統並未設計用來考量其他形式的資本衝擊和依賴，如自然或人的價值，因而錯過

許多創造價值的資訊。 

僅僅關注財務績效意味著公司及其投資人在風險狀況和績效方面可能存在盲點。

這種誘因未涵蓋所有相關風險和機會的領域。 

在當今動蕩的地緣政治環境下，企業需重新定義「價值」的概念，超越傳統的金

融術語。唯有採取整合作法，方能創造一個社會、環境與經濟成功的未來。 

這些全由一個較佳的商業決策開始。如果企業可以更有效瞭解，並揭露環境、社

會和治理相關(ESG)的風險，他們將能形成更好的決策過程，改善長期目標。企

業需要對其企業風險管理流程進行未來測試，以獲取 ESG 風險資訊並排序優先

順序，改善公司治理。 

這方面的關鍵發展是歸因於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的建議。重點為

改善流程、揭露和情景分析，這將對公司治理產生重大衝擊。 

各國政府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也不斷地推動改善公司透明度。正因如此，企業更期

盼瞭解如何減輕負面社會和環境衝擊的方法。然而，許多企業仍沒有揭露 ESG資

訊，即使有揭露者也多以過去的歷史數據為主，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衡量並管理

未來風險。 

根據企業與永續發展協會「更好企業、更好世界報導」(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report)，79％的投資人表示，他們對於比較同行企業永續性報導的能力感到不滿

意。 

董事會應確保其監督的企業是透明的，而管理階層應揭露投資等級、具前瞻性和

決策意義的 ESG 資訊，以滿足投資人需求，並更清楚瞭解其風險和機會，同時

遵守誠信義務。 

如此一來，投資人可將永續發展風險整合至評價模型中，從而對具永續發展的公

http://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Insights-from-the-President/We-must-reboot-the-financial-system-to-deliver-the-SDGs
http://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Insights-from-the-President/We-must-reboot-the-financial-system-to-deliver-the-SDGs


司降低資本成本。 

為了報告一致、可比較且有意義的資訊，我們需要具規範性、普遍接受的方法學

來評估非財務資訊，如自然和社會資本。 

新的世界基準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將針對各行業訂定 SDGs基準，

這將有助於揭露品質，以及企業與投資人間包容性的溝通。 

除了實踐 TCFD的建議，成熟的報導準則以及 ESG揭露的主流應用，終究將改

變我們作決策的方式。整合所有衝擊和利益，包括管理公司以及至整個社會。 

我們必須明白，唯有我們重新啟動金融系統，才能走向一個更加公平、包容和永

續的世界，以獲得實踐 SDGs所需的力量與規模。 

 

 

 

 

 

  



7. 遏止污染需要快速、大規模和協調一致的行動 (UN，2017/12/04)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8216#.WiopG0qWbcs 

 

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注意到污染對人類和地球造成的嚴重威脅，強調

所有行動者都需要採取快速、大規模和協調一致的行動，使世界無污染。 

秘書長在肯亞內奈洛比舉辦的聯合國環境大會致辭中說：「我們已經擁有了許多

防止、減輕和管理污染所需的知識和技術解決方案。」他補充說：「打擊污染將

有助於減少貧困、改善公眾健康、創造不錯的就業機會、應對氣候變化、保護陸

地和海洋的生命。」 

聯合國環境大會於 12月 4日至 6日舉行，本次大會召集了各國政府、企業家、

行動主義者和其他人士分享想法，致力於保護環境的行動。Guterres先生在談話

中指出，大會今年把重點放在解決污染問題上，並表示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取得

了重大成就，包括「水俁公約」（一項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於汞導致負面影

響之全球條約 ）以及宣布「蒙特婁議定書」的「吉佳利修正案」將於 2019年 1

月生效，並已取得 20個批准的規定門檻。「讓我們的地球免於污染是一個長期的

必要努力。 全世界仰賴本次大會所發出的警訊，和呼籲所有國家政府採取行動

打倒汙染，以展現出強而有力的領導力。」他說。 

環境大會上的討論集中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一份新報告「建立一個

無污染的星球」，該報告敦促各階層政治領導和夥伴關係之強化；加強環境治理；

提高資源效率和改變生活方式；低碳技術投資；倡導對抗一切形式的污染。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資料，環境惡化導致全世界死亡人數將近四分之一，即

每年 1260萬人，而且主要生態系統遭到普遍破壞。除了對健康和環境的影響之

外，污染還會導致高昂的經濟成本 - 估計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福利損失超過 4.6萬

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經濟產能的 6.2％）。環境署執行主任 Erik Solheim表示：「鑑

於可怕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毒化自己和地球如此嚴重，聯合國環境大會的大膽決

定至關重要。」他補充說：「除了污染威脅，我們面臨的氣候變化和其他許多環

境威脅，情況也是一樣遭。」他指出，與環境有關的所有全球進程，如「2030永

續發展會議」和「巴黎氣候協定」都回歸於一個簡單訊息，就是「我們必須照顧

人類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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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政策制定者展示報導的重要性：GRI 在 COP23 舉辦大師班課程 (GRI，

2017/12/0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Showing-

policymakers-the-importance-of-reporting-GRI-hosts-masterclass-at-COP23.aspx 

 

永續報告可以對於現實永續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是企業對於減緩氣候變遷行動

的重要工具。為了達到最大的效益，決策只需要了氣候政策揭露的作用。 

世界各國政府實施了各種要求企業針對氣候變遷的報告，以追蹤國家的排放量，

並確保公平、穩定的轉型到低碳經濟。G20 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簡稱 TCFD)召集的會議更加突顯了個方面問題，並

引起企業、金融業和金融監管機關有更多的關注。 

決策者也應該參與在其中。11月 6日至 17日在德國波昂所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

遷大會(COP23)中，各國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齊聚一堂，針對氣候變

遷的議題採取相關的行動。利用這個機會 GRI於 11 月 7 日於 COP23 會外，舉

辦了一個活動，報導與揭露：策略大師班。 

與 CDP、CDSB及 Climate-KIC共同主辦的大師班內容著重於氣候政策和資訊的

揭露。該活動的目的在了解政府對於報導及資訊揭露的價值，並討論實施氣候相

關政策的建議及案例，例如 TCFD的相關政策建議等。 

GRI執行長 Tim Mohin在會議中提到：「揭露對於追蹤私部門在減緩氣候變遷的

貢獻以及實現全球目標是十分重要的」。COP23將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匯集再一起

討論並商討下一步的工作，以在「巴黎協定」的執行上有所進展。COP23將透過

各方交涉、會議及展示，以鼓勵世界各國對於氣候邊謙採取相關行動。 

Mohin 接著提到：「關於現階段採取集體行動的迫切性已經大肆地展開。而決策

者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已將透明度視為實現世界氣候目標的重要變革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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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鼓勵證券交易所推動綠色金融 (GRI，2017/12/0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Engaging-

stock-exchanges-to-drive-green-finance.aspx  

 

隨著 TCFD最新建議的提出，全球證券交易所(證交所)正思考著要如何適應綠色

金融的未來。GRI與 COP23於永續證交所(SSE)的活動上，共同主辦了一場專業

研討會，討論如何應用氣候資訊來推動綠色金融。 

氣候變遷對公司有潛在的重大衝擊，因此也會對投資人造成影響。TCFD引用《經

濟學人智庫》2015 年的報告，推算出全球股市資產管理與氣候變遷有關的風險

高達 4.2兆美元，且隨著全球氣溫不斷地攀高，甚至可能達到 43兆美元。 

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成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鑑別投資人、債權人、

保險業者所需資訊，協助其瞭解並處理這些風險。TCFD 於 2017 年 6 月發布適

用於全球所有產業的組織《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建議組織於其公開的年

度文件中，揭露氣候相關財務的資訊。 

這份建議書可能會對公司說明其氣候變遷相關的風險造成重大衝擊；而證交所是

確保企業採納 TCFD建議書、實踐永續金融未來的關鍵角色。SSE與 COP23於

今(2017)年 11月 16日共同舉辦了一場活動，集結全球證交所的領導人與財務部

長、資本市場的主管機關、投資人以及信評機構，協助規劃證交所及其氣候目標

的未來藍圖。本場活動還推出了「證交所如何發展綠色金融」的指南。 

SSE的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專員 Anthony Miller說道：「GRI是我

們向證交所推廣永續性報導作為責任投資驅動因素的重要夥伴。隨著全球綠色金

融實務不斷擴大，對於資訊揭露的透明度、標準化和專業協助的要求也會越來越

高。」 

在本場活動中，GRI 與碳揭露標準委員會(Carbon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合作舉辦「TCFD建議書的意涵：利用氣候相關資訊推動綠色金融」論壇，

以向全球證交所的領導人介紹 TCFD建議書、評估交易所的作用、報導準則和架

構、以及數據整合。GRI 的 Eszter Vitorino 還介紹了如何使用 GRI 準則來符合

TCFD的建議。 

GRI執行長 Tim Mohin說道：「證交所在影響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的透明度上

定位獨特，且可以推動更多、更好的報導，以支持未來的綠色金融。聚集全球證

交所的領導人是實現這一目標並落實 TCFD 建議的關鍵步驟。透過全球氣候資

訊揭露的行動，企業可以對永續性未來經濟產生正面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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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7)年三月，GRI與 UNCTAD簽訂交換信(Exchange of Letters)，加深雙方合

作，並建立責任投資策略的夥伴關係。GRI支持 SSE的活動，即是與 UNCTAD

合作的一項例子。另外，GRI還直接與交易所合作，協助其發展指南；目前全球

有 35個交易所和市場主管機關都參照 GRI的內容編製指南。 

 

  



10. 世界銀行於「一個地球高峰會 (One Planet Summit)」的宣示：2019年後將

停止對油氣業上游的投資計畫 (World Bank，2017/12/12)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12/12/world-bank-group-

announcements-at-one-planet-summit 

 

世界銀行行長 Jim Yong Kim為持續幫助開發中國家以及有效履行巴黎協定的目

標，於本年(2017)召開的一個地球高峰會(One Planet Summit)上宣布 4 點未來方

向： 

1. 世界銀行與油氣上游產業 

世界銀行於 2019年後將停止對油氣業上游的投資計畫(除特殊情況)。 

2. 重新規劃世界銀行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 

世界銀行正逐漸邁向至 2020年前貸款的 28%部位係用於氣候行動相關的目

標及致力於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用途上。 

依據各國所提供的「國家自主貢獻(NDC)」，世界銀行將對自身的行動進行重

新規劃，預計於 2018年的 COP24宣布 2020年後的新承諾與新目標。 

3. 提升揭露與透明度，以促進自身的減碳 

世界銀行著手努力實踐本身整體業務的氣候責任，除過去的作為之外： 

(1) 從 2018年開始，世界銀行將公布於能源等重大排放行業的 GHG排放情

況，結果將於 2018年下半年公布，此後每年公布。 

(2) 世界銀行將在所有 2017年 7月後開始，採用影子價格分析所有重大排放

行業 IBRD和 IDA貸款項目的經濟分析。IFC已於 2017年 1月開始在重

大行業採用碳定價。從 2018年 1月起使之成為主流的作為。 

4. 透過資金移轉達到減緩與氣候調適的轉型 

為加速資金的移轉： 

(1) IFC將於法國 Amundi合作的「Green Cornerstone Bond Fund」投資達 3.25

億美元，目的是創立真對新興市場的最大綠色債券基金。此基金將會是

一個總額達到 20億美元的倡議，旨在深化在地資本市場，為氣候相關項

目擴大並釋放資金來源。目前該基金認購總額已超過 10億美元。 

(2) 世界銀行已與埃及政府簽署一份 11.5億美元之發展政策貸款，目的是減

少化石燃料補貼，為低碳能源的開發創造政策環境。 

(3) 世界銀行將繼續支持「一個地球高峰會」所強調具有機會為轉型領域吸

引各類資金的投資項目，包括加速印度節能步伐、建立西非沿海地區投

資平台，以及推動城市韌性平台(與全球市長盟約合作)等。 

(4) 世界銀行與聯合國其它夥伴機構合作，實踐 Invest4Climate平台，系統性

的吸引更多管道的資金。 

(5) IFC將致力於制訂綠色債券的全球統一標準(類似於赤到原則)，使之成為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12/12/world-bank-group-announcements-at-one-planet-summit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12/12/world-bank-group-announcements-at-one-planet-summit


促進綠色債券市場開發吸引私人資本投資氣候項目的作法之一。 

(6) 由 AXA管理的聯合貸款組合管理計畫(MCPP)將配置一筆很大的資金於

氣候智慧型基礎設施投資。 

5. 夥伴關係 

為加速氣候行動步伐，世界銀行將與各夥伴機構合作，例如： 

(1) 與所有多邊開發銀行和所有國際開發金融機構成員首次發表聯合聲明，

使金融業與巴黎協定的目標保持一致，並確定推動氣候智慧型發展的合

作領域。 

(2) 世界銀行將透過碳定價領導聯盟支持美洲碳市場倡議的提議。 

等各類型的合作，深化氣候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