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企業需要在 SDG 上加倍努力 (Budapest Business Journal, 2019/09/22) 

https://bbj.hu/analysis/businesses-need-to-work-harder-on-sdgs---pwc_176075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 Pwc 發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中介紹了有多少公司將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納入企業策略中，其結果發

現目前僅少數企業有設定具體目標並採取相關措施以實現 SDGs。 

Pwc 分析了已出版七個行業 31 個國家 1,141 家公司的財務和永續發展報告，並

與全球商業領袖進行訪談，已獲取他們對 SDGs 的獨特見解。Pwc 表示，參與該

項研究中約 72%的企業在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中提及了永續發展目標，而這些公

司中，有 59%的公司將作為永續發展報告的一部分，而有 51%的公司在年報中有

提及永續發展目標。另一方面，僅有 34%提到永續發展目標的公司在報告的內容

中有說明業務策略的部分有何因應之道。 

約 21%的執行長或董事長聲明中有特別提到 SDGs(高於 2018 年的 13%)，Pwc 稱

這明確標明其重視程度已提高到董事層級的位置。而金融服務業的公司相較其他

產業而言則是最多提及 SDGs 的產業(74%)；在該研究中亦發現衛生相關的公司

最少提及 SDGs，僅佔總體 14%(157 家公司)，這些公司中約 39%設定了質性目

標，而有 20%設定了量化目標。該報告也指出，到目前為止，僅 8%(僅占總樣本

數 1%)說明了量化指標以顯示其實現目標的進展。 

匈牙利 Pwc 的合夥人（Andrea Major）表示：「公司開始有對他們認為重要的目

標進行排序，但幾乎沒有明確說明他們遵循了關於實現這些目標的思考方式為何；

與水、土地和能源有關的目標在所有行業中幾乎都有提到相關的機遇與風險，但

對於未來商業策略和投資方面則幾乎少有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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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報導對話顯示：主要全球報導框架與 TCFD 建議高度一致 (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2019/9/24) 

https://corporatereportingdialogue.com/corporate-reporting-dialogue-shows-high-

level-of-alignment-between-major-global-reporting-frameworks-on-tcfd-

recommendations/ 

一項將全球主要標準制定者與架構提供者匯集在一起的倡議-「企業報導對話」

今日發布了一份報告，顯示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小組(TCFD)的建議、架構之間的

高度一致性。作為「對話一致性提升計畫」的一部分，CDP、氣候揭露標準委員

會(CDSB)、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國際整合性報導委員會(IIRC)和永續發展

會計標準委員會(SASB)進行深入合作，以評估與 TCFD 揭露原則、建議揭露項

目和示例指標的一致性。 

該報告是在紐約氣候週期間，世界經濟論壇的永續發展影響力高峰會上向企業及

投資人所發布的，它向參與者重申有關解決有效氣候報導障礙迫切需求的承諾。

報告標題為「推動與氣候相關報導的一致性」，根據 TCFD 建議中詳述的七項有

效揭露原則、11 項建議揭露項目以及五十項指標，對照「一致性提升計畫」之標

準和架構，並比較 TCFD 建議示例指標與其他文件的共同和差異性。 

該技術對照結果提供實務指引，以協助組織在使用全球廣泛適用的架構和標準時

瞭解與實施 TCFD 建議。由結果顯示這些架構和標準與 TCFD 建議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特別是以下幾點： 

TCFD 建議中的七項「有效揭露原則」與這些架構和標準相輔相成，並無牴觸的

地方。這些架構和標準皆涵蓋了 TCFD 的 11 項建議揭露項目。整體而言，CDP、

GRI 以及 SASB 的指標完全或合理涵蓋 80%TCFD 的五十項指標。TCFD 的示例

指標在 CDP、GRI 以及 SASB 之間有很高的一致性，TCFD 的五十項指標中有 70

％表示沒有實質性差異，對於剩下的 15 個指標，實質性差異有限。 

企業報導對話主席 Ian Mackintosh 表示：「本報告是“一致性提升計畫”的首份成

果，我對於報告的結果感到高興。架構與 TCFD 建議之間、以及各架構間實際的

一致性遠高於計畫開始前原本預想的結果。各架構組織營運團隊間的聯繫與合作

已獲顯著發展。這將讓使用者對各架構有更深入的瞭解，並為未來工作創造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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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與重要利害關係人的關係也因此更加深化，對我而言，這意味著“一致性

提升計畫”為報導領域的長期變化奠定基礎。」 

CDP、CDSB、GRI、IIRC 和 SASB 的專家們將於 2019 年 10 月 10 日透過互動式

網絡研討會審查“一致性提升計畫”報告。網絡研討會的參與者將被邀請分享他們

對該報告的看法，並與專家互動以確保“企業報導對話”的工作基於市場需求。 

 

  



 

 

3.GRI,、IRF、SASB：更新報架構指南 (Greenbiz, 2019/10/09)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gri-irf-and-sasb-updated-guidance-reporting-

frameworks 

對於負責傳達組織永續資訊的工作者來說現在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傳遞的內

容、傳遞的對象和使用什麼工具都是令人困擾的地方。加上近期資訊量跟資訊種

類增加，還有各種報導架構、準則跟報導建議要處理，各個利害關係人、閱聽人

的需求需要被滿足，然而這一切都在報導人員沒有顯著增加的情形下發生。 

相對的董事會、高階管理人、投資者關係和人力資源主管以及永續、EH＆S、行

銷溝通的相關人員卻越來越多。這為永續資訊傳遞的工作者增加更多挑戰，例如

部門間很難達成對數據蒐集方法的共識、並主動和收集來不同主題對應組織內不

同部門專家的跨部門數據。 

本文將三個全球最知名的報導架構簡要地介紹和比較，並總結了每個架構需要了

解的重點及個別好處跟差異： 

⚫ GRI: 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提出 GRI 準則，該準

則為包括投資人在內的所有利害關係人提供了有關環境、社會和經濟面向上

的指導，而架構其他主要部分則以投資人為核心。全球有數以千計的組織使

用 GRI 架構（這是全球最著名且依照聯合國全球盟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制定的標準之一）發布永續發展報告。對於用來維繫外部投資人的

報告，GRI 可能是最安全的選擇：它涵蓋了大多數永續發展的活動種類，以

及講述在數據背後故事的空間，這些故事更可能使客戶、員工和 NGOs 等利

害關係人滿意。 

⚫ IIRC: 國際整合性報導委員會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提出了國際整合性報導架構（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 , IRF），

敦促公司發布「簡明扼要」的整合性報告（將傳統的年度財務與 ESG 數據

結合），詳細說明「……短、中、長期創造價值」。這些報告的主要受眾是國

際/全球投資人、貸方和保險公司。已發現發行整合性報導者更有可能將永

續資訊視為投資決策時的重要依據，這使投資人更容易將這視為公司內的普

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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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B: 永續會計標準委員會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發布的標準更關注公司內部，聚焦在永續性問題如何影響公司及其財

務績效。SASB 最具知名的貢獻是為 70 多個行業個別制定標準。這與 SASB

重大性地圖(Materiality Map)都對於入門的報導者確定報告材料及更標準化

基準十分有幫助。ISOS 集團常務董事兼營運長 Jennifer Pontzer 表示，越來

越多的報導組織將 SASB 指標納入永續發展報告中，並在重大性地圖中找到

其價值。 

其他架構及問卷包含 CDP、DJSI 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 GRI、SASB

和 IIRC 不同，CDP 並不提供在社會面向或某些類型的環境指標上的資料蒐集或

指南。另外不同的地方是，CDP 提供問卷(如 DJSI)僅為投資閱聽人蒐集數據。永

續發展目標(SDGs)則是一套邁向永續發展的全球目標，這個目標十分具有影響力，

許多企業在報告中將公司努力的成果與 SDGs 做連結。 

永續發展相關資訊的主要受眾包括客戶、投資者、非政府組織(NGOs)、政府和員

工。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是透過公司報告直接獲得永續資訊。客戶

和其他「非專業」的閱聽人主要且持續透過網路搜尋資料、社群及傳統媒體、公

司官方網站和行銷傳播資訊取得資訊。 

如果沒有協調一致，儘管通過計劃和使用多層次的資訊，長達數十頁的報告就不

會吸引那些隨意閱讀的觀眾。文章可以為多個不同平台和溝通管道針對閱讀者提

供內容，同時該報告本身也變得可快速閱讀。 

最近，投資人，特別是長期機構投資人越來越常使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

的數據，例如 MSCI 和 Sustainalytics。這些公司消化企業報告，同時也收集和分

析許多其他公開數據，以提供特定的摘要和數據集，以滿足投資者決策時所需要

的資訊。公司共享數據和自我分析將幫助討論進行。 

這麼多種架構，該怎麼做？ 

為了幫助組織解決問題並強化報導的效益，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CRD) 

力求「透過我們的 Better Alignment Project（BAP）來解釋和如何協調各別的架

構、標準和相關要求」，而 CRD 近期發表其對 BAP 的研究發現。該報告與我們



 

 

上面的內容一致，並包含一組實用的常見問題回覆，這些常見問題說明如何分別

和一起使用各別架構和標準。這些常見問題的指南顯示： 

⚫ 現有的主要架構和標準如何在基礎上保持一致並相互補充； 

⚫ 為什麼 GRI 準則可以編製出可以分別滿足多種利益關係人需求的永續報告； 

⚫ 為什麼 SASB 是兩個專為投資人傳達財務重大問題而設計的永續架構和標準

之一。 

同時，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小組（TCFD）於 6 月發布

了年度更新資訊。TCFD 是一項廣泛獲得支持的工作，儘管稍早研究表示公司在

整合 TCFD 建議時需要外部指導。 

這就是標準和架構發揮立即作用的地方。CRD 的成員已根據 TCFD 建議對架構

進行了規劃，並在所有報告架構中尋找可能衡量標準一致性機會。他們發現 CRD

的工作項目與 TCFD 的有效揭露 7 項原則並沒有衝突；且它們與 TCFD 的 11 項

建議揭露完全相符。 

注意 TCFD 的情景分析建議，因為此建議能夠使永續發展影響及其風險的成本

和機會更加清楚明確，因此它們可以在氣候影響之外的永續發展報告中發揮作用。

這些分析對於所有利害關係人交流和確定共同目標的優先順序非常有用。 

《2018 年永續發展綜合報告狀態》（Sustainable Investments Institute）顯示，S&P 

500 指數報告公司中幾乎所有（97％）選擇「為公司客製化永續發展報告模型(樣

式、格式和內容) ─ 而不是嚴格遵循任何一個架構」。因此，許多報導者通過從

不同的架構中找到對他們有用的方法來找到最能實現他們目標的方式 ─ 這些

架構本身通過 CRD 提出的建議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4.30 家大型公司加入 UN，增加私部門對永續發展的投資 (UN, 2019/10/16)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9/10/gisd-alliance/ 

聯合國今天宣布，來自企業界 30位具影響力的領導人將在未來兩年內共同努力，

以期從私部門中釋出數兆美元資助永續發展目標。 

由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召集的全球永續發展投資者（Global Inves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簡稱 GISD）聯盟，由安聯執行長 Oliver Bäte 和約翰內

斯堡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長 Leila Fourie 共同主導，聯盟組織包括美國銀行

Citigroup、ICBC、Infosys、Investec、Santander、UBS 等國際企業的負責人。 

「我們面臨不平等的差距拉大、衝突和災難造成的破壞加劇及地球快速暖化。 這

些企業領導人感覺到我們的緊迫，並了解到我們的改變的步調必須加快奔跑，而

不是緩慢爬行」，秘書長 Guterres 說：「這些企業致力於跨境、跨金融部門合作，

甚至與競爭對手一起，因為我們應該為了所有在健康地球生活的人們、秉持道德

與良好的商業態度投入永續發展。」 

最近聯合國大會 UN General Assembly 期間舉行的財務發展的高階對話會議

(High-Level Dialogu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中提到，迫切需要增加政府在

衛生、教育、基礎建設和氣候變遷等重要領域的支出。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沒有兌

現其對政府發展援助(ODA)的承諾；而開發中國家因貧窮、貪腐和逃稅等因素限

制其國內資源。 

據估計，每年發展用資金的需求為數兆美元，即使將所有公共資金使用至極，仍

有龐大的資金缺口，因此必須從私部門籌措資金。「身為負責任的公司，我們可

以透過將永續發展納入核心業務來創造長期價值。」，安聯執行長表示 ：「投資

全球社會穩定發展不僅是正確的做法，而且這之中還包含經濟機會。我們堅信，

對新興市場的投資可以同時促進永續增長且不會忽略客戶權益。」 

聯合國的研究顯示，私部門不會發生可投入使用於永續發展的資金短缺。但是多

種因素，包括政策環境、獎勵機制和體制性條件等，往往會阻礙私部門做出長期

承諾。「GISD 聯盟的成立代表我們承認將共同面臨的挑戰之規模以及金融部門

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必須發揮的作用功能，」約翰尼斯堡證券交易所執行長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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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是金融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促進相關資訊揭露、有效價格被發掘，最後動用

資金產生結果、達成目標。我們各自都有很多工作須進行，現在是時候該開始行

動了。」 

 

  



 

 

5.PRI 表示：現代信託責任包括考量氣候變遷因素 (Expert Investor Europe, 

2019/11/21) 

https://expertinvestoreurope.com/modern-fiduciary-duty-demands-climate-change-

considerations-says-pri/ 

一份報告中提到：漸進式的信託責任法規要求，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議題

上聽取受益人的意見，無論這些議題在財務上是否具有重大性。 

責任投資原則(PRI)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UNEP FI)共同針對信託責任彙

編“現代”的定義，並將其作為四年計畫成果的一部分進行出版，以說明投資人的

責任與義務。Chronos Sustainability 的聯合創辦人兼董事、最終報告筆者之一 Rory 

Sullivan 指出「現代定義中受益人觀點的重要性」，並向專業投資人提醒「對於退

休基金，應明確地就其道德、社會和環境價值與受益人進行溝通與諮詢。這並非

要求您馬上採取行動，而是您應該與受益人說明您如何鑑別與考量這些因素。」 

財務重大性 

即使現在沒有財務重大性，仍需要整合受益人永續相關偏好，因為 ESG 議題提

高的衝擊（如氣候變遷），將影響在退休基金上。當考量受益人的退休基金也將

同時決定準備其未來的投資組合。 

2014 年，PRI、UNEP FI 與聯合國合作夥伴認為信託責任的錯誤解釋為整合 ESG

議題的主要障礙，因此將啟動計畫來終結此爭論。Sullivan 表示：「此報告將消除

信託責任的誤解。ESG 議題非常重要，重視這些議題的投資人將獲得重要的投資

價值。」 

最近，歐盟提出有關法規與永續投資和永續性風險相關的資訊揭露計畫。在責任

投資資料庫中確定的軟/硬法律工具，有 97％是在 2000 年之後開發的，且使用率

逐年升高。報告指出，在全球前 50 大經濟體中，有 48 個採取了某種形式的政

策，以幫助投資人考量永續性風險、機會或成果。 

法律發展 

展望未來，Sullivan 期望 ESG 法律在穩健性方面不斷發展。Sullivan 表示：「儘管

許多國家至今仍在採取“零星”的做法，但在較先進的國家中，監管機關和政策制

https://expertinvestoreurope.com/modern-fiduciary-duty-demands-climate-change-considerations-says-pri/
https://expertinvestoreurope.com/modern-fiduciary-duty-demands-climate-change-considerations-says-pri/


 

 

定者表示法規應從自願性轉向強制性。五年內應該還不會馬上形成強制性的法規，

這需要更長的時間；比較有可能介於自願性和強制性之間的發展階段。適當考量

ESG 風險的退休基金可避免法律風險，只有那些未將 ESG 議題納入決策考量者

將面臨法律風險的挑戰。當面對如氣候變遷議題時，很明顯我們需要超越過程導

向的方法，考量更多結果和衝擊的影響。」 

 

  



 

 

6.世界銀行為海洋、星球健康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IISD, 2019/11/26) 

https://sdg.iisd.org/news/world-bank-issues-sustainable-development-bond-for-ocean-

planetary-health/ 

世界銀行組織發行五年期的永續發展債券，以提高人們對於淡水和鹹水資源在支

持生物生存和星球健康角色的認識。世界銀行組織所有的債券旨在資助與扶持

SDGs 發展計畫，並提升私部門對於永續發展融資的瞭解。 

該債券為“低碳藍色經濟票據”的抵押品，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隨後將其提供給

全球的私人財富管理客戶。瑞士信貸證券(Credit Suisse Securities)擔任此交易的

唯一經理人。 

瑞士信貸衝擊諮詢與財務部門執行長Marisa Drew強調世界上海洋在吸收二氧化

碳和產生氧氣方面的重要性，同時承認海洋健康“從私人資本角度來看嚴重資金

不足”。永續發展債券資金將協助永續漁業、海洋保護區和海洋廢物循環利用計

畫，並有助於彌補 SDG 14（水下生物）的資金缺口。 

該債券共發行了 2860 萬美元，這將幫助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永續發展中水資源

保護和海洋永續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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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P 25：全球投資人敦促各國實現氣候行動目標 (UN News, 2019/12/9)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12/1053081 

各國出席聯合國 COP25 會議，在馬德里簽署的一份聲明中呼籲採取行動，以加

強對 2015 年條約（限制全球升溫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 1.5℃）的實施。 

投資人表示：「全球正轉向至清淨能源，但政府需執行更多工作，以加快低碳轉

型並提高我們經濟、社會和金融體係對抗氣候風險的韌性。」 

《全球投資人針對氣候變遷給政府的聲明》敦促採取行動，包括逐步淘汰燃煤發

電、終止補貼化石燃料、以及更新和加強國家自主貢獻(NDC)，以實現《巴黎協

定》之目標。他們警告，目前的承諾離防止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 1.5℃的目標門

檻具有”明顯差距”。 

該聲明是由《投資人議程》的七個創始機構共同制定的；議程於去年啟動，旨在

擴大投資人為支持轉型至低碳經濟之行動。共有 631 個負責管理全球超過數十億

受益人資產的投資機構簽署，其中包括退休基金。 

Ceres 執行長兼總裁、《投資人議程》的七個創始機構之一 Mindy Lubber 表示：

「透過這些投資人在我們經濟體發揮的巨大影響力，政府領導人應回應大眾呼籲

採取行動，以實現零排放的經濟體。」 

其他創始機構為亞洲氣候變遷投資人組織、CDP、氣候變遷投資人組織、氣候變

遷投資機構組織、聯合國支持的責任資原則網絡、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

議(UNEP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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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SG 投資：消除社會影響力金融商品的負面性 (Motley fool, 2019/12/12) 

https://www.fool.com/investing/2019/12/12/esg-investing-clearing-the-air-on-social-

impact-fi.aspx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選擇將錢放在有價值的位置—許多產品落於環境、社會和公司

治理投資，通常簡稱為 ESG 投資。如果您正在考慮投資 ESG 產品，請閱讀以下

提示並避免掉入陷阱。 

ESG 的要件 

ESG 投資策略利用各種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作為資標選擇的標準，以同時創造

具財務報酬競爭力和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 在環境方面，您可能會發現其標的聚焦在清淨能源、省水或其他環境問題的投

資上。 

⚫ 負責任的社會投資標準可能包括性別平等、職場的多元性、公平勞工基準、安

全的工作條件和人權等因子。 

⚫ 在公司治理方面，高階管理人的薪酬、董事會成員的多樣性或反貪腐政策等因

素可能會影響投資決策。 

ESG 投資的方式沒有正式的定義，有各種名稱可以互換使用、描述這個投資概

念，例如「永續投資」、「社會責任投資」、「影響力投資」。ESG 投資主要通過共

同基金(mutual funds)的形式供小型投資人(retail investors)，但 ETF 和綠色債券等

也是投入 ESG 投資的方法。除此之外，雇主提供的投資計劃和機器人理財諮詢

平台也可能會提供永續投資的選項。重點：每一個 ESG 投資項目都是獨立、特

別的，應該逐一檢視其價值。 

給投資人的提點：若你在考慮 ESG 投資或已經持有，請閱讀以下提示並謹記在

心： 

⚫ 了解自己的投資目標及風險承受度。任何一個 ESG 投資都應該要符合您的

總體投資目標。由於所有投資都伴隨一定程度的風險，因此希望你對與投資

相關的業務和市場風險有所了解並對此有所了解能接受。 

https://www.fool.com/investing/2019/12/12/esg-investing-clearing-the-air-on-social-impact-f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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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ESG 基金的投資原則。你可以從基金說明書得到這項資訊，例如有些

基金可能採用獨家投資流程來選擇投資標的(如排除特定產業類型的公司，

像是菸、酒)。其他可能選用條件包容流程(例如，涵蓋某些滿足 ESG 標準的

公司，例如長期專注於永續供應鏈的公司，或董事會女性成員比例保持在一

定水平的公司）。有些基金專注於所有 ESG 領域，另一些可能只專注於單一

面向，例如公司治理。 

⚫ 注意「漂綠(green washing)」的潛在可能。「綠色」投資可能是主觀判斷，標

籤化「綠色」使外界得這個詞有被利用的可能。盡職調查（包括仔細閱讀基

金說明書或債券發行）是好的調查起點；追蹤基金或債券發行人可能報告的

各個公司所有的環境里程碑。自行判斷這項投資有沒有達到你對綠色投資的

標準，舉例來說，您會考慮一個投資「綠色」水壩的債券，如果基礎建設底

下的其他項目有建立風電場的選項？理性分析的結果可能因人而異，有時候

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投資者自己。  

⚫ 檢查價值。回顧個人投資中 ESG 基金的內容，這些投資有符合你自己的價

值觀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請檢查無論是通過另一支基金或是個別持股，

你是否已經擁有該基金內所持有的任何投資。 

⚫ 保持多元性。將所有資產都保存投注在一檔 ESG 基金上(特別是只集中於乾

淨能源或單一綠色債券的投資)，通常會使投資者的多元程度低於持有多種

資產類別所能達到的水平（例如股票、債券和現金混合運用）。你還可以在

資產類別或投資方式中進行排列組合，例如你可以投資與已持有的股票或債

券沒有實質性重疊的 ESG 基金、選擇投資範圍橫跨產業的 ESG 基金或者選

擇綠色債券基金組合而不是單一綠色債券 。 

⚫ 為 「標準不一致」做好心理準備。由於沒有什麼關於 ESG 投資是如何建構

的技術架構或法律定義，因此你可能會發現不同角色或機構對此的解釋有所

不同。對一個投資組合經理或債券發行人而言，構成 ESG 投資的要件不一

定與另一投資人或債券發行人一樣，或者與你，投資人自己的觀點不相同。 

⚫ 提防「綠色」詐欺。要特別留意承諾你能透過 ESG 計畫大幅獲益的人或資

訊，尤其當中參雜了一些「水餃股("penny" stocks)」。這些可能是詐欺，而應

該如何應對呢？遠離通過電子郵件、社群媒體或電話與你主動聯繫報價的資

訊。永遠要自己驗證你的交易對象，以及運用 FINRA 的 BrokerCheck 確認



 

 

你的交易員是否擁有合格執照。 

⚫ 比行銷資料了解的更多。千萬不要完全依賴行銷資料，因為在行銷資料中可

能會被誇大，而過分強調 ESG 標準。通常可以在公司的 SEC EDGAR 檔案

中找到更完整的投資情況。閱讀文件細則可以避免投資的市場或行銷資料中

沒有全面說明的部分。 

⚫ 了解並比較費用。ESG 基金通常需要耗費更多工作量來構建和管理，因此，

其成本比追踪市場指數管理的被動基金高。請研究你任何正在考慮的投資可

能產生的費用是多少，並注意 ESG 基金的年度費率。如果您使用的是投資

服務，請詢問與投資相關的所有費用，例如銷售費用、基金運作的持續性支

出、購買或出售證券的費用或資產管理費。  

◆ 利用 FINRA 的” Fund Analyzer” 系統比較基金費用 

◆ FINRA 的” BondFacts”系統會顯示最後出售的債券價格及其他資訊 

 

  



 

 

9.歐盟立法者調整了永續投資原則的擬議規則 (Reuters, 2019/12/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finance-climate/eu-lawmakers-tweak-proposed-

rules-on-sustainable-investments-idUSKBN1YL0ZS 

歐盟成員國在 12 月初拒絕一項協議後，立法者同意支持調整後的提案以規範哪

些金融產品可以被稱為綠色及永續的產品。這些規定有可能使歐盟在 2000 億美

金的綠色債券市場中成為領導者，新的方案獲得分析師和環保團體的認同。帶領

EU 談判的綠色立法者 Bas Eickhout 在 12/16 的聲明中指出：「這可以鼓勵市場將

永續投資變為主流」。 

先前歐盟立法者和歐盟輪值主席國所達成的協議於 12 月初被拒絕後，談判者們

稱讚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妥協，藉此可以建立針對氣候敏感型投資者的綠色債

券和其他金融產品的全球標準。 

英國、法國、捷克、匈牙利、波瀾、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斯洛文尼

亞反對該項交易，擔心這將阻止對核電和乾淨煤項目的投資備標註為「綠色」。

新的文本使其大門敞開將核能標註為永續能源之一。但立法者表示，這永遠都不

可能發生，因為對所有標註的投資都會進行「無害(no-harm)」的檢驗，但他們沒

有詳細介紹該測試的內容為何。擬議的法律是建立永續投資架構標註系統的第一

步，而專家將在 2021 年開發全套標註系統。氣候變遷智囊機構 E3G 的政策顧問

Tom Jess 在 17 號的聲明中表示：「我們達成的協議將有助於既有經濟過渡到零碳

排放的經濟」。 

該法案預計在 12/18 獲得所有歐盟成員國代表的同意，然後送交歐盟執行機構

歐洲委員會成為正式的法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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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讓永續發展不僅僅只是一個流行用詞 (Entrepreneur, 2019/12/19)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43532 

如今，永續發展已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用詞，明智的企業領袖已經意識到不必再對

業務有幫助的事物以及對地球有幫助的兩者間進行選擇，業務與環境的目標應共

同放在一起進行討論及落實。 

永續產品是正在蓬勃發展的，AC 尼爾森預測，到 2021 年，消費者將在永續商品

上的花費將會快速提升到 1500 億美金。其中包括包裝食品、盥洗用品和其他消

耗品之類的產品，將會以低成本方式售出。儘管「永續」一詞對不同的人而言具

有不同的意義，但研究也顯示，環保產品目前在消費者心中具有強烈的共鳴。 

但是吸引客戶的原因不僅止於所生產的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更是向消費者展示該

企業實現永續性的決心。例如 Patagonia，該企業以開發有助於地球的新材料而聞

名，且承諾將一定比例的利潤用以支持環保組織；另一個企業 Interface Inc 該創

辦人 Ray Anderson 因為減少企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獲得「世界最環保的 CEO」

頭銜。該企業對地球做出明顯的貢獻，在永續發展面向的努力也有助於提升品牌

形象。 

要參與永續發展並為地球與自身利益創造雙贏，可參考以下三個步驟： 

1. 教導您的團隊帶來真正的改變，而不是一廂情願 

在永續性面向上，教育就是一切。考慮一個熱心的回收者不願將用過的比薩盒送

到垃圾掩埋場。紙板是可以回收的，對吧？但不幸的是，只有少量食用油覆蓋的

物品會汙染整個物料。回收解決方案提供商 Rubicon Global 的聯合創辦人 Perry 

Moss 將這樣熱心的人把垃圾丟入回收箱的趨勢稱為「aspirational recycling」，他

指出這樣一廂情願的想法導致了污染的增加，由於一開始回收利潤空間小，因此

既使少量的汙染也可能使在處理上所必須負擔的費用增加。利用教育的方式讓大

家知道甚麼是需要回收，但也需要知道甚麼是需要扔掉的，與你的團隊分享正確

的回收作法，並鼓勵他們在家使用這個正確的知識擴大其影響力，甚至是可以在

子女的學校或公司會議上主持永續性研討會提供相關資訊，這樣團隊的成員就可

以成為公司綠色價值品牌的擁護者。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343532


 

 

2. 改革浪費的生產流程 

始終有更好的生產產品方式，無論是開發最先進、創新的材料或者是對地球更有

益的生產方式。製造公司 Carbon 近期推出了由近 30%以植物為主的材料製成新

型 RPU130 樹脂。為了使生產過程更具永續性，需先要建立一個綠色團隊，其主

要職責是確定最有希望的計畫。這些計畫措施可能包括追求再生能源的使用或定

期進行能源審核以提高效率。您還可以採取步驟擴展回收計畫，例如：尋找減少

水資源浪費的方法，這些單獨的措施可能不會對本身有突破性的影響，但如果一

起實施，他們可以帶來巨大的變化。 

3. 制定指標以追蹤達成之成就 

隨著消費者對環境意識的增強，永續性商品的商業利益只會原來越大，而困難的

是如何量化收益或向客戶證明您的作為。銷售團隊通常可以估算某個活動將獲得

大約有多少的財務回饋，而猜測永續性措施的影響僅限於猜測，無法進一步量化。

未能更精確行量工作的成果，則需要定義某些重要的成就指標，例如：Ben＆

Jerry's 建立了「 Social Metrics 」來追蹤其社會使命的表現，該公司亦努力地採

用新的會計系統以衡量經濟、環境及社會的影響。或許對於您的組織而言如此廣

泛的方法上不可行，但也應從設定特定目標和衡量結果開始著手進行，例如：可

以計算每年不同時間中離開建築物的清潔可回收材料重量等方式來衡量團隊在

該面向之教育計畫的相關影響，並確保達到成就的指標能夠公開並持續增加，讓

努力的成果讓消費者看到，將有助品牌的提升。 

永續發展蘊含著巨大的商業價值，但無論做了甚麼都不該試圖假冒，客戶容易發

現企業的不真實性，而這也可能因此抹滅了過去企業對這方面的努力，要真正將

此原則付諸實現，從開始減少你的負面衝擊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