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年值得關注的 5大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趨勢 (The CSR Journal, 2020/01/03) 

https://thecsrjournal.in/5-global-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rends-to-follow-in-

2020/ 

2019 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 CSR)關鍵的一年，

因為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的概念受到媒體的關注，而去年的趨勢(更好的對

話、更多的學習、更多的災害預防、性別平等及重視 Z 世代)仍然是即時且有意

義的。儘管如此，2020 年仍對該領域帶來更多的挑戰與機會，領導者應注意企業

社會責任中這些不斷發展的全球趨勢。 

1. 尋找真相 

儘管利害關係人一直期望企業透明且公開，但尚未有好的表現。憑藉假新聞、另

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以及社群媒體平台在全球傳播的能力，利害關係人不僅在

尋找真相，而且要求將此做為業務開展的必要條件。更看重外部和第三方單位的

審核，他們被聘用以確保企業的公開訊息既透明又準確。 

2. 達到碳中和 

儘管許多企業再減少碳排放和廢棄物處理面向有所進步，但僅減少公司營運對

環境的影響是不夠的，現今，利害關係人則是要求企業能夠將此全面消除。越

來越多企業正在使用可再生資源和碳補償以實現碳中和(應具獨立驗證)，「零浪

費」的想法在工作場所變得更稀鬆平常。期望在來年可以看到更多企業朝碳中

和邁進，並對於零浪費有更大的步伐前進。 

3. 與員工站在一起 

有越來多的員工為自己的權益發聲，要求他們的企業領導者能夠投入先前未曾有

過的社區參與活動。儘管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及英國脫歐有可能加劇包括員

工在內的利害關係人之間文化與政治的分歧，但他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企業領導

者願意參加當地與全球公共政策的討論，並對員工的行為負有責任。 

4. 追求目標而不是只有熱情 

儘管熱情對於企業和民間組織的領導仍相當重要，但人們也有意識到，熱情有時

會短暫稍縱即逝，但目標卻可以有持久性。建立企業目標是激勵員工和吸引客戶

的方式之一，而目標可以成為公司營運和社會責任背後能夠持久且不受地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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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期望設立目標能夠成為任何業務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搜尋明日之星： 

CSR 的概念自 1970 年至今；企業慈善事業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而永續發展

的理念也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公司和員工透過志願服務「回饋」也發展同樣長

久。下一個發展的明日之星呢？許多投資者和內部觀察者都主張環境、社會和

治理 (ESG) 報告和「共享價值(Shared Value)」，但這些概念對普通消費者或員

工來說似乎過於理論。期待在 2020年，能看到嶄新的方法來推廣和描述企業對

責任經營的詮釋。 

 

 

  



 

 

2. TCFD氣候報告倡議獲超過一千個單位支持(corporate secretary, 2020/02/18)  

https://www.corporatesecretary.com/articles/esg/31970/tcfd-climate-reporting-

initiative-passes-1000-supporters 

自 2017 年起，簽署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的組織數目增加了四倍，參與率的增長以銀行業最為

顯著。據 TCFD 所述，氣候變遷增添了金融風險，因此由麥可．彭博(Michael 

Bloomberg)主持的氣候倡議已獲超過一千名報告發行人和投資者的簽署。為了提

升企業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透明度，FSB (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於 2015 年設立的專案組目標召集股東和公司，一同支持一自願性報告架

構。全球共 1,027 個支持單位總市值接近 12 兆美元，其中 473 家金融公司管理

超過 138.8 兆美元之資產。金融集團以最高比率簽署支持專案組，全球 93 家銀

行在過去一個月的時間內加入。紐約梅隆銀行(New York Mellon)、意大利聯合信

貸銀行(Italian UniCredit)和富國銀行(Wells Fargo)都在 2019年加入。 

重要報告面向 

氣候倡議建議主要強調四方面：治理(governance)、策略(strategy)、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及指標與目標(metrics and targets)。該架構鼓勵公司公開在管理層和

董事會層級公開解決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會的方法。根據 TCFD網站，與氣候

相關的財務報告還應研究為實現全球氣候目標而制定的公司經營策略。 

此外，財務公開涵蓋各組織用來確認、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和設計來

解決這些風險的指標與目標。瑪菈．查爾瑞絲(Mara Childress)，TCFD 秘書處成

員、彭博社全球公共政策總監表示：「TCFD建議針對的是全球每個公司、每個

行業和每個管轄權，因此我們的架構非常靈活。這是為了讓公司去談論與他們最

相關的事情，而我們希望這對投資者來說是最重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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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公司在自願性報告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查爾瑞絲仍強調了對標準化指標的

需求，該指標可以降低報告發行的困難，並避免產生不同標準混雜的困擾。她說：

「我們已在為整合不同標準努力。一個名為【企業永續報告論談】(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的行動正在展開，除了 TCFD 之外還納入其他的報告架構，

共同探討如何降低報告產出的困難度。我認為【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reenhouse Gas Protocol)最具成為全球性標準指標之潛力。」她補充：「氣候變

遷可能帶給許多公司重大風險，如果投資者能夠將這種風險定價到他們的財務決

策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的資本將會重新分配。」 

關鍵產業代表性不足 

運輸、商業、專業服務、石油、天然氣和消耗性燃料行業等被視為帶來最大污染

之產業，在所有支持者中仍僅佔少數。TCFD表示，至今為止只有 5間服務業公

司和 8 間運輸公司加入這個倡議。包含瑞士的嘉能可(Glencore)和澳洲力拓集團

(Rio Tinto)在內的 21 間金屬及礦業公司及日本三菱化學公司在內的 28 間化工公

司目前已經加入倡議，但這樣的數目與銀行業相比仍有很大的落差。 

所有設立在亞洲並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化工公司皆為日本公司，中國化工企

業集團至今仍未表明支持氣候風險專案組。總部位於 55 個國家的支持者來自包

含公、私部門等不同單位，國家政府如比利時、加拿大、智利、法國、日本、瑞

典、英國；其他單位如公司、中央銀行、監管機構、證券交易所、信用評比機構

與其他政府單位。 

 

  



 

 

3. 紛紛不一的 ESG評比給投資者的啟示(Eco-Business, 2020/02/17) 

https://www.eco-business.com/opinion/the-inconsistency-of-esg-ratings-implications-

for-investors/ 

投資者們有愈來愈仔細檢視企業 ESG的績效的趨勢。這是正面的發展，如果 CEO

們了解到投資者們不只著眼他們的短期收益，而是亦會評估與 ESG相關的因素，

他們將會優先考量這些因素而非每季獲利。確實，研究顯示如果 ESG 的績效優

異，投資者們比較不會因該公司的獲利狀況不佳而出售它。這點出投資者們意識

到對認真看待社會影響力的公司而言，季獲利並不是用來評估公司整體績效最重

要的因素。 

但一項最大的挑戰是評估 ESG 的績效相當困難。這項挑戰的存在或許是一些投

資者在評估一間公司時僅著眼於財務指標的原因。我們可以知道一間公司的獲利

情況跟股利多寡，但我們不知道他的 ESG績效如何，因為 ESG的績效太難定義。

基於這個原因，ESG 評比機構(像 MSCI、Sustainalytics,、Vigeo Eiris,、ISS、 

RobecoSAM 和 Asset4)可以扮演具正面作用的角色。他們精心收集和彙整一系列

有關企業 ESG績效的資訊，包括評比機構的揭露、第三方報告(如：來自 NGOs)、

新聞內容與企業自己透過訪談及問卷做的調查等，最後總結出 ESG 的整體分數

及 E、S、G三個項目個別的分數。 

然而，不同的機構對企業 ESG 績效做出的評比結果大相逕庭，各個間評比的相

關係數僅有約 0.3。對比信用評比(credit rating)，兩評比機構 S&P 與 Moody’s 所

得出的結果相關係數高達約 0.99。近期有兩篇論文深入探討不同評比間差異性的

來源。第一篇是麻省理工史隆學院(MIT Sloan)發表的【Aggregate Confusion: 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該篇論文歸納三個產生差異性的來源： 

一、 53%來自於評比方式：評分者以不同指標評比同一項 ESG，例如： 

1. 以員工流動率或勞資衝突案件數目評比勞工待遇 

2. 以男女薪資落差、董事會女性比例或女性員工比例評比女性友善職場 

二、 44%來自於界定範圍，不同的評分者採納不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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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部分的評分者在評比企業的環境紀錄時會檢視該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但有些人會再納入電磁波作為評量項目 

2. 有些評比機構會納入遊說活動作為評量項目，有些則否 

三、 3%來自於權重：不同評分者在計算整體分數時在各項目配置不同權重 

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可以從公開紀錄中驗證的客觀事實也存在分歧。企業是否為

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成員的相關係數為 0.86；CEO 是否同時身

兼總裁的相關係數為 0.56。作者也指出一個強烈的「評分者效應」– 如果一評分

者在某一項目給該公司很高的評價，他也會在其他項目作出高評價。這是心理學

上被廣泛記錄的「月暈效應」的一個例子。 

第二篇是研究聯盟(Research Affiliates)所發表的【What a Difference an ESG Ratings 

Provider Makes!】(我本身是研究聯盟的顧問，但並未參與此研究)。此研究並非

像第一份研究聚焦彙整之資料，而是深入探討特定案例，檢視不同的兩個評分者

如何評比同一間公司： 

一、 評分者一將富國銀行(Wells Fargo)排在「公司治理」的前 25%，而評分者二

則將富國銀行排在倒數 5%。這樣的差異是因為評分者一認為假銀行帳戶醜

聞應屬「客戶訊息提供」，是「社會」分數的一部份而非「公司治理」。 

二、 評分者一將臉書(Facebook)排在「環境」的前 10%，而評分者二則將臉書排

在倒數 30%。這是因為他們在環境評比上用了相當不一樣的項目去評量，

且不同的項目有不同的權重。 

這些訊息對投資者的意義為何？這樣的結果並不表示 ESG 評比毫無用處，或是

評分者有偏見或不稱職。ESG的績效相當難衡量，就算是理性的人也難免產生判

斷上的分歧，就像一些股票研究分析師會將一間公司評為「買進」，另一間公司

評為「賣出」一樣。 

這些訊息的實質意義是你不能只是選定一個 ESG 評比然後便根據該評比做交易。

你需要了解它實際上選擇哪些項目納入評比，因為不同的評分者定義 ESG 的方

式不同。某些投資者可能會在意電磁波，其他人則不會，因此投資者需要自行去

了解該評比是否有將電磁波納入考量。 



 

 

作者曾經在華爾街日報上做個一個名為【Does SRI Make Financial Sense】的辯論，

對手認為因為 ESG 的績效沒辦法被定義，所以 SRI 並沒有實質效益。然而這樣

的「混亂」實際上對投資者是有益而非有害的。如果真的有一份千真萬確的評比

報告，我們就不需依靠人來進行投資，電腦可以被設定來計算 ESG 投資策略。

我們不能依賴評比，而是需要深入了解一個企業，與管理階層對話並自行思考他

們的營運策略背景。這意味著即使在大數據的世界裡，人類作為投資者仍然可以

創造出巨大的價值。 

同樣地，如果一份千真萬確的評比報告真的存在，它將會被市場定價，因此你會

無法透過交易評比報告來獲利。這本書談論許多沒被市場列入考慮的 ESG 資訊

來源，因為市場難以對無形且難以衡量的因子(如 ESG)作定價。這表示不是只有

「負社會責任」的投資者，而是所有的投資者都應該審慎考量 ESG 相關因素。

這些因素有時候因被認為是「非財務」因素而不被重視。然而長遠來看，證據顯

示它們常在財務上造成影響。 

 

  



 

 

4. 擴大亞洲的永續金融 (OMFIF, 2020/02/19) 

https://www.omfif.org/2020/02/scaling-up-sustainable-finance-in-asia/ 

中央銀行與監管機關應如何參與氣候爭論？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這個問題受到越

來越多的關注。東南亞中央銀行中心於 2019 年第二季針對其成員進行調查，以

了解他們對氣候和低碳轉型的看法與論點。 

來自亞太地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共 18 名受訪者準備了一份發表在《永續金

融與投資期刊》上的論文，討論這些機構已執行的措施、以及 2020 年可執行的

計畫。 

該調查顯示 94％的受訪者認為其機構應參與鼓勵低碳融資與綠色倡議的活動；

但僅有 22%的受訪者有任何策略投資要求或方法來擴大其對低碳行業的私人投

資；72%的受訪者了解幫助實施綠色金融計劃之國家承諾。僅 29％的國家已發布

融資工具或實施監管政策以鼓勵低碳投資的私人融資。最後，有 39%已對其員工

和外部金融服務人員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方面的培訓。這些培訓包括能力建

置班、利害關係人對話、與金融機構的諮商活動、以及邀請多邊金融機構的相關

專家於活動上演說。 

亞洲各地的中央銀行已採取減輕氣候風險的多種行動。孟加拉銀行是最早回應環

境挑戰的其中一家中央銀行。2011 年，孟加拉銀行發布了一項環境風險管理指

令，要求銀行將企業風險管理政策納入其信用風險管理中。 

在鼓勵綠色與低碳金融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國家之一。中國人民銀行對銀

行設定強制性揭露，並對投資組合進行「綠色」、「棕色」和「中性」之貸款分類。

銀行若有助於中國人民銀行的風險評估可獲得「綠色」積分。中國人民銀行還啟

動了綠色再融資政策，允許商業銀行使用綠色貸款或債券作為向其借款的抵押品，

以貼現率將借款貸給綠色企業。 

印度儲備銀行於 2007 年 12 月向銀行發布了一項通知–「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

展和非財務報告–銀行的角色」。2015 年，印度儲備銀行增加目標行業的社會基

礎建設以及小型再生能源計畫借款，以支持綠色金融。 

印尼也嘗試在綠色金融中建立領導地位，金融服務當局於 2015 年制定「永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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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路線圖」，為促進永續金融設定全面計劃。2018年，印尼成為第一個發行綠色

主權伊斯蘭債券的國家。新加坡金融當局已實施多項計劃，以促進新加坡的永續

金融。其中一項措施為 2019年 1月成立「亞洲永續金融倡議」，這是一個多方利

害關係人論壇，強調利用金融部門的力量來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和《巴黎氣

候協定》。 

在 2020 年期間，將持續開展能力建置計劃與倡議，以幫助提高意識和落實關鍵

想法。這可包括修改目前的巴賽爾規範架構，針對原本偏向碳密集型企業在資本

需求的條件上附加「棕色懲罰」或「綠色支持」因素，卻可能導致「綠色泡沫」

的風險。較好的方法為導入適用於碳密集型活動貸款的碳基礎資本緩衝。這將消

除系統中貸款給碳密集型產業的一些固有偏見，並促進低碳貸款。 

壓力測試為許多監管者正尋找的另一種解決氣候相關風險的工具。它對反映轉型

低碳經濟的各種途徑進行不同氣候情境模擬，有助於評估氣候變遷對個別公司和

世界金融穩定的潛在衝擊。在英國，英格蘭銀行和保誠監管局已宣布將氣候壓力

測試納入其計劃的一部分。儘管這是一項複雜且充滿挑戰的領域，強制性氣候壓

力測試將要求銀行和金融機構考慮氣候風險。這將形成更專業的知識和更強健的

模型方法開發，並推動銀行貸款決策導向更低碳風險的企業。所面臨的挑戰為如

何在每個中央銀行內執行此類措施，這將成為今年下半年 SEACEN 中心的一項

關注重點。 

  



 

 

5. 氣候的重要一年–金融服務業為關鍵 (CDP, 2020/02/21)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investor/a-huge-year-for-climate-and-the-financial-

services-sector-holds-the-key 

無庸置疑氣候變遷將支配未來的經濟。即將卸任英格蘭銀行、貝萊德和微軟的董

事在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的消息指出，圍繞氣候風險與機會的對話已直接進入

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董事會。 

CDP 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2019 年，全球 215 家大型企業指出其受到的氣候衝

擊風險逼近 1兆美元。另外，低碳技術和永續商業模式等帶來的機會也高達 2兆

美元。採取行動的商業案例非常明確，且共識正在建立中。現在討論的重點將是

如何最好面對挑戰和把握機會。 

這將需要一個好的工具。作為環境報導的金牌標準，CDP 協助企業獲得數據以回

應不斷成長的市場需求，並致力於鑑別和解決系統中的盲點。 

目前，金融服務業為關鍵消失的環節、在逃避的大問題。近 300家主要金融機構

已透過 CDP 揭露資訊，其中包括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和摩根士丹利等知名公司。

到目前為止，金融機構在 CDP揭露的資訊大部分聚焦在其自身營運的直接衝擊，

低於 20%已報告任何有關其透過借貸、投資和保險政策的排放量。如果這些機構

皆報告其全部的融資組合，則該行業的已知排放量將急劇增加。 

因此，這些公司在轉型過程中扮演獨特的雙重角色。他們需要了解在目前的系統

中所面臨的風險，以幫助建立和發展下一個系統。然而，必須將注意力迅速轉向

它們對更廣泛經濟的影響力。這就是催化快速變化的潛力所在。在 2050 年前實

現淨零排放需要大量的資金流入低碳技術和永續發展的企業。這只有金融服務業

可以做到。 

這就是為什麼 CDP 在與該行業進行詳細諮商後，推出了首份針對公開上市櫃金

融服務業的問卷。這些問題將協助銀行、資產管理者及保險業者了解其特定的環

境衝擊，並透過生成的數據提升市場對挑戰的理解。國際 TCFD等組織強調這項

發展將彌補該缺口。 

一如往常，我們需要企業響應揭露資訊，透過我們的工具獲益，並幫助觸發所需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investor/a-huge-year-for-climate-and-the-financial-services-sector-holds-the-key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investor/a-huge-year-for-climate-and-the-financial-services-sector-holds-the-key


 

 

規範的轉變。我們的問卷及報導指引皆已開放供企業公開瀏覽，我們將協助企業

有效使用該架構與資源。企業將於 4月透過問卷揭露資訊，而我們將回饋所學給

更廣泛的投資界。這將為企業、監管機構和公民社會提供寶貴的數據，以了解和

解決氣候挑戰。 

眾所皆知今年為採取氣候行動的關鍵年度，如貝萊德執行長Larry Fink最近所說：

「有關氣候風險的證據正促使投資人重新評估有關現代金融的核心假設。」企業

生存需考量所有風險，而報導是實現該目標的關鍵第一步。 

 

 

  



 

 

6. ESG揭露: 讓永續更加透明 (European Union, 2020/02/25)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aa2c82d-5fb1-4860-8f26-

8589547445cc 

將私人資本轉而支持氣候和環境行動，對於全球經濟的成功轉型朝向永續未來十

分重要。這種資本重新分配不僅需要就合格投資產品(分類標準)達成共識並搭配

適當的獎勵措施外，也需遵循投資收益使用之透明度。 

增加揭露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績效也是歐洲綠色交易(European Green Deal)

的基礎，2019 年歐盟的揭露法規就是證據。國際金融家代表近期發表的聲明也

證實：資本提供者對其投資的「綠色性(green-ness)」越來越注重，進而加強有效

ESG 揭露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值得將目前在歐盟範圍內適用的 ESG 揭露規則

以及正在醞釀的立法提案納入考量。 

企業方面 

從(運營)公司的角度來看，若公司為「公開發行實體的大型事業體」或根據相關

架構發佈「綠色」或「永續相關」的文件或參與資本市場並因此受歐盟招股章程

制度(EU prospectus regime)約束。 

大型、公開發行實體之非財務性(ESG)報告 

如果公司符合 2013 年會計指令，符合以下規定者則必須編制非財務報告：資產

負債表總額為 2000 萬(歐元)或淨成交量為 4000 萬(歐元)、平均員工人數超過 500

人及為上市實體、信貸機構、保險機構或其他公開發行實體(例如，源於其業務性

質、規模或雇員人數)。 

此報告必須包括： 

與環境、社會和員工相關之商業模式、公司策略、治理和控制系統、政策成效及

主要風險和風險管理。 

以上項目須參照下列事項來思考： 

⚫ 公司自身的發展、績效和定位(「對公司的影響」)、公司營運對環境的影響

(「公司產生的影響」)。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aa2c82d-5fb1-4860-8f26-8589547445cc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aa2c82d-5fb1-4860-8f26-8589547445cc


 

 

⚫ 對任一影響「重大」的事項應在 ESG 報告中揭露。隨著市場和公共政策開

始回應氣候變遷，「對公司的影響」和「公司產生的影響」這兩方面將日益

重疊，公司業務對環境的影響將轉化為對企業自身的影響(例如，對政策、法

律或商譽風險的敏感度更高)。 

⚫ 如果相關且符合比例原則，公司(包括金融服務提供者)必須將整個價值鏈(涵

蓋上游及下游)一併考慮，以便進行 ESG 報告。 

⚫ 因此報導企業應考慮在合約上加上其供應商提供相關數據和資訊的義務，使

他們能夠履行其報告責任。 

⚫ 立法者希望將 ESG 報告將設為管理報告的一部分。目前 ESG報告有時會作

為一份獨立的文件製作，並允許公開分享。 

⚫ 公司在編撰 ESG 報告時，可能會依循公認的報導架構和標準(如 GRI、OECD

框架和《聯合國全球盟約》)。 

此外，歐盟委員會(EU Commission)還發佈了不具約束力的氣候相關資訊報導準

則和非財務報導準則，以補充年會計指令(2013)。ESG 報告的內容通常不會由公

司的(法定)審計師查核(儘管他們可能需要確認已編寫中的 ESG報告)。 

綠色債券發行要點(Green bond principles)和其他(自願性)架構  

綠色(或與永續相關)產品之債券發行人和債權人自願對其投資人承諾遵循相關

架構，可能會使債券他們(發行人和債權人)發現自己須承擔相對的報告或揭露

義務。 

以下內容可能因架構而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資產配置報告─定期(即直到全

額配置)更新關於收益使用方式和債券或貸款之分配的資訊、影響報告─簡要說

明由債券或貸款的相關專案以及預期影響。 

ICMA綠色債券發行要點 (以《LMA綠色貸款(PDF)》和《LMA永續指數連結

貸款(PDF)》為模型的發行要點)建議使用定性(qualitative)績效指標，並在可行

的情況下採用定量(quantitative)績效衡量標準(如：能源容量、發電和溫室氣體

減排/避免)，以及揭露使用中的定量計算基本方法學和/或假設。而 ICMA 提供

了用於影響報告的其他(自願性)指南和報告範本。 

 



 

 

資本市場發行人適用之一般揭露要求 

在歐盟公開發行證券時，發行人(在多數情況下，無論其發行之證券是否與永續

連結)都需要根據 2017 年歐盟債券發行要點編製。雖然歐盟公開發行要點的條

例沒有明確規定 ESG 相關揭露，但它明確說明「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相關之

情境也可能構成發行人及其債券之具體且重大風險，在此情形下應揭露之」(詳

見 recital (54))。 

此「重大性」測試與非財務報告測試略有不同，因為重大性測試之風險涉及發行

人的想法，而不單就環境本身。但是如上所述，環境之風險在許多情況下很可能

與發行人認定之風險相互重疊。如果 ESG 相關情境符合重大性測試，則此類情

境須作為發行要點中風險因素的一部分予以揭露。發行人(及其行政、管理或監

管機構)、收購人、要求允許證券進入受監管市場交易的人或擔保人，須依歐盟公

開發行要點(2017)規範之一般義務揭露其資訊。 

投資者、資產管理人和其他金融市場參與者 

歐盟資訊揭露法規：對投資經理人、其他金融市場參與者和財務顧問的新規則 

另類投資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AIT)經理人、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畫

(UCITS)之管理公司、特定保險之公司、養老金產品供應商、歐洲風險投資基金

和歐洲社會創業基金的投資經理人和經理(即所謂的「金融市場參與者」)和財務

顧問，以上身分者將從 2021 年 3 月 10 日起，負起 ESG 相關資訊揭露之實質義

務，特別是某些具特定資格之「金融商品」 (如另類投資基金、可轉讓證券集合

投資、泛歐洲之個人年金商品(pan-European personal pension products)、老人年金

計畫或相關產品、以保險為基礎的投資產品(insurance-based investment products)

和管理投資組合)。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揭露規則並不適用於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s)，而是鎖定投

資機構或投資經理人這一層面。 

金融市場參與者和財務顧問必須揭露、將永續風險納入其投資決策過程或建議之

政策的相關資訊、評估會對投資決定產生負面衝擊的資訊(包含盡職調查的內容，

或在允許的情況下，不考慮這種負面衝擊的原因)；及金融市場參與者和財務顧



 

 

問之薪酬政策與永續風險如何整合並保持一致。當金融產品的環境或社會特性

(或兩者之組合)為產品推行亮點，或金融產品以永續投資為目標時，則須加強其

揭露義務。 

資產管理公司和特定機構投資人之透明度 

根據長期股東參與的相關指令(2007)，特定投資經理人、人壽保險和職業退休計

劃供應商必須揭露其股東參與投資策略的計劃，包括描述他們如何監控被投資公

司的社會和環境衝擊和公司治理。 

未來發展 

歐盟委員會近期正在審議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令修訂和說明的內容，該指令旨在

促進歐洲更高品質的非財務資訊報導，並考慮將其範圍擴大到大型非公開上市之

實體。上述內容的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將持續到 2020年 5月 14日。 

隨著《歐盟基準法規(EU taxonomy regulation)》和相關監管之技術標準的進步，

揭露義務(例如金融產品永續的程度)將進一步發揮作用。數位化趨勢很可能也會

影響未來 ESG相關的揭露格式和內容。 

此外，以自願性架構(如 ICMA綠色債券原則)為中心，漸漸發展出一項市場標準，

此標準將作為更廣泛的 ESG報告內容的典範。 

最後，投資者對品質良好的 ESG 揭露越來越感興趣，可能會促使監管措施進一

步發展，並迫使目前不屬於 ESG 揭露義務範圍內的發行人或收購人，自願揭露

ESG相關事宜以尋求外部資金。 

 

 

  



 

 

7. 永續投資也是風險管理的一種 (Bloomberg Opinion, 2020/02/27)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2-26/sustainable-investing-also-

is-risk-management 

全球永續投資 BlackRock Inc的主管 Brian Deese 表示，投資者以個人價值選擇

股票是沒問題的，然而這些價值同時其價值可以作為監控風險或評估公司風險

的策略、共管理超過 7萬億美元的資產。 

Deese 則幫助公司使用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指標作為公司所有股份的風險

衡量標準。 

近幾年來 ESG一直作為投資人產生高於市場報酬之 alpha值的資料之一。這個

現象是否源於科技股在 ESG基金中比重高，或 ESG指標發揮正面效果，仍未

知且眾說紛紜。 

我們有討論到太陽能及風力如何快速成長為美國永續能源來源。再生能源加上

水力及核能發電，目前佔美國能源生產量的 35%以上。而提高能源效率、脫碳

(decarbonization)和運輸電氣化為未來在能源方面最大的改變。 

Deese在白宮擔任歐巴馬總統的氣候和能源政策高級顧問。他幫助關於巴黎氣

候協定的協商、是克 Chrysler and General Motors 救援計劃的關鍵設計師之一。 

他最喜歡的書可以在這裡看到;我們談話的錄音在這裡。你可以在蘋果 iTunes、

Overcast、 Spotify、Google、Bloomberg 和 Stitcher 上傳輸和下載我們的完整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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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永續報告實踐的四件事 (GreenBiz, 2020/03/02)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4-things-you-should-know-about-sustainability-

reporting-practices 

The Conference Board 的一份新報告中說明了永續發展報告的最新趨勢。該分析

調查了 26 個國家/地區近 6,000 家公司報導 90 多種環境和社會的實踐，從溫室

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到用水量等等。 

在公司為永續報告書做準備時，提供四個發現： 

1. 永續報告持續增加 

在全球樣本中，有近 1/4(23%)的公司報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這比去年 21%

略為增加；在美國樣本中(案收入劃分前 250 家最大公司)，有 56%的公司報

導了溫室氣體排放量，而去年則僅 49%。氣候風險揭露也持續上升中，在全

球樣本中，有 9%的公司報導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而去年僅 6%。接受調查的

美國公司中幾乎有一半(47%)揭露了氣候風險，比去年 36%略為增加。 

分析還發現用水量的揭露也有所增加，全球樣本中 1/5 的公司報告了其用水

量，高於去年 18%；在美國此類的揭露也有所增加，今年佔總樣本 34%，去

年則僅為 29%。而這些氣候面向的問題在幾家大型投資機構例如 BlackRock 

及 State Street 都受到關注，並且要求投資者揭露自身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另

外歐洲的永續發展揭露要求也正在影響著公司既有報導的內容，例如：最近

實施的歐盟非財務報導指令導致歐洲和在歐洲相關業務的外國公司揭露增加，

以達到其指令之要求。 

2. 增加揭露並非要改變過去的實踐作為 

雖然公開資訊的數量持續的在增加，但這樣更大的透明度並不一定會在實踐

中有重大改變，至少目前還沒有。揭露不一定會立即推動，這也可能反應出

許多公司正響應報導的要求，但卻尚未將永續性作為業務策略的組成部分。

例如：標準普爾全球 1200指數中公司的溫室氣體報告過去三年中有所增加，

從三年前報導排放的公司從 45%增加到今年的 61%，而該指數中公司的排放

中位數在過去三年中也有所增加，從 591,000 噸增加到 786,000噸的排放量。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4-things-you-should-know-about-sustainability-reporting-practices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4-things-you-should-know-about-sustainability-reporting-practices


 

 

用水量的趨勢亦同，這些公司的用水量中位數從三年前的 440 萬增加到 520

萬。與溫室氣體排放一樣案收入強度來衡量，過去三年的用水量也有所增加。 

3. 永續發展報告的發展有助於創造更好的資訊需求 

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報導非財務資訊，投資者對於可靠、高品質及可比較性的

數據需求越來越大。外部保證有助於提高數據品質。在麥肯錫的一項調查中

發現，幾乎所有接受調查的投資者都同意對永續發展報告進行審查。The 

Conference Board 的分析發現，在全球樣本中有 17%的公司選擇外部查證某

部分的永續發展資訊，在美國樣本中，1/3 的公司接受永續性數據的查證，高

於去年調查的 28%。儘管外部保證越來越普遍，但這些做法仍然存在著蠻大

的差異，在公司獲得的級別及提供保證的組織類型上也有顯著的差異。 

對於最近關於永續性保證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公司僅有”有限保證

(limited assurance)”，通常與溫室氣體排放、能源消耗和用水量為主要查證

內容。很少公司能夠得到整個永續報告書的保證。而永續性保證並不完美，

但它也變得更加重要，有 70%接受調查的受訪者認為對於查證的需求在未來

五年內會持續增加，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使用永續性資訊保證的受訪者

有近 90%認為，如果企業停止查證永續性資訊，未來將會帶來負面影響。他

們提到最嚴重的潛在後果包含商譽降低、投資者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注以

及評級機構的評分降低。 

4. 揭露的狂潮是否會導致報導的疲乏 

企業保持透明度一件好事，我們很慶幸企業對於永續性揭露日益重視，同時

我們不應過於限縮關注揭露內容。各種報告書架構及評級機構的要求確實有

可能促使公司將報導要求優先解決公司面臨的特定潛在永續性挑戰與機會上，

而不斷變化且持續增加的永續報導領域也可能讓企業耗損人力與精力。在這

種環境下，企業將會面臨更艱鉅的挑戰，但謹記 ESG揭露的期望，同時將永

續發展工作重點放在對企業業務最重要的問題上，並向客戶講述對永續面向

所做的事蹟，這都需要有長時間的努力，而其結果也會為股東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帶來長期的利益與回饋。 



 

 

9. 新冠病毒危機是整個系統的壓力測試–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CEO 專訪

(WBCSD, 2020/03/23)  

https://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Insights-from-the-

President/Coronavirus-crisis-is-a-stress-test-for-the-entire-system 

資本主義現在運作的方式開始失去它的「營業許可」 

WBCSD(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總裁兼 CEO Peter Bakker表示：「永續發展刻不容緩，新冠病毒危

機是整個系統的壓力測試。」 

上周三下午，我們又打給 Peter Bakker一次。Bakker的著名身分是郵政及包裹運

輸公司 TNT 的前執行長，且是荷蘭業界中最早的「永續騎士」之一。幾個禮拜

以前我們的第一次交談，談論有關氣候、自然的破壞及貧富不均。但是，當世界

正與致命的病毒對抗時，為什麼還要為此煩惱呢？ 

「你最好趕快習慣。」Bakker提到疫情大流行並擾亂整個社會。「過去普通的商

業模式將不復存在。澳洲和亞馬遜的森林野火向我們顯示全球暖化同時也引起驚

恐，然而新冠病毒危機對整個系統的壓力測試，你可以看到它引起極大的恐慌。」 

年近 60 的 Bakker 從瑞士與我們通話。他在瑞士領導 WBCSD，一個有超過 200

位 CEO 加入的組織，包含蘋果、谷歌、飛利浦、殼牌、福斯和聯合利華。他將

以這個角色推動、創立一個更永續的世界。面對現在的危機，他正主導一些能直

接應對疫情的計畫。設想的計畫像是設立一條成功運作的供應鏈，以防病毒在未

來三個月持續散播造成斷鏈危機。 

「永遠不要浪費一個好的危機。」Bakker在日內瓦談到現況。他希望呼籲「整合

性資本主義(integrated capitalism)」能獲得迴響，一個不只是能令股東滿意，而且

更關注人與環境的自由市場機制。「疫情大流行也是對市場機制的考驗。企業會

如何對待他們的員工？再次集體解雇？或是這次將採取不同的做法？」這些問題

在第一次訪談時似乎還離我們相當遙遠，當時荷蘭的第一起感染案例甚至還沒出

現。 

Q：六年前，您告訴 CEO們 2020 年以前世界上的汙染物應將不復存在。為什麼



 

 

您能展現如此過度的自信心？ 

「當時我們才剛渡過金融風暴，我的分析是我不能只是進到會議室然後談論

2050 年世界的樣貌，因為 CEO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能渡過這一季。如此

一來我無法獲得足夠的關注，因此我們將行動計畫聚焦於 2020 年。」 

Q：現今的情況如何？ 

「我們仍然在製造汙染，氣候問題從未如此嚴峻，生物多樣性的流失或自然

受到的破壞，只是加速進行。從巨觀來看，目前發生的改變遠遠不夠；從微

觀來看，在某些領域我們已有許多進展。不需要再討論我們是否應該介入處

理，『如何』介入的問題仍舊存在，但也比較少人提及了。我們需要停止使

用煤炭、多利用陽光和風力、做好建築隔熱、投入更多有關電動車的事務。

現在討論的焦點已經轉移到『我們如何以足夠的規模和足夠的效率來執行？』

我認為在氣候、自然及人權方面我們將加速行動。」 

Q：關於中國的維吾爾族人的議題，企業明顯異常的沉默，對嗎？ 

「當然，總有一些東西企業必須去權衡，企業的角色不是發表政治聲明。他

們運作自己供應鏈的同時，必須採行聯合國的原則，人權方面現在確實實施

了這些措施。每間公司有他們自己的價值和原則，而大部分的公司會說他們

不會採行奴隸制或強迫勞動，如果這發生在他們的供應鏈，基於他們遵守的

原則，他們應該停止作業並把業務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Q：和中國貿易往來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並不必要對嗎？ 

「對，尤其在你與中國合作的時候。那裡幅員遼闊，在某些地方，你會更加

關注維吾爾族之外的其他議題。這種問題總是有點棘手，你需要有一些作為

底限的原則，而這些原則無法因談判而妥協。」 

Q：哪裡出了問題？ 

「不平等依舊是企業存在的盲點。如果你要一般的 CEO 去談論他們的收入

與底下員工收入的差距，他們會馬上沉默。最新一期的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

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顯示了一項明確的危機，56%的受訪者表示



 

 

目前資本主義已經不再穩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樣說，黃背心

也這樣說。我們現今所認識的資本主義已經開始失去他的營業許可。」 

過去作為 TNT 的 CEO時，Bakker就處於領先地位。他帶頭推動永續發展並

且對抗飢餓。他邀搖滾樂團 U2 歌手兼激進主義者波諾(Bono)至公司擔任演

講嘉賓，此外他還有一輛裝有微粒過濾器的卡車。在義大利的蒙札(Monza)

賽車場，TNT為員工舉辦了一場「永續駕駛競賽」，初賽過後，前六十名車

手晉級後續賽事。「第一名和第六十名之間，燃料的消耗量差了 31%。」 

人們對永續發展的關注引起了另一群人的懷疑，Bakker 被指責過於一意孤

行，並且失去與管理層及股東的連結。後來前聯合利華 CEO 保羅．波爾曼

(Paul Polman)推動公司往同樣的方向發展時，招致一樣的批評。 

Q：永續議題是否在新世代的 CEO之間受到更廣泛的關注？ 

「我們需要將永續發展和領導者分開。幾年前，你會需要像保羅．波爾曼、

菲克·西貝斯瑪（Feike Sijbesma，DSM 公司 CEO）或當年在 TNT 的我推動

永續相關事務的進展，前端需要領導人的帶領來獲取信譽和關注。但如果變

成取決於誰是 CEO 才能推行下去，那永續發展將會變得不牢靠且執行上變

得無法預期。如此一來，將使公司對重大緊急事件的處理變成一場賭注。」 

Q：當時你讓自己在 TNT的地位變得不穩固，現在你如何看待從前的情況？ 

「在推行之初確實遇到了許多阻力。不過後來連續幾年我們成為道瓊永續指

數全球評分最高的公司，分析師開始對我們感興趣，監委會則變得比較和緩。

直到後來我們受到避險基金攻擊。然後我了解到：他們一點都不在乎資本市

場，尤其是避險基金那方面。」 

Bakker在上個新年演說主張徹底改變資本主義：「我們沒有理由繼續用過去

的方式行事，企業不應該以更高的獲利去取悅股東而受避險基金牽制。企業

必須針對人和環境設立自己的明確目標。」 

Bakker說：「我們只將資本主義建立在金融資本上，卻沒有考量社會資本和

自然資本，沒有人對此進行改進。這個星球正走向衰亡，所以我們必須往整

合性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對金融、社會及環境資本同時進行最佳化。」 



 

 

「不過，我們可以有效地運用金融資本評估結果。任何對永續性報告做比較

的人都會有永續目標訂定和評估方法五花八門的印象。資本的提供者需要更

加堅持，包括像是立意良善的荷蘭養老基金。」 

Q：為何讓永續性報告變得一目瞭然難以進展？ 

「每位處理永續會計準則的人像是各自處在孤島上。我自己是國際整合性報

導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的共同主席，組織

裡有來自全球報導群體的代表參與。我在一次會議中提到：『您想解決的問

題中，您本身也是造成問題的一大部份。』不同報導群體就像身在不同島上

的人，缺乏相互溝通，也因此造成許多混亂。在整合上大家需要費很大工夫，

目前有 600種環境及社會目標的評分和評比方法，就像有 450種消費者指數

告訴你健康或不健康一樣。你想要企業怎麼做？不過看來我們已經稍稍撼動

了體制，改變正一點一滴在發生。」 

Q：2012年時您曾說過會計師將會拯救世界 

「我仍這麼認為。但在 2012 年之後，我不斷聽到有人對我說：『Bakker 先

生，我們花了 75 年才制定出財務會計準則，而且世界上仍存在兩套系統。

這樣您認為我們如何才能做到永續會計準則的統一？』」然後我會回答：「我

們必須做到，因為危機迫在眉睫，看看亞馬遜和澳洲的森林大火還有荷蘭的

乾旱。氣候問題已不容我們再迴避。」 

「你常聽到：你現在必須開始思考怎樣將地球保留給你的孩子和下一代。我

認為這句話毫無意義。我快滿 60歲了，而我們已經在經歷這場苦難。」 

  



 

 

10. 為實現 2030年亞太地區之全球目標需要「同心協力」(UN News, 2020/03/25)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3/1060162 

3/24聯合國線上新發佈報告：若亞太地區要繼續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上前

進，為反轉此區域環境的衰竭的情況採取行動是當務之急。 

2020年度亞太區的永續發展目標進度報告(SDG Progress Report 2020)中，聯合國

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Pacific, ESCAP)將焦點放在此區域在 2030 年永續發展進程可衡量環境目標上的

糟糕表現，以釐清哪些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及在未來的進展上哪裡需要投入

更多動能。 

聯合國副秘書長兼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執行秘書阿米達·薩爾西亞·阿里斯賈巴

納（Armida Salsiah Alisjahbana）表示：「我們的分析發現亞太地區在兩項目標上

的表現最為掙扎：促進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與氣候行動」這份旗艦報告敲響了亞

太地區「迫切」需要促進永續資源利用、改善廢棄物管理、增強自然災害抵禦能

力以及制定適應氣候變遷影響之政策的警報。比方說，報告揭露此區域排放佔全

世界總量一半的溫室氣體，而碳排放量是 2000 年以來的兩倍。約有 35%的國家

森林持續消失，且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降至 16%，是全球最低的比率之一。 

希望的一絲曙光 

正面的消息是，許多國家在 SDG 的第四項及第七項有明顯的進步，分別為提升

教育品質和提供可負擔的潔淨能源，令這兩個目標在合理的進程上推展。報告也

提到此區域亦於達成經濟發展目標方面有不錯的進展，雖然其所引用的數據是在

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 

報告指出 2017年，此區實際人均 GDP 之成長超過世界平均值的兩倍，而至少有

十八個國家收入不平等的情形趨緩。不過，為了能更加永續且公平地發展，亞太

地區目前的經濟成長應要與促進人類福祉和打造健康環境齊頭並進。報告透露如

SDG 第五項目標-性別平等及第十一項目標-打造永續城市和社區的進展過於緩

慢。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3/1060162


 

 

此外，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警告若缺乏共同的努力及額外的付出，2030 年前要

達成十七項 SDGs 當中的任何一項依然是不可能的。「亞太地區甚至沒有朝正確

的方向發展」- 阿里斯賈巴納女士強調道。 

亞洲區現況 

SDGs 在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及西亞中的五個亞區也顯現出進展不均的情

形。盤點這些地區進展參差不齊的項目，包括 SDG第十項-消弭不平等、第十二

項-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及第十六項-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不過值得慶幸的是，

如特別在鄉村地區，電力供應的持續改善是這五個區域共同進步的一個例子。 

數據蒐集的窘境 

儘管亞太地區有關 SDG 各項指標的數據已大幅增加(由 2017 年的 25%成長至

2020年的 42%)，但仍有一半的全球目標指標之數據是缺乏的，尤其是那些進展

緩慢的項目。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表示，這凸顯了此區強化政策數據連結需求的

急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