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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及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 ESG 永續金融產品蔚為風潮，如何建立良好法規環境使永續議題能有

效推動，做好 ESG 投資以及風險管理，並藉由監理措施降低投機行為，是國際

在永續發展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近年來國際組織針對永續金融目標開始提出

金融機構落實的一致性整合的策略、風險管理、揭露與法遵指導方針及倡議和

原則，如由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成立的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全球

永續性報告協會(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 以及責任投資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等。除此之外，在發展永續金融商品及服務上，國

際監管趨勢都在持續鼓勵金融機構應採取行動，以更適當的風險管理方法來衡

量並管理整體業務的 ESG風險，並確保 ESG 及永續金融商品的實質面，強調永

續分類的標準、績效評估指標以及資訊揭露，以避免漂綠問題。 

目前在永續分類的議題上，許多先驅國家已發展出相關值得參考的政策，

歐盟自 2018 年成立歐盟永續金融技術專家小組進行研究，2020 年 6 月 22 日提

出「歐盟分類規範」（EU Taxonomy Regulation），並於2020年7月12日啟動，

該分類主要目的為評估企業每個經濟活動符合永續標準的程度，建立六大環境

目標，為追求實現在 2030 年時實現歐洲綠色政綱所提出之氣候與能源目標，將

投資導向永續項目和活動至關重要。另外，歐盟也率先擬定了永續金融揭露條

例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該規範於 2021 年 3 月 10 日

起開始生效，分階段實施，最終版本 SFDR 準則及定期報告規定預計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1。SFDR 主要規範對象為所有歐盟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與金融顧

問，要求金融業在資產投資組合管理上必須揭露其是否為永續或對整體環境有

益(害)之資產，當中對於投資是否滿足氣候環境的正向影響就成了一大主軸。

這份法規的核心意涵在於建立共通的產業框架為 ESG 市場進行分類，幫助更完

 
1https://www.eba.europa.eu/sites/default/documents/files/document_library/About%20Us/Missions%2

0and%20tasks/Correspondence%20with%20EU%20institutions/2021/1024859/COM%20letter%20to
%20EP%20and%20Council%20SFDR%20RTS-J.Berrig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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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企業三大層面，即永續性風險政策、不利永續之影響、產品級別的揭露資訊，

其中，在最關鍵的產品級別分類上，可依法規定義依永續程度由淺至深分為三

類。目前 SFDR 處於第一階段，若依歐盟原先制定之日程表進度預計依序推動

企業從金融商品的公開說明書、包含主要不利影響 (Principle Adverse Impact, 

PAI)的永續政策發展到定期報告進行資訊揭露，預計可於 2023 年初步入正軌。

因此，SFDR 讓金融市場有統一的標準，去揭露和審視 ESG 問題，對於宣稱符

合 ESG 的金融投資產品，特別是想把 ESG 放上公開說明書，都必須經過 SFDR 

的嚴格檢驗，杜絕企業或金融產品自我漂綠的行為。 

歐盟在永續成長行動計畫中持續呼籲為永續活動建立一套共同的分類體系，

藉由建立統一定義、規範揭露內容，供投資利害關係人參考評估，為資本市場

建構友善、低風險的永續投資環境。在歐盟的引領下，近年來各國政府也逐漸

形成共識，了解需透過統一定義與法律規範從企業層面與運營活動層面著手引

導，最終所追求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加強企業資訊、產品分類的揭露，協助利害

關係人降低辨識的成本門檻，了解 ESG 風險，以及因應的策略，並降低漂綠行

為發生之動機，相關做法在英國以及亞洲國家新加坡也持續地推動。 

在台灣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將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由原先 1.0 版改到 2.0 版，

規劃以短、中、長期目標來推動金融業朝向下一階段，讓企業能具體落實綠色

金融業務之推動，含含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資 訊揭露、促

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展、審慎監理、國際鏈結及誘因機制等八大

面向， 其中 1.0 之七大面向共 25 項措施中已完成 8 項，2.0 方案將持續辦理 17 

項，並新增 21 項措施，其中與投信事業較直接相關的有在投資面要求機構投資

人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評估決策流程、強化與被投資公司對 ESG 議題之對話與

互動、及提升盡職治理報告之 ESG 資訊揭露內容等，並研議將 ESG 責任投資納

入自律規範。同時，在審慎監理面向則研議推動金融業氣候變遷相關風險管理

措施，並持續蒐集金融機構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並進行壓力測試之相關國際

資訊，及研議我國參考辦理之可行性，將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從研議階段積極

邁向行動階段。 

除此之外，為避免 ESG 商品的漂綠問題，金管會於 2021 年 7 月發布 ESG

相關主題投信基金之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要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下

稱投信事業）發行 ESG 相關主題投信基金能有一致性資訊揭露格式，強化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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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開說明書在 ESG 投資方針揭露事項之完整性，申報(請)發行計畫、公開

說明書等書件，應至少揭露以下內容： 

（1） 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說明 ESG 基金的主要永續投資重點和目標，

所採用 ESG 標準或原則與投資重點關連性。基金應設定一個或多個

永續投資目標，並具體說明衡量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實現程度的評量

指標。 

（2） 投資策略與方法：說明投信公司為達成永續投資目標所採用投資策

略類型，將 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具體作法，對 ESG相關因素之

考慮過程，以及衡量這些因素之評估衡量方法。 

（3） 投資比例配置：基金持有符合 ESG 相關投資重點之標的占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最低投資比重，並說明如何確保基金資產整體運用不會對

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4） 參考績效指標：若基金有設定 ESG 績效指標(Benchmark)，應說明該

指標之特性，以及該指標是否與該 ESG基金之相關 ESG投資重點保

持一致。 

（5） 排除政策：說明 ESG 基金之投資是否有排除政策及排除的類型。 

（6） 風險警語：基金之 ESG 投資重點之相關風險描述。 

（7） 盡職治理參與：說明 ESG 基金所適用盡職治理政策及執行方式，以

及投信公司盡職治理報告之查詢方法或途徑。 

（8） 定期揭露：投信公司募集發行 ESG 基金後，應於年度結束後 2 個

月，每年在公司網站上向投資者揭露定期評估資訊。 

因此，投信事業應極積了解氣候變遷相關風險管理措施，透過氣候變遷情

境分析以及進行壓力測試來評估相關風險，並且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評估決策

流程、強化與被投資公司對 ESG 議題之對話與互動、及提升盡職治理報告之 

ESG 資訊揭露內容等，將 ESG 責任投資納入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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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證期局的統計，截至 2021 年 5 月底為止，國內共有 14 家投信發行 21

檔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基金，基金規模達新台幣 1,102 億元，另有 5

家投信的 5 檔 ESG 基金近日取得金管會核准、但尚未發行。在金管會發布此項

資訊揭露監理原則後，給予業者 6 個月補正期，因此，合計 26 檔基金最晚須在

明年 1 月前調整資訊內容，完成補正2。 

為健全我國投信業者在永續金融之發展，做好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本研

究將參酌歐盟永續金融揭露條例(SFDR3)及監管技術標準(RTS4)訂定我國投信事

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揭露相關規範，及依金管會推動資本市場藍圖計

畫研擬國內投信事業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實務指引及建議。研究內容

包括： 

1. 參考歐盟永續金融揭露條例(SFDR)及監管技術標準(RTS)訂定我國投信

事業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揭露規範。 

(1)蒐集整理歸納歐盟永續金融揭露條例(SFDR)及監管技術標準(RTS)

規範重點。 

(2)瞭解國內投信業者實務揭露可行性，研議評估國內投信事業可採

行之因應對策與修法方向。 

(3)草擬我國投信事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揭露相關規範(揭

露事項包括治理機制、ESG 因素整合至投資及風險管理、情境

分析及壓力測試、設定 ESG 評估績效衡量指標)。 

2. 蒐集整理歸納國外對共同基金之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規範，研訂投信事

業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指引 

(1)蒐集整理歸納國外之共同基金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重要內容，內

容包含(但不限)以下幾個章節或規範重點： 

(i)治理組織架構(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經營管理階層分工與

 
2 經濟日報，2021/07/0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582744 
3 歐盟執委會 2019 年 12 月 9 日頒布（EU）2019/2088 永續金融揭露條例 （Regulation on 

sustainability-related disclosur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或稱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4 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RTS) /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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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ii)ESG 因素整合至投資管理程序(投資研究分析與投資組合建

構)； 

(iii)ESG 風險管理、風險情境分析、壓力測試； 

(iv)資訊揭露； 

(v)其他：股東行動規範、ESG 衡量指標設定、Benchmark 設定

原則、重要性與相關性之判斷。 

(2)蒐集整理歸納國外主管機關對基金經理人(或資產管理者)就 ESG 投

資及風險管理相關指引規範，如表 1-1. 

 

表 1-1 各國指引規範表 
國 外 主

管機關 
發布指引規範 

香港 HK SFC Management and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by Fund 
Manager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
events/publications/2020/11/hong-kong-s-sfc-proposes-climate-risk-
requirements-for-asset-managers ) 

(https://www.sfc.hk/web/files/ER/ENG%20Survey%20Findings%20Re
port%2016%2012%202019.pdf)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api/consultation/o
penFile?lang=TC&refNo=20CP5) 

新加坡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 Risk Management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
events/publications/2020/12/singapore-regulator-issues-environmental-
risk-management-guidelines-for-asset-managers-and-other-financial-
institutions ) 

歐盟 Sustainability‐relate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Taxonomy Regulation 、 MIFID 2 、 Institutions for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Provision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
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implementing-the-action-plan-
commission-legislative-proposals ) 

英國 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https://www.fca.org.uk/transparency/climate-financial-risk-forum ) 

法國 Article 173 of the French Law on Energy Transition and Green Growth 
(Disclosure of Integrating ESG Factors in Asset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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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dvice.) 

其他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20/11/more-regulators-pick-
up-the-esg-baton.html  

 

(3)蒐集國際標準對 ESG 治理與風險管理相關規範，包括 TCFD、ISO 

26000、SASB、IOPS (Supervisory Guidelines Integration ESG Factors)等，

歸納規範重點及值得參採之內容。 

(4)蒐集國外資產管理業者(至少三家，可諮詢國內之外資投信)在進行

ESG 投資決策與風險管理的實務做法或內部控制規範。 

(5)研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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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 風險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規範 

第一節  ESG 風險與資產管理業 
近年來 ESG 因子已是投資人關心及評估企業永續性及風險的重要項目，其

考量許多對組織營運的 ESG 影響因素，其包括對於財務表現以及股東價值的正

向和負向的影響。為了解何謂 ESG 因子以及 ESG 風險，歐洲銀行業管理局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 於 2021 年 12 月發布一份關於信貸機構和投

資公司“ESG 風險”管理與監督之報告中，定義 ESG 風險為由於 ESG 因子對其交

易對象（即最終投資者與/或發行人）於當前或未來之影響而產生任何負面財務

影響之風險，相關 ESG 因子如表 2-1 所示。5  

 

表 2-1  依據國際架構定義之 ESG 因子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GHG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fficiency 
 Air pollutants 
 Water usage and 

recycling 
 Wast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water, 
solid, hazardous) 

 Impact and dependence 
on biodiversity 

 Impact and dependence 
on ecosystems 

 Innovation in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products and services 

 Workforc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hild labour 
 Forced and compulsory 

labour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Customer health and safety 
 Discrimination, divers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Poverty and community 

impac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Customer privacy 
 Community impacts 

 Codes of conduct and 
business principles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 
 Executive pay 
 Board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Bribery and corruption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hareholder rights 

資料來源: EBA Report, 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Esg Risks For Credit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 Firms, 2021/18. 

 

ESG 風險的管理應透過企業的經營策略、內部治理以及風險管理來因應。

 
5https://www.eba.europa.eu/sites/default/documents/files/document_library/Publications/Discussions/
2021/Discussion%20Paper%20on%20management%20and%20supervision%20of%20ESG%20risks
%20for%20credit%20institutions%20and%20investment%20firms/935496/2020-11-
02%20%20ESG%20Discussion%20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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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業在經營上皆需了解所面臨的 ESG風險，組織如何應對 ESG 風險，以

及金融商品如何受到 ESG 風險影響。近年來在面臨全球暖化的現象，ESG 風險

管理更著重於環境因子，依據 2021 年 1 月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公布其第 16 版《2021 年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 

2021），報告中亦指出若以「可能發生」（Likelihood）維度來看，排名前 5 名

就有 4 項和環境及氣候變遷相關，包括極端天氣、氣候行動失敗、人為破壞環

境、生物多樣性消失）。若以「嚴重後果」（Impact）維度來看，排名前 5名也

有 3 項與環境及氣候變遷風險攸關（包括：氣候行動失敗、生物多樣性消失、

自然資源耗損）。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除了颶風、洪水、異常高溫、海平面

升高等天災所帶來的直接損害外，對於企業來說，慢慢轉型至「低碳經濟」模

式是一大趨勢，而在企業轉型的過程中，可能面臨技術風險（例如利用低碳技

術替代既有產品）、市場風險（例如原物料成本增加）、政策與法規面風險

（例如嚴格規範汙染物排放量）、商譽風險（例如利害關係人更加關注、施壓）

等考驗。國際清算銀行在今年提出「綠天鵝」風險，即形容氣候變遷等問題將

造成企業一定會面臨的重大風險，其中提到氣候變遷造成的實體風險（Physical 

risk）與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可能演變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

險、作業風險及保險風險等重要金融風險，並警示氣候變遷風險可能引發系統

性金融危機。EBA 的報告中也提出 ESG 風險的來源以及及會造成影響財務風險

的管道，如圖2-1所示，因此，金融機構需重視氣候變遷的問題，減緩氣候危機

已非單單的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在金融商品及服務可能面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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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ESG 風險對於財務影響之管道 
 

為因應氣候風險的管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於 2015 年由國際金融

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所成立，其於「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

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定義，氣候相

關風險區分為低碳經濟相關之「轉型風險」與氣候變遷影響相關之「實體風

險」，其將對於公司有財務及聲譽上次損失，說明如下： 

一、轉型風險 

(一) 政策與法規：      

因應氣候變遷，部份政策逐漸轉向以實現限制助長氣候變遷不利

影響、促進調適氣候變遷為主要目標。這也因此導致可能的財務衝擊，

其風險程度取決於政策改變的性質與時機。法規風險則源自於組織無法

有效減緩氣候變遷衝擊、未能調適氣候變遷，以及未充分揭露重大財務

風險所引起之相關訴訟。氣候變遷持續的背景下，當組織帶來的損失和

損害也隨之不斷擴大時，相對應的訴訟風險也會因而攀升。 

以碳相關政策為例，當投資之公司因營運所在地的碳相關政策與

法規趨嚴時，可能對其產生額外的減碳成本，包括新設施、流程採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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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成本支出，或是相關的不作為引發的訴訟，都會導致利潤減少，進

而影響股價，對本公司產生投資損失。 

(二) 技術： 

綠色相關技術改良或創新將可能對組織產生影響，甚至取代現有

運作規則，通過破壞式創新產生巨大衝擊──技術更新所引發的產業環境

動盪將引發風險，汰換並左右現有市場秩序。然而，在評估此項風險時，

應注意存在技術開發與使用時機的不確定性。 

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既有產業被迫進行轉型或發展較節能環保

的產品與技術（如：燃油車轉型至新能源車），企業的投資/貸放對象因

轉型可能需花費額外的成本，或者轉型不及時而造成營收降低，皆可能

會減低企業的收益。  

 

(三) 市場： 

氣候變遷對市場帶來諸多層面的影響，其中最常見的模式是透過

供需結構改變商品、產品和服務的訴求，也因此越來越多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應被組織列入策略與政策的考量。 

隨著當前永續意識抬頭，機構投資者已更加關注氣候變遷和環境

問題，若投資組合中高污染企業的比例過高，可能會造成投資人對資產

安全疑慮，甚至大量撤資。此外，若是企業未及時對於風險採取措施進

行有效緩解行動，也將更難取得外部融資途徑與保險申請。 

(四) 聲譽： 

這種風險主要與客戶或社群對於組織是否致力於低碳轉型的印象

密切相關。高污染企業抵禦氣候變遷的能力普遍較低落，公眾形象也較

差，若所投資的高污染企業發生負面新聞，可能進而影響本公司的聲譽，

導致相關財務表現的衰退。 

 

二、實體風險 

(一) 地域風險： 

受到先天地理特性影響，部份區域在氣候變遷下，將會需要更頻

繁、優先面臨負面影響衝擊。如濱海地區將會更容易面臨單一極端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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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侵襲，而低窪地區將會長期而言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這些都將不

利於將廠房設立於此區組織的長期發展與財務表現。 

(二) 立即性風險：  

立即性風險多指單一極端天氣事件，如龍捲風、颶風或洪水等。

此種風險可能會帶來預期外的資產損失，甚至導致供應鏈斷鏈，使組織

財務表現受創。如美國太平洋瓦電公司，便因加州野火影響損失慘重，

最終面臨聲請破產之局面。 

(三) 行業長期性實體風險： 

此項風險係指各行業在氣候模式長期變化（如持續性高溫）引發

之海平面上升或長期熱浪等後果時，所面臨並需要承擔的損失。儘管並

非即時體現，由於其影響綿長深遠，企業依不同產業性質，可藉由及早

進行分析規劃，規避部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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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許多國家的倡議規範，資產管理公司也需將氣候相關風險（如可能造

成財務或聲譽負面影響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及其他考慮因素納入其投資決

策、治理、風險管理、產品設計和適用性流程。因此，在法規要求下，資產管

理公司需有能力去評估氣候風險，並確保持續追蹤氣候風險的流程是否足夠細

化，以考慮他們所面臨的部門和地區的具體特徵及風險概況。 鑑於氣候風險的

長期性和持續性，董事會還需要監督氣候風險考慮因素在其業務策略、治理和

風險管理流程中的整合，以滿足日益嚴格的監管規範。 

資產管理公司因其在資本配置中的作用、與被投資公司合作的能力、作為

投資者對氣候變化態度、與市場之間的溝通渠道的地位以及對投資者的受託責

任而處於獨特的地位。 根據 TCFD 之規範，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報告有關氣候風

險的治理、策略、風險和指標。 鑑於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規模及其在經濟中的

作用，監管機構自然會對資產管理部門識別和管理氣候風險的流程更為關注，

並將這些流程傳達給投資者，特別是考慮到他們接觸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了

全球資產類別、行業和地區。 

資產管理公司需要識別、評估和管理其投資的各種資產類別、行業和地區

的氣候風險。為了向監管機構展示穩健而廣泛的氣候評估，資產管理公司需要

進行詳細的盡職調查，其中應考慮不同的類別投資的氣候風險考慮因素， 例如

與基礎建設相比，氣候風險可能在房地產的不同時間範圍內具體化，物理風險

可能與依賴自然資源的行業更相關，而技術風險可能與僅提供服務的被投資公

司更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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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一、TCFD 架構 

近年關於氣候變遷之議題逐漸受到社會關注，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後，

使得企業在氣候風險揭露的意識不斷提升，許多企業因此自主參與氣候倡議，

其中又以「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最為受到重視。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於 2015年由國際

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所成立。此工作小組成立之目的

為建立一套自願性質，可適用於各類組織，包含金融機構等的共通揭露建議框

架，以助企業有效列舉氣候變遷相關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使利害關係人得以了

解其中的風險與機會，進行相關評估與決策。 

根據企業運營活動，工作小組就治理(Governance)、策略(Strategy)、風險管

理(Risk Management)、指標和目標(Metrics and Target)核心四大要素建立架構，

並根據其延伸活動與內容，就氣候相關風險與氣候相關機會兩大概念架構在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給予詳述的建議揭露項目，詳細內容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TCFD 資訊揭露的建議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和目標 

揭露組織與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的治理情

況 

針對組織業務、策略和

財務規劃，揭露實際及

潛在與氣候相關的衝擊 

揭露組織如何鑑別、

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 

針對重大性資訊，揭露

用於評估和管理氣候相

關議題的指標和目標 

建議揭露事項 

a)描述董事會對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

督情況 

a) 描述組織所鑑別的

短、中、長期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 

a)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

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

程 

a)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

險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

用的指標 

b)描述管理階層在評

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的角色 

b)描述組織在業務、策

略和財務規劃上與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衝擊 

b)描述組織在氣候相

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b)揭露範疇 1、範疇 2 和

範疇 3(如適用)溫室氣體

排放和相關風險 

 c)描述組織在策略上的

韌性，並考慮不同氣候

c)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

鑑別、評估和管理流

c)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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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情境(包括2 𝐶或更

嚴苛的情境) 
程如何整合在組織的

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

的表現 

資料來源: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繁體中文版 

 

二、TCFD 之主要考量及原則 

(一) 有效揭露的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Disclosure) 

工作小組為鞏固建議並協助指導氣候相關財務報告的發展，擬定一套有效

揭露的原則。隨著對氣候相關議題的理解和解決方法不斷進步，氣候相關財務

報告也將持續發展。高品質資訊揭露原則有助於決策，讓使用者能夠掌握氣候

變遷對組織造成的影響。工作小組鼓勵各組織採納建議，以進行氣候相關財務

資訊揭露時，可以考慮遵循這套原則。 

工作小組的資訊揭露原則在很大部分與其他主要的國際通用財務報導架構

一致，可普遍適用於大部分的財務資訊揭露。財務資訊揭露具備質化與量化的

特徵，同時提倡金融穩定委員會設立工作小組時強調的一致性、可比較性、可

信度、明確性及有效性的資訊揭露總體目標。這些原則是為協助組織機構在氣

候相關議題與治理、策略、風險管理以及指標和目標之間建立明確的連結而設

計的。以下為 7 大基本原則： 

 

原則 1 ：揭露相關的資訊 

各組織應針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市場、業務、企業或投資策略、

財務狀況及未來現金流造成的潛在影響提供資訊。為避免相關資訊混淆，

應刪除不重要或重複的揭露資訊。資訊揭露應提供充分的細節，讓使用

者能夠評估組織所面臨的氣候相關議題與處理方法，以及瞭解各組織提

供的資訊類型、資訊呈現的方式將不盡相同，且會隨著時間演變。氣候

相關影響在短、中、長期內均會出現。各組織既會受到長期性的逐步影

響（例如天氣模式轉變造成的影響），也會受到突發的破壞性影響（例

如洪災、旱災或突發的管制行動造成的影響）。組織的觀點應從氣候相

關風險對價值創造帶來的潛在影響作為切入角度來提供資訊，並考量不

同的時間範圍和影響類型，以提供相應的策略。各組織應避免提供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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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者深入瞭解問題的通用式或樣版式資訊揭露。此外，任何被提議

的指標應充分地描述風險或績效，並反映組織是如何管理風險與機會。 

 

原則 2 ：揭露資訊應具體且完整 

組織的報告應提供下列完整概述：面臨的潛在氣候相關影響；該影

響的潛在性質與規模；組織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治理、策略、流程，以

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績效。為充分達到資訊揭露的完整，揭露

資訊應包含歷史資訊及未來導向資訊，讓使用者能夠針對先前的預期目

標與目前的實際績效來進行評估，並衡量未來可能產生的財務影響。關

於定量資訊的揭露，應對採用的定義和範圍作出解釋，而未來導向資訊

的揭露，應對使用的重點假設作出說明。前瞻性的定量資訊揭露，則應

與組織進行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時所使用的資料相符。組織應根據投資

決策以及風險管理之相關資訊進行情境分析。適當的情況下，組織應從

質化和量化的角度出發，就關鍵基礎方法論和假設，呈現出特定風險指

標的影響或可能接觸到的變化。 

 

原則 3 ：揭露應清楚、平衡並容易理解 

資訊揭露應以傳達財務資訊為目的，滿足廣大財務資訊使用者（例如

投資人、貸款機構、保險公司及其他使用者）的需求，清晰的傳達將可

讓使用者有效的辨認關鍵資訊，因此報告品質應高於最低標準。揭露資

訊應為經驗豐富的使用者提供足夠詳盡的資訊，同時也為非專業使用者

提供簡明扼要的資訊。資訊揭露應在質化資訊與量化資訊之間達到適當

的平衡，並恰當的使用文字、數據及圖表呈現。公平且平衡的描述性解

釋應提供對於量化資訊揭露涵義的意見，包括隨時間而有所不同的變化

與發展。此外，公平且平衡的描述性解釋需不帶偏見地描述風險與機會。

資訊揭露應針對議題提供直接的解釋，並對資訊揭露使用的術語進行說

明或定義，以便使用者對議題及術語有正確的理解。 

 

原則 4 ：揭露應具有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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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應具有連貫性，以便使用者瞭解氣候相關議題對組織的業務

造成影響的發展和/ 或演變。為利於跨期比較，不同時期的揭露資訊應使

用一致性的格式、語言及指標。進行資訊揭露時建議呈現比較的資訊，

但在某些情況下，無法提供或重述比較資訊時，可考慮另外揭露新的資

訊。由於氣候相關議題的資訊揭露尚未發展成熟，因此進行資訊揭露時

可改變相關方法或格式（例如氣候相關議題的轉變，以及風險實務、治

理、測量方法或會計實務的發展變化）。揭露資訊者應對任何改變做出

解釋。 

 

原則 5 ：同一部門、產業或投資組合組織的揭露資訊應具有比較性 

揭露資訊應可在各組織之間及各部門和地區之間，針對策略、商業

活動、風險和表現進行有意義的比較。揭露資訊提供的細節應能讓各部

門之間針對風險進行比較並制定標準，而在適當情況下，投資組合方面

的揭露資訊細節也應達到這樣的程度。為方便獲得相關資訊，在理想情

況下，揭露資訊在各組織財務申報中的排序及位置應一致。 

 

原則 6 ：揭露資訊應客觀、可靠並可經查證 

揭露資訊應提供高品質的可靠資訊，該資訊應準確且中立，意即不

存在偏見。未來導向的揭露資訊應包括組織的判斷（應對該判斷予以充

分解釋）。資訊揭露應盡可能的依據客觀資訊，並採用最佳的測量方法，

包括最新的產業慣例。組織應根據投資決策以及風險管理之相關資訊進

行情境分析。適當的情況下，組織應從質化和量化的角度出發，就關鍵

基礎方法論和假設，呈現出特定風險指標的影響或可能接觸到的變化。 

 

原則 7 ：資訊應及時揭露 

在主要財務報告中，至少每年一次即時更新或透過適當的管道向使

用者提供資訊。氣候相關風險可能引發破壞性事件。為了以防破壞性事

件造成重大財務影響，組織應適當的及時更新氣候相關揭露資訊。 

 

 



21 
 

(二) 跨行業指標類別(Cross-Industry Metric Categories) 

   TCFD 訂定與氣候相關的指標可以分為兩類，適用於所有企業的指標

（跨行業）和特定行業的指標，所有類型的企業都應在數據和方法允許的情況

下揭露這些跨行業指標。 而跨行業指標類別則未規定要使用的確切指標和單衡

量位。 TCFD 認為，企業應以與其行業、能力和業務模式最相關的各種方式來

揭露指標類別。 此指標類別有助於在響應市場反饋時進一步提高揭露的可比性，

也讓組織、行業、標準制定者和司法管轄區可以更靈活地在這些定義的類別內

製定特定的氣候相關指標。 

 

三、TCFD 氣候相關目標 

為符合有效揭露基本原則，首先 TCFD 氣候相關目標應與策略和風險管

理目標保持一致，氣候相關目標的設計應考慮企業的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以

情景分析和氣候科學為依據，進行指標的計算及評估。企業應就最適合其業務

活動和策略級別（例如：總體、部門或投資組合）設定目標。 作為揭露的一部

分，企業應描述氣候情景分析如何影響策略和風險管理目標。氣候相關目標應

與定義之指標相關聯，以便根據目標衡量及追蹤進展，並協助定期審查，確認

是否需要更新目標。 例如如果企業設定了在 2050 年對可能面臨急性洪水風險的

資產，降低該資產價值比例 50% 的目標，則應定義與急性洪水物理風險相關的

指標，以監控目標進展情況。 這些指標可能包括了位於沒有防洪措施洪水區內

的資產比例、用於加固資產或自然防洪的資本數量，或與企業面臨嚴重洪水風

險相關的其他適當指標。此外，與氣候相關的目標應盡量為可量化和可衡量的，

尤其是對於完全在企業控制範圍內的過程，例如在減少對轉型或物理風險的脆

弱性方面的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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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情景分析 

一、TCFD 情景分析資訊補充手冊 

TCFD 對於氣候情境分析發布了“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的資訊補充手冊，除了描述進行情景分

析的流程，以及應該考慮與包含的內容外，另外此手冊也針對國際能源署 (IEA) 

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所開發之情景做出介紹與說明。 

 (一)情境分析簡概述與流程 

對於許多公司而言，氣候變化最顯著的影響可能會在中長期內出現，但確

切時間和規模並不確定，因此讓氣候變化對其業務、策略和財務績效的影響的

評估較為困難，為了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適當地納入其風險管理過程，公

司需要考慮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如何演變，以及在不同條件下的潛在影響；使用

情景分析則可以輔助評估以上影響。 

在應用與氣候相關之情景分析時，首先確認治理方向，再來評估重要的氣

候風險、定義場景範圍、評估影響，最後分析結果與調整策略，並且進行記錄

與揭露，各流程內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情景分析流程 
確認治理方向 將情景分析放進策略規劃以及風險管理流程中，分配責任

至相關監督董事委員會，確定涉及哪些利益相關者以及如

何參與。 
評估重要性氣候

風險 
評估當前和預期所面臨的氣候風險，以及何者對於公司會

造成重大影響。  
定義場景範圍 選擇合適的場景，並敘述該場景包含哪些參數、假設和分

析。 
評估影響 評估在每個場景下對運營成本、收入、公司計畫可能產生

的影響，以及是否可能造成業務中斷與其原因。 
分析結果與調整

策略 
分析並使用評估結果來審核決策，以了解並管理已識別的

風險，確認是否需要對商業模式、投資組合或財務計劃進

行哪些調整。 
記錄和揭露 記錄情景分析過程，選擇情景、資料取得來源、選擇假設

與分析方法，情景分析結果以及管理層對於情景分析的回

應。 
資料來源：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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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數、假設和分析的選擇 

在情景分析時所使用的參數、做出的假設、以及其他分析的選擇如場景選

擇、時間範圍、支持數據和模型等等皆至關重要。另外關於參數與假設包含碳

價、能源需求及宏觀經濟變量等(表 2-4)，關於分析則須做出場景、分析性質(量

化或定性研究)、時機、模型、數據集等等選擇(表 2-5)，最後針對氣候風險可能

對收益、成本、收入、資產、資本分配/投資等面向(表 2-6)所產生之影響作出分

析與歸納。 

表 2-4 參數與假設之參考項目與說明 
參數/假設 
折現率 公司採用什麼折現率來計算未來價值？ 
碳價 關於碳價格將如何隨時間發展（在稅收和/或排放交易框架

內）、實施的地理範圍做出了哪些假設 ? 例如適用於哪些地

區？是使用共同的碳價格還是差異化價格？通過稅收或交易

計劃對碳價格的範圍和模式進行何種假設？ 
能源需求 總能源需求和能源可能組合會是什麼 ? 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氣/

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源供應或使用效率會如何隨時間提高 ? 
主要能源商

品的價格 
根據前面輸入的參數和假設，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

電力……等等的市場價格會隨時間如何發展？ 
宏觀經濟變

量 
使用了哪些 GDP 率、就業率和其他經濟變量？ 

人口變量 對人口增長或遷移有哪些假設？ 
效率 未來社會關於效率提升、乾淨能源轉型、或其他實質變化有

什麼積極發展?  
轉型風險對

區域的影響 
對於跨地區、國家、資產和市場的輸入參數是否有潛在差異?
以及為何做出了這些假設？ 

技術 是否能對未來科技的發展，以及各種相關技術的供應鏈，例

如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核能……等等產業

隨時間的發展做出預測？ 
政策 關於不同政策信號強度及其隨時間發展的假設是什麼 ? 例如國

家的碳排放目標、關於特定部門的能源效率或技術標準的政

策、化石燃料補貼、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或支持) 
氣候敏感性

假設 
關於碳排放增加，或溫度升高做出何種假設？ 

資料來源：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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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分析需評估之項目與說明 
分析 
場景 使用哪些情景進行分析 ? 出於哪些來源 ? 基本場景或假設為

何 ?  
定量與定性

或“定向” 
情景分析是完全量化、完全定性、還是量化和定性研究的混

合？ 
時機 如何考慮該情景下的時間區間 ? 例如這是在 2020 年以十年為

一級(2030、2040、2050)考慮的嗎？ 
適用範圍 分析是應用於整個價值鏈（投入、運營和市場），還是僅對

特定業務部門/運營所產生之影響進行分析？ 
氣候模型/數
據集 

選擇哪些氣候模型和數據集 ? 該選擇是否有助於氣候相關風險

的評估？ 
實體風險 在評估實體風險時，包括哪些特定風險及其嚴重程度，例如

溫度、洪水、海平面上升、颶風、水資源汙染/乾旱、土石

流、野火或其他？公司如何評估了上述對於其投資組合如最

大資產、最脆弱資產的實體影響，以及如何納入投資篩选和

未來策略？如何考慮該風險對整個價值鏈中的價格和供需的

影響 ? 
資料來源：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表 2-6  業務影響項目與說明 
業務影響 
收益 上述分析對收益有什麼影響？例如是否影響 EBITDA、

EBITDA 利潤率、EBITDA 貢獻或股息? 
成本 對公司運營/生產成本及其長期發展有什麼影響？ 
收入 對於關鍵產品與服務的收入隨著時間有什麼影響？ 
資產 各種情景對資產價值有什麼影響？ 
資本分配/投資 對資本支出和其他投資有什麼影響？ 
時機 對公司跨時間（例如 5/10/20 年）的成本、收入和收益的發

展有什麼影響？ 
回應 公司提供哪些回應氣候風險影響的信息 ? 例如資本支出計

劃改變、通過收購和撤資改變投資組合、資產報廢、進入

新市場、開發新產品或服務……等？ 
由於實體風險

造成的業務中

斷 

對公司自身資產的受到氣候實體風險直接影響，或是其他

業務中斷或生產力損失，公司回應之結論為何？ 

資料來源：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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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C 過渡情景  

在轉型情景之中，其中一類是所謂的 2°C 情景，它所制定的路徑和排放軌

跡與全球平均溫度升高限制在 2°C 之內的溫度範圍內一致。目前有多種 2°C 情

景可用，或者公司或組織亦可以開發自己的 2°C 情景，而在挑選或設計 2°C 情

景時，應考慮以下事項： 

(1) 由獨立機構使用、引用和發布 

(2) 儘可能使用公開可用的數據集 

(3) 定期更新 

(4) 與公司所使用之可視化、計算器、繪圖或其他工具相關聯 

目前滿足大多數標準的 2°C 情景示例包括：IEA 2DS、IEA 450、DDPP 和 

IRENA。這些公開可用的場景可以幫助公司為自己的場景開發提供參考，或者

它們可以直接用作策略規劃的框架。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情景並未包含

所有區域和部門的所有細節。 

1. 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 (IRENA) REmap (2016)  

該情景概述了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結構之中的份額會增

加一倍。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份額需要從 18%提高到 36%，並且

逐步淘汰傳統如木材燃料等生質能源，較為現代之可再生能源預計成長四

倍。  

REmap 評估了國家、地區和世界擴大可再生能源的潛力，該分析涵蓋 

40 個國家，佔全球能源使用量的 80%，本情景不僅關注可再生能源技術、

還關注加熱、冷卻和運輸方面等等技術途徑。 

2. 綠色和平高級能源 [R] 進化（第 5 版）  

該情景設定為到了 2050 年實現完全脫碳能源系統。它基於基本情景，

其中包括為提高能源效率而做出的重大努力，以及將可再生能源、生物燃

料和氫氣大規模整合到能源結構中，另外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推動實現 

100%的可再生能源供應。關於消費的途徑維持與過往相似，但更快地引入

這些技術可以實現完全脫碳；國際能源署的《世界能源展望 2014 當前政策

情景》可以作為參考案例。 

3. 深度脫碳路徑項目 (DDPP)   

透過以深度脫碳路徑 (DDP) 的形式，明確、具體地了解各國需要什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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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排放，從而填補在 2°C 限制中氣候政策中的空白。DDPP 是來自世界

上 16 個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研究團隊，針對每個區域之基礎建設、各個

部門、以及考慮時間演進下所制定之情景，以告知決策者若要實現其國家

的減排目標，有哪些選擇、技術和成本要求。 DDP 從 2050 年的排放目標

開始，並確定實現目標所需的步驟。  

4. IPCC RCP 2.6 IPCC  

借鑒了世界各地情景開發團隊，其中許多團隊由綜合評估建模聯盟 

(IAMC) 組成。這些團隊制定了一系列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以及情景下所導

致的暖化結果。這種多樣化的模型表明，有多種途徑可以將升溫限制在 

2°C，包含在本世紀中葉之前使電力部門完成脫碳，然後盡可能使能源服務

電氣化；在運輸、建築和工業中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替代燃料；在本世紀

末前使包含炭儲存之土地利用部門實現負排放。本情景關注於緩解暖化之

策略的效率提升和行為改變。 

 

(四)IEA 情景 

IEA 可說是目前向低碳經濟轉型中最著名、最廣泛使用和審查的情景之一，

許多分析都建立在 IEA 情景的基礎上，或是與 IEA 情景進行比較。IEA 的數據

和情景主要涵蓋能源鏈，但關於非能源的部份則較少，例如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的變化、林業和其他不涉及燃料燃燒的工業過程。因此 IEA 情景較適合用於

定性評估，較不適合進行精確的量化估計。以下則為 IEA 各場景說明 :  

1. IEA WEO 當前政策情景（預計將導致升溫 6°C）  

當前政策情景僅考慮政府正式通過的政策。在這情景下，政府無法貫徹尚

未得到立法或其他支持的政策，並且不會引入其他政策影響能源部門。這種“無

新措施”情景提供了一個比較點，可以據此評估新政策的影響。 

2. IEA WEO 新政策情景（預計升溫 4°C）  

新政策情景是 WEO的核心情景，它考慮了影響能源市場的政策和實施措施，

即使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充分實施這些措施。因為不同地區存在許多體制、政

治和經濟障礙，並且在某些情況，即使宣布政策也缺乏了關於如何實施的細節，

因此需要逐一判斷政策的實施進度。  

3. IEA INDC 巴黎協定情景（預計將升溫限制在 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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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DC 情景之中，衡量了巴黎協定基礎中 COP21 的概念，即化石燃料在

世界能源結構中的佔比逐步下降，但到 2030 年時，占比依然約為 75%。煤炭和

石油需求增長的速度放緩，但需求並未下降，天然氣的需求則上升。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主要電力來源，但使用技術達到相對環保的

燃煤發電佔比只有略微下降。電力部門的碳強度提高了 30%。 

4. IEA 橋樑情景（在 2025 年前使世界保持在 2°C 限制，但在 2025 年之後

尚須討論）  

IEA 透過制定橋樑情景以促進關於溫室氣體減排方案的討論，本情景的目

的是促進大家採取動作，使每個國家與地區都可以實現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盡快

達到峰值。 

5. IEA WEO 450ppm 情景（預計將升溫限制在 2°C）  

WEO 450 情景採用不同的假設。能源部門會採取必要的行動，將全球長期

平均氣溫的上升幅度限制在 2°C 以內，並且提供了實現該目標的步驟。 

從 2015 年到 2040 年，大家會個別努力來減少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

包括更徹底實施已存在之技術，實現近 60%的減排量；同時國家另外建設核能

以輔助能源需求。 

6. IEA ETP 2DS 情景（預計將升溫限制在 2°C） 

國際能源署曾出版“能源技術展望”（ETP），提供了低碳技術開發，以及

各個部門的情景分析。ETP 2016 制定了能源系統發展路徑和排放軌跡，至少有 

50%的機會可以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 2°C 以內。2DS 情景設定的目標是

到 2050 年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與 2013 年相比減少近 60%，然後在 2050 年之

後繼續下降直到碳中和。2DS 場景關注於長期安全且可負擔的能源系統變化，

同時強調能源部門的轉型至關重要。圖 2-2 為在各 IEA 情景下 2040 年世界能源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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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各 IEA 情景下 2040 年世界能源預測 
資料來源 : 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五)IPCC 情景 

在 IPCC情景中，主要關注於一系列溫室氣體濃度的情景，以及所導致的暖

化結果，其中四個 RCP 是新一代的情景，可以作為 IPCC AR5 的氣候模型輸入

的參考。這些情景描述了未來可能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隨之而來的溫室氣體

濃度軌蹟所帶來的氣候影響(圖 2-3)。以下分別為 IPCC 四種 RCP 情景之說明 :  

 

1. RCP8.5 為高排放情景，假設未來並沒有政策變化來減少碳排放，特徵

在於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導致大氣溫室氣體濃度高。與前述 IEA 的當

前政策場景或一切照舊的情景相似。 

2. RCP6.0為中高排放情景，其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 2060年左右達到峰

值，然後慢慢下降。 

3. RCP4.5 為中間排放情景，假設未來相對積極地進行減少碳排放的行

動，溫室氣體排放量會在 2040 年之前略為增加，然後在 2040 年左右

開始下降。儘管採取了相對積極的減排行動，但 RCP4.5 仍未達到《巴

黎協定》中商定的 2°C 限制以及 1.5°C 目標。它與 2015 年實施的國家

自主貢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概況相似，約 2030 年達到峰值，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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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80 年全球排放量減少 50%。 

4. RCP2.6 為低排放場景，是唯一符合《巴黎協定》規定的 2°C 限制與

1.5°C 目標的 IPCC 情景，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排，溫室氣體排放量將

在 2020 年左右達到峰值，然後線性下降，並在 2100 年之前變為淨負

值。 

 

 

圖 2-3  IPCC-RCP 情境路徑圖 
資料來源 : Sabine Fuss, et al.,“Betting on negative emissions,” Nature Climate Change 

4 (10), September 2014, pp. 850–853. 

 

二、金融機構於情景分析之實踐 

 情景分析是一種常見的工具，可協助金融機構探索氣候行動和氣候影響

的潛在風險。根據倫敦政經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之報告，金融機構情景

分析的關鍵步驟可分為 4 點，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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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金融機構情景分析的關鍵步驟 
1. 風險主題與敘述  識別相關總體財務風險 

 評估風險傳播的廣度，例如是否為一種特殊的或系

統的風險，或是風險的周期性和結構特是什麼？ 
 需要考慮的結果範圍是多少？ 
 情景範圍 
 與發展一致的敘述 

2. 情景變化  確定要運用在金融風險模型或收入模型的經濟和財

務變數 
 以敘述來摘要計量經濟學情景模型所需的關鍵假設 
 產生情景一致的定量路徑 

3. 投資組合財務風

險評估 
 在投資組合或單一資產和負債的水平上，在風險和

收入的財務模型中使用情景變數 
 匯總結果以評估對收益和資本的整體影響 

4. 策略反應  評估影響並確定適當的策略行動 
 實施到風險偏好和業務策略中 

資料來源：A Guide to Building Climate-Financial Scenario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於

2021 年 10 月發布由氣候金融風險論壇6(CFRF)所統整出的金融公司氣候情景分

析實踐調查，為金融業者進行情景分析和管理氣候風險提供更多參考，該報告

之調查對象包含 47 家銀行、20 家資產管理公司和 11 家保險或其他金融業者，

整體市值約 3.3 兆美元，管理近 50 兆美元的資產。在這 78 家公司中，有 55 家

（約 70%）的報告包含了氣候情景分析，以下介紹這 55 家公司之做法。  

 

(一)使用氣候情景分析頻率  

根據調查顯示，共有 26 家業者為經常使用氣候情景分析，而 38 家公司為

臨時使用。另外，當公司報告為期使用時，並不一定是高頻率的使用，例如一

家公司報告說定期使用氣候情景分析，但最近一次進行氣候情景分析是在 2018 

年，儘管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但依然會出現。 

 

(二)使用情景分析原因 

最常見使用情景分析之原因為風險識別和評估氣候變化的財務影響，業者

 
6 CFRF 論壇由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 FCA) 和審慎監管局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所舉辦，目的為在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業者之間建立管道並分享最佳

實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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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使用情景分析來做為制定策略以及外部揭露的參考。此外，情景分析還可

以用於評估投資組合與路徑的一致性，例如實現淨零排放或與特定溫度升高

（例如 2°C）保持一致。另外在其他原因包括評估資本充足率、評估其公司對

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以及建立監管壓力測試的能力等等。 

 

(三)使用情景分析的風險重點 

在訪問中大多數公司（55 家中的 52 家）已有評估轉型風險，而有 47 家公

司表示已在評估實體風險；但其中只有 28 家公司評估了溫室氣體 (GHG) 排放

量。儘管溫室氣體排放量通常被視為轉型風險的粗略代表，但其實並未涵蓋向

低碳經濟轉型的所有潛在影響。另外，由於很難獲得所有交易對手的可靠排放

數據，因此更難評估未來排放概況，然而未來排放概況與評估轉型風險或與特

定情景的一致性最為相關。 

 

(四)情景分析時間範圍 

圖 2-4 為業者所用情景分析之時間範圍，最常使用的場景時間範圍是 10 到 

30 年，因為與轉型風險比起來，實體風險評估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 

  

圖 2-4  所用情景分析的時間範圍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五)情景選擇 

金融業者可以選擇使用第三方提供的參考場景，或者自行開發適合特定業

務的場景，下圖 2-5 中”其他(other)”類別之類別中即有許多為業者自行制定之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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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金融業者所使用之氣候情景(整體)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除此之外，金融業者會使用不同情景來評估不同風險，在評估實體風險時

最常被使用的情景是 IPCC 路徑（RCP 8.5、2.6 和 4.5），其次是 NGFS 溫室世

界情景。對於轉型風險，最常被使用的場景是 NGFS 有序和無序場景，其次是 

IEA 可持續發展場景。在評估是否與特定溫度軌跡一致時，最常被使用的情景

是 IEA 可持續發展和 IEA 超過 2°C (B2DS) 情景，其次是 IEA 能源技術展望 2°C

情景（ETP 2DS）。 

在選擇不同場景時會有多種理由，其中希望了解在如果實現《巴黎協定》

目標之下可能出現的風險是最常見的原因，出於希望了解如果當前政策和商業

環境保持不變，以至於預期目標未實現時可能出現的風險，當前情景也同樣常

見；另外由於進行此類分析的複雜性，業者也會先選擇簡單的場景來協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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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行嘗試。 

 

 

圖 2-6 金融業者所使用之氣候情景(實體風險)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圖 2-7  金融業者所使用之氣候情景(轉型風險)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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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金融業者所使用之氣候情景(評估是否與特定溫度軌跡一致)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六)是否設定基準情景以做比較 

金融業者可以選擇某一情景作為評估特定影響的基準線，基準線情景沒有

既定的定義，在這次調查中建立基準線情景的業者並不多。其中 RCP 8.5（高實

體風險場景）是最受歡迎的選擇，可用作評估其他場景影響的基準，例如具有

較低物理風險和/或較高過渡風險的場景。第二受歡迎的 NGFS 有序場景可以作

為一個有用的基準線，用來與不太有序的轉型或更高的實體風險場景進行比較。

另外也有許多公司使用其他情景作為基準，較難直接歸類，不過其中方法包含 : 

與升溫 1.5°C一致的目標情景、基於國家提供的情景或是捕捉當前氣候條件的場

景。 

然而，無論選擇哪種基準線情景，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將影響分析結果

的解釋。例如，如果相對於具有高物理風險/低過渡風險的基線情景（例如 RCP 

8.5）對其進行判斷，則會強調轉型風險。有些公司會取決於分析重點使用多個

基準線情景，不過大多只使用一種。 

 



35 
 

 

圖 2-9 金融業者所使用之基準線情景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七)情景分析範圍 

在氣候情景分析中，業者還必須決定分析範圍，例如是否涵蓋整個投資組

合或資產負債表，或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某特定業務和領域。由圖 2-10 可知許多

公司著重在重要風險敞口或投資組合，另外也有許多公司著重於與氣候高度相

關的業務（例如高度脆弱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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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業者使用情景分析之範圍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八)情景分析的結果評估和採取的行動 

由於情景分析本身並不應該只是目的，而是應用在分析與決策上並做出行

動。在本次調查中大多業者最常見的行動是使用情景分析來評估公司的風險管

理、投資組合構成、披露和組織策略是否應該修正；在實際採取行動中，最常

見的是改善信息披露，接著是風險管理的變革。圖 2-11 為資產管理業之情景分

析的結果評估和所採取的行動。 

 

圖 2-11  情景分析的結果評估和所採取的行動 
資料來源：Climate Financial Risk Forum Guide 2021: Scenar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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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源配置和能力建設 

對於許多業者而言，氣候情景分析是一門新興學科，需要新的技能、數據、

方法和時間來執行；而環境改變與監管要求的出現，讓許多業者正在轉向外部

機構以加快在該領域的進展。本次調查中只有 21 家公司使用他們自己的壓力測

試，表明了在現有 IT 建模環境中滿足新需求較為困難。大多數業者都有計劃與

外部機構合作來進行情景分析，其中顧問公司是最受歡迎的合作夥伴，接著是

獨立研究機構和大學。而與這些外部機構合作的原因有很多，大多目的為獲得

知識並建立內部能力，接著是希望可以了解最佳實踐範例。 

關於數據方面，超過 80%的業者預計大量使用專業的第三方技術或數據支持，

並非前述一般的外部機構，尤其目前尚未進行情景分析的公司中，比已經執行

氣候情景分析的業者，更高比例打算使用第三方技術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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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採用 TCFD 報告之概況 

隨著永續與氣候變遷逐漸受到重視，越來越多政府組織監管機構參與簽署，

部分國家更考慮或已將此架構納入法規，如歐盟、英國、瑞士、紐西蘭和香港

已正式採用，其中紐西蘭在 2020年 9月時正式公布法規，要求金融相關機構(銀

行、保險、資產管理等)將基於遵循或解釋(Comply-or-explain)之原則，自 2023

年起揭須強制依循 TCFD 架構揭露氣候變遷之風險，是全球首個採取此強制措

施的國家。許多國家也大多展示出積極支持 TCFD 的建議，依據 TCFD 所提出

的 2021 年度報告7，共有 12 個政府和數十家中央銀行以及監管機構正式表達了

對 TCFD 的支持，全球政府與企業組織的參與者已超過 2600 間，較 2020 年增

加了超過 70%，其中主要簽署參與者有 39%源自歐洲、36%源自亞太地區及

20%則源自北美，且簽署架構的組織數量逐年增加，簽署參與者數量排名前五

之國家分別為：日本(527 間）、英國（384 間）、美國（349 間）、澳洲（129

間）以及法國（112 間）。台灣在 2017 年有第一家公司簽署，逐年增加，至

2021 年累積共 78 家。然而如表 2-8 所示，若依地區別來看，歐洲目前有 50%的

企業揭露 TCFD，而亞洲有 34%的企業有採用 TCFD 進行揭露，另外，依產業

別揭露比例來觀察可發現保險業採 TCFD 揭露之企業僅有 34%，而銀行業只有

28%。歐盟也在未來擬定推出的企業永續報導指令(CSRD)中提高與 TCFD 以及

其他現行永續分類法規的兼容度與一致性。 

 

 
7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2021 Stat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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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全球採用 TCFD 揭露之比例(依地區及產業別) 

 
 

 

在企業組織方面，全球百大企業有將近六成支持 TCFD 的架構或是依循建

議提出報告，《TCFD－2021 現況報告》提及當前 42%市值過百億的企業的部

分財報資訊揭露和 TCFD 架構具備一致性，自 2018 年開始數據採用者數目持續

增長，如圖 2-12 所示。而根據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繁體中文版的調查

數據更指出當企業市值越大，則採用與 TCFD 報告架構呈現的比例越高，突顯

此共通性揭露架構日趨主流化，如表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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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2018-2020 年揭露與 TCFD 建議具一致性之企業比例 
資料來源：《TCFD－2021 現況報告》（TCFD 2021 Stat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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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20 年企業市值與揭露企業數目之關係 

建議 建議揭露事項 
市場資本 
<$3.4B 
(540) 

市場資本 
$3.4B-12.2B 
(541) 

市場資本 
>$12.2B 
(542) 

治理 a)董事會監督 12% 24% 39% 

  b)管理角色 10% 18% 27% 

策略 
  
  

a)風險與機會 38% 52% 67% 

b)對組織的影響 30% 36% 51% 

c)策略的韌性 5% 13% 20% 

風險 
管理 
  
  

a)風險辨識與評估程序 16% 31% 42% 

b)風險管理程序 17% 30% 41% 

c)融入整個風險管理 12% 26% 41% 

指標與 
目標 
  
  

a)氣候相關指標 31% 42% 57% 

b)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 26% 36% 50% 

C)氣候相關目標 19% 30% 54% 

 

註: 揭露百分比由淺到深代表低到高。 

           

資料來源：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繁體中文版 

 
PRI 於 2021 年強制要求簽署人向其揭露治理和策略氣候相關指標，但可自

願選擇是否公開。圖 2-13顯示了 2021年已簽署 PRI之資產管理人和資產所有人

對 TCFD 建議揭露指標的揭露比例。對於資產管理者和資產所有者而言，針對

治理 a) 和 b)、策略 a) 和 b) 以及風險管理 a)、b) 和 c) 的 PRI 指標的報告明顯高

於指標和目標 a) 、b) 和 c)。據 PRI 表示這是因為定量信息（例如指標和目標）

的報告更具挑戰性，並且通常比敘述性報告揭露的資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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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2021 年已簽署 PRI 之資產管理人和資產所有人 TCFD 指標揭露比例 
資料來源：《TCFD－2021 現況報告》（TCFD 2021 Stat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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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永續分類標準之規範 
近年來國際上陸續研擬許多與永續分類相關之標準及揭露規範，包括從

規範經濟活動是否具有環境永續性的永續分類標準，永續金融品是否有符合永

續目標，至規範金融產品銷售人員須發掘客戶對金融產品的“永續偏好” 的金融

工具市場指令，即金融商品從開發至提供給消費者的階段皆有相關之規範，這

些規範的主要目的即在建立一套統一的定義以及規範，落實永續目標，杜絕企

業或金融產品自我「漂綠」的行為。本章將對目前國際上對投信事業相關永續

之規範進行介紹及整理，如表 3-1 所示之法規包括企業永續報告指令(CSRD)、

永續分類標準(Taxonomy Regulation)、永續金融揭露條例(SFDR)以及金融工具

市場指令(MiFID II)。 

表 3-1 國際永續揭露規範比較表 

 企業永續報告指

令(CSRD) 
永續分類標準 
(EU TR) 

永續金融揭露條

例(SFDR) 
金融工具市場指

令(MiFID II) 
公佈 
日期 2021 年 2020 年 6 月 2019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生效 
日期 

2023 年 2020 年 7 月 2021 月 3 月 2022 年 10 月 

目的 目標在於建立一

套規則，使永續

報告能逐漸與財

務報告並駕齊

驅。 

目標建立一個統

一通用的法律框

架，以分類經濟

活動是否具有環

境永續性。 

杜絕企業或金融

產品自我「漂

綠」的行為。 

規範金融產品銷

售人員必須發掘

客戶對金融產品

的“永續偏好”，
並提供相對應的

產品 
範圍 

企業 企業 & 
資產管理業者 資產管理業者 資產管理業者 

所有的上市公

司，約 49000 家
公司 (未來可能

納入私有 企業) 

金融市場參與

者 ， 所 有 受

CSRD 規管的企

業 

提供投資產品的

金融市場參  與
者 & 理財顧問 

金融市場參與

者；投資顧問； 
資產管理業者等 

揭露 依循正式標準報

告與外部稽  核
揭露氣候變遷風

險 

根據分類標準揭

露永續活動的營

業額、資本支出

與營運支出 

依據主體和產品

面向揭露永續風

險與重大負面影

響 

金融機構依永續

揭露原則提  升
客戶對ESG產品

的重視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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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企業永續報導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 

歐盟於 2021年 4月 21日提出企業永續報導指令，其內容參考諮詢適用非

財務報導指令(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NFRD)之企業，並基於NFRD進

行相關內容的修正，未來很有可能取代 NFRD 成為歐盟主要非財務資訊揭露體

系。 

 此新體系將涵蓋所有大型企業與所有上市公司，包括中小型上市企業都

將包含其中，也意味著需要報導永續資訊的公司家數，將從舊規範(NFRD)所涵

蓋的 11,600 家企業擴增到約 49,000 家企業(包含境外資金)，受規範的企業包括

了： 

1. 在歐盟受規範市場上名列的所有企業，但微型企業除外(員工少於 10人或

營收少於 7 萬歐元)。 

2. 未在歐盟受規範市場上名列的大企業(員工 250 人、淨營收達 4 千萬歐元

或總資產超過 2 千萬歐元之企業)。 

 

考慮到有關中小型企業之能力和資源有限，並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以達到

合規，此提案規定中小型上市企業可遵循另一套的比例標準 (Proportionate 

Standards)，而無需在生效日期後的三年內（即 2026 年 1 月 1 日）開始報告，至

於未上市的中小微型企業則不強制，採自願遵循。目前第一套歐盟永續報告標

準預計將於 2022 年 10 月通過，揭露內容方面將會延續 NFRD 之脈絡，要求企

業必須報告與永續相關的風險以及揭露公司經營對人與環境造成的影響(包含全

球供應鏈、勞工權益等議題)，並預計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同時，上述揭露資訊被要求須和國際公認的原則與框架相符外，也將會要

求揭露的非財務資訊同樣需要經過第三方獨立審計認證，且資訊的建立需可供

機器辨識，以便錄入歐盟單一接入點(European Single Access Point, ESAP)。

ESAP 是資本市場聯盟行動計劃(Capital Markets Union Action Plan)中的重要項目，

期能解決當前市場利害關係人在取得企業揭露資訊上所面臨的各種障礙，包含： 

1. 特定公司由於地理、功能、主題、語言上的差異導致揭露資訊的分散，

且取得上並非免費或無法一次完整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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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開揭露的財務、非財務資訊難以比較分析，國際間缺乏通用的揭露標

準更可能導致同一企業實體採用不同揭露制度等亂象發生。 

3. 相關揭露數據缺乏數位可用性，多數數據未以適合機器讀入的格式公開，

產生實務利用上的困難。 

 

為此，歐盟提出此機制，希望提供統一的數位資訊平台，藉由提高金融資

訊透明度並降低分散性，使投資人得以由線上單一途徑接觸所有歐盟會員國企

業之高品質財務、非財務資訊，也將有助於全球永續報導一致性的提高。表 3-2

為 NFRD 與 CSRD 兩個制度之比較。 

 

表 3-2  NFRD 與 CSRD 比較表 
 NFRD CSRD 
生效日期 2018 年 2023 年 
涵蓋企業

範圍 
員工人數大於 500 人之

大型企業 
• 符合以下三個標準中的其中兩點之

大型企業： 
■  員工人數超過 250 名和/或 
■  營業額超過 4000 萬歐元和/或 
■  總資產額超過 2000 萬歐元 

• 上市之中小型企業須於 2026 年前

遵循此規範 
• 中小微型企業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SMEs)
可采自願遵循 

要求揭露

之報告內

容 

• 環境 
• 社會責任 
• 人權， 
• 反貪污賄賂 
• 董事會多元化 

新增之揭露要求 
• 雙重重要性：影響公司的永續風險

以及公司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 
• 前瞻性的定性和定量資訊，包括目

標和進展。 
• 與無形資產的相關資訊：社會、人

力資本等。 
• 報告應符合 SFDR 和 EU TR。 

第三方認

證 
非強制性， 
依各國國定 

強制性 – 具限制級別保證 
• 應整合至審計報告中 
• 應有關鍵審計夥伴的參與 
• 範圍應包括 EU TR和識別關鍵相關

資訊的流程。 
揭露位置

與方式 
• 年報 
• 官方網站 

• 管理報告 
• 須以 ESEF 規定之格式進行揭露8 

 
8 https://www.esma.europa.eu/policy-activities/corporate-disclosure/european-single-electronic-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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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mment from CDP Europe on what the CSRD means for companies, 

CDP 

 

CSRD 旨在改善企業在永續發展資訊的揭露，CSRD 目前所擬定應揭露之

內容如表 3-3。其要求揭露的內容與 TCFD 框架非常相似。然而，與 TCFD 不同

的是，CSRD 之框架比 TCFD 的揭露範圍更為廣泛，受 CSRD 規範之企業必須

報告超出氣候相關財務資訊的標準，TCFD 以及 CSRD 之揭露內容比較如表 3-

4。 CSRD 之揭露內容包括了環境保護、員工待遇、尊重人權、反腐敗和賄賂以

及許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此外 CSRD 還引入了雙重重要性的概念，企業必須揭

露永續議題是如何影響其業務以及其業務將如何影響社會和環境的永續性。 

 

表 3-3  CSRD 草案應揭露之內容 
領域 應揭露之內容 
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a) 企業商業模式和策略的概述，內容包括： 
i. 企業的商業模式和策略對與永續議題相關的風險之韌性； 

ii. 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機會； 
iii. 企業的計劃，以確保其商業模式和策略與向永續經濟的過

渡以及根據《巴黎協定》將全球變暖限制在 1.5 °C 相一

致； 
iv. 企業的商業模式和策略如何考慮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以

及企業對永續議題的影響； 
v. v) 企業在永續議題方面的策略是如何實施的； 

政策及政

策實施成

果（包括

盡職調查

的實施程

序） 

b) 對企業設定的與永續議題相關的目標以及企業在實現這些目標

方面進展之概述； 
c) 對行政、管理和監督機構在永續方面作用的概述； 
d) 對企業與永續議題相關的政策的概述； 
e) 其他概述，包括了： 

i. 永續發展事項的盡職調查實施程序； 
ii. 與企業價值鏈相關的主要實際或潛在不利影響，包括其自

身的運營、產品和服務、業務關係和供應鏈； 
iii. iii) 為預防、減輕或補救實際或潛在不利影響而採取的任

何行動及其結果； 
風險及風

險管理 
f) 對與永續事項相關的企業主要風險之概述； 

與業務相

關的關鍵

績效指標 

g) 與 (a) 至 (f) 點中提及揭露相關的指標。 
• 母公司還應報告有關無形資產的資訊，包括了智力、人力、

社會和關係資本。 
• 母公司應描述為識別其根據本條已包含在合併管理報告中的

資訊所執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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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資訊應包含前瞻性信息和關於過去業績的資訊，以及定性

和定量資訊。此外亦應考量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情況。 
資料來源：Comment from CDP Europe on what the CSRD means for companies, 

CDP 

 

表 3-4  TCFD 以及 CSRD 草案揭露內容比較表 
 TCFD CSRD 
治理 a)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雖 CSRD之指令文本中有提及此項目，但

無明確提及應揭露之資訊。 
b)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

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的角色 

c)對行政、管理和監督機構在永續方面作

用的概述 

策略 a)描述組織所鑑別的短、

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 

g) iii. 揭露之相關指標應包含前瞻性信息

和關於過去業績的資訊，以及定性和定

量資訊。此外亦應考量短期、中期和長

期的情況。 
b)描述組織在業務、策

略和財務規劃上與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衝擊 

a)i). 企業的商業模式和策略對與永續議題

相關的風險之韌性； 
 

c)描述組織在策略上的韌

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

關情境 (包括2 𝐶或更嚴

苛的情境) 

a)iii.確保企業之商業模式和策略與向永續

經濟的過渡以及根據《巴黎協定》將全

球變暖限制在 1.5 °C 相一致； 

風險管

理 
a)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

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f) 對與永續事項相關的企業主要風險之概

述； 
b)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

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d) 對企業與永續議題相關的政策的概

述； 
c)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

別、評估和管理流程如

何整合在組織的整體風

險管理制度 

e) 其他關於政策之概述，包括了： 
i. 永續發展事項的盡職調查實施程

序； 
ii. 與企業價值鏈相關的主要實際或潛

在不利影響，包括其自身的運營、

產品和服務、業務關係和供應鏈； 
iii. iii) 為預防、減輕或補救實際或潛在

不利影響而採取的任何行動及其結

果； 
指標和

目標 
a)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

險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

用的指標 

g) 與 (a) 至 (f) 點中提及揭露相關的指標。 
 

b)揭露範疇 1、範疇 2 和

範疇 3(如適用)溫室氣體

排放和相關風險 

e)i.與企業價值鏈相關的主要實際或潛在

不利影響，包括其自身的運營、產品和

服務、業務關係和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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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

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

的表現 

b) 對企業設定的與永續議題相關的目標

以及企業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進展之概

述； 
 

資料來源：Comment from CDP Europe on what the CSRD means for companies, 

CDP 

 

CSRD 之框架將使歐盟企業之非財務揭露更接近於包羅萬象的 ESG 相關

報告，而不是純粹與氣候相關的揭露。預計永續發展報告要求的草案將於 2022 

年年中完成。如果它在沒有重大延誤的情況下通過歐盟立法程序，新的永續報

告製度可能會在 2023 年初適用，即要求大型企業在其 2024 年年度報告中首次

揭露 2023 年之資訊。 

 

第二節  歐盟分類規範(EU Taxonomy Regulation，EU TR) 

為追求實現在 2030 年時實現歐洲綠色政綱所提出之氣候與能源目標，將投

資導向永續項目和活動至關重要。因此，歐盟在融資永續成長行動計畫中持續

呼籲為永續活動建立一套共同的分類體系，藉由建立統一定義、規範揭露內容，

供投資利害關係人參考評估。歐盟自 2018 年成立歐盟永續金融技術專家小組進

行研究，2020 年 6 月 22 日正式提出「歐盟分類規範」，並於 2020 年 7 月 12 日

啟動，該分類主要目的為評估企業每個經濟活動符合永續標準的程度，建立六

大環境目標，(1)減緩氣候變遷、(2)適應氣候變遷、(3)水資源和海洋資源的永續

利用與保護、(4)向循環經濟過渡、(5)汙染防治、(6)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與生

態系統。 

該分類中，能被歸類為永續經濟活動者必須符合三大門檻：一、對六項目

標之一做出重大貢獻；二、對其他目標均「不造成重大損害」；三、符合最低

人權保障要求。此項規範透過嚴格標準建立共通的分類系統，幫助利害關係人

識別經濟活動是否具備永續性。其適用對象與情境相當廣泛，可大致分為以下

三類： 

1. 歐盟會員規範國家綠色金融產品標準或綠色標籤商品、以及發行綠色

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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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類型金融機構組織(包括各類型專業退休基金管理機構)於歐盟區金

融市場提供商品； 

3. 非財務報告指引(NFRD)所涵蓋的組織，即 500 人以上之大型企業與公

眾利益實體對經濟活動(生產、投資)的資訊揭露。 

 

在企業經濟活動與產品屬性定義上，本規範根據產業差異，總共提供 67 項

技術篩選標準(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幫助鑑別是否至少合乎前述六大類環

境目標。 

TR 更設有防弊機制，要求符合目標資格要求除需至少一項目標做出實質性

貢獻(Substantial Contribution)外，同時更不可對其餘目標帶來重大損害(Do No 

Significant Harm, DNSH)。永續分類標準對於「環境永續的經濟活動」則必須滿

足四個條件，第一、對上述一個或多個環境目標有實質的貢獻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第二、  不可對其他環境目標產生重大危害(Do No Significant 

Harm, DNSH）；第三、確保最低底限的社會保障(Minimum Social Safeguards, 

MSS)；第四、遵守技術性篩查標準(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根據上述條件，

一個經濟活動即使能對氣候變遷減緩產生實質貢獻，但若因此對其他環境目標

有重大危害時，將不視為永續性活動。 

在資訊揭露的強化方面，此規範使企業生產活動需以合乎篩選條件的稅前

營收比例計算該公司符合永續性的比例，而投資活動則應按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計算各標的之永續度，依給定公式計算揭露投資組合的永續純度，圖 3-1 及 3-2

分別呈現以企業生產活動以及投資組合符合永續性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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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企業經濟活動永續純度之評估方法 
資料來源：Taxonomy: Final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 
 

圖 3-2  投資組合永續純度之評估方法 
資料來源：Taxonomy: Final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 
 

此外，永續金融技術專家小組所釋出的分類法最終報告(Taxonomy: Final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內容亦指出法規也同樣

適用於不同金融機構之金融產品，如表3-5所示，相關產品需要揭露的內容依基

金性質而定，參照依據為永續金融揭露條例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將於下節進行說明。儘管本項法規同樣採遵循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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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y-or-Explain)之標準，然而應用廣泛，且架構明確，更是多項後續政策法

規推動的參考基準，目前在歐盟市場中，已然成為主流，是投資人的重要資訊

判斷依據之一。 

 

表 3-5 適用歐盟永續分類標準之金融產品 
產業 產品項目 

退休基金、資產管理公司 

• 歐盟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 

○       權益型基金 

○       指數股票型基金 

○       債券基金 

• 另類投資基金 

○       組合型基金 

○       不動產基金 

○       私募股權或中小企業貸款基金 

○       風險資本基金 

○       基礎建設基金 

• 投資組合管理(MiFID II 第 4(1) 條) 

• 退休基金 

○       退休金產品 

○       退休金計畫(定義參考 IORP II) 

○       泛歐洲個人退休金產品 

保險公司 • 投資型保險產品 

普通企業、投資銀行 

• 證券化基金 

• 風險資本與私募股權基金 

• 投資組合管理 

• 指數型基金 
資料來源：Taxonomy: Final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 

 
第三節  永續金融揭露條例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目前國際上已存許多企業適用之永續金融相關準則與規範，並不是針對商

品層級(Product Level)，歐盟於 2019 年 12 月通過了以金融商品為主軸的永續金

融揭露條例，於 2021年 3月 10日起開始生效，主要規範對象為所有歐盟金融市

場的參與者（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FMPs）包括投資機構資產管理與基金

經理人、信貸機構及保險公司、另類投資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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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等，另外歐盟的財務顧問（Financial Advisors, FAs）以及在歐盟設有子

公司或在歐盟提供服務的非歐盟企業亦須遵循 SFDR 進行永續性投資與永續性

風險相關之強制性公開揭露。強制要求這些對象在產品投資組合管理上必須揭

露下列三大事項：(1)永續風險如何整合至投資決策；(2)其是否為永續或對整體

環境有益(害)之資產，(3)當中對於投資是否滿足氣候環境或對社會或對永續性

有正向影響，以期透過統一之標準揭露及審視 ESG 的落實程度，杜絕金融商品

之漂綠行為，同時，揭露管道包括在官網、契約前以及定期報告，SFDR揭露的

主要框架如表 3-6 所示。 

    

表 3-6   SFDR 揭露的主要框架與目的 

永續風險(財務重要性) 
(Sustainability Risk，SR) 

主要不利影響投資足

跡)(Principal Adverse 
Impacts，PAIs) 

ESG 方法 (ESG 
Approach，ESGA) 

如果發生 ESG 事件或條

件，可能會對投資價值

造成實際或潛在的負面

影響 

對永續因子造成負面效

果的投資決策及建議的

影響 

以標準化方式提供金融

市場永續性之透明內

容，例如金融產品如何

滿足環境或社會特徵

（淺綠）或如何實現永

續投資目標（深綠） 

揭露方式 

揭露永續風險和投資足跡 (PAI)，或解釋為什麼不

相關 
揭露金融商品之透明內

容或說明該商品非 ESG
商品 

揭露管道 

官網、契約前、定期報告 

資料來源 : 本報告整理 

 

SFDR 將分階段推動，目前預估歐盟的時程是： 第一階段 SFDR 1.0 從 2021 

年 3 月 10 日開始， 對包括資產管理業者與投資基金業者等金融市場 參與者提

出原則性的遵循要求；第二階段 SFDR 2.0 將提出監管技術標準（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 RTS），RTS 是由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管理局 (European Insur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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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以及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這三個歐洲監管機構共同依據 SFDR 所制

定關於 ESG 揭露之草案，旨在加強對最終投資者的保護，並改善他們從金融市

場參與者和財務顧問處獲得有關金融產品資訊的品質，其內容涵蓋具體應揭露

之資訊內容與應採取之揭露形式之相關細節要求項目。最終版本 SFDR 準則及

定期報告規定預計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而金融市場參與者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第一次（包括一般性及特定原則）資訊揭露，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完成所有金融商品資訊強制揭露，並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完成 SFDR 所有完整資訊之揭露。 

以下針對 SFDR 框架的三大主要揭露及產品分類標準說明。 

 

一、 永續風險 (Sustainability Risk) 及永續因子(Sustainability Factors)

之定義 

      永續風險及永續因子是資產管理業 在 SFDR 中兩個需要在其投資決策和管理

過程中整合進去的重要概念，其中永續風險的定義為一旦發生環境、社會或治

理相關的事件，可能會對投資價值造成實際或潛在的重大負面影響之情況。因

此，永續風險是包括短期或長期環境、社會或治理風險的風險，資產管理業業

者應將其作為其投資決策過程的一部分進行評估，以防範這些風險對投資價值

的重大負面影響，以及間接對整體管理的投資基金之價值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

目前，對資產管理業與永續風險相關的要求有兩點： 

1. 需要揭露其風險管理流程如何考慮永續風險，並公告在自家網站上。 

2.  發布文件去描述自己是如何管理基金的永續性風險。該描述必須包

括解釋外部 ESG 事件可能對基金的財務回報產生的潛在影響以及

此類評估的結果。 

 

為了達成這些要求和評估，資產管理業可能會面臨數據管理的問題，資產

管理業需要去制定全面的流程來確定他們需要的是什麼類型的定量和定性之數

據和信息，以及如何收集這些數據以及如何處理。因此，資產管理業是需要定

期回報上述兩點要求以及說明他們的數據。 

永續因子的定義為與任何環境、社會和員工事務、尊重人權、反腐敗和反



54 
 

賄賂事務相關的因素。資產管理業應於投資決策中考量這些永續因子，評估其

經濟活動是否對環境、員工、社區、個人或實體的治理造成影響，以及如何影

響之。  

根據 SFDR 2.0 將提出監管技術標準草案（RTS）有關於 ESG 的揭露，資產

管理業考慮其投資決策對永續因子的主要不利影響時，必須揭露負面的永續性

指標，並且對主要不利影響進行定性和定量測量，同時也要在其網站上每年發

布這方面的信息，描述資產管理業是如何識別和評估投資對永續因子的潛在負

面影響，讓投資者可以清楚接收到有關永續性風險的信息，和其關於負面影響

的信息。 

 

二、 主要不利影響 (Principle Adverse Impact)及衡量指標 

歐盟認為所有公司都會對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這個影響是好是壞，

因此只要公司的股票或債券由投資者擁有，公司就有義務要在實體和金融產品

層級報告主要不利影響，讓利害關係人清楚此公司在永續因素造成何種的重大

影響。 

 依據 SFDR RTS Article 4的說明，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起，大型公司就需要

揭露他們在企業或產品上是如何考慮主要不利影響，此規範於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生效，關於主要不利影響指標的詳細報告書則是預計在 2023年 6月 30日開始

執行，由於完整揭露係要求與前一年度比較，因此關於主要不利影響指標的詳

細報告書則是在 2023 年始能有與 2022 年為基期比較之完整詳細報告書（參考

期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這意味著公司需要從 2022 年 1 

月 1 日開始收集相關數據9，其聲明書應按 RTS 所規定的格式發布10，聲明書內

容應包含以下內容： 

1. 報告內容概述 

2. 主要不利永續性影響的描述； 

3. 主要不利影響及已採取或擬採取的行動概述； 

4. 參與政策 

 
9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com_letter_to_ep_and_council_sfdr_rts-
j.berrigan.pdf 
10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jc_2021_03_joint_esas_final_report_on_rts_un

der_sfd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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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遵守及參考之國際標準 

 

這也就代表企業必須擁有可計算整個 2022 年度的主要不利影響數據，而在

2022 年中，根據歐盟的法規，資產管理公司將被要求將他們是如何考慮主要不

利影響，並且提供更為具體和可量化指標的細節。其中， 關於主要不利影響指

標的部分，最初擬定的為 50 個需要計算的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但根據

SFDR 的最新規範，已修改為 64 個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其中原本有 32 個

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需要強制性報告，但是經過歐盟委員會的評估以及討

論，認為對企業在實施上的難度過高，因此下修改為 18 個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

是強制性報告， 46個是自願報告，詳細的指標內容分別如表 3-7及表 3-8所示。 

 

表 3-7  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強制性報告） 
氣候和其他環境相關指標 
層面 指標項目 詳細內容 
溫室氣體排放 1.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 1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範圍 3 溫室氣

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2.碳足跡   
3.被投資公司的溫室氣

體排放強度 
  

4. 接觸活躍於化石燃料

行業的公司之程度 
投資於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的

份額 
5. 不可再生能源消費和

生產的份額 
與可再生能源相比，被投資公司使用

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生產的份額，

以百分比表示 
6. 每個高度影響氣候部

門的能源消耗強度 
每個高度影響氣候部門的被投資公司

每 百 萬 歐 元 收 入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GWh） 
生物多樣性 7.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

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 
投資多少份額於位於或靠近生物多樣

性敏感地區的企業，且這些被投資企

業的活動對這些地區產生負面影響 
水 8. 水排放 被投資公司每百萬歐元投資產生的水

排放噸數，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廢棄物 9. 危險廢物比 被投資公司每百萬歐元投資產生的危

險廢物噸數，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社會和員工，尊重人權、反腐敗和反賄賂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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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員工事務 10. 違反聯合國全球契

約 (UNGC)原則和經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OECD) 跨國企業指南 

參與違反 UNGC 原則或經合組織跨國

企業指南的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11. 缺乏流程和合規機

制來監測對聯合國全球

契約原則和經合組織跨

國企業指南的遵守情況 

沒有政策來監控 UNGC 原則或經合組

織跨國企業準則的遵守情況或沒有申

訴/投訴處理機制來解決違反 UNGC 原
則或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的情況的

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12. 未調整的性別薪酬

差距 
被投資公司未經調整的平均性別薪酬

差距 
13. 董事會性別多樣性 被投資公司中女性與男性董事會成員

的平均比例 
14. 暴露於有爭議的 
武器（殺傷人員地雷、

集束彈藥、化學武器和

生物武器） 

參與製造或銷售有爭議的武器的被投

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適用於主權和超國家投資的指標 
環境 15. 溫室氣體強度 投資國的溫室氣體強度 
社會 16. 受社會侵害的被投

資國 
國際條約和公約、聯合國原則和（如

適用）國家法律中提及的社會違法行

為的被投資國數量（絕對數量和相對

數量除以所有被投資國） 
化石燃料 17. 透過房地產資產接

觸化石燃料 
涉及化石燃料開採、儲存、運輸或製

造的房地產資產投資份額 
能源效率 18. 接觸能源效率低下

的房地產資產 
對能源效率低下的房地產資產的投資

份額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表 3-8 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自願性報告） 
氣候和其他環境相關指標（22 個） 
適用於被投資公司投資的指標 
層面 指標項目 詳細內容 
排放 1. 無機污染物排放 每百萬歐元投資的無機污染物噸數，

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2. 空氣污染物排放 每百萬歐元投資的空氣污染物噸數，

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3. 消耗臭氧層物質的排

放 
每百萬歐元投資的消耗臭氧層物質的

噸數，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4. 對沒有碳減排計劃的

公司的投資 
未採取旨在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

的碳減排舉措的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

額 
能源性能 5. 按不可再生能源類型 按每個不可再生能源細分的被投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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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的能源消耗明細 司使用的不可再生能源份額 
水 、 廢 物

和 材 料 排

放 

6. 水的使用和回收 1. 被投資公司每百萬歐元收入平均消

耗和回收的水量（立方米） 
2. 被投資企業回收再利用水的加權平

均比例 
7. 對沒有水資源管理政

策的公司的投資 
對沒有水資源管理政策的被投資公司

的投資份額 
8. 暴露於高缺水地區 在沒有水資源管理政策的高水資源壓

力地區的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9. 對生產化學品的公司

的投資 
投資於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其活

動屬於法規 (EC) No 1893/2006 附件 I 
第 20.2 部分 

10. 土地退化、荒漠

化、土壤封閉 
投資於其活動導致土地退化、荒漠化

或土壤封閉的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11. 對沒有永續土地/農
業實踐的公司的投資 

對沒有永續土地/農業實踐或政策的被

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12. 對沒有永續海洋實

踐的公司的投資 
對沒有永續海洋實踐或政策的被投資

公司的投資份額 
13. 不可回收廢物比例 被投資公司每百萬歐元投資產生的不

可回收廢物的噸數，以加權平均值表

示 
14. 自然物種和保護區 1. 經營活動影響受威脅物種的被投資

公司的投資份額 
2. 投資於沒有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的

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公司的涵蓋

在保護區內或保護區外具有高生物多

樣性價值的地區擁有、租賃、管理的

經營場所 
15. 森林砍伐 對沒有解決森林砍伐政策的公司的投

資份額 
綠色證券 16. 未被認證為綠色證

券的份額（未依據歐盟

綠色債券標準的歐盟法

律法案） 

未認證為綠色投資中的證券份額 

適用於主權和超國家投資的指標 
綠色證券 17.未被認證為綠色債券

的份額（未依據歐盟綠

色債券標準的歐盟法律

法案） 

未認證為綠色債券的份額 

適用於房地產資產投資的指標 
溫 室 氣 體

排放 
18. 溫室氣體排放 房地產資產產生的範圍 1 溫室氣體排

放 
房地產資產產生的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房地產資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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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範圍 3 溫室氣體排放量 
房地產資產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能源消耗 19、能源消耗強度 每平方米自有房地產資產的能耗

（GWh） 
廢棄物 20. 運營中產生的廢物 未配備垃圾分類設施且未包含在垃圾

回收或再循環合同範圍內的房地產資

產份額 
資源使用 21、為了新建及重大改

造的原材料消耗 
建築消耗原材料（不包括回收、再利

用和生物來源）在新建築和重大改造

中使用的建築材料總重量中的份額 
生 物 多 樣

性 
22. 土地人工化 與所有資產的地塊總表面積相比，無

植被表面積（地面以及屋頂、露台和

牆壁上沒有植被的表面）所佔的份額 
社會和員工、尊重人權、反腐敗和反賄賂事項的指標（24 個） 
適用於被投資公司投資的指標 
層面 指標項目 詳細內容 
社 會 和 員

工事務 
1. 對沒有工作場所事故

預防政策的公司的投資 
對沒有工作場所事故預防政策的被投

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2. 事故率 被投資公司的事故率，以加權平均值

表示 
3. 因受傷、事故、死亡

或疾病而損失的天數 
被投資公司因受傷、事故、死亡或疾

病而損失的工作日數，以加權平均值

表示 
4. 缺乏供應商行為準則 對沒有任何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被投資

公司的投資份額（針對不安全的工作

條件、不穩定的工作、童工和強迫勞

動等） 
5. 缺乏與員工事務相關

的申訴/投訴處理機制 
在沒有任何與員工事務相關的申訴/投
訴處理機制的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份額 

6. 對舉報人保護不足 對沒有保護舉報人政策的實體的投資

份額 
7. 歧視事件 1. 被投資公司報告的歧視事件數量，

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2. 被投資公司受到制裁的歧視事件數

量，以加權平均值表示 
8. CEO 薪酬比例過高 被投資公司內最高薪酬個人的年度總

薪酬與所有員工（不包括薪酬最高的

個人）年度總薪酬中位數的平均比率 
人權 9. 缺乏人權政策 對沒有人權政策的實體的投資份額 

10. 缺乏盡職調查 未通過盡職調查程序來識別、預防、

減輕和解決不利人權影響的實體的投

資份額 
11. 缺乏預防人口販運 對沒有打擊販賣人口政策的被投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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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措施 司的投資份額 
12. 存在嚴重童工事件

風險的運營點和供應商 
投資在地理區域或運營類型方面，面

臨著從事危險工作的童工事件的重大

風險的被投資公司和供應商之份額 
13. 面臨強迫或強制勞

動事件的重大風險的運

營商和供應商 

投資在地理區域或運營類型方面，面

臨著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的重大風險

的被投資公司和供應商之份額 
14. 已查明的嚴重人權

問題和事件的數量 
與被投資公司相關的嚴重人權問題和

事件的加權平均數 
反 腐 敗 和

反賄賂 
15. 缺乏反腐敗和反賄

賂政策 
在沒有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

反腐敗和反賄賂政策的實體中的投資

份額 
16. 對違反反腐敗和反

賄賂標准採取行動不足

的案例 

在沒有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

反腐敗和反賄賂政策的實體中的投資

份額 
17. 違反反腐敗和反賄

賂法的定罪數量和罰款

金額 

被投資公司違反反腐敗和反賄賂法的

定罪數量和罰款金額 

適用於主權和超國家投資的指標 
社會 18.平均收入不平等得分 特定經濟體參與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和

經濟不平等，包括解釋欄中解釋的定

量指標 
19. 平均言論自由得分 衡量政治和民間社會組織可以自由運

作的程度，包括解釋欄中解釋的定量

指標 
人權 20. 平均人權表現 使用解釋欄中解釋的量化指標衡量被

投資國的平均人權表現 
治理 21. 平均腐敗得分 使用解釋欄中解釋的定量指標衡量公

共部門腐敗的感知水平 
22. 非合作稅收管轄區 出於稅收目的在歐盟非合作司法管轄

區名單上的司法管轄區投資 
23. 平均政治穩定性得

分 
使用解釋欄中解釋的定量指標衡量使

用武力推翻現行制度的可能性 
24. 平均法治得分 使用解釋欄中解釋的定量指標衡量腐

敗程度、缺乏基本權利以及民事和刑

事司法的缺陷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三、SFDR 之金融商品分類與 ESG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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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R 規範之核心意涵在於建立共通的產業框架，為 ESG 商品進行分類，

依照投資/基金產品實現其所設立之環境目標所採行之 ESG 方法，將產品劃分為

以下三類： 

(1) Article 6：不符合 Article 8、9，即並未將永續概念納入投資流程，或永

續表現不足而導致不具備環境社會特徵，僅將永續風險與排除條件納入投資決

策的基金產品則皆屬此類非永續性產品。該類別產品仍可在市面販售，應依分

類法規定進行揭露，否則需要額外附註免責聲明，揭露產品屬性並未考慮歐盟

永續經濟活動之標準。 

(2) Article 8：具備永續投資策略與可促進環境與社會發展之特徵，且發行

公司內部治理執行良好的基金產品，屬淺綠產品。其相關揭露資訊在 SFDR 第

一階段期限結束前需和 EU TR 具備一致性，即依照分類法揭露該產品投資是對

何種環境/社會因素產生效益。      

(3) Article 9：以實現 ESG 為目標，經關鍵資源效率指標或執行結果評估後，

確認經濟活動可對環境、社會帶來貢獻，同時未造成其他重大傷害(即通過主要

不利影響(PAI)，且發行公司內部治理執行良好的基金產品，屬於深綠產品。相

關揭露資訊在 SFDR 第一階段期限結束前需和 EU TR 具備一致性，若產品投資

涉及活動將有助於環境目標，則有義務按分類法規定進行揭露。 

在 SFDR 產品分類法規下，讓金融市場有統一的標準，去揭露和審視 ESG 

商品，對於宣稱符合 ESG 的金融投資產品，特別是想把 ESG 放上公開說明書，

都必須經過 SFDR 的嚴格檢驗，杜絕企業或金融產品自我「漂綠」的行為。然

而， 在現階段對於實施 SFDR 的主要挑戰為 SFDR 分類法規中需揭露 PAI，此

內容與環境社會主題相關，含強制性與自願性兩類指標，可用於揭露企業經營

與產品影響層級之資訊。PAI 的資訊揭露適用遵循或解釋(Comply-or-Explain)標

準，且規定嚴苛，因此，在制定時面臨技術困難，使得監管技術標準的發展推

遲。SFDR 第一階段(SFDR 1.0)已於 2021 年 3 月 10 日起實施，其主要推動企業

從金融商品的公開說明書、包含 PAI 的永續政策發展到定期報告的資訊揭露。

SFDR 第二階段(SFDR 2.0)則要求企業揭露 18 項強制性主要不利影響指標以及

其他自願性指標，然而因面臨疫情衝擊以及二級立法(Level 2 Legislation)的進度

落後等困難，因此，SFDR 2.0 實施時間目前已經延展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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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FDR 資訊揭露要求 

         SFDR 確保金融業向投資人揭露永續性風險的透明度，並要求金融業符合

「企業」及「商品」 內容二項揭露層級（Disclosure Level）要求，包括企業組

織如何應對 ESG 風險，以及金融商品如何受到 ESG 風險影響。 

 

(一) 揭露層級 

1. 企業層級（Firm Level） 

在企業層級的部分，SFDR主要要求企業揭露永續發展政策相關資訊，包括

企業為規避或降低永續性風險所擬定之整體投資策略。SFDR 有許多重要的規

範適用於所有資產管理業，也包含沒有明確關注 ESG 或永續發展的資產管理公

司，另外，SFDR 一部分的規則也適用於財務顧問。針對資產管理業，SFDR 要

求資產管理人要在其網站發佈金融產品的「合同前揭露」以及在規定的特定情

況下向投資者提供特定信息的「定期揭露」，SFDR的揭露要求也和歐盟委員會

修正的 MiFID2、AIFMD 和 UCITS 制度草案，皆將永續性融入現有的組織規則

和三個制度下的商業行為規則（授權法案，Delegated Acts）。因此，SFDR 和

授權法案是相輔相成的，SFDR 要求揭露有關永續性整合的信息，而授權法案

則包含 SFDR 定義的概念。有關「合同前揭露」包含： 

(1) UCITS 基金的招股說明書 

(2) AIFMD 第 23 條 AIF 的揭露（通常在招股說明書中或附在招股說

明書中） 

(3) MiFID 要求的投資組合管理或諮詢服務的監管揭露或條款與條

件。 

「定期揭露」包含： 

(1) UCITS 基金的年度報告 

(2) AIF 的年度報告 

(3) MiFID 下服務的定期報告 

  

關於 SFDR 企業層級的細節揭露要求，可分成三個不同的部分，分別為資

產管理公司業義務、適用於所有金融產品的義務以及僅與以 ESG 為重點的金融

產品相關的義務，其詳細資訊可參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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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層級（Product Level） 

商品層級主要要求企業揭露有關金融商品之永續性資訊，包括了永續性風

險對特定金融商品或投資組合報酬之可能影響評估。根據歐盟 SFDR 的定義，

隸屬於第八條與第九條規範的金融商品皆為 ESG 商品，第八條的商品為淺綠層

級的 ESG商品，第九條的商品則為深綠層級的 ESG商品，淺綠和深綠商品之要

求差異如表3-9所示。關於第八條規範中的促進環境或社會的特徵，將根據商品

目標而有不同的測量指標或方式，例如基於環境或社會的產業排除、企業之

ESG 評級和分數等等，皆為可用於評估促進環境或社會的特徵之適用方案範圍。 

 關於第九條規範中的永續投資目標，目標設定應該以減少碳排放為導向，

並且根據 SFDR 其他法規，揭露信息應包含低碳排放量之詳細目標，以實現

《巴黎協定》的長期氣候目標。在達成其目標的關鍵經濟活動，則可以分類兩

大項，第一類為有助於實現環境目標的經濟活動，環境目標主要有六項，分別

為氣候變化緩減、氣候變遷調適、保護海洋和水資源、污染防治、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復原、循環經濟導入，商品應該以從這六個環境目標衍生出的關鍵資源

效率指標去做關鍵活動的評估。第二類為有助於實現社會目標的經濟活動，社

會目標能從以下方面切入評估，分別為解決不平等、促進社會的凝聚力、社會

融合、勞資關係、對人力資本或經濟或社會弱勢社區的投資等等。 

 

表 3-9  歐盟淺綠與深綠 ESG 商品要求之差異 

Article 8 的 ESG 金融商品（淺綠） Article 9 的 ESG 金融商品（深綠） 

•      具有促進環境或社會的特徵 
•      良好的治理實踐（健全的管理結

構、員工關係、員工薪酬、稅務合

規） 

•      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1）有助於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經

濟活動 
（2）需遵守 DNSH 原則 
（3）需考量主要不利影響指標 
•      良好的治理實踐（健全的管理結

構、員工關係、員工薪酬、稅務合

規） 

資料來源 : 本報告整理 

 

不論是環境目標或社會目標，SFDR都尚未硬性規定要用什麼特定方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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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因此大部分的資產管理公司暫時都是自訂一套標準和評估辦法，去提供

有助於環境或社會目標的經濟活動之資訊，以用於捕捉概念上相似的關鍵資源

指標。為使資產管理業更了解 SFDR 的做法，此處舉一個 MSCI 客戶的回饋範

例，如表 3-10， 可以更了解 MSCI 是使用哪些關鍵層面去符合環境和社會的目

標。 

 
表 3-10  MSCI 客戶衡量永續目標的參考層面 

衡量環境目標所參考的關鍵層面 衡量社會目標所參考的關鍵層面 

• 替代能源 
• 能源效率 
• 綠色建築 
• 永續水 
• 污染預防 
• 永續農業 

•      營養 
•      重大疾病醫療 
•      衛生 
•      可負擔的房地產 
•      中小企業金融 
•      教育 
•      互聯互通 - 數位鴻溝 

 

           目前在關於非財務信息的部分，除非是符合 NFRD 規定對象的資產管理

公司，否則 SFDR 對於非財務信息的保證、審查尚無嚴格規定，但是已有許多

的會計事務所如德勤、PwC 等等認為因為利益相關者會使用所揭露的信息來做

出投資決策，所以如果這些信息能提供任何的保證將使利益相關者對揭露的報

告更有信心，因此建議資產管理機構需要尋求第三方審查機構的認證或是國際

標章的承認，讓自身的揭露信息有一定的保證。 

 

(二) 商品揭露報告 

1. 合同前揭露報告 

在 ESG 商品揭露規範的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永續風險、主要不利影響等

規範外，SFDR亦對金融市場參與者提出了合同前揭露以及和定期報告相結合的

資訊揭露要求，以向投資者提供更好的資訊，並提高關於永續風險納入投資決

策或投資建議的透明度。 

關於合同前之揭露，SFDR規定金融市場參與者應揭露其將永續風險納入投

資決策的方式，以及永續風險對其所提供金融產品報酬之可能影響的評估結果。

若在永續風險評估時所得出的結果認為不存在與金融產品相關的永續風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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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說明原因，若評估得出的結果為存在永續風險，則應從定性或定量的角度

揭露這些永續風險對金融產品業績的影響程度，表 3-11 為第八條、第九條 ESG

商品之合同前揭露模板。 

 
表 3-11 第八條、第九條 ESG 商品之合同前揭露模板 

  第八條 ESG 商品 第九條 ESG 商品 

揭露要求 1.該金融產品促進了哪些環境

和/或社會特徵？ 
 --哪些永續性指標用於衡量該

金融產品所促進的環境或社會

特徵的實現情況？ 
2.這個金融產品遵循什麼投資

策略？ 
 --投資策略的限制是什麼？如

何投資以實現該金融產品所促

進的環境或社會特徵？ 
 --該策略如何在投資過程中持

續實施？ 
 --評估被投資公司良好治理實

踐的政策是什麼？ 
 --客戶在哪裡可以找到有關投

資策略的更多詳細信息？ 
3.該金融產品的資產配置？ 
--非促進環境或社會特徵的投

資項目，其目的是什麼，是否

有任何最低的環境或社會保障

措施？ 
--衍生品的使用如何體現金融

產品所倡導的環境或社會特

徵？ 
 --永續投資如何為永續投資目

標做出貢獻，同時又不會顯著

損害任何永續投資目標？ 
 --如何考慮對永續性因素產生

不利影響的指標？ 
 --永續投資是否符合經合組織

跨國（OECD）企業指南和聯

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4. 該金融產品是否考慮了主要

不利影響？(Yes/No) 
5. 客戶可以在網上找到更多於

1.該金融產品促進了哪些環境和/
或社會特徵？ 
 --哪些永續性指標用於衡量該金

融產品的永續投資目標的實現情

況？ 
2.這個金融產品遵循什麼投資策

略？ 
 --投資策略的限制是什麼？如何

投資以實現該金融產品的永續投

資目標？ 
 --該策略如何在投資過程中持續

實施？ 
 --評估被投資公司良好治理實踐

的政策是什麼？ 
 --客戶在哪裡可以找到有關策略

的更多詳細信息？ 
3.該金融產品的資產配置？ 
--非永續投資目標的投資項目，

其目的是什麼，是否有任何最低

的環境或社會保障措施？ 
--承上，此類投資的比例和使用

如何不影響永續投資目標的實

現？ 
--衍生品的使用如何達到永續投

資目標？ 
 -- 永續投資如何為永續投資目標

做出貢獻，同時又不會顯著損害

任何永續目標？ 
   --如何考慮對永續性因素產生不

利影響的指標？ 
 --永續投資是否符合經合組織跨

國（OECD）企業指南和聯合國

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4. 該金融產品是否考慮了主要不

利影響？(Y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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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特定信息嗎？ 
 --可以在網站上找到更多於產

品的特定信息：[插入指向網

站] 
6. 是否有特定的指數被指定為

參考基準，以用於確定該金融

產品是否符合其所推廣的環境

或社會特徵？ 
 --指定指數與相關大盤指數有

何不同？ 
 --參考基準如何與金融產品和

投資策略推動的每個環境或社

會特徵持續保持一致？ 
  

5. 客戶可以在網上找到更多於產

品的特定信息嗎？ 
 --可以在網站上找到更多於產品

的特定信息：[插入指向網站] 
6. 是否有特定指數被指定為參考

永續基準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 
--指定指數與相關大盤指數有何

不同？ 
 --參考基準如何與永續投資目標

持續保持一致？ 
--如何持續確保投資策略與指數

方法的一致性？ 
7. 金融產品是否有減少碳排放的

目標？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2. 定期揭露報告 

在定期揭露報告中，對於具有促進環境或社會屬性的金融產品，金融市場

參與者應揭露被投資公司是如何滿足該相關屬性，以及如有指定某指數作為參

考基準，則應說明該指數如何滿足該相關屬性。 

對於明確將環境或社會影響作為永續投資目標，且指定某指數為參考基準

的深綠層級 ESG 商品，金融市場參與者應具體揭露指數如何與永續投資目標相

一致，並解釋該指數在滿足永續投資目標上與其他廣泛的市場指數如何不同。

深綠層級的 ESG 商品如果沒有指定參考基準，則應明確解釋如何實現永續投資

目標。揭露模板內容之詳細資訊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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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第八條、第九條 ESG 商品之定期揭露模板 

  第八條 ESG 商品 第九條 ESG 商品 

揭露要求 1.該金融產品滿足環境和 /或社

會特徵的程度 
 --永續性指標的表現如何？ 
-- ...與以前的表現相比？ 

2.該金融產品在哪部分投資最

多？（提供資料：企業名、投

資佔比、國家等） 
3. 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投資比例

是多少？ 
 -- 資產配置如何？ 
 -- 非永續發展相關的投資包括

哪些，且它們的目的是什麼，

是否有任何最低限度的環境或

社會保障？ 
  -- 永續投資如何沒有顯著損

害任何永續投資目標？ 
  --如何考慮對永續性因素產生

不利影響的指標？ 
 --永續投資是否符合經合組織

跨國（OECD）企業指南和聯

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投資在哪些經濟部門？ 
4. 在參考期內採取了哪些行動

來滿足環境和/或社會特徵？ 
5. 與指定的參考基準相比，該

金融產品的表現如何？ 
  -- 參考基準與大盤指數有何

不同？ 
  -- 與大盤指數相比，該金融

產品的表現如何？ 
  -- 該金融產品在永續性指標

方面的表現如何，以確定參考

基準與所提倡的環境或社會特

徵的一致性 

1.該金融產品滿足環境和/或社會

特徵的程度 
 --永續性指標的表現如何？ 
-- ...與以前的表現相比？ 

2.該金融產品在哪部分投資最

多？（提供資料：企業名、投資

佔比、國家等） 
3. 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投資比例是

多少？ 
   -- 資產配置如何？ 
 -- 非永續發展相關的投資包括哪

些，且它們的目的是什麼，是否

有任何最低限度的環境或社會保

障？ 
  -- 永續投資如何沒有顯著損害任

何永續投資目標？ 
  --如何考慮對永續性因素產生不

利影響的指標？ 
 --永續投資是否符合經合組織跨

國（OECD）企業指南和聯合國

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投資在哪些經濟部門？ 
4. 在參考期內為實現永續投資目

標採取了哪些行動？ 
5. 與參考的永續基準相比，該金

融產品的表現如何？ 
  -- 參考基準與大盤指數有何不

同？ 
  -- 與大盤指數相比，該金融產品

的表現如何？ 
  -- 該金融產品在永續性指標方面

的表現如何，以確定參考基準與

永續投資目標的一致性 
6. 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如何與《巴

黎協定》保持一致？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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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站揭露 

為了提高永續投資決策或顧問服務的透明度，確保金融市場參與者與網站上

發布資訊的可靠性，SFDR對金融市場參與者的網站資訊揭露亦進行了明確的規

範，產品級網站揭露的詳細規範如表 3-13 以及表 3-14。在網站上公佈的資訊都

應保持及時更新，若金融市場參與者要對這類資訊進行內容調整，則應在同一

網站上公佈對這些調整進行說明及解釋。 

 
表 3-13  第八條 ESG 商品之產品級網站揭露 

第八條 ESG 商品 

  包含之內容 

產品級網站

揭露 
• 概要 
• 有沒有永續投資目標—應包括以此聲明“該基金促進環境或

社會特徵，但不以永續投資為目標” 
• 如果本基金承諾進行一項或多項永續投資，該部分應需說明

永續投資如何不會顯著損害任何永續投資目標 
• 基金的環境或社會特徵 
• 投資策略—本節應包括投資策略和評估被投資公司良好治理

實踐的政策描述，包括在以下方面：健全的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員工薪酬和稅務合規性 
• ESG 與非 ESG 資產的投資比例— 應區分對被投資實體的直

接敞口和對這些實體的所有其他類型的敞口 
• 環境或社會特徵審查— 揭露如何在基金的整個生命週期中

審查環境和社會永續性指標以及相關的內部或外部控制機制 
• 用於評估和審查第 8 條標準的方法—描述使用永續性指標衡

量基金促進的社會或環境特徵的實現之辦法 
• 數據來源和處理— 意指 

(a) 用於實現基金提倡的每個環境或社會特徵的數據來源 
(b) 為確保數據質量而採取的措施 
(c) 如何處理數據 
(d) 估計的數據比例 

• 對方法和數據的局限性—描述 
(a) 對方法和數據來源的任何限制； (b) 這些限制如何不影

響基金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徵 
(b) 為解決此類局限性而採取的行動 

• 就 ESG 標準對標的資產進行的盡職調查— 描述對基金的相

關資產進行的盡職調查，包括對該盡職調查的內部和外部控

制 
• 參與政策— 在參與環境或社會投資策略時實施的參與政策

的描述，包括適用於被投資公司與永續性相關的爭議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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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程序 
• 有關使用的任何指定參考基準的信息 – 說明被指定為參考基

準的指數如何與基金提倡的環境或社會特徵保持一致，包括

輸入數據、用於選擇該數據的方法、重新平衡方法以及指數

的計算方式。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表 3-14  第九條、ESG 商品之產品級網站揭露 

Article 9 的 ESG 商品 

  包含之內容 

產品級網站

揭露 
• 概要 
• 說明本基金的投資如何不會對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 基金的永續投資目標； 
• 投資策略—應包括可實現永續投資目標的投資策略和評估被

投資公司良好治理實踐的政策描述，包括在以下方面：健全

的管理結構、員工關係、員工薪酬和稅務合規性 
• 永續和非永續資產的投資比例 
• 審查永續投資目標— 揭露如何在基金的整個生命週期中審

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的永續性指標以及相關的內部或外部控

制機制 
• 用於評估和審查永續投資目標的方法 
• 數據來源和處理— 意指 

(a) 用於實現基金提倡的永續投資目標的數據來源 
(b) 為確保數據質量而採取的措施 
(c) 如何處理數據 
(d) 估計的數據比例 

• 對方法和數據的局限性—描述 
(a) 對方法和數據來源的任何限制； 
(b) 這些限制如何不影響基金推廣的環境或社會特徵 
(c) 為解決此類局限性而採取的行動 

• 就永續投資標準對標的資產進行盡職調查— 描述對基金的

相關資產進行的盡職調查，包括對該盡職調查的內部和外部

控制 
• 參與政策— 在參與永續投資目標的投資策略時實施的參與

政策的描述，包括適用於被投資公司與永續性相關的爭議的

任何管理程序 
• 透過使用任何參考基準來實現永續投資目標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on draft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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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揭露原則 
除了對報告的揭露內容有所要求外，SFDR也規定這些揭露必須滿足一些原

則： 

1. 信息易於獲取、無歧視性、免費、顯眼、簡單、簡潔、易懂、公

平、清晰且無誤導性 

2. 需採用可搜索的電子格式，除非是 SFDR 第 6(3) 條和第 11(2) 條所

述的情況，才需提供紙本信息。 

3. 信息應在網站上公佈並保持最新內容。 

4. 提及被投資公司時，應提供法人實體標識（ Legal Entity 

Identifiers） 

 
第四節  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iFID II) 

 歐盟於 2007 年 11 月首次推出「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為歐盟地區規範金融公司行為之法律框架文件，

該框架之適用範圍包括所有歐盟成員國的金融機構。2008 年金融危機過後，

MiFID 無法因應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及變化，歐盟於 2011 年 11 月對 MiFID 進

行修訂。2014 年 6 月 12 日，歐盟公布了修訂版的「金融工具市場指令第二版」，

也被稱為 MiFID II，MiFID II 主要規範對象為「投資公司」（指從事接受客戶

委託下單、自營、投資組合管理、投資服務及承銷業務者），以及交易股票、

債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金融 工具之「交易場所」。本次修正之主要目標，包

括確保金融商品均在受規範之市場交易、提升金融市場透明度、限制商品投機、

配合金融科技發展及加強投資人保護等，因此 MiFID Π 規範內容相當廣泛。 

2021 年 4 月歐盟對 MiFID II 修訂永續投資規範，此次修訂旨在規範金融產

品銷售人員必須發掘客戶對金融產品的“永續偏好”，並提供相對應的產品，其

規範對象為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之業者。 

在原先的 MiFID II 框架下，業者應獲取有關客戶在投資領域的知識、客戶

承受損失的能力以及包括客戶風險承受能力在內的目標的必要資訊，以使公司

能夠進行適用性評估，提供適合客戶的服務和產品。而其他有關客戶投資目標

的資訊則包括了客戶希望投資期間、風險承擔偏好、風險狀況以及投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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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投資目標的資訊通常與財務目標有關，客戶的其他非財務目標，

例如永續偏好，通常不會被提及。現有的適宜性評估通常不包括有關客戶永續

偏好的問題，而大多數客戶自己不會提出此類偏好。 

因此，投資公司應在選擇過程中更適當地考慮永續性因素。SFDR中即有要

求金融產品的文件應描述如何實現其規定的永續性或永續性目標水準。而關於

永續偏好的規則確保與 SFDR 和 EU TR 的一致性。由於金融工具所進行的投資

可能對永續性因素產生不同的主要不利影響，因此投資公司應向客戶或潛在客

戶解釋，表明考慮對永續性因素的主要不利影響的要素，例如各種與 ESG 相關

之可能事項，並且可以用定性或定量指標表示，包括但不限於符合 SFDR 的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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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資產管理業 ESG 揭露相關規範 
 

    除歐盟外，國際上很多國家也研擬資產管理業在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揭露相關規範，包括治理機制、ESG因素整合至投資及風險管理、情境分

析及壓力測試、設定 ESG 評估績效衡量指標等揭露事項，除採用 TCFD 之架構

外，亦發展自身之永續標準及相關規範，以下將介紹英國、香港以及新加坡各

國的揭露規範以及做法。 

 

第一節  英國 

一、資產管理業採用和 TCFD 一致性之揭露規範 

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就資產管理公司、

壽險公司和 FCA 轄下所監管的養老金計畫，在 2021 年 6 月發布了諮詢文件

(CP21/17)，提供和 TCFD 一致性的氣候揭露相關的指導與規範。此份諮詢文件

的目的為加強相關企業的資訊揭露，揭露的對象為機構客戶與最終用戶消費者，

機構客戶包含養老金計畫受託人、雇主與企業投資者等，最終用戶消費者包含

養老金計畫成員與散戶投資者等。 

為了使揭露內容更加完備，CP21/17把TCFD報告分為公司層級揭露(Entity-

Level Disclosures) 與 商 品 或 投 資 組 合 層 級 揭 露 (Product or Portfolio-level 

Disclosures)，其對應揭露內容如表 4-1，而實施時間，則依公司資產管理規模大

小分成兩階段，如表4-2所示，期望透過這樣的揭露方式能增加資訊的透明度。 

表 4-1  英國 TCFD 報告主要內容(CP21/17) 
公司層揭露 公司需每年公佈 TCFD 報告說明如何考慮與氣候相關的風險

與機會，內容須包含如何從客戶及消費者的角度去管理投資

的方法。 

商品或投資組

合層級揭露 

公司需每年公佈為商品或投資組合編制具可比性的揭露基

準，包含一套核心指標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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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英國資產管理業 TCFD 實施時間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適用對象 管理資產超過 500 億英

鎊的資產管理公司 
管理資產超過 50 億英鎊

的資產管理人和資產所

有者 
實施時間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 
完成第一次揭露截止時

間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後

必須在每年的 6 月 30 日

前在其網站上發布揭露

資訊 

2024 年 6 月 30 日，之後

必須在每年的 6 月 30 日

前在其網站上發布揭露

資訊 
按客戶需求之揭露 從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提

供客戶需要的資訊 
從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提

供客戶需要的資訊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二、永續揭露要求(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Requirements，SDR) 

在 2021年 10月，英國財政部發布一份文件《綠色金融：永續投資路線圖》，

內容包含新的永續性揭露要求(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Requirements，SDR)， 

SDR 建立在 TCFD 上，進一步要求企業、資產管理者和資產所有者及投資商品

對 TCFD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以及指標和目標四大支柱的揭露，但除因應氣

候變遷外，並擴大納入永續範疇，如表4-3所示，這些資訊將成為永續投資標籤

的基礎，有助於客戶及消費者，根據所揭露永續性特徵，選擇適合的投資商品。 

表 4-3  英國 SDR 框架 
 

企業 
資產管理者和 
資產所有者 

投資商品 

治理 永 續 性 相 關 的 風

險、機會和影響 
永續性相關的風險、機

會和影響以及對投資政

策、策略和結果 

對永續性相關的風

險、機會與影響，以

及對投資商品影響 
策略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風

險、機會和影響對

組織業務、策略和

財務規劃的實際和

潛在影響 

永續性相關風險、機會

和影響對組織投資政

策、策略和結果的實際

和潛在影響 

永續性相關的風險、

機遇和影響對投資結

果的實際和潛在影響 

風 險

管理 
用於識別、評估和

管理與永續性相關

的風險、機會和影

響的流程 

用於識別、評估和管理

與永續性相關的風險、

機會和影響以及對組織

投資政策、策略和結果

的影響的流程 

在產品層級識別、評

估和管理與永續性相

關的風險、機會和影

響的流程 

指 標

和 目

• 用於評估和管理

與永續性相關的

• 用於評估和管理與永

續性相關的風險、機

• 永續性相關風險、

機會和影響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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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風險、機遇和影

響的指標和目標 
• 對於目標的表現 
• 分類對齊和相關

支持信息 

會和影響以及對組織

投資政策、策略和結

果的影響的指標和目

標 
• 對於目標的績效 
• 基於基礎投資的分類

對齊和相關支持信息 

產品級指標和績效

指標 
• 與目標相關的績效 
• 根據標的投資的產

品層級分類標準和

相關支持信息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為了讓 SDR 能順利在企業、資產管理者和資產所有者及投資商品間運作，

英國政府制定了永續金融監管路線圖，如表 4-4 所示，清楚說明在 2022 年前，

受監理的機構及相關投資商品，須完成的揭露要求。除此之外，如表4-5示，英

國政府也制定了一個時程表，主要規劃法案通過後未來該如何循序漸進的在報

告中引入相關分類標準，使永續揭露更趨於完善。因此，資產管理公司需於

2022 年前達到滿足通過 FCA 規則的 TCFD 以及 2021 年 11 月發布 SDR 揭露要

求的討論文件要求。 

表 4-4  永續金融監管路線圖 
 範圍 2022 年前須達到之要求 
1.公司揭露 a)在英國註冊的公司，包括相

關的金融服務公司（例如銀行

和保險公司） 

• 特定公司須完成 TCFD
揭露（須經議會批准） 

• 企業須完成 SDR 框架諮

詢 
b) 英國上市公司 • 優質上市發行人須完成

TCFD 揭露 
• 特定標准上市發行人須

完成 TCFD 揭露 
2. 資產經理

和資產所有

者揭露 

a) 資產管理公司、提供投資產

品的壽險公司和 FCA 監管的養

老金計劃 

• 通過 FCA 規則的 TCFD 
• 2021 年 11 月發布 SDR 

揭露要求的討論文件 
b) 職業養老金計劃 • 通過 DWP 法規的 TCFD 

3. 投資產品

揭露和標籤 
a) 投資商品-揭露 • 通過 FCA 規則的 TCFD 

• 2021年 11月發布產品層

級 SDR 揭露的討論文件 
b) 投資商品-標籤 • 2021年 11月發布討論文

件，其內容包含對永續

投資標籤制度的回饋 
4. 財務顧問 a) 財務顧問  
資料來源：Greening Finance：A Roadmap to Sustainable 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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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立法通過後的實施計畫 
  1~2 年內 2~3 年內 3 年以後 
1. 公
司揭

露 

a) 在英國註冊的公

司，包括相關的金

融服務公司（例如

銀行和保險公司） 

• 較具經濟影響

力之公司，在

年度報告中強

制納入英國綠

色 分 類 法 及

ISSB 標準 
• 其他自願揭露 

其他受監管之

公司，在年度

報告中強制引

入英國綠色分

類法及 ISSB 標

準 

 

b) 英國上市公司 年度報告中強制

引入英國綠色分

類法及 ISSB 標
準的諮詢 

2. 資
產經

理和

資產

所有

者揭

露 

a) 資產管理公司、

提供投資產品的壽

險公司和 FCA 監管

的養老金計劃 

關於潛在強制性

SDR 揭露要求的

諮詢 

根據 2022 年的磋商，潛在強

制性 SDR 的揭露要求 

b) 職業養老金計劃 年度報告中的永續性報告須引

入強制性的分類揭露 
針對資金大於

等於 50 億英鎊

的公司 

針對資金大

於等於 10 億

英鎊的公司 
3. 投
資產

品揭

露和

標籤 

a) 投資商品-揭露 潛在強制性面向

消費者和更詳細

的產品層級 SDR 
揭露要求諮詢 

根據 2022 年的磋商，潛在強

制性面向消費者和更詳細的產

品層級 SDR 揭露要求 

b) 投資商品-標籤 針對投資產品的

潛在強制性永續

相關標籤的諮詢 

根據諮詢，投

資產品的潛在

強制性永續性

相關標籤 

 

4. 財
務顧

問 

a) 財務顧問 根據諮詢的潛在要求，包括如何在投資建議中考

慮永續性問題 

資料來源：Greening Finance：A Roadmap to Sustainable 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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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於投資者對永續性投資產品做出有效選擇，必須使其能獲得足夠以及

一致的資訊，以幫助比較類似的產品並對其投資做出深思熟慮的選擇，FCA 亦

於 2021 年 11 月發佈了諮詢文件(CP21/4)，其內容包括有關產品提供者如何管理

其組織及其管理的產品的永續性風險、機遇和影響的資訊，以及個別投資的永

續性特徵的詳細資訊，並依不同的投資人類型分為消費者以及機構投資人兩個

揭露層級，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各揭露系統層級應提供之產品標籤資訊 
產品標籤 
揭露層級 1 
針對消費者 

需包含產品級的關鍵資訊揭露 

揭露層級 2 
針對機構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應詳細揭露產品和企業層級之永續性

風險、機會和影響 
資料來源：FCA Discussion Paper 21/4: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SDR) 
and investment labels 
 

FCA 於 2021 年 11 月提出針對 SDR 規範的討論文件，其中包含產品標籤和

揭露系統三個層級，分別為產品標籤、針對投資者之揭露以及詳細揭露，以下

分別詳述之。 

（一）商品標籤設計 

  由於投資者容易受到產品標籤的強烈影響。 FCA 經濟學家最近於 2021 年 7 

月發表的消費者行為研究發現，標籤是消費者選擇永續性投資產品的重要驅動

因素。故英國政府認為根據客觀標準對投資產品進行分類和標記，並使用通用

術語，有助於打擊潛在的漂綠行為並強化投資者對永續性產品的信任。 

在設計標籤和分類系統時，以下為須納入考量的特徵： 

A.  客觀的、描述性的與主觀的標籤 

標籤和分類系統應使用客觀標準和描述性標籤，例如參考永續性投資

的比例，或產品目標及策略的性質。客觀的方法可以幫助投資者瀏覽產品，

而無需對產品的好壞進行價值判斷。 

B.  投資目標和策略與永續項目和活動的投資分配 

在客觀描述一系列永續性產品類別時，可以考慮不同面向，其中包括

產品的目標和策略——其永續性特徵、主題或目標、如何實現目標，以及

目前分配給永續性項目或活動的投資比例。後者可以在制定時使用英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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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法的永續性標準。 

  關於標籤的使用方式，目前英國政府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法為將標籤標

註於做出永續性聲明或標榜的產品上，然而此方案僅對積極關注永續性產品的

投資者發揮用處；第二種方法為開發分類和標籤系統，涵蓋投資者可獲得的所

有投資產品，此有助於投資者對永續性特徵形成瞭解，表4-7為方案二的分類系

統示意圖，由於英國公司在歐盟的業務受到 SFDR約束，因此分類系統與 SFDR

具有對應關係，如「未宣稱為永續性商品」對應到 SFDR 第 6 條、「責任投資

及永續投資－過渡」對應到第 8 條、「永續性的影響」則可對應於第 9 條。表

4-8 為 SDR 與 SFDR 比較資訊。 

表 4-7  永續性產品分類和標籤系統分類方法 
永續 
標籤 未宣稱為

永續的(Not 
promoted 
as 
sustainable) 

負責任的 
(Responsible) 
(可能有些永續

性投資) 

過渡

(Transitioning) 
(永續性的特徵、

主題或目標，對

與分類方法一致

的活動分配低) 

一致 
(Aligned) 
(永續性的

特徵、主

題或目

標，對與

分類方法

一致的活

動分配高) 

影響

(Impact) 
(對環境

或社會有

積極影響

的目標) 

註：表中代表分類和標籤系統中潛在的五個產品類別，每個類別都將得到明確

的定義和標準的支持 
資料來源：FCA Discussion Paper 21/4: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SDR) 
and investment labels 
 

表 4-8  SDR 與 SFDR 比較 
FCA 產品標籤 描述 對應到 SFDR 的分類 
永續-影響 目標是在達到投資報酬

的同時，實現對社會或

環境積極的影響。 

Article 9 

永續-一致 具有永續性特徵、主題

或目標以及符合英國分

類法中規定的永續性標

準 

Article 9 

永續-過渡 具有永續性特徵、主題

或目標的產品，但其標

的資產的比例尚不符合

英國分類法之規定 

Article 8 

負責任的 • 考慮重大永續因素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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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務風險和報酬

的影響 
• 沒有具體的永續性

目標 
未宣稱為永續的 • 永續風險未納入投

資決策 
• 沒有具體的永續發

展目標 

Article 6 

資料來源 : 本報告整理 

 

（二）針對投資者之揭露 

  針對投資者之揭露應提供顯著的永續性相關資訊，以利投資者做出選擇，

揭露內容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1. 投資產品標籤 

2. 產品目標，包括具體的永續性目標（例如，降低投資的碳強度，同時

為客戶提供財務回報） 

3. 為實現目標而實施的投資策略，包括永續性發展目標 

4. 分配給永續性投資的資產比例（根據英國分類法規定的標準） 

5. 投資者管理方法 

6. 更廣泛的永續績效指標（由簡短的背景資訊支持） 

  FCA DP 21/4 尚在諮詢階段，與此同時，FCA 將近一步瞭解何種資訊有利

於投資者理解永續性投資並做出決策，相關結果預計於明年公布，故上述揭露

內容可能將有所變動或有更詳細的敘述。另外針對揭露方式，目前預計採用

「ESG 情況說明書」或特定模板提供，使其可與關鍵信息文件（KIID）一起閱

讀。 

 

（三）詳細揭露 

這層資訊將主要針對更專業的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以支持他們對所投資

的產品和提供主的決策，此也可能引起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的興趣。 

在產品層級，詳細揭露將為利益相關者提供額外資訊，例如包括更多用於

計算指標方法的資訊，儘管存在數據差距且方法論尚未趨同，但企業對如何計

算指標保持透明至關重要。在使用代理和假設來填補數據空白的地方，能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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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解釋這些內容，另外下列資訊亦為「詳細揭露」可揭露的內容： 

1. 關於數據來源、限制、數據質量等的信息 

2. 進一步支持敘述、背景和歷史資訊 

3. 有關英國分類法一致性的更多資訊 

4. 有關基準測試和性能的信息 

 

英國 TCFD相關揭露提案或其他揭露制度（如 SFDR）預計需要上述資訊中

的一部分。例如，SFDR中的主要不利影響指標可以作為氣候以外環境指標的起

點，以及一套社會指標的最低保障措施。 

 

三、ESG 商品揭露規範 

CP21/17 指出，公司必須每年以 TCFD 建議揭露事項為依據(表 4-9)，揭露

和商品或投資組合管理服務相關的資訊，揭露內容包含一組核心指標、可能的

附加指標及情景分析，並在官網顯著的位置發布。但是對於未授權和未上市的

另類投資基金(AIF)，其 TCFD 產品報告不需要公開，僅在其客戶需要 TCFD 產

品報告的情況下每年提供。另於 2021年 12月 24日所發佈之政策聲明書 PS21/24

指出11，當客戶要求公司提供 TCFD產品報告時，此報告之內容以公司認為合理

的格式揭露即可，避免依照各客戶不同的揭露要求加重公司負擔。另根據英國 

AIFMD 條例第 74 條所運作的封閉式基金(Closed-ended Funds)以及公司認為若依

照規定揭露會造成過度繁複或無法實現預期結果，並且其符合英國金融服務和

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第 138A 條規定標準的基金，此兩類

基金可不用進行 TCFD 產品報告。 

通常在 TCFD 公司報告中就會詳細揭露治理、策略與風險管理的資訊，若

公司的特定產品或投資組合等的方法與 TCFD 公司報告所揭露的方法有重大差

異，則必須在產品報告中揭露此差異。另外，TCFD 產品報告中的重大差異揭

露應該能夠單獨閱讀，也要能透過交叉參考 TCFD 公司報告以獲取更多資訊。

表 4-9 為英國建議揭露事項與 TCFD 之比較。 

  

 
11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policy/ps21-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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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TCFD 與英國建議揭露事項比較 
 TCFD 英國 
治理 董事會監督 董事會監督 

管理角色 管理角色 
策略 風險與機會 風險與影響 

對組織的影響 對組織的影響 
投資策略、商品納入氣候風險

考量、情景分析 
策略的韌性 策略的韌性 

風險管理 風險辨識與評估程序 風險辨識與評估程序 
應酌情描述與被投資公司的互

動 
風險管理程序 風險管理程序 
融入整個風險管理 融入整個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氣候相關指標 核心指標、附加指標 
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氣候相關目標 氣候相關目標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主要差別在核心指標、可能附加指標及情景分析三部份，說明如下: 

1. 核心指標 

這套核心指標包含範疇 1和範疇 2的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3的溫室氣體

排放、總碳排放、碳足跡以及加權平均碳強度，表 4-10 為 CP21/17 所提供

之釋義。其中，總碳排放、碳足跡與加權平均碳強度，TCFD和 SFDR定義

的公式不同，在 CP21/17 中，原建議在報告中同時揭露這兩種制度，以促

進英國與歐盟和國際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詳細比較於附錄三。然而考慮到

同時採用兩種指標可能會導致業者負擔，也可能造成散戶投資者的困惑，

因此在 2021年 12月提出的政策聲明 PS21/24中，則把此規定修改為僅要求

使用 TCFD 定義來揭露資訊。此外，從報告第二年開始，就必須附上歷年

各指標數據，以確保揭露之公平，且避免誤導客戶。 

 

表 4-10  核心指標及其含義 
指標 解釋 
範疇 1 和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1：所有來自製程或設施之直接排放 

範疇 2：來自於外購電力、熱或蒸汽之能源

利用間接排放 
範疇 3 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3：指非屬自有或可支配控制之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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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排放（產生於該組織的價值鏈且

在範疇 2 之外的其他間接 排放），如因租

賃、委外業務、員工通勤等造成之其他間

接排放。 
總碳排放 與投資組合相關的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足跡 投資組合經市場價值標準化後的總碳排放

量，以 CO2e/百萬美元收入表示 
加權平均碳強度(WACI) 投資組合對碳密集型公司的持倉，以 CO2e/

百萬美元收入表示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2. 附加指標 

附加指標是用來補充核心指標，CP21/17中建議公司應「盡最大努力」

揭露這些指標，包含氣候風險值(VaR)、與商品一致的暖化情景指標以及其

他有助於決策的指標，其定義如表 4-11。然而有些公司認為，「盡最大努

力」揭露可能成本高昂且過程繁重，因此在 PS21/24 中刪除了揭露「其他

有助於決策的指標」此一項目，並另外新增規則，引導公司揭露指標，並

要求解釋每個指標所使用的方法。 

 
表 4-11  附加指標及其含義 

指標 解釋 

氣候風險值(VaR) 是評估產品或投資組合因氣候風險造成的潛

在未來財務影響的指標，並有助於情景分析 

商品一致的暖化情景指標 提供產品或投資組合對碳曝露的有用資訊 

其他有助於決策的指標 公司應提供他們認為有助於決策的其他指

標，並與 TCFD 的補充指南一致，公司也可

以參考 CFRF 揭露指南中的推薦指標列表。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四、情景分析 

情境分析的目的是為了讓消費者了解，在不同氣候情況影響下，其供應商

可能會面臨的風險或機會，以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依據英國的就業及退休金

事務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簡稱 DWP）之要求，受託人至少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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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兩種氣候情境下的潛在影響，其中一種情境必須符合巴黎協定之全球平均溫

度相較於工業化前水準上升幅度控制在低於 2℃之內，且致力於將升溫限制在

1.5℃之設定。除此之外，DWP的法定指南還指出，受託人應該逐步完善其情景

分析，尤其針對會造成重大風險的氣候情景之下，要使用定量的情境分析，因

為定量分析的揭露，會使公司內部產品間，以及不同公司的產品間更容易進行

比較。 

若是 TCFD 產品報告中涉及暴露於碳密集行業的 TCFD 產品，則報告中必

須包含的揭露內容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是否暴露於碳密集行業之 TCFD 產品揭露內容差異 
 TCFD 產品是否暴露於碳密集行業 
揭露內容 是 否 
在「有序過渡」、「無序過渡」和「溫

室世界」情景下，氣候變化可能會如何

影響相關 TCFD 產品 

V V 

對該 TCFD 產品影響的最重要驅動因素的

討論 
V V 

對「有序過渡」、「無序過渡」和「溫

室世界」情景的定量分析 
V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至於 TCFD 四大支柱相關的額外揭露，只在公司的特定商品或投資組合、

資產類別或投資策略的揭露，與 TCFD 公司報告中所描述的內容有重大差異，

才需要在 TCFD 產品報告中特別說明。 

 

第二節  香港 

一、ESG 商品審查及揭露要求 

  香港證監會於 2019 年 4 月向資產管理業者發出《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

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以下稱「通函」），

作為證監會努力提高 ESG 基金揭露標準的第一步，旨在提高揭露事項的可比性、

透明度和可見性。有鑑於香港本地和國際市場及監管發展，證監會修訂 2019 年

通函並於 2021 年 6 月發布新版通函，就加強揭露提供進一步指引。表 4-13 為

新、舊版通函規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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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新、舊版通函規範比較 
 2019 舊版通函 2021 新版通函 
基金名稱 - 名稱不得具誤導性 

揭露事項 

投資重點和目標 
投資策略 
排除政策與類型 
證明 70%以上資產投資於

ESG 
ESG 相關主題之風險 

投資重點和目標 
投資策略 
排除政策與類型 
ESG 資產配置比例 
參考基準 
ESG 相關主題之風險 

額外揭露事項 - 
盡職調查、內外控制度、數據

處理及假設 

定期評估 - 
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評估 
與前期評估進行比較 

UCITS 基金 - 
UCITS ESG 基金視為符合通

函的揭露要求 

監管與實施 
ESG基金需繳交自我確認或第三方機構認證，經證監會認可

的基金將被登載於專門網站 
資料來源：《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

會及管治基金》 
 

新版通函要求 ESG 基金需於定期評估和報告中，揭露與 ESG相關的投資策

略、風險等。該通函載列《證監會有關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與投資有關的人

壽保險計劃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手冊》12範圍內的商品如何適用於證監

會對 ESG 基金的規範。 

1. ESG 基金的範圍 

  通函適用於將 ESG 因素作為其主要投資重點並反映在投資目標或策

略中的基金（以下稱「ESG 基金」），並且該基金需獲證監會認證，

ESG 基金可能會採用不同的投資策略來實現其 ESG 投資重點13。 

2. ESG 基金名稱 

  若基金不屬於全球或國家認證的 ESG 標準或原則範圍，則產品名稱

不得具有誤導性，ESG 基金的主要投資或策略應反映基金名稱所代表的

 
1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9 條所制訂，就所涵蓋的產品、其銷售文件及廣告的認可事宜

訂定守則或指引。 
13 ESG 因素可能包括與一項或多項全球或國家認可的 ESG 標準或原則，如：聯合國全球盟約、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減緩氣候變化融資共同原則、綠色債券原則。國際資本市場協會、氣

候債券倡議組織的氣候債券分類法或任何其他 ESG 永續性標準、原則及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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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ESG 重點，基金名稱和營銷文件中對 ESG 或類似術語的引用應準

確、成比例地反映 ESG 特徵與基金其他特徵的對比，不應誇大或過分強

調 ESG 特徵。 

  證監會通常不希望非 ESG 的基金命名或營銷為 ESG 基金，但可能會

根據具體情況允許例外情況。若希望就例外情況尋求指導的基金經理人

應提供書面意見，明確說明擬議的基金名稱如何與整體基金的 ESG 特徵

保持一致和相稱，並且不會在重要性或作用上誤導投資者，使其誤判

ESG 在基金的總體目標或投資策略中的角色。證監會保留不允許任何例

外情況的權利，也不會對具有誤導性基金名稱的基金授予批准。 

3. ESG 基金網站 

  為提高 ESG 基金的知名度和辨識度，證監會官網上載列所有獲得認

證的 ESG 基金，其揭露文件及相關數據均可透過該網站獲取連結。 

4. 銷售文件中的揭露 

  根據《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手則》規定，銷售文件須提供必要訊息，

使投資者能夠對投資做出明智判斷。就此而言，ESG 基金應在其銷售文

件中揭露基金的 ESG 重點、相關投資策略、資產配置比例、參考基準、

風險及額外訊息等。 

5. 定期評估和報告 

  ESG 基金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定期評估，並且以適當方式（如年報

等）向投資者揭露其評估資訊，報告中需描述基金如何在評估期間實現

其 ESG 重點，包含與 ESG 重點相稱的投資實際比例、由於 ESG 相關篩

選而被剔除或選擇的投資領域及比例、基金 ESG 因素的表現與參考基準

的比較、為實現基金 ESG 重點而採取的行動（例如股東參與活動、ESG 

基金對其被投資公司的代理投票記錄等）和任何其他必要訊息。 

  除上述評估事項的描述外，也應揭露評估過程的限制和估計方式。

若基金於先前已提供定期評估，則當期評估應與先前評估進行比較，藉

以瞭解基金的 ESG 因素表現。 

6. 通函於 UCITS 基金上的應用 

  證監會採用簡化方法授權來自特定司法管轄區的 UCITS 基金。考量

到歐洲關於金融服務行業的永續性相關規定，若 UCITS 基金將 ESG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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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主要投資重點並反映在投資目標或策略（“UCITS ESG 基金”），

並符合 SFDR 第 8 條或第 9 條的揭露和報告要求，則該基金將被視為符

合通函揭露要求。但在適當情況下，證監會仍可能要求就基金的特定策

略和風險加強揭露，並在其認為合適的時間對 UCITS ESG 基金施加或改

變要求。 

7. 持續監測 

  ESG 基金的基金經理應定期監控和評估相關投資，以確保 ESG 基金

持續滿足通函所規定的 ESG 重點和要求。如果 ESG 基金不再希望以其所

聲明的 ESG 因素為投資重點，基金經理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

投資者和證監會。不再符合通函規定的 ESG 基金，將自證監會 ESG 基金

網站上的 ESG 基金名單移除。 

  除了將基金從證監會的名單中除名外，若有未能達到銷售文件中所

述的投資目標或策略等狀況，證監會可能會對違規行為採取適當的監管

行動。 

8. 生效日期和時間 

  新版通函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並取代 2019 年通函。對於已獲

證監會認證並載列於專門的 ESG 基金網頁上的產品，基金經理應根據通

函要求審查該基金的當前揭露，並在生效日期前進行必要的更新和修訂。 

至於尚未獲得證監會認證的 ESG 基金，基金管理人可繼續採用 2019 年

通函的要求，並在生效日期前進行必要的更新和修訂。 

  在生效日期或之後提交的新 ESG 基金申請需要提交以下確認之一： 

a)符合性的自我確認；b)由獨立第三方認證或基金標籤提供的認證，以

證明合規性。證監會就通函提出的所有要求，將與證監會對新基金或授

權後申請的授權批准程序一併處理。新的 ESG 基金將在其授權或變更生

效後發佈在證監會的專門 ESG 基金網頁上。 

 

二、ESG 商品銷售文件揭露規範 

  根據《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手則》規定，銷售文件須提供必要訊息，使投

資者能夠對投資做出明智判斷，故 ESG 基金應在其銷售文件中揭露如下資訊： 

1. 基金的 ESG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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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投資者能做出明智判斷，ESG 基金應於其銷售文件中揭露關於

基金 ESG 重點的描述，如氣候變化、綠色、低碳足跡、永續性等，以及

用於衡量基金 ESG 重點實現情況的標準，如過濾器、指標、評級、第三

方證書或標籤等。 

2. ESG 投資策略 

  描述 ESG 基金採用的投資策略、該策略在投資過程中的約束性和重

要性，以及該策略如何在投資過程中持續實施。另外需揭露考慮 ESG 標

準的過程，其中可能包括衡量這些 ESG 標準的方法、它們相對於投資策

略的順序、最重要的 ESG 標準，以及是否採用排除政策以及排除類型的

說明。 

3. 資產配置及參考基準 

  基金需揭露與其 ESG 重點相稱的投資最低比例。若基金透過追蹤某

特定指數以實現其 ESG 重點，亦需敘述該指數或參考基準的特徵和構成，

並且解釋該參考基準如何與基金的 ESG 重點相關。 

4. 風險 

   描述與基金 ESG 重點相關的投資風險或限制，例如：方法和數據的

限制、缺乏標準化分類法、投資選擇的主觀判斷、對第三方來源的依賴、

投資集中於特定的 ESG 重點等。 

5. 額外資訊揭露 

  ESG 基金應酌情向投資者揭露 ESG 基金、基金經理人或指數提供者

的以下資訊，以補充銷售文件中的揭露：如何衡量和監控 ESG 基金重點

以及相關的內、外部控制機制；衡量基金實現 ESG 重點的方法；如何對

基金資產的 ESG 相關屬性進行盡職調查；對參與政策（如代理投票）的

描述；ESG 數據的來源和處理，或在相關數據不可用時所做的任何假設；

說明投資者可在何處獲得上述資訊。此外，應不時審查和更新相關資訊

以確保準確性。 

6. 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與揭露 

  除上述通函之外，證監會也發出《基金經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

及揭露》通函，規定基金經理人需在其投資及風險管理流程中考慮氣候

相關風險，並且相關揭露中需涵蓋治理、投資管理、風險管理及揭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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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要素，其架構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相似，但相較於

TCFD 針對整體公司要求揭露，香港主要針對基金層面進行揭露(如表 4-

14)，而表 4-15 為 TCFD 與香港建議揭露事項之比較。 

 

表 4-14 《基金經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及揭露》揭露事項統整 

方式及頻率 
以書面方式揭露風險管理流程中，氣候相關風險被考量的程

度，並且每年檢視揭露內容 

治理 

董事會：在將氣候因素納入投資或風險管理中的監理及有關角

色，並監察氣候相關目標之達成狀況，且揭露其獲報相關資訊

之頻率及方式 
管理層：設立完善的內控措施及程序、確保相關人力及技術資

源足夠、就氣候相關目標訂定計畫並向董事會報告 

投資管理 
辨識相關重大氣候風險並納入投資流程，並評估其對投資表現

的影響，如評估後認為與氣候風險無關，需額外說明無關原因 

風險管理 
在風險管理程序中考慮氣候相關風險，確保已採取適當步驟，

並以適當工具量化氣候相關風險 

進階標準 
說明如何管理重大氣候相關風險，並提供基金投資所涉及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碳足跡以及氣候相關風險的情境分析 
(僅 AUM80 億港幣以上大型基金須遵守) 

施行時間 
大型基金：2022/08/20 前遵守基本規定、2022/11/20 進階標準 
其他基金：2022/11/20 前遵守基本規定  

資料來源：香港證監會《基金經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及揭露》 

 

表 4-15  TCFD 與香港建議揭露事項比較 

 TCFD 香港 

治理 
董事會監督 董事會監督 
管理角色 管理層實施 

策略 
風險與機會 辨別氣候風險 
對組織的影響 評估對基金影響 
策略的韌性 投資流程納入氣候風險考量 

風險管理 
風險辨識與評估程序 風險管理考慮氣候相關風險 
風險管理程序 評估及量化風險 
融入整個風險管理 情境分析 

指標與目標 
氣候相關指標 氣候相關指標 
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 
氣候相關目標 基金參與政策 

資料來源：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繁體中文版、香港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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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加坡 

一、資產管理業氣候風險規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 2020 年 12 月時發布資產管理業氣候風險指南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for Asset Managers)，該指南旨在

通過列出資產管理業者可以採用用來管理環境風險的方法，框架包含氣候風險

範圍、公司治理、投組研究與建構、投組風險管理、被投資公司管理與揭露，

指南過渡期為 18個月，即業者應於 2022年 6前完成遵守與揭露。同時金管局表

示理解到依據資產管理公司的規模、範圍和業務模式，以及他們採用的投資策

略可能不同，業者應評估並選擇與自身業務規模和性質相稱的方式實施這些指

南，另外本氣候風險指引並不禁止或限制資產管理業者遵守適用法律及履行其

對客戶的信託義務和其他法律義務；本指引適用於對其管理基金/委託投資擁有

酌情權的資產管理業者，反之，對於對基金/全權委託沒有自由裁量權的資產管

理業者，本指引將不適用。以下說明該指南的框架： 

 

(1) 氣候風險範圍 

環境風險對於資產管理業者可能發生之財務影響包含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

另外，當資產管理業者投資於其業務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的公司時，可能會產生

聲譽風險，對資產管理公司所投資之內容的負面看法，可能會對業者維持或增

加管理資產的過程產生不利影響。因此，資產管理業者須要確保其客戶資產具

有抵禦環境風險影響的能力，除了實施穩健的環境風險管理政策和流程外，業

者還可以通過綠色投資活動引導資本，在向環境永續之經濟轉型中發揮作用，

漸進而平穩的改變可以降低嚴重情景發生時的可能帶來的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

參與綠色投資活動也能夠減輕業者的聲譽風險。 

 

(2) 公司治理 

董事會和高階管理層在資產管理公司的管理上，需要去識別短期和長期的

環境風險是否對公司的策略、業務計劃和產品供應方面產生實際和潛在的影響。

另外需要確定公司對於《巴黎協定》等國際協議，以及國家政策規定的態度與

回應。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闡明公司對其投資的不同資產類別及其採用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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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略進行環境風險管理的方法。  

資產管理公司會被要求建立風險管理框架，與其管理之資產性質、規模和

復雜性相稱的方式，去識別、處理和監控與其業務活動相關的風險，只要環境

風險對所管理的資產具有重大意義，業者所建立之上述風險管理框架亦須包括

環境風險。  

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對資產管理公司的環境風險管理和揭露保持有效監

督，並且進行環境風險與投資風險管理框架的整合。如果環境風險被認為對所

管理的資產具有重大意義，資產管理業者應指定一名高階管理人員或委員會來

監督環境風險，以確保此類問題得到足夠的審查。總而言之，董事會或其委託

的委員會負責： 

1. 批准與環境風險相關之管理框架和政策，以評估和管理資產的環境風

險，同時將對客戶的或其他法律規範義務納入考量。 

2. 訂出董事會和高階管理層職責，包括負責監督環境風險的人員以及該職

能。 

3. 確保董事會對環境風險有足夠的了解，且高階管理層具備管理環境風險

的適當專業知識。 

 

高階管理層則負責制定和實施環境風險管理框架和政策，以及研究環境風

險的監測工具和指標，包括瞭解公司資產在對不同環境情景的狀況，高階管理

層還應及時向董事會通報重大環境風險問題。另外環境風險管理框架應包括: 

1. 資產管理業者如何將環境風險因素納入不同資產類別和投資策略的投

資研究、投資組合構建、風險管理和管理之實踐。 

2. 定期審查關於氣候風險的框架、政策、工具和指標的有效性，並進行

適當修訂，同時應將公司業務、規模和複雜性以及環境風險的變化納

入考量。  

3. 建立環境風險管理的內部升級流程，並採取適當和及時的行動來應對

風險；其中包括重大環境風險和例外情況。 

4. 以適當的專業知識分配足夠的資源，包括培訓或其他方法，確保公司

人員有足夠能力以管理公司資產的環境風險。  

資產管理業者應按照三道防線模式，明確訂出環境風險管理職責，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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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線為第一線業務人員在設立和管理基金時應考慮環境風險，特別是如果他們

投資於環境風險較高的部門。第二道防線為風險管理人員應監控前線人員對資

產管理業者風險管理政策的實施，包含法遵人員應確保遵守適用的規則和法規。

第三道防線為內部審計，作為獨立審查的一部分，內部審計人員應考慮資產管

理業者風險管理框架在管理環境風險方面的穩健性。 

 

(3) 投組研究與建構 

資產管理業者應在其研究和投資組合構建過程中考量他們所評估重要之氣

候風險，除了考慮投資的投資期限、風險和回報狀況，以及經濟情勢、央行政

策、行業趨勢和地緣政治風險等基本因素外，業者還應評估氣候風險對投資回

報的潛在影響，並且參考國際公認*14之標準和框架將單一資產以及投資組合層

面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納入考量。對於氣候風險較高的行業，業者可以參考

國際公認*15的永續標準和認證計劃來制定行業特定指南，以幫助其投資人員了

解與該行業相關的氣候問題。另外業者還應注意其客戶為特定行業設定的內部

總量限制，例如對化石燃料行業公司的行業限制，或投資組合中的碳排放上限。 

另外，儘管資產管理人員可能會因為其基金之投資目標、策略或股票池範

圍受到限制，依然可以透過影響被投資公司採取合理的環境風險緩解措施，來

管理和降低其投資組合中的環境風險。對於投資組合的構建，業者應包括對投

資組合中存在的各種環境風險因素的衡量和管理，例如參照比較組的基準來監

測投資組合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4) 投組風險管理 

資產管理業者應建立適當的流程和系統，以持續監測、評估和管理重大環

境風險對個人投資和投資組合的潛在和實際影響。如果出現可能對被投資公司

的運營和財務產生重大影響的事情，例如自然災害的發生和法規的變化等等，

資產管理業者應重新評估該投資或投資組合的風險，考慮是否繼續投資，或是

 
14 可參考國際標準和框架如 : 1.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報告倡議)、2.CDP (前身為碳

揭露項目)、3.the Sustain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4.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TCFD) 

15 對於氣候風險較高的行業，業者可以參考 : 1.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IFC 的環境和社會績效標准)、2.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永續棕櫚油圓

桌倡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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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投資組合內容，或採取其他緩解措施以更好地管理投資組合中的環境風險。

另外資產管理人員應根據其內部上報流程，上報這些重大環境風險或例外情況，

以確保可以適當和及時地應對風險。 

 

(5) 管理被投資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通過參與、代理投票和部門合作，來積極塑造被投資公

司的企業行為；包含支持被投資公司努力向更永續的業務轉型，同時保持資產

管理業者的風險管理標準；業者應優先考慮與客戶利益一致，並與資產管理業

者的投資目標和策略一致的公司，例如考慮投資組合中環境風險的重要性、與

被投資公司的關係、被投資公司改善其環境風險的狀況，以及有效減輕風險的

替代性選擇。資產管理業者應保留適當的文件以支持並報告其管理計劃，結果

應納入前述之研究和投資組合構建以及風險管理流程。 

關於資產管理業者與影響被投資公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四項： 

1. 向被投資公司提出環境問題，以提高他們對氣候風險的認識。 

2. 影響被投資公司的行為，以更好地管理和減輕氣候風險。 

3. 收集信息以補充被投資公司現有的氣候風險揭露。 

4. 鼓勵被投資公司及時提供相關的環境風險數據和/或更清晰的揭露，以

提高數據的可用性和一致性。 

 

二、金融機構氣候相關揭露文件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 Document, FCDD)  

在新加坡資氣候風險指南中指出，資產管理業者應以對其利益相關者，包

括現有和潛在客戶，清晰且有意義的方式揭露其管理環境風險的方法，如採用

TCFD 為揭露氣候風險所提供的框架。新加坡金管局招集組成的綠色金融行業

工作組(The Green Finance Industry Taskforce，GFIT)於 2021 年五月亦以 TCFD 在

2017 前所發行之氣候風險揭露建議為架構發行金融機構氣候相關揭露文件 

(FCDD)，目的為提供金融機構較為詳細之環境揭露說明與參考。 

FCDD 擷取 TCFD 報告中對於整體金融業與金融各行業所建議的四大框架

與十一項揭露項目的部份，且對於十一項揭露項目分別標示出最佳示範公司，

並在附錄詳細記錄該公司揭露內容優良之處。表 4-16 為 TCFD 與 FCDD 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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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TCFD 的文件偏向指導與對揭露項目進行說明，FCDD 的目的則偏向

讓業者了解各個建議揭露項目的具體呈現方式。 

關於碳排放，TCFD 與 FCDD 對於資產管理業者皆以要求平均加權碳濃度

(the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16為主，TCFD 則另有建議使用碳足跡、與

碳相關之資產敞口17等等碳排放指標。 

在揭露形式方面，業者可以年度報告、永續發展報告、投資者報告或網站

進行揭露，完成揭露之後，資產管理業者應定期審查其揭露內容，以提高訊息

揭露之完整度與清晰度，同時了解是否符合當今國際上衡量與揭露氣候風險的

標準。 

 

表 4-16  TCFD 與 FCDD 比較 
 TCFD FCDD 
框架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

標和目標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

和目標 
建議揭露項目 共 11 項(細述於表 2-2) 共 11 項，完全同 TCFD 
碳排放 加權平均碳濃度、碳足跡、

與碳相關之資產敞口，或其

他合理指標，並描述其方法 

加權平均碳濃度，或其他合理

指標，並描述其指標方法 

揭露方法 公開年度財務文件或其他公

開報告 
年度報告、永續發展報告、投

資者報告或網站 
揭露頻率 至少一年一次 尚無規定 
揭露示範 無 有*

18 
 

  

 
16 平均加權碳濃度(The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比率計算方式為將範圍一和範圍二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根據投資組合權重，與業者收入相除所計算出之比例。 
17 與碳相關資產敞口(Exposure to carbon related assets) 比率計算方式為與碳相關資產投資現值之

總和，與整體投資組合相除所得出之比例。 
18 在新加坡 FCDD 手冊之附錄 115 頁(資產管理業)，分別在各建議揭露項目皆有摘錄業者揭露

報告中優良內容做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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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情景分析  

如果環境風險在投資組合中占重要因素，資產管理人員應在情景分析*
19評

估其氣候風險對投資組合的影響，包括投資組合在一系列情景下對財務損失的

抵禦能力。  

情景分析為業者在一系列與氣候相關的情景中，評估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

業者應分別將短期和長期環境情景納入其投資組合情景分析中，例如全球氣溫

升高，以及向低碳經濟的轉型進度。舉例而言，在實體風險方面，業者可以評

估更容易受到極端天氣事件影響的被投資公司（例如農業公司）對收入和盈利

能力的影響。在轉型風險方面，資產管理公司可以評估被投資公司的經營成本

對碳價格上升的敏感程度，如價格上漲及其對消費者需求的影響是否可以部分

抵消較高的成本 ? 這些情景中，可能會包含預測或是前瞻性信息，因為考慮到

與環境變化相關的不確定性，僅依賴歷史數據分析可能會低估潛在風險。 

如果在數據有限的情況下，資產管理公司可以考慮進行定性評估，並讓被投資

公司採用最能識別與其業務最相關的風險之揭露框架。  

資產管理公司應保留對情景分析的適當記錄，包括情景選擇、假設、結果

評估、採取行動的必要性，以及為應對風險而採取的行動。另外業者在審查其

管理的投資組合的環境風險概況、以及環境風險管理政策和實踐時，應適度使

用其情景分析的結果。  

 

  

 
19 情景分析可參考指引 : 1.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echnical 

Supplement: 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2017 2.NGFS’ Climate Scenario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2020 3. other scenarios aligned 
with scientific climate change pathways from the IPCC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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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 ESG 投資及風險管理之比較 

第一節  永續商品分類 

  明確定義金融商品是否屬於永續性產品，有助於提升投資者信任並避免漂

綠問題。歐盟藉由與永續性相關的程度將永續性產品分為三類，分別為非永續

性產品、淺綠及深綠，英國則是先分為非永續及永續兩大類，再進一步針對兩

大類進行細項劃分，由於英國在歐盟的業務亦受到 SFDR 的約束，故其規劃的

五項分類可對應到歐盟的三項分類。香港透過基金的文件揭露及證監會之認證

來區分是否為 ESG 基金，若未能獲得證監會認證或者未按規定進行相關揭露，

將不會被載列於 ESG 商品的專屬網站上。新加坡雖針對永續商品要求揭露相關

資訊，但目前尚未進行分類。整體而言，歐盟與英國的分類方法更能呈現出商

品的永續程度，且具有對應性，在相異制度下也能相互比較。表5-1為各國ESG

商品分類方法。 

表 5-1  各國 ESG 商品分類方法 
 類別數量 分類說明 執行方式 

歐盟 3 

歐盟 SFDR 將金融產品分為三

類，(1)Article 6：非永續性產

品；(2)Article 8：淺綠產品；

(3)Article 9：深綠產品 

如金融產品之分類為非永

續性商品，則其無須遵循

ESG 之揭露規範或考量相

關風險 

英國 5 

根據 SDR目前規劃中的標籤系

統，英國金融產品分為非永續

及永續性兩大類，非永續性產

品包含「為宣稱為永續性產

品」及「包含部分永續投資」

兩類；永續性產品則包含「過

渡產品」、「遵從永續特

徵」、「影響性」三類，故共

計有五類 

英國之 SDR 標籤系統仍於

規劃階段，針對各分類之

執行方式尚未有具體方案 

香港 2 

香港基金分為ESG及非ESG兩

類，ESG 基金須揭露指定資

訊，獲得證監會認證將被登載

於專屬網站 

如金融產品之分類為非

ESG 商品，則其無須遵循

ESG 之揭露規範或考量相

關風險 

新加坡 - 

尚未對永續性金融產品進行分

類 
新加坡之分類標準尚於擬

定階段，但若基金具有重

大性氣候風險，即便非

ESG 主題基金仍需進行相

關氣候揭露 
資料來源：各國相關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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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揭露事項 

  各國對於氣候風險的揭露框架皆是基於《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所制定，故多可分為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和目標四個部分，相較於其

他國家主要針對公司進行揭露，香港將 TCFD 的框架同時套用至公司層面與基

金層面上，惟治理部分針對整體公司。 

  就基金產品的揭露事項而言，可以區分為投資目標、投資策略、比例配置、

績效指標、排除政策、風險管理等項目，其中投資比例配置一項，各國多未有

明確比例限制，英國 SDR 未來可能針對產品的永續性程度進行投資比例規範，

但由於目前尚在規劃中，預計於 2022 年中旬結束對業者的意見徵詢。香港的揭

露層面因以基金產品本身為主，故在各項目的揭露說明相對較清楚，相較之下，

新加坡的 FCDD 因遵循 TCFD 而訂，故揭露事項反而多以公司面為主，歐盟的

揭露規範涵蓋層面廣泛，但並未硬性規定業者須採用特定方式衡量，故多數資

產管理業者目前皆是自訂標準和評估辦法。表 5-2 及 5-3 分別為各國公司面及產

品面揭露事項比較。 

 

表 5-2  各國揭露事項比較-公司面 
項目 歐盟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公司治理 由董事會或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層負責風險管理實踐 

投資目標 
制訂將永續性

風險納入投資

決策的方法 

氣候風險與機

會以及如何影

響公司 
－ 

評估氣候風險

對 投 資 的 影

響，並將單一

資產及投資組

合層面的實體

風險與轉型風

險納入考量 

投資政策 － 

描述在策略上

的韌性，並考

量不同氣候相

關情境 

－ 

衡量和管理投

資組合中存在

的環境風險因

素 

參考績效指標 
永續風險政策; 
PAIs;業者自訂

KPI 
－ － 

參照自訂比較

基準監測投資

組合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 

排除政策 
嚴 重 影 響 環

境、社會產業 
－ － 

注意其客戶為

特定行業設定

的內部總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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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風險管理 

標明是否於投

資建議或策略

中考量永續風

險，並建立適

當程序以識別

相關風險。 

描述氣候相關

風險的鑑別、

評估流程、指

標及溫室氣體

排放量 

－ 

保留情境分析

記錄；確保員

工具備足夠專

業知識以評估

及管理環境風

險  

風險警語 
說明企業如考

慮永續性風險

或影響 

描述衝擊組織

在業務、策略

和財務規劃的

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 

－ － 

盡職治理 
發佈盡職調查

政策聲明 
－ － 

通過參與、代

理投票和部門

合作，來積極

塑造被投資公

司的行為 

揭露方式 
提 供 定 期 報

告；發佈主要

不利影響聲明 

每年發佈一份

TCFD 報告 
書面報告 

揭露應符合國

際報告框架 

揭露位置 公司網站 公司網站 證監會網站 公司網站 

資料來源：摘要自各國相關文件 

 

表 5-3  各國揭露事項比較-產品面 
項目 歐盟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投資目標 

說 明 商 品 特

色、目標及評

估、測量和監

控的方法 

揭露產品具體

的永續性目標 

描 述 商 品 與

ESG 相關性；

揭露用於衡量

基金 ESG 實現

情況的標準 

－ 

投資政策 

由業者自訂，

但須遵守目前

SFDR 、 RTS
已有的法規 

說明為實現永

續性目標所採

用的投資策略 

描述 ESG 基金

採用的投資策

略、要素，以

及如何持續實

施 

－ 

投資比例配置 無嚴格限制20 

參考績效指標 

永續風險政策;
主要不利影響

PAIs;業者自訂

KPI 

ESG 指標的計

算方式，含數

據來源及限制 

基金商品所追

蹤的 ESG 標準

及詳情 
－ 

排除政策 
需排除嚴重影

響環境、社會
－ 

說明是否採排

除政策及排除

應注意其客戶

為特定行業設

 
20關於 Article 8 的 ESG 金融商品，雖然目前 SFDR 沒有強性規定投資構成或最低限度的投資門

檻，但是歐盟委員會正在考慮要提案關於 Article 8 下 ESG 金融商品的最低永續要求，以便保證

其相應的永續性表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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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類型 定的內部總量

限制 

風險管理 

透過「合同前

揭露」說明將

永續性風險納

入投資決策的

方式及影響，

並制定一套最

低限度標準顯

示每種商品如

何滿足永續要

求 

揭露氣候風險

值、產品或產

品組合所對應

的氣候情境指

標、溫室氣體

排放量、碳足

跡、加權平均

碳強度 

描述與 ESG 相

關之風險，採

用適當指標評

估及量化，並

揭露溫室氣體

排放量及碳足

跡 

管理基金投資

組合內的公司

環境風險，如

出 現 重 大 風

險，業者應重

新評估投資組

合風險 

碳排揭露範圍 範圍 1、2、321 範圍 1、2、322 範圍 1、2 
未強制規定，

建議揭露範圍

1、2、3 

盡職治理 - － 

描述對基金資

產 ESG 相關部

分進行盡職調

查及參與政策 

－ 

揭露方式 定期報告 
定期揭露核心

標準、碳排放

等指標 
定期評估報告 － 

揭露位置 公司網站 公司網站 
證監會/公司 
網站 

公司網站 

前、後期揭露

報告比較 
需與歷年 ESG
績效進行比較 

需與歷年 ESG
績效進行比較 

與前期報告之

績效進行比較 
無相關規定 

全權委託投資

之適用性 

強制性實施，

然而配套措施

尚未擬定與定

案23 

強制性實施 非強制性 非強制性 

資料來源：摘要自各國相關文件 

 

第三節  情境分析比較 

  如表 5-4所示，就情境分析而言，各國皆以 TCFD為參考標準。在分析層級

部分，僅歐盟規定整體公司及商品皆須進行分析，其餘皆以公司面為分析層級，

 
21  範圍 3 自 2023/01/01 後揭露，目前僅範圍 1、2 為強制揭露範圍。 
22 根據 FCA PS 21/24《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現階段範圍 3 之數據取得尚有難度，故延後至 2024/06/30 進

行初次揭露。 
23 根據法規(EU) 2019/2088 第 2 條第 12 點「金融產品」的定義是包含客戶全權委託的金融產

品，皆被要求需遵循 SFDR 的揭露要求。然而，揭露要求與歐洲數據保護法和客戶保密要如何

兼顧，尚未有良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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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國多要求全體基金管理業者皆須進行情境分析，惟香港規定管理資產規

模在 80 億港幣以上之業者才須進行分析。 

表 5-4 各國情境分析 
 歐盟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層級 公司 商品 公司 公司 公司 
情境分

析規定 
有 有 有 有 有 

需進行

情境分

析之業

者 

無特別說明 
未使用前瞻

性氣候情景

者須解釋 
全體 僅大型業者 

全體，小型

業者可採用

免費公開資

料 

是否詳

訂情境

分析方

法 

僅以舉例方

式建議採用

TCFD 情境

分析技術手

冊 

無，僅要求

說明情景內

容與名稱 

須符合

TCFD 建議

報告 
無 

僅以舉例方

式建議採用

TCFD 情境

分析技術手

冊等資料 

情境分

析規範 

在公司層級

揭露時，揭

露應基於前

瞻性氣候情

景進行 

揭露應在前

瞻性氣候情

景的基礎上

進行  

需進行公司

的氣候情景

分析，以及

如何在投資

/風險決策

過程中應用

情景分析 

若情境分析

被評估為需

要，基金經

理便須制訂

計劃進行情

境分析 

當環境風險

會嚴重影響

投資組合，

業者應使用

情境分析評

估其對投資

組合的影響 

資料來

源 

Regulation 
(EU) 
2019/2088 

Article9 
第 4(2) 條 
(e) 

Enhancing 
climate-
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
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基金經理對

氣候相關風

險的管理及

揭露 通函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
tal Risk 
Managemen
t for Asset 
Managers 

實施時

間 
已實施 已實施 

2023 年 6 
月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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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規範實施時程與頒訂機關 

  除因遵循對象或內容差異所導致的分階段揭露，各國規範多要求業者

須於 2022 年完成遵循及揭露，可預期屆時各國業者在相關規範上將有更完備的

資訊提供給投者者。表5-5為各國施行時程表與規範之頒訂機關。歐盟執委會頒

訂之 SFDR，英國 FCA發布之永續性揭露要求(SDR)，香港證監會發出之致證監

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新加

坡 MAS 發布之資產管理業氣候風險指南等，均係由各國主管機關所訂。於時程

方面，英國及香港皆分為兩階段實施，且依公司規模來訂定，英國規定資產超

過 500 億英鎊之資產管理業者需於 2023 年 6 月前完成首次揭露，規模 50-500 億

之業者則於 2024年 6月前完成首次揭露；香港規定資產規模達 80億港幣以上之

業者分別於 2022 年 8 月及 2022 年 11 月前遵守基本及進階標準，其餘業者則為

2022 年 11 月前遵守基本規範；歐盟於 2022/01/01 開始 SFDR 2.0 階段，分為二

個時程，主要是以揭露程度要求來差異化，循序漸進，並於 2022/12/31 完成所

有金融商品資訊強制揭露；新加坡未有分段實施機制，所有資產管理業者皆應

於 2022 年 6 月前完成遵守與揭露，但其相對要求的揭露內容也較歐盟及英國來

得寛鬆。 

 

表 5-5  各國施行時程表 
階

段 
項目 歐盟 英國24 香港25 新加坡 

第

一

階

段 

適用對

象 / 規

範 
SFDR 1.0 

規模超過 500
億英鎊資產管

理公司 

規模達 80億港

幣之大型基金 指南於 2020/12
發佈 
，過渡期為 18
個月，業者應

於 2022/06 前

完成遵守與揭

露 
 

時間 2021/03/10 起 
2022/01/01 生

效 
2022/08/20 
2022/11/20 

內容 
業者須遵循原則

性要求 

2023/06/30 進

行首次揭露，

之後每年 06/30
前進行年度揭

露 

2022/08/20 前

遵守基本規定 
2022/11/20 前

遵守進階標準 

 
24 此為FCA CP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之時程，SDR尚在規劃中，時程未定。 
25 此時程表針對《基金經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及披露》，《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

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於 2022/01/01 生效，未區分不同施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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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適用對

象 / 規

範 
SFDR 2.0 

規模 50-500 億

英鎊資產管理

公司 

規模小於 80億
港幣之基金 

時間 2022/01/01 生效 
2023/01/01 生

效 
2022/11/20 

內容 

2022/06/30 完成

初次資訊揭露 
2022/12/31 完成

所有金融商品資

訊強制揭露 
2023/12/31 完成 
SFDR 所有完整

資訊之揭露 

2024/06/30 進

行首次揭露，

之 後 每 年 的

06/30 前進行年

度揭露 

遵守《基金經

理對氣候相關

風險的管理及

揭露》基本規

定 

全面實施與否 

兩階段後，所

有資產管理業

者皆應遵循相

關揭露規範 

兩階段後，僅

有規模 50 億

以上之資產管

理業者需遵循

相關揭露規範 

兩階段後，

大型基金需

遵循基本與

進階之氣候

規範，其餘

基金僅需遵

循基本規範 

兩階段後，

所有資產管

理業者皆應

遵循相關揭

露規範 

頒訂機關 

歐 洲 監 管 局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英國金融行為

監理總署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香港證監會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新加坡金融

管 理 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法源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基金經理對

氣候相關風

險的管理及

披露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for Asset 
Managers 

資料來源：摘要自各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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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草案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隨著國際上永續金融之發展，近年來國際組織針對永續金融目標開始提出

金融機構落實的一致性整合的策略、風險管理、揭露與法遵指導方針及倡議和

原則。金融機構不論是銀行業、保險業、投信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資本

市場透過綠色融資、綠色投資、綠色保險等金融服務去協助產業轉型到低碳經

濟和創造更永續的社會環境。我國金管會已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針對提

升 ESG 資訊揭露質量及透明度、公私協力引導市場機制合作建構永續金融生態

系、ESG 金融資訊整合平台、建立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定義及分類標準等為推

動重點。此外金管會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指出，現已發布「本國銀行業氣候風

險財務揭露指引」、「保險業氣候相關風險財務揭露指引」，銀行業、保險業

自 2023 年起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將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相關資訊納入永續報告

書或公布於公司網站。因此，為健全我國投信業者在永續金融之發展， 落實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本研究參酌歐盟、英國、香港及新加坡各國 ESG 永續相

關規範，訂定我國投信事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揭露相關規範，及依金

管會推動資本市場藍圖計畫研擬國內投信事業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實

務指引及建議。 

本研究透過收集歐盟、英國、香港及新加坡對投信事業之 ESG 在公司面及

商品面之審查及揭露要求，各國在這幾年 ESG 相關規範研擬的很多，也持續收

集業者的建議，更新調整。整體而言，歐盟最早開始提倡永續發展以及研擬相

關規範，其在金融業的永續規範已經歷很多年的實施，為達到永續的目標，避

免漂綠問題，也愈來愈完備及嚴謹，很多國家都有採用或借鏡歐盟制定的規範

來發展自己國家的規範。歐盟於 2020 年 6 月 22 日發布《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1.0》（SFDR 1.0），並於 2022 年 1 月 1 日修改為《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2.0》

（SFDR 2.0），分階段實施規範以漸進達成永續目標，並且輔以 RTS、

MiFID2、AIFMD、 UCITS 等其他法令和補充去補全、全面整套揭露規範。 

SFDR 對 ESG 商品細分成公司面和商品面這兩大層面去做規範，在公司面

的部份，SFDR 非常著重於資產管理業的主動揭露，要求公司需要自主去做出

回應、永續聲明，以及公告各種內部政策的轉變，詳述永續對公司的投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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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戰略等諸多方面上的好或不好的影響。在商品面，SFDR 將 ESG 商品分成

了淺綠和深綠，分別對應的是 Article 8 與 Article 9 下的商品，以有無實現《巴

黎協定》的長期氣候之永續投資目標為區分，不僅在合同前揭露與定期揭露都

有一套模板需要參照，在網站上的揭露也都有額外的規定細項。此外，關於

Article 8 的 ESG 金融商品，雖然目前 SFDR 沒有強性規定投資構成或最低限度

的投資門檻，但是歐盟委員會正在考慮要提案關於 Article 8 下 ESG 金融商品的

最低永續要求，以便保證其相應的永續性表現。 

歐盟對於永續與其相關的揭露要求可以算是國際中的最高標準，而且為了

確切達到巴黎協約的目標，對碳排放的要求更是嚴格規範，不僅要求企業要揭

露範圍 1 和範圍 2 的碳排，而目前企業不太會揭露與計算的範圍 3 的碳排，歐

盟也在主要不利影響指標的文件中說明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也要開始計算，能

看出歐盟要徹底執行永續作為的決心。目前歐盟 SFDR 的規範尚未全部開始正

式實施，預計於 2023/12/31 完成 SFDR 所有完整資訊之揭露，關於更精確的標

準、指標項目、數值限制都還有可能調整，因此各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或監理機

構在參採 SFDR 時，也都還在努力模索如何去符合 SFDR 的標準以及內容，並

將它在地化去制訂出一套可行、有能力遵守的規範制度。如英國主要是參照歐

盟的規範，但是有額外增添細項的氣候指標去分析、判別，並且實施的時程較

歐盟晚了一些。香港主要是跟從歐盟的規範，也將 ESG 商品分成企業級和產品

級去制定揭露要求；新加坡目前則是先專注在 ESG 商品的企業級揭露。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就資產管理相關業

者，於 2021 年 6 月時發布諮詢文件 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CP21/17)，提供

TCFD 氣候揭露相關的指導與規範。其揭露內容以 TCFD 四大支柱為主軸-治

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針對公司面與商品面提供揭露指導。其中

公司層面揭露為公司每年必須發布一份公司層面的 TCFD 報告，說明在管理投

資時如何考量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且這些資訊需在其官網顯眼位置發

布。商品面揭露為公司每年必須根據其投資組合商品編制一套具有可比性的揭

露基準，包含一套核心指標，也需在其官網上顯眼位置發布，或依據機構客戶

需求提供。 

公司面與商品面在治理、策略與風險管理的方法上較為相似，只需在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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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異時特別說明。在治理組織架構上有董事會及管理層兩部分，董事會必須

揭露管理層向董事會或委員會報告的流程及頻率，以及說明營運過程是否考量

及如何監控氣候相關議題。在 ESG 因素整合治投資管理程序上，公司必須考量

組織在不同氣候情境下的韌性。至於商品面的指標與目標，則必須揭露氣候風

險值、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加權平均碳強度，以及其他

能補充說明的指標。在情境分析上，則必須揭露商品在至少兩種氣候情境中，

可能受到的潛在影響及彈性，而其中一種情境須符合巴黎協定的升溫幅度目

標。 

英國的揭露都將依資產管理公司的規模分階段實施，例如第一階段為管理

資產超過 500 億英鎊的資產管理公司，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實施，第二階段為

管理資產超過 50 億英鎊的資產管理公司，則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實施。另

外，為了打擊投資商品的漂綠問題，FCA 又於 2021 年 11 月發布討論文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SDR) and investment labels(DP21/4)，新增

了永續揭露要求與投資商品標籤，其內容主要是將這個以 TCFD 四大支柱為基

礎的投資商品標籤與 SFDR 的商品分類做連結，使其在投資商品上有相對應的

標籤，方便消費者辨認，並提高投資商品的資訊透明度。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於 2021 年 6 月 29 日發布《致證

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通

函，要求基金產品需針對其 ESG 相關特徵進行揭露，以協助投資人瞭解及評估

該產品是否滿足其投資需求，此屬於基金層面的揭露義務，其中規範包括基金

名稱不得具有誤導性，應準確反映基金所採用之策略；ESG 基金應在其銷售文

件中揭露基金的 ESG 重點、相關投資策略、資產配置比例、參考基準、風險，

以及盡職治理和控制機制等額外資訊，使投資人對基金特性有所認知；ESG 基

金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定期評估，並且以年報等方式向投資者揭露其評估資

訊，其中需描述資訊揭露一項中所包含之事項，如先前已提供定期評估報告，

則當期報告應與前期比較，以利投資人瞭解 ESG 基金之指標表現。另外，若基

金屬於「歐盟可轉讓證券及和投資計劃」，即 UCITS 基金應用，且同時以 ESG

為其投資主題，則基於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FDR）」之上，該基金將被

視為符合香港通函的揭露要求。如基金符合上述揭露規範，將被登載於香港證

監會網站之「綠色基金和環境、社會及管制基金列表」上，以示獲得認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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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證監會認證之基金文件連結亦可於該網站取得。 

除上述規範外，香港證監會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發布《基金經理對氣候相

關風險的管理及披露》，要求基金經理人在其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過中，需考

量氣候風險並作出適當揭露以滿足投資人對氣候風險資訊的需求，其中規定揭

露需涵蓋四個要素，即治理、投資決策、風險管理和資訊揭露。治理是屬於公

司整體層面之揭露義務，基金經理人必須揭露其監管氣候相關風險的治理計

畫，包含董事會是否於投資及風險管理流程中考量氣候相關風險，以及審查氣

候風險的流程和頻率。董事會將被告知此類風險，基金還必須說明管理層在監

察氣候相關風險方面的角色和職責，並確保管理層定期掌握氣候風險的管理進

度和狀況； 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也是屬於公司整體層面之揭露義務，基金經理

人需要揭露將重大氣候風險納入投資決策的步驟，並描述識別、評估、管理和

監測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包括使用的關鍵工具和指標。而氣候風險不具重大

影響是同時為公司整體層面與基金層面的揭露義務，若經評估後，基金經理人

認為氣候風險與其所管理之基金或採用之投資策略並無關聯，則在投資決策和

風險管理部分應一併揭露該例外狀況，亦需說明為何氣候風險不具影響性。 

另外，香港有針對大型基金要求進階的標準，大型基金之定義為上一報告

年度任三個月管理資產達 80 億港幣，其經理人需要描述參與政策，此屬於公司

整體層面之揭露義務。大型基金經理人需提供基金投資組合之範圍 1、2 溫室氣

體排放量，包含計算方法、基本假設和數據限制，以及評估或涵蓋的投資比

例，此屬於基金層面的揭露義務。無論是否以 ESG 或氣候為重點，符合大型基

金定義即需揭露上述進階要求。 

香港的兩大通函的實施時程，《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

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通函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規範並

未分階段實施，只要為 ESG 基金，不論公司或基金規模皆需符合揭露規範，否

則將不被視為 ESG 基金。《基金經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及披露》則分段實

施，大型基金需於 2022 年 8 月 20 日完成基礎揭露，進階要求則需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完成，其餘基金則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遵守基礎揭露規定。因此，

在執行上兩份通函差異之處在於，前者僅適用於 ESG 基金且未分階段實施；後

者則適用於所有基金且分段實施，若基金經評估後不具重大性風險，則不需揭

露相關規範，但仍需定期評估與氣候風險之關聯。另考量到委託帳戶持有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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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對投資組合之管理與風險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且能夠要求基金經理人提供資

料，故上述規範主要針對集體投資，全權委託投資則不具強制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 2020 年 12 月時發布資產管理業者氣候風險指南，該

指南旨在說明業者可以採用用來管理環境風險的方法，過渡期為 18 個月，業者

應於 2022/06 前完成遵守與揭露。另外，該指南概念上多以 TCFD 為參考，然

而由金管局所籌組之綠色金融業工作組(GFIT)也正在制定分類法，未來亦有可

能發展出類似於 SFDR 的產品級別分類。指南規範範圍以對資金有自由裁量權

之業者為限，反之，對於對基金/全權委託沒有自由裁量權的資產管理業者，指

南將不適用。新加坡的氣候風險指南並沒有區分大小公司進行，在金管局與業

者之問答文件中有提到，小型公司可以由能力所及之處開始進行氣候風險管

理，例如進行人員培訓、使用免費公開資料庫之資料...等等。 

關於商品面，新加坡金管局計畫於 2022 年初開始著手制定 ESG 基金之揭

露予審查規範，目前並没有針對基金商品進行審查。然而，在氣候風險指南中

表示，業者在將 ESG 因素整合至投資管理的程序中，於投組研究與建構階段，

業者還應評估氣候風險對投資回報的潛在影響，並且參考國際公認標準和框架

將單一資產以及投資組合層面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納入考量；在投組風險管

理階段，業者應建立適當的流程和系統，以持續監測、評估和管理重大環境風

險對個人投資和投資組合的潛在和實際影響，另外管理人員也應該根據其內部

上報流程，回報重大環境風險或例外情況；最後指南指出業者可以參與、代理

投票和部門合作來管理被投資公司之環境風險，並且可以保留適當的文件以記

錄其管理計劃，結果也應納入前述之研究和投資組合構建以及風險管理流程。 

新加坡關於公司面的規定，在治理組織架構上包含董事會和高階管理層，

並且在環境風險重大的情況下，應指定一名高階管理人員或委員會來監督環境

風險；另外業者也應按照三道防線模式訂出環境風險管理職責。在 ESG 風險管

理與情境分析方面，業者可以因自身情況選擇情景與方法，但應在情景分析中

評估其氣候風險對投資組合的影響，包括投資組合在不同情景下對財務損失的

抵禦能力。 並記錄情景選擇、假設、結果評估，以及為應對風險而採取的行動

等等資訊；另外業者在管理投資組合的環境風險概況、以及擬定環境風險管理

政策時，應該適度使用其情景分析的結果。  

關於資訊揭露，新加坡金管局表示業者可以年度報告、永續發展報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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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報告或網站進行揭露，對於揭露頻率尚無硬性規定；另外新加坡金管局也

尚未表示是否以及會以何種方法對業者揭露內容進行審核。關於其他有關揭露

方法之細節，並未於指南中提及，但在綠色金融行業工作組(GFIT)發行金融機

構氣候相關揭露文件(FCDD)中，金管局在每項建議揭露項目列出優良示範業

者，並在附錄摘錄業者優良揭露內容供其他業者參考，以具體方式呈現金管局

對於環境風險揭露之標準。例如，在指南中並沒有硬性規定碳排放揭露範圍，

而在揭露文件 FCDD 之中則鼓勵業者揭露範圍一、範圍二與範圍三之碳排放

量。 

整體而言，各國的規範主要參照《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之框架

所制定，該部分規範主要針對公司整體層面要求氣候相關風險揭露，其揭露架

構包括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四大項。另就基金產品層面之揭露

要求，各國皆提到 ESG 基金應向投資人揭露之項目，包括投資相標及政策、風

險管理、以及定期評估報告。歐盟和英國相對上是較嚴格及完整的規範，因此

在實施上比較有分階段或公司規模差異循序漸近的方式，而新加坡相對上仍在

較彈性的規範，不強制要求很多揭露項目，如範疇一、範圍二與範圍三之碳排

放量，因此其在時程上較僅給予過渡期的安排。ESG 風險及 TCFD 架構可參考

報告的第二章，各國制度的相關內容可參考第三及第四章，比較內容詳如第五

章。 

   

 

第二節  草案建議 

本研究所擬訂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投資與風險管

理作業流程暨 ESG 資訊揭露實務指引（草案）」，經與各公司討論與意見調結

果，草案調整後如附錄四，以下針對草案執行的建議如下： 

 
一、本指引宜由主管機關頒訂 

本研究探討之相關 ESG 揭露實務指引，包括歐盟執委會頒訂之 SFDR，英

國 FCA 發布之永續性揭露要求(SDR)，香港證監會發出之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

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新加坡 MAS 發布

之資產管理業氣候風險指南等，均係由各國主管機關所訂，做為永續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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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法規及監理要求。另國內「保險業氣候相關風險財務揭露指引」及「本

國銀行業氣候風險財務揭露指引」亦為由金管會所訂定，由於主管機管對於永

續金融發展有一定的引領效益，爰建議本指引宜由金管會頒訂，符合國際 ESG

揭露規範實務之作法，且具有永續金融監理之意涵。 

 

二、可考慮採有過渡期間，分階段於前期採彈性標準，後期採致性

標準實施 

在各國落實永續金融之 ESG 揭露規範發展上，主要遇到的問題是產業各公

司在 ESG 資料的揭露和 ESG 風險管理的方法尚未成熟與全面，在整合相關資

訊至投信事業之公司面以及產面掲露有一定的困難度，依據目前國際上法規的

主要揭露做法是採 TCDF 架構，然而，依據本研究第二章的資訊，在 TCFD 

2021 年現況報告之調查，歐洲目前只有 50%的企業揭露 TCFD，而亞洲亦僅有

34%的企業有採用 TCFD 進行揭露，台灣僅有 78 家企業簽署 TCFD，覆蓋率仍

然很低。依產業別揭露比例來觀察可發現保險業採 TCFD 揭露之企業僅有

34%，而銀行業只有 28%。另外，依據 PRI 於 2021 年已簽署 PRI 之資產管理人

和資產所有人對 TCFD 建議揭露指標的揭露比例來看，都相對於治理、策略和

風險管理這三大項目來得低，主要是因為定量資訊（例如指標和目標）的報告

更具挑戰性，並且通常比敘述性報告揭露的資訊少。 

CFA Institute 於 2021 年 11 月之調查報告以上市企業與投資機構為調查對象

26，針對上市公司投資決策與永續報告整合 ESG 因子之意見進行調查，其研究

顯示對於永續報告是否應強迫揭露的意見上，只有 19%的公司贊成強制規定，

大部分還是贊成部分強制或全部自願。 

 

 
26 https://www.cfainstitute.org/-/media/documents/survey/cfa-esg-survey-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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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意見調查表(永續報告是否應強制揭露) 

資料來源：CFA Institute 

 

相關研究統計顯示目前大部分之企業及投資公司皆尚未準備好 TCFD 的揭

露架構。由於投信事業的揭露更複雜，其包括投資組合所納入的公司，而公司

分佈可能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不同產業以及不同規模。以國內企業而言，

目前揭露較完善的企業仍屬於大公司，然配合金管會「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強化上市櫃公司 ESG 資訊揭露)之規劃政策，要求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於 2023 年始編製申報 2022 年永續報告書，並參考國際揭露

準則，增加化學工業及金融保險業應揭露指標，並為提升永續報告書資訊揭露

品質，擴大應取得第三方驗證之產業類別納入化學工業及金融保險業。因此，

未來在企業端的相關 ESG 資訊將會有大幅的進展，屆時投信公司將能有效落實

將 ESG(或氣候風險)納入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 

借鏡各國於 ESG 基金揭露之指引，本研究建議可給予投信業緩衝之過渡時

間，並依公司之規模大小分階段實施，如新加坡於規範頒訂後亦有 18 個月之過

渡期，俾利業者能有充分時間準備及落實。同時，歐盟、英國及香港皆有依基

金公司之規模大小並分階段實施，由於大型業者擁有較多資源，且部分得遵循

其母公司或歐洲業務模式揭露，於負擔上未若小型業者沉重，故可從大型業者

開始遵循規範，給予小型業者更長的過渡期間以籌備 ESG 揭露所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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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力調度。 

相關階段的研擬，可配合國內 ESG 相關揭露之發展，擬訂適當之階段性實

施措施，初期可彈性讓業者依實務需要，選擇較適合之國際規範以茲遵循，且

有鑒於目前國內的資料收集和方法尚未成熟與全面，可能在要求的揭露項目

上，能依國內投信業者目前的實際狀況放寬揭露限制，尤其是國外還在發展的

與永續相關的量化指標，建議能先從內部政策、董事、戰略和企業營運因應永

續所做的轉變開始做細部的揭露。但長期仍應有一致性之規範要求，並建議於

過渡期間後進行強制規範，這樣整體投信事業才能達到做好永續的目標，並在

永續及 ESG 的揭露上具有可比性，同時可以提升投信業者在國際上之永續實踐

力及競爭力。 

 

三、非 ESG 基金相關資訊揭露規範 

有關於基金若未在投資流程中考量氣候相關風險，其是否仍需揭露氣候風

險之部份，依據歐盟 SFDR 第 7 條之遵從或解釋原則，保留投信事業說明基金

不採用 ESG 投資原因之空間。英國之 SDR 標籤系統則仍於規劃階段，針對各

分類之執行方式尚未有具體方案。新加坡之分類標準亦尚於擬定階段，但若基

金具有重大性氣候風險，即便非 ESG 主題基金仍需進行相關氣候揭露。香港證

監會指引，所有基金皆需評估其與氣候風險之關聯性，如不具重大關聯則僅需

說明評估方式並定期重評即可；反之，若基金經評估與氣候風險具重大關聯，

即便非 ESG 基金仍需揭露其氣候風險與管理流程。 

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可參酌歐盟 SFDR 以及香港之規範中如金融產品之

分類為非永續性商品，則其無須遵循 ESG 之揭露規範或考量相關風險，但具重

大性者仍需評估，避免業者在相關資訊的採集與揭露上，有過於沉重的負擔與

時間成本。但針對基金為 ESG 主題，則需針對相關資訊進行揭露，確保投資人

獲得重要資訊。 

 

四、指引之適用範圍 

    目前投信事業在 ESG 揭露的之適用範圍，歐盟及英國皆將全權委託投資納

入強制揭露範圍內，但配套措施及詳細規範尚於擬定階段，而新加坡和香港並

未強制納入，考量全權委託投資具有專設性質，其是否該強制性揭露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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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建議我國現階段以共同基金為主，待指引之實施時程進入正式揭露期

間，觀察業者運作狀況，再行研擬揭露範圍納入全權委託投資之事宜。 

 

五、政府協助資料庫數據相關資源之建立及教育訓練 

企業進行 ESG 揭露時常需仰賴各資料夾數據以進行參考或設置基準等，然

目前所涉及內容之相關 ESG 資訊無完整之資料可以取得，國際 ESG 資料庫公

司所提供之企業資訊，覆蓋率、資訊時間落後或正確信的問題仍有待強化，或

是相關資料庫不具客觀公正性或正確性，因此需仰賴主管機關或是相關單位提

供合適之資料庫建置以及教育訓練，如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 之草案中提出，

政府宜與民間合作，因應金融機構及企業之需求，建置氣候變遷實體風險評估

資料庫、企業碳排程度資料庫等。「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之核心策略

亦提出，將督導證交所建置 ESG 資料庫，並推動上市櫃公司 ESG 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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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SFDR 主要不利影響相關指標名詞定義 

關於 SFDR 的主要不利影響的指標項目中所提到的名詞，其定義應如同以下說

明： 

 

1.  「範圍 1、2 和 3 溫室氣體排放」(scope 1, 2 and 3 GHG emissions )是指 

(EU) 2016/1011 法規附件三第 (1)(e) 點 (i) 至 (iii) 分點中提及的溫室氣體

排放範圍 

2.  「溫室氣體 (GHG) 排放」(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是指歐洲議會

和理事會 (12) 法規 (EU) 2018/842 第 3 條第 (1) 點定義的溫室氣體排放 

3. 「企業價值」(enterprise value)是指會計年度末普通股市值、優先股市值、

債務總額和非控股權益賬面價值的總和，不扣除現金或現金等價物 

4.  「投資現值」(current value of investment)是指金融市場參與者對被投資公

司的投資以歐元計的價值 

5.  「所有投資的現值」(current value of all investments )是指金融市場參與者

所有投資的歐元價值 

6.  「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7.  「碳足跡」應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8.  「加權平均數」是指金融市場參與者對被投資公司的投資佔金融市場參

與者所有投資的權重的比率 

9.  「 被 投 資 企 業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強 度 」 按 以 下 公 式 計 算 ：

 

10.  「主權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按以下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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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躍於化石燃料行業的公司」是指 

(i) 從硬煤和褐煤的勘探、開採、開採、分銷或精煉中獲得任何收入的公司(ii) 

從液體化石燃料的勘探、開採、分銷（包括運輸、儲存和貿易）或精煉

中獲得任何收入的公司 

(iii) 從勘探和提取化石氣體燃料或其專用分銷（包括運輸、儲存和貿易）中

獲得任何收入的公司 

12.  「可再生能源」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EU) 2018/2001 第 2(1) 條中

提及的可再生能源 

13.  「不可再生能源」是指第 (12) 點中提到的能源以外的能源 

14.  「能源消耗強度」是指被投資公司每單位活動、產出或任何其他指標的

能源消耗量與該被投資公司能源消耗總量的比率 

15.  「高度影響氣候部門」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法規 (EC) No 1893/2006 附

件 I 的 A 至 H 節和 L 節中列出的部門 

16.  「保護區」是指根據歐洲環境署指定區域通用數據庫 (CDDA) 指定的區

域 

17.  「保護區外的高生物多樣性價值區域」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98/70/EC 第 7b(3) 條中提到的具有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土地 

18.  「對水的排放」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2000/60/EC 第 2(30) 條中定

義的優先物質的直接排放，以及該指令中提到的直接硝酸鹽、直接磷酸

鹽排放、直接農藥排放指令、1991 年 12 月 12 日關於保護水免受農業硝

酸鹽污染的理事會指令 (91/676/EEC)、1991 年 5 月 21 日關於城市廢水處

理的理事會指令 91/271/EEC 和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指令 2010/75 /EU 

19.  「高缺水地區」是指世界資源研究所 (WRI) 的水資源風險地圖工具

Aqueduct 中總取水百分比很高（40-80%）或極高（大於 80%）的地區 

20.  「危險廢棄物」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2008/98/EC 第 3(2) 條中定義

的危險廢物和放射性廢物 

21.  「非回收廢物」是指任何未在 2008/98/EC 指令第 3(17) 條“回收”含義內

回收的廢物； 

22.  「對生物多樣性敏感地區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是指 

(i) 導致自然棲息地和物種棲息地惡化以及對指定保護區的物種造成干擾的



115 
 

活動 

(ii) 以下任何評估確定的結論或必要的緩解措施尚未相應實施： 

  (a)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 2009/147/EC 號指令 

  (b) 1992 年 5 月 21 日關於保護自然棲息地和野生動植物的理事會指令 

92/43/EEC； 

  (c)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2011/92/EU 第 1(2) 條 (g) 點含義內的環境影響評

估 (EIA) 

  (d) 對於位於第三國的活動，根據等效的國家規定或國際標準，例如國際金

融公司 (IFC) 績效標準 6：生物多樣性保護和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 

23.  「生物多樣性敏感區」是指自然 2000 保護區網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產地和關鍵生物多樣性區 ('KBA') 以及其他保護區，如委員會授權法

規 (EU) .../.... 的附件中提及的其他保護區。補充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 (EU) 

2020/852 條例，通過建立技術篩選標準來確定經濟活動有資格對氣候變

化減緩或氣候變化適應做出重大貢獻的條件，並確定該經濟活動是否符

合活動不會對任何其他環境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24.  「受威脅物種」是指列入歐洲紅色名錄或 IUCN 紅色名錄的瀕危物種

（植物群和動物群），如委員會授權條例 (EU) 第 7 節所述.../....[插入第 

23 點中提到的委員會授權條例] 

25.  「森林砍伐」是指人為導致的林地轉變為非林地，這種轉變可以是永久

性的，當這種變化是確定的或是暫時的，又或者是當這種變化是包括自

然或輔助再生的循環的一部分時，根據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第 

1386/2013/EU 號決定第 100 段所述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

科學政策平台（IPBES） 

26.  根據第 1386/2013/EU 號決定第 100 段中提到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

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土壤退化」是指土壤提供利益相

關者所期望的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不斷下降 

27.  「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是指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原則一至十或“十項原則” 

28.  「低效房地產資產」是指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房地產資產，其中「近零

能耗建築（NZEB）」、「一次能源需求（PED）」和「能源性能證書

（EPC）」應具有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2010/31/EU 第 2(2)、(5) 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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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分別賦予它們的含義： 

 

29.  「未調整的性別薪酬差距」是指男性受薪僱員和女性受薪僱員的平均每

小時總收入之間的差異佔男性受薪僱員平均每小時總收入的百分比 

30.  「董事會」是指公司的行政、管理或監督機構 

31.  「人權政策」是指董事會層面批准的人權政策承諾，涵蓋符合聯合國商

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之被投資公司的經濟活動 

32.  「舉報人」是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EU) 2019/1937 第 5(7) 條中定義

的舉報人 

33.  「無機污染物」是指根據大容量無機化學品-固體和其他行業的最佳可用

技術參考文件 (BREF) 中，規定的最佳可用技術 (BAT-AEL) 範圍內或低

於排放水平的排放 

34.  「空氣污染物」是指直接二氧化硫  (SOx/SO2) 排放、直接氮氧化物 

(NOx/NO2) 排放、直接非甲烷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NMVOC) 排放和直接

顆粒物 (PM2.5) 排放，按要點定義(5) 至 (8)，以及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指令 

(EU) 2016/2284 中提及的直接氨 (NH3) 和直接總重金屬 (HM) 排放（包括

鎘、汞和鉛） 

35.  「消耗臭氧層物質」是指在《蒙特利爾議定書》中列出的關於消耗臭氧

層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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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SFDR 企業層級揭露要求細項 

 

註：該文將資產管理公司皆稱為“Asset Managers”。 

資料來源：The EU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Key Requirements, 
Simmons & Simmons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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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TCFD 與 SFDR 相關指標比較 

TCFD 與 SFDR 公式涵蓋範圍比較 
 TCFD SFDR 
WACI 發行公司的範疇 1 與範疇 2 排放 被投資公司的範疇 1，範疇 2 與範

疇 3 的排放 
總碳排

放 
發行公司的範疇 1 與範疇 2 排放 被投資公司的範疇 1，範疇 2 與範

疇 3 的排放 
碳足跡 發行公司的範疇 1 與範疇 2 排放 被投資公司的範疇 1，範疇 2 與範

疇 3 的排放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TCFD 與 SFDR 公式比較 
 TCFD SFDR 
WACI 投資現值

投資組合現值
∗
範疇 1 與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噸)

百萬美元收入
 

投資現值

所有投資現值
∗
被投資公司範疇 1,2 與範疇 3 碳排放(噸)

被投資公司百萬歐元收入
 

總 碳 排

放 

投資現值

公司市值
∗範疇 1 與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噸)  

投資現值

被投資公司企業價值

∗被投資公司範疇 1,2 與範疇 3 碳排放(噸)  

碳足跡 
∑

投資現值

公司市值
∗範疇 1 與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噸)

百萬美元投資現值
 

∑
投資現值

被投資公司企業價值
∗被投資公司範疇 1,2 與範疇 3 碳排放(噸)

百萬歐元所有投資現值

範 疇

1,2,3 溫

室 氣 體

排放 

範疇 1 是指所有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2 是指來自外購電力、熱力或蒸汽消耗的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  
範疇 3 是指報告公司價值鏈中發生的範圍 2 未涵蓋的其他間接

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排放。 範疇 3 排放可能包括：採購材

料和燃料的提取和生產、非報告主體擁有或控制的車輛中的運

輸相關活動、電力相關活動（例如，輸配電損失）、外包活動

和廢物處理 

低碳基準法規中包含範疇 1、2 和 3 的定義： 
範疇 1 碳排放，即由發行相關資產的公司控制的來源產生的排放；  
範疇 2 碳排放，即從發行相關資產的公司上游產生的購買電力、蒸汽

或其他能源的消耗所產生的排放。 
範疇 3 碳排放，即報告公司價值鏈中發生的範疇 1和 2未涵蓋的所有間

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排放，特別是對氣候變化及其減緩具有重大

影響的排放 

資料來源：FCA Consultation Paper 21/17：Enhancing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by 
asset managers, life insurers, and FCA-regulated pension provid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