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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管機關提出股權投票顧問新版指引 

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簡稱 SEC) 8/21

發布新指引，旨在釐清投資人與代表其投票的顧問公司應如何在公司選舉中針對

薪酬及多元等議題投票。該指引由 2014 版公司股東會投票指引擴充，處理美國

公司長期以來對投票顧問的不滿，例如顧問公司發布報告中，特定公司的錯誤資

訊以及商業模式利益衝突。 

SEC 委員以 3比 2投票通過新版指引，但民主黨的委員不認同，認為新做法

可能使股東權益的風險和顧問成本上升。顧問公司(如 ISS 及 Glass Lewis)在公司

選舉中告訴投資人及代表投資人的資產管理公司如何投票，由於對於槍枝和氣候

變遷等議題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近年這些投票顧問公司也更受關注。 

民主黨籍委員 Allison Herren Lee 表示：「發布新指引，我們獲得什麼好處？

顧問並沒有吵著要建議或確認如何履行信託義務，使用它的人的機構投資人也沒

有抱怨顧問違反職責，那麼透過增加發行人投入和流程中所投注的成本，我們又

到底解決了什麼？」 ISS 的 CEO Gary Retelny也發表聲明，擔心該指引會妨礙

該公司向投資人提供研究的能力。法律專家表示，若 ISS 和 Glass 認為該指引違

反聯邦法律，或將尋求法律訴訟，而兩位委員的異議可能對訴訟有所幫助。 

美國商會領導的貿易公司團體，過去一直以來抱怨顧問的建議存在衝突，並

遊說立法者和監管機構加以控管。美國商會執行副總裁 Tom Quaadman 於聲明中

表示：「我們讚揚 SEC採取關鍵性的第一步，為投票顧問公司提供急需的監督，

投票顧問公司充斥利益衝突，未能將建議與經濟回報或公司特定信息加以聯繫，

並缺乏流程及透明度。」 

該指引也可能與擔心監管機構削弱其投票權的投資人發生衝突。投資人權利

與企業責任委員會(Council for Investor Rights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資深

顧問 Rob Collins 表示：「SEC 的指引將損害委員會所負保護投資人之責任，股東

重視其投票顧問的獨立建議，減少企業責任只是一個壞主意。」 

該指引列出投資人在聘請投票顧問時需考慮的因素，包括評估公司的利益衝

突和報告中的潛在錯誤，並強化投票顧問的「反欺詐」條款，禁止在其報告或建

議中有遺漏或錯誤陳述之情形。該指引還明訂客戶或養老基金等資產所有者可指

示其投資經理避免就某些事項進行投票。批評投票顧問公司的人表示，投資人誤

以為須對持有的每一股投票，導致投資人過分依賴投票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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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還計畫針對投票顧問發布新的規則，顯示投票顧問公司可能面臨進一步

審查。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首席執行長

Jay Timmons 於聲明中表示：「我們期待在這些初步基礎上取得更大進展。」 

 

(資料來源：Reuters，“U.S. regulator votes to propose new guidelines on shareholder 

advisers”， 2019年 8 月 21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ec-proxy-advisors/us-markets-regulator-votes

-to-propose-new-guidelines-on-shareholder-advisers-idUSKCN1VB1Q0 )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ec-proxy-advisors/us-markets-regulator-votes-to-propose-new-guidelines-on-shareholder-advisers-idUSKCN1VB1Q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ec-proxy-advisors/us-markets-regulator-votes-to-propose-new-guidelines-on-shareholder-advisers-idUSKCN1VB1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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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ESMA建議不要強制信評機構從事 ESG分析 

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表

示，信評機構在評估公開發行公司信用時，不應被明文要求考慮環境、社會與公

司治理(ESG)因子。ESMA 認為信評機構在金融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特殊，產業立

法的關鍵部分仍將信用評等納入參考機制，因此修訂歐盟監理信評機構(CRAs)

時納入相關規範將「有欠考慮」。 

但修訂監理 CRAs 的規範有所助益，可提供信評機構在考慮 ESG 因子時能

有更一致的透明度，並確保監理架構與其他地區的 ESG 發展同步。ESMA 也建

議歐盟執委會評估是否對歐盟高階經理人推動 ESG 中出現的產品及市場新進者

有充足適當的監理保護措施。 

ESMA 主席 Steven Maijoor 表示：「氣候變遷已是事實。金融市場規範需要

整合永續性的考量來反映。為在這個領域支持歐盟執委會，我們已建議信評市場

永續性考量的程度，並指出隨永續性評估需求增加，對於投資人保護的警覺程度

也需要增加。」 

去年，在永續金融行動計畫中，執委會要求 ESMA 評估信評市場關注永續

考量的現行實務。然而，ESMA實際上拒絕了這項任務，他們在報告中向執委會

表示：『信用評等非永續性評估』，因此『在非衡量永續特質的市場裡，無法評估

永續性考量實務』。此外，將 ESG 因子納入信評考量『並不代表信用評等可以被

解釋為對一間發行公司(或實體)的永續性或其他面向提供意見』。 

ESMA反而著重在什麼可以被評估，比如 CRAs 信評流程中所考量的因子，

被歸類為環境、社會或治理因子之一的程度。他們發現 CRAs 評級中會考量 ESG

因子，但其普遍性和頻率則視該機構的評級方法。 

除對執委會作出技術面建議外，ESMA還發布定案版 CRAs 揭露要求綱領，

並表示應「在媒體新聞稿與報告內，提升 CRAs 考慮 ESG 因子的透明度」。ESMA

表示：「這將讓信評使用者更能評估 ESG 因子如何影響信評活動。」 

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一直在倡議強化透明

度，以及將 ESG 因子系統性地整合在信用風險分析內。該組織固定收益部主管

Carmen Nuzzo 表示，ESMA 建議修訂 CRA規範時不要強制要求考量永續性，這

樣是對的，因為 CRAs 唯有在 ESG 因子對該機構評估事項（即信用風險）影響

重大時，才必須將之納入信用評等意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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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補充：「重要的是，當這些要素是重大且對評估有影響時，CRAs 會系統

性地納入它們並清楚告知。ESMA結論要評估其他增進永續性的產品是否有足夠

而適當的監理保護機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現況是這些產品並沒有被監管，而

且其方法也不是很透明。」 

 

(資料來源：Investment & Pensions Europe，“ESMA advises against explicit ESG 

analysis mandate for credit rating agencies”， 2019年 7月 22日，

http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

r-credit-rating-agencie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

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10032390.fullarticle )

http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10032390.fullarticle
http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10032390.fullarticle
http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www.ipe.com/news/esg/esma-advises-against-explicit-esg-analysis-mandate-for-credit-rating-agencies/10032390.full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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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所有頂尖會計師事務所均未能通過審計品質測試 

英國頂尖會計師事務所連續第二年全部未通過監理機關為公司帳務查核設

定的品質目標。Grant Thornton 與 PwC 被點名，跟 KPMG一起接受更嚴格監督。

由於建商 Carillion 與零售商 BHS 經營不善，及咖啡連鎖店 Patisserie Valerie 會計

醜聞，導致財務匯報局(FRC)嚴厲審查，並讓政府落實產業汰弱留強計畫的壓力

加劇。 

FRC 表示四大事務所 EY、KPMG、Deloitte 和 PwC，以及三家次級事務所

立本(BDO)、正大(Grant Thornton)及瑪澤(Mazars)，均無法達到監理機關目標—

受檢的查核案件至少有 90％良好，或只被要求作有限度的改善。 

2017 年底會計師查核英國前 350 大上市公司之案件，因為會計師未能挑戰

客戶所提供之資訊，無法達到 90％目標，比較去年調查結果仍未見改善。FRC

執行長 Stephen Haddrill 表示：「當會計師業的未來被放在顯微鏡下檢視，最新的

查核品質結果令人無法接受。」 

去年 12 月英國提出對會計師業進行徹底改革，以重建社會大眾對審計查核

的信任，包括替換 FRC(立法者形容它沒有牙齒)為更強而有力的監理機構。

Haddrill 與主席Win Bischoff 都會被替換。為改善查帳品質，多數 350 大型上市

公司將聘任兩位會計師，但這還得看正大、立本與瑪澤能否贏得績優藍籌股公司

的信心。由於需立法執行，且國會目前聚焦於曠日持久的脫歐事宜，改革時機仍

不明。 

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ICAEW)表示，會計師業目前正面臨「分水嶺時刻」，政府應

該毫不遲疑地落實改革，而新監理機關應用「嶄新思維」來改善審計品質，不要

受限於 FRC 所遺留下來的目標和方法。英國商務部長 Greg Clark 先前向國會的

委員會表示，後續將針對改革方案徵詢公眾意見，以改善審計品質，並維持英國

審計專家的全球地位。 

未能挑戰公司 

FRC 表示由這 7 家會計師事務所案件中發現簽證會計師無法充分挑戰管理

階層，多年以來情形是一樣的。自 2019 年 6 月起，將把年度財務報告的品質目

標從 90％提高到 100％，任何低於這個標準的查核案件都無法接受。正大抽樣查

核案件只有一半被評為良好，比 2018年的 75％還低，而過去 5年受檢案件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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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需要大幅改善，因此監理機關表示明年將加強對正大的校核。 

正大負責查核 Patisserie Valerie 、而 PwC 負責查核 BHS，兩家都宣布將就

FRC 的發現採取步驟來加強查核。正大表示 FRC 報告顯示整個行業必須改善品

質，正大也不例外。PwC 的品質從 84％惡化到 65％，也被視為「不滿意」。FRC

將「仔細校核」PwC 未來如何落實改善計畫。 

監理機關表示：「雖然 KPMG 的狀況有改善，但是一樣要受到 FRC 更嚴格

的校核。」此舉將繼續下去，直到負責查核 Carillion 的 KPMG，查核品質出現

持續性改善為止。 

Deloitte 有 84％查核案達到要求，高於去年的 76％、EY 由 2018 年的 67％

提高到 78％，但是瑪澤的查核案件有 40％無法達標，比 2018年還糟，而立本的

樣本案件中有 12.5％低於可接受標準，與去年相同。 

 

 (資料來源：Reuters，“UK watchdog says all top accountants fail audit quality test”， 

2019年 7月 10日，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accounts-regulator/uk-watchdog-says-all-top-

accountants-fail-audit-quality-test-idUKKCN1U42QN )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accounts-regulator/uk-watchdog-says-all-top-accountants-fail-audit-quality-test-idUKKCN1U42QN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accounts-regulator/uk-watchdog-says-all-top-accountants-fail-audit-quality-test-idUKKCN1U42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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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亞洲公司認真看待 ESG議題 

亞洲地區公司越來越接受 ESG 報告係目前未來發展趨勢。高盛亞洲區 ESG

研究負責人 Sharmini Chetwode 指出，過去在亞洲地區 ESG 之揭露被視為是公司

選擇性之報告項目，現在則越來越趨向更有強制性。 

Chetwode 表示：「在歐洲，整合的 ESG 報告是一個新常態，而在亞洲，已

逐漸成為財務報告之一部分。除了中國 A 股，亞洲在環境和社會(environmental 

and social，E&S)表現結果其實與美國相當，儘管單只看 E&S 表現就得出結論可

能是不對的。」 

在揭露 ESG方面，亞洲區公司與全球其他區域同儕相比之下如何? Chetwode

表示亞洲地區正逐步跟上，且在某些地區還超過全球 E&S 風險揭露之平均值，

其中上升趨勢最顯著者即為環境指標。她認為促使此一增長之動力，包括聯合國

大會於 2015年制定之「盡責投資和永續發展目標」原則。 

一定程度上該地區的加強規範推動了 ESG 揭露。Chetwode 表示：「例如近

三年香港有許多強調 ESG承諾、期望能維持全球標準前端的新措施。日本於 2014

年實施盡職守則、2015 年實施公司治理守則─兩守則均在近期修訂，促使投資

大眾積極與公司合作，以提升更佳之權益報酬率、資本效率和透明度。印度證券

交易所委員會強制要求該國最大型公司編製企業責任報告書。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也要求重污染源者要提供更多的排放細節，並鼓勵所有上市公司於 2020

年底前自願性揭露 E&S 資訊。」 

然而，如同 ESG 領域之許多專家見解，Chetwode表示單就 ESG 數據本身並

不足以真正洞察一切。她堅持認為大數據集資訊可揭示之 ESG 風險可能與現實

不盡相同：「我們需要更深入了解公司的商業模式、地理位置和其策略。公司是

否係屬垂直整合或資本密集型之業務模式，皆會影響其 E&S 績效。而公司之地

理位置及其獲取水資源、可再生能源和易受到排放監管，亦會有所影響。這也是

為何瞭解更多除標題數據之外的資訊至關重要。」 

Chetwode 指出數據的數量和質量為最具挑戰性的障礙。主要數據供應商可

提供多達 450個 ESG 指標供投資人分析。她指出：「首先決定哪些指標最有可能

影響公司之財務業績，之後投資者必須在數據之可用性、落後資訊、各種報告之

專業術語及數據確信水平可能不一致等當中找出漏洞。」 

分析公司之業務模式和位置背景等資料實有助於瞭解其 ESG 風險。

Chetwode解釋：「但要瞭解其長期風險，則需要了解公司之策略和目標、環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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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之潛在威脅，另亦取決於公司是否擁有適合相應之技能、董事會的支持和與

ESG 聯結之報酬等工具可將 ESG 整合到公司之業務中。這些皆是亞洲未來發展

之關鍵領域。」 

 

（IR Magzine，“Asian companies get serious about ESG”，2019年 7 月 29日， 

https://www.irmagazine.com/reporting/asian-companies-get-serious-about-esg )  

https://www.irmagazine.com/reporting/asian-companies-get-serious-about-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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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上市櫃 老董兼老總 將嚴管 

整頓上市櫃公司董事會，金管會研擬對董事長、總經理為同一人，或互為配

偶、子女等親屬的上市櫃公司，採取兩項強化措施，包括須增加獨董席次一席以

上、過半董事無經理人兼任；生技業者擔心衝擊太大，爭取緩衝期。 

據了解，製藥公會日前向金管會反映，製藥、生技業者規模較小，希望主管

機關推動這項措施時，能給業者緩衝期；由於生技公司有不少是上櫃公司，金管

會已請櫃買中心評估。 

為強化董事會的監督功能，金管會盯上上市櫃公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現象，

決定透過揭露、採取強化措施等方式，加以導正。官員表示，金管會將在今年底

前修改年報應記載事項，先要求上市櫃公司在股東會年報中揭露，董事長跟總經

理是否同一人或配偶、子女、父母關係，並作說明；明年會再請證交所、櫃買中

心修改規章，強制採行強化措施。官員說，強化措施適用對象為：董事長與總經

理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父母、子女）的公司。 

上市櫃公司有前述兼任情況者，將採取兩項強化措施。第一，獨董人數必須

再增加至少一人以上。目前證交法規定，獨董人數至少兩人以上，設審計委員會

者至少三人以上。換言之，如果公司目前獨董人數有三人，但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或董事長及總經理互為配偶、父母或子女時，獨董就必須再增加到四人以上。 

第二，董事會須有過半董事沒有兼任的員工或經理人情況，以達到監督目

的。官員表示，董事長代表董事會監督的角色，總經理通常是執行角色，執行跟

監督不適合為同一人，國外常有類似規定，強制要求董事長、總經理不能是同一

人。 

金管會最近推動金控、銀行董事會結構多元化，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也指出，

經理人不宜任兼任董事會成員，金管會最多只能容忍總經理一人去兼任董事。官

員說，經理人不宜兼任董事，主要是不希望自己提案自己決定，以強化董事會監

督功能。官員表示，明年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改規章，對有兼任情況的公司強

制採取強化措施，至於上路時間，屆時會參採業者建議考慮給緩衝期，例如等董

事任期屆滿再適用等。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上市櫃 老董兼老總 將嚴管」」，2019年 7 月 8日，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211 ）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211


 10 

臺灣：國內首檔 ESG ETF掛牌 

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儼然形成國際趨勢，全台最大 ETF發行商元大

投信率先推出國內首檔 ESG ETF「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於 8 月初完成募

集，並於今(23)日正式掛牌。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觀察近年來國際投資趨勢，

以社會、環保及治理表現優良之企業為投資對象之社會責任投資持續成長；並期

盼藉由此檔 ETF 掛牌，引導資金投資挹注國內重視社會責任之企業，共同提升

臺灣企業之競爭力及壯大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 

元大金旗下元大投信今日於證交所舉行「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上市掛

牌典禮；顧立雄上台致詞時表示，觀察近年來國際投資趨勢，以社會、環保及治

理表現優良之企業為投資對象之社會責任投資持續成長，因主流投資機構已發覺

企業真正的投資價值不能光憑企業財務表現來給予正確評估，企業若忽略對環境

和社會的關切，且無法通過良好公司治理測試，儘管能在短期產生現金流，也非

好的長期投資標的。 

顧立雄指出，企業面臨瞬息萬變之環境，是否具備對於經濟、社會與環境等

各項議題之因應能力，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並追求永續發展，成為退休基金及金

融機構制定投資策略之重要參考；並期許藉由「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引導

資金投資挹注國內重視社會責任之企業，互利互榮，共同提升臺灣企業之競爭力

及壯大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 

證交所暨臺灣指數公司董事長許璋瑤則表示，「臺灣永續指數」為臺灣與富

時羅素合作之另一個重要里程碑，更是推動台灣社會責任投資發展的新契機。今

年以來臺灣上市 ETF 市場較諸去年仍呈現穩定成長，加上今天掛牌的「元大臺

灣 ESG 永續 ETF」，目前在證交所掛牌的 ETF 累計已達到 121 檔，較去(2018)

年底成長 10%，資產規模則成長近 17%達到 4,590億元。 

元大金總經理翁健指出，元大投信發行的「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所追

蹤的「臺灣永續指數」，為臺灣指數公司與富時羅素共同編製，其採用完整結構

性的計量評鑑模型，為國內第一檔完整結合 E(環境議題)、S(社會責任)、G(公司

治理)與財務指標篩選的投資型指數 ETF。不僅為臺灣推動永續投資的開啟新篇

章，也呼應了元大金追求及落實 ESG 精神。另外，可喜的是元大金致力 ESG 的

成效也獲得臺灣永續指數認可，成為成分股之一。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國內首檔 ESG ETF 掛牌 顧立雄：社會責任投資持續

成長」，2019年 8月 23日，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298 ）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