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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歐盟正擴大 ESG 要求而盡職調查需跟上 

人權保護正蓄勢待發，歐盟各國政府越來越認真看待違反人權及更廣泛的環

境、社會與治理（ESG）問題。 

今年初，德國朝此方向跨出重要的一步。經過數個月的協商，德國政府最終

通過「供應鏈法（Supply Chain Act）」。自 2023 年 1 月起，集團員工超過 3,000

人的德國公司（2024 年起門檻降至 1,000 人），將須對人權及某些環境風險問題

進行充足的盡職調查，以保護其營運活動與供應鏈的人權。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正研擬適用於全歐盟的「公司盡職調

查與問責（Corporate Due Diligence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指令，該法

規對於在歐盟運作及與歐盟合作的公司具有主要的意義，將訂定辨認、解決及補

救境內公司運作與供應鏈之 ESG 風險的規範，將於近期實施；歐盟成員國如何

將其轉列為當地法規，值得觀察。 

雖然最終版指令尚未通過，歐盟執委會與歐洲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EEAS）上週已對歐盟公司的盡職調查發布新指引，以處理其營

運與供應鏈強迫勞動的風險。該文件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盡職調查

架構作為最佳實務範例，對強迫勞動的常見警示（red flags）提供良好的見解。 

重要的是，某些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

員辦事處）近期皆倡議以人權為基礎來處理貪腐，隱含將貪腐案例視為違反人

權。基於人權監督組織有權處理貪腐，以及賦予受到貪腐影響者有權力提出其案

例，將會更清楚看到貪腐如何干擾其所享有的基本人權兩項理由，可能更有助於

落實反貪腐及人權保護規範。 

所有跡象顯示：人權保護及其他 ESG 要素所帶動的議題，現在都是歐盟監

理機關及廣大公眾關心的焦點，將啟動企業界重要的發展。惟令法令遵循人員失

望的是在「治理(G)」面向，道德與遵循計畫尚未被視為更廣泛 ESG 計畫的一部

分。雖然法令遵循人員現在未被期待要「掌握」ESG，不過公司未來需要多與其

他利害關係人合作，包括內部及外部合作，以產生一項彼此協調的方法。 

以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註）執行道德與遵循風險評估一直是個好

點子，隨著現今對 ESG 的關注，將更為有效。分享資料、學習與盡職調查結果

變得關鍵，因這有可能會有相輔相成的效果，並且更能了解風險。一如 OECD

《結合反貪腐與人權議題：一份給企業與雇主組織的指引》指出：「蒐集與貪腐

風險評估相關的資料，或許能支持人權領域內潛在警示的分析，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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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是利用大量的網路使用者來取得需要的服務和

想法，是 2006 年結合群眾（crowd）及外包（outsourcing）詞義產生的混成詞。

群眾外包可提供超出機構員工的思考範圍，帶來更多樣及創新的想法。 

(資料來源：The FCPA Blog，“The EU is expanding ESG requirements, and due 

diligence needs to keep up”，2021 年 7 月 19 日，

https://fcpablog.com/2021/07/19/the-eu-is-expanding-esg-requirements-and-due-dilig

ence-needs-to-kee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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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證管會主席表示投資者希望公司強制揭露氣候風險 

美國證管會（SEC）主席 Gary Gensler 表示，希望公司強制揭露氣候風險，

並希望於年底前制定規則。 

Gensler 在「氣候與全球金融市場」線上研討會表示，投資者要求更多氣候

變遷的資訊。他表示先前 SEC 對氣候揭露的指引為自願性，導致揭露不一致。 

他表示「投資者正尋找一致、可比且決策有用的揭露，使其可將錢投資於符

合需求的公司，公司及投資者同樣可自明確的規則獲益」。 

SEC 於三月份針對氣候變遷揭露公開徵求意見，Gensler 表示「已收到超過

550 份回應 Allison Herren Lee 委員於三月份對氣候揭露的聲明的意見函，超過四

分之三的回應者支持強制性氣候揭露規則」。 

他已詢問幕僚考量氣候揭露是否應作為公司申報財務績效的年報（10-K）文

件的一部分，希望揭露係「決策有用」。此種有用資訊可能包含公司領導階層如

何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以及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指標、氣候變遷的財務

影響及達成氣候相關目標的過程。 

他亦希望使公司對其因應氣候變遷的承諾負責，並指出標準普爾 100 指數的

公司中有 92%計畫訂定減少排放目標。 

何謂 ESG？ 

Gensler 再一次瞄準聲稱為「綠色」、「永續」或「低碳」且試圖達到更高層

級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投資的基金。 

他表示「每當提到永續相關投資時，資產管理人對於其所使用的特定用語或

條件可能意謂的範圍相當大，投資者應可深度探討此等基金的本質」，因此正在

考量有關基金經理人須揭露其聲稱 ESG 基金所使用的條件及資料的建議，其幕

僚正在研究更新基金的命名方式，並指出基金名稱應反映其實際投資的項目。 

(資料來源：CNBC，“SEC Chair Gensler says investors want mandatory disclosure on 

climate risks”，2021 年 7 月 28 日， 

https://www.cnbc.com/2021/07/28/sec-chair-gensler-says-investors-want-mandatory-

disclosure-on-climate-ris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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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交易所與香港交易所攜手強化氣候規範 

新加坡交易所（以下簡稱新交所）打算在未來三年內強化其永續報導規範，

因其加入亞洲交易所要求公司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行列。新交所宣布將針對公

司永續報告書強制依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以下簡稱 TCFD）揭露氣候相關資訊，徵詢公眾意見。 

新交所將要求公司揭露其用於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指標、描述管理該等風險

的目標及流程，並揭露其經營業務對環境的實際和潛在影響。新交所還希望上市

公司揭露業務供電所購買電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司預計須揭露其擁有或可控

制來源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例如機動用車輛和營運業務所使用的設施。 

新交所監管公司執行長 Tan Boon Gin 表示，「公司須開始更充分揭露氣候相

關資訊，以滿足投資者、保險公司及放款人的需求，否則就有可能面臨在資本分

配及取得融資機制方面被邊緣化的風險」，並提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 IPCC）對氣候變遷

表示緊迫性，IPCC 最近發出警示：氣候變遷的影響將是廣泛、迅速且加劇的，

IPCC 於本月初表示，即使在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佳情境下，隨著全球氣溫持續上

升，亞洲在未來幾十年仍將面臨更強的季風及洪水。 

 

新交所最初將農業、能源及運輸產業作為強制性揭露氣候相關資訊報導的產

業，且產業名單預計於未來三年間將會增加。 

 

新加坡全球盟約網絡（Global Compact Network Singapore）執行董事 Esther 

Chang 表示，「此項新報導規定透過強化及鼓勵當地公司對氣候變遷的風險和機

會採取行動，將有助於提升公司全球競爭力。」 

 

競爭對手香港交易所亦已開始要求公司提高氣候資訊揭露之透明度，香港交

易所於 4 月份鼓勵發行人在揭露氣候相關資訊時採用 TCFD 建議，並於 2019 年

底導入強制性資訊揭露之要求，包括報導已影響或可能影響公司之重大氣候相關

議題，該要求於 2020 年 7 月以後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Green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Cross-Agency Steering Group）」於 7 月份宣布，將在 2025 年前，強制相關產業依

TCFD 建議揭露氣候相關資訊方面取得進展。澳洲、紐西蘭、英國及美國的證券

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說明其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時應參考 TCFD 標準。 

 

新交所徵詢外界對其氣候報導提案提出回饋意見之截止日為 9 月 27 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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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範預計於明年 1 月開始生效。新交所亦提議要求公司讓內部稽核評估其永續

報告書，以確保所報導資料係正確且完整。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Mak 

Yuen Teen 向日經新聞（Nikkei Asia）表示，「原則上，新交所的提案有其道理，

但我擔心將流於形式而非實質」，並表示，「新交所提議由內部稽核提供確信，並

提供由外部審計或其他外部服務提供者執行的選項，其可能只是另一種制式作

法，使利害關係人產生一種錯誤的保證感」。 

 

新加坡董事學會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於 5 月份發

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新交所上市公司的資訊透明度低於在泰國和馬來西亞上

市的公司，並強調公司之資訊揭露是待改善的關鍵領域。 

 

(資料來源：NIKKEI Asia，“SGX joins Hong Kong exchange in moving to tighten 

climate rules”，2021 年 8 月 26 日，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SGX-joins-Hong-Kong-exchange-in-mo

ving-to-tighten-climate-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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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合格 ESG 基金 證期局訂八標準 

催生新「公道」力量。證期局 6 日公布，已訂定投信募集發行 ESG 相關主

題基金，應至少符合八大特徵，才能算合格的 ESG 基金，從 8 月底會公布在 ESG

基金專區，證期局副局長郭佳君表示，合格的 ESG 基金會與永續有正相關，若

被投資標的與基金投資政策不符，如發生公司治理不佳、高污染、弊案等，基金

可能應調整投資部位。 

郭佳君表示，目前國內共有 14 家投信發行所謂的 ESG 基金，共有 21 檔、

規模 1,102 億元，但以新規定來看，都要增加揭露事項，將在半年內調整；另外

還有五家投信已獲准五檔新的 ESG 基金，申請募集上限 1 千億元，但目前仍未

募集發行，未來亦要符合相關規定。 

證期局新訂的合格 ESG 基金八大必須特徵即： 

一、 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符合永續標準，具體說明衡量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實

現程度的評量指標； 

二、 永續投資策略與方法，即基金所採用投資策略類型，將 ESG 因素納入

投資流程的具體作法及評估方式。 

三、 ESG 相關投資配置比例至少六成。但郭佳君表示，國外 ESG 基金相關

投資比例都有七成以上，各投信要說明基金持有符合 ESG 相關投資重

點標的占基金淨值的最低投資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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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設定 ESG 參考績效指標，若基金有設定追蹤 ESG 績效指標，應說明指

標的特性，及是否與基金相關 ESG 投資重點保持一致； 

五、 是否有排除政策，即要標明基金投資是不是排除哪些不投資，如高污染

或爭議產業不投資。 

六、 要明列風險警語，即基金 ESG 投資重點的相關風險，郭佳君表示，目

前國際上對 ESG 基金定義仍未一致化，含主觀判斷在中，所以基金要

揭露相關投資風險。 

七、 盡職治理參與，說明 ESG 基金適用的盡職治理政策及執行方式，以及

投信公司盡職治理報告的查詢方法或途徑。 

八、 要定期揭露相關資訊，投信公司募集發行 ESG 基金後，應於年度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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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個月，每年在公司網站上向投資者揭露定期評估資訊。 

（資料來源：合格 ESG 基金 證期局訂八標準，2021 年 7 月 7 日，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4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