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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讓我們清楚看到「一切照舊」已成為過去
式。但是改變既定的商業慣例以推動更永續的經
濟成長是一項複雜的全球挑戰，需要在心態跟行
為上做出大幅改變，從客戶、員工、供應商、企
業合作夥伴到制訂商業規則的監管機構皆然。

資產管理業做為客戶資產的託管人，尤其負有重
任來確保資產配置決策反映此一轉型過程，打造
永續未來。靠一己之力無法做到，但透過與他人
合作，我們可以帶動真正的變革。

在富達國際，我們很幸運有投資團隊的支援，他
們利用專業知識開發精準工具來評估所投資公司
的永續發展概況。這種能力也讓我們多年來得以
應用相同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標準在公司
營運上，確保公司順利運作。我們將評估被投資
公司時所用審查標準同樣應用來評估富達的內部
營運，不斷地精益求精。

以高階管理職位女性占比為例，我們提前一年實
現占比 30% 的目標，並隨即設定更具企圖心的
目標：在 2024 年前達到 35% 的比例。

「資產管理業做為客戶資產的
託管人，尤其負有重任來確保
資產配置決策反映此一轉型
過程，打造永續未來。」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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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我們今年加速推動減碳計畫，將原定
計劃 2040 年達標提前十年，將於 2030 年達成
公司營運淨零碳排放目標。這項決定一方面反映
我們由於改善資料收集因而更能掌握公司在全球
的碳足跡，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新冠疫情對工作實
務帶來的長遠改變。

我們旨在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擬定淨零計劃，希望做到可驗證且逐步擴大
排放減量，而非依賴碳補償。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有數據提供引導，
才知道邁向淨零碳排放最快、最有效的發展路
徑。富達營運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90%來自
辦公室能源使用以及差旅，因此我們正在探索各
種選項，包括更節能的建物，以及使用綠色能源
來供電。我們也希望減少商務旅行，因此需要大
量投資於虛擬協作工具等科技，以確使富達能夠
繼續交付客戶期待的結果。

同時，我們繼續研究如何計算投資組合對環境的
影響、富達協力廠商的範疇 3 排放量，以及在家
工作時的能源使用。

轉型邁向淨零經濟帶來了許多問題，包括富達在
內各界都在努力找出解答。希望富達第一份企業
永續發展報告清楚顯示，數據收集改善以及更了
解自身影響力後，將如何幫助我們為客戶、環境
和我們所在的社會善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富達將永續投資標準同樣應用於自己的業務管
理；藉由提升這方面實務的透明度，我們也希望
激勵他人起而效尤做出貢獻。大流行後的復甦充
滿不確定性，但最終將取決於我們的集體決定，
並植基於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Anne Richards 
富達國際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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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動所有權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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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動五年長期激勵

方案 (LTIP) 活動。

 � 採用英國盡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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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和改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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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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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 PRI 評分獲得 A
 � 將第三方研究融入

全球研究平台。

 � 五年方案獲得英國公司治理準則認可
為最佳實務做法。

 � 制定英國環境政策。
 � 盧森堡辦公室獲得綠色生態證書。
 � 簽署英國財政部《女性參與金融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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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計畫促進員工網絡及支持團體之
間的多元共融。

 � 在全球導入企業公民委員會並增加相
對獎助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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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國際在全球提供投資解決方案和服務以及退休專業知識。作為一家擁有超過 50 年歷史的私人公司，我們始終
以目標為導向，為各世代福祉作考量，並採取長期的投資策略。富達提供自家與外部的投資解決方案，並提供投
資相關服務。對於個人投資者及其顧問，我們提供指導助其以簡單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投資。針對退休基金、
銀行和保險公司等機構，富達提供量身訂製的投資解決方案、諮詢服務，以及全方位資產管理外包服務。針對
雇主，我們提供職業年金管理服務，可搭配或獨立於投資管理服務之外。

公司簡介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概述



2017

 � 設定到 2040 年的營運淨零碳排目標（在 2021 年時將達標時間提前至 2030 年）。
 � 成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 針對全球各地營運實施永續績效指標。
 � 發表首份 TCFD 報告。
 � 啟動數位參與平台。
 � 強化 ESG 客戶報告。
 � 在英國安裝太陽能板。
 � 加入全球倡議組織「Valuable 500」，提升職場對身心障礙者之包容性。
 � 簽署《族裔工作憲章》。
 � 發布「文化多樣性行動計劃」。
 � 提供父親和次要照顧者平等的育兒假。
 � 啟動 Enable Networ 讓員工透過身心障礙共融活動建立連結。
 � 註冊加入數位永續評分供應商 EcoVadis。
 � 加入英國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組織 (MSDUK)。
 � 創立簽署《淨零資產管理人倡議》。

 � 介紹富達國際專有的 ESG 評分。
 � 永續基金系列之綜合策略。
 � 加入氣候行動 100+ 計畫。
 � 富達在英國各地辦公室均簽訂再生能源合約。
 � 啟動全球環境永續政策和管理系統。
 � 建立全球多元共融領導委員會。
 � 啟動供應商行為準則。

 � 發起五個新的主題參與活動。
 � 在百慕達安裝太陽能板。
 � 發起“This is Me”活動以鼓勵

討論心理健康議題。
 � 導入心理健康急救計劃。

 � 成立 ESG 監督小組。
 � 制定嚴格的排除政策。
 � 推出 New Horizon Returners 

計劃。
 � 簽署《聯合國LGBTI相關企業行

為準則》
 � 開始每年提供員工兩次帶薪志工

服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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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

百慕達 
巴西
智利
 

美洲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芬蘭
法國
德國
愛爾蘭
意大利

歐洲、中東和非洲 (EMEA)

盧森堡
荷蘭
波蘭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亞太地區 (APAC) 

澳洲 
中國 
印度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台灣

2018 2019 2020

富達國際 9



1

4 3

2
投資績效

多元、公
平、共

融

 永
續

參
與

  

企業公民

    ESG 公
共

政
策

環
境

責
任

  投資人與顧客

政
府

與
監

管   同
事

 公司

  社
區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圖 1：富達國際的企業永續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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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迫使世界各地的個人、社區和國家重新審視自己的核心信仰及其實踐之道，同樣地，公司也不斷檢討、修正
其商業策略。在富達國際，我們借鑑 2020 年的經驗來推動更永續的增長。

ESG 導向之企業宗旨 

全球良知

自 1969 年成立以來，我們所做一切都是以客戶為重。
我們做的每一個商業決策都支持我們實踐企業的
宗旨⸺共同努力構築更美好的財務未來。COVID-19 

讓我們聚焦於尋找更好的方法來落實永續發展，包括
自己身體力行這些做法或是鼓勵其他公司加以採行。
在富達首份企業永續發展報告 (CSR) 中，我們希望更
公開透明地詳述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標準與富達
業務如何緊密相連。我們也訂定明確的目標，並擬出
達成這些目標的路徑圖，以要求自己和他人負起履行
承諾的責任。

在直接呈報富達全球營運委員會的治理委員會支持下，
我們希望透過集體各盡己職，和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
成功共享的未來。

更為包容、公平和永續的未來
儘管過去幾十年來在某些永續發展領域已取得重大
進展，但在其他領域，人類正面臨重大危機。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氣候變遷。《巴黎協定》旨在限制全球升溫
不超過工業化前攝氏 1.5°，但是按照當前的溫室氣體 

(GHG) 排放軌跡，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污染、
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海洋暖化等其他類型生態破壞也在扼
殺世界各地的物種和人類生計，這些破壞的速度各地
不一，最脆弱的族群往往受創最深。

不平等加劇是另一項隱憂。至少在疫情之前，由於科技、
醫學和教育的進步幫助許多新興國家脫貧1，因此各國
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已有所改善。然而，各國內部的

促進永續資本主義才能讓
後代子孫享有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奉行這些標準，並相信
有助提高本身業務的韌性

提高所投資公司的 ESG

標準能夠保護和提高報酬

做為客戶資產託管人，善盡己責即
可發揮正向的社會經濟影響力

目的  利害關係人      結果

攜手共建更美好的
財務未來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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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現象加劇，導致那些自覺翻身無望者對社會益
發不滿，政治亦隨之動盪。從經濟角度來看，不平等往
往會產生抑製作用，阻礙社會流動，不利於技能提升，
而後者正是打造知識經濟亟需的要素。

這些問題讓個人、公司和政府必須捫心自問：其所作所
為將如何影響下一代終將繼承的這個世界? 有鑑於
此，富達制定了一套永續發展架構，植基於四個核心
信念，如圖1所示， 首先就是我們致力推動永續的資本
主義。

在投資過程中體現 ESG
十年前，資產管理公司必須設法說服投資人為什麼
他們應該考慮 ESG 投資。如今情況大不相同。到 2025 

年，全球 ESG 資產管理規模可望達到 53 兆美元，佔全
球管理資產 (AUM) 4 總額 140.5 兆美元的三分之一強。
如今的挑戰不是要不要做 ESG 投資，而是如何才能
做得更好。

這就要提到我們的第二個核心信念⸺提高所投資公司
的 ESG 標準將可保護和提高報酬。ESG 風險和機會在
投資績效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證據顯示，ESG 

評分較高的公司⸺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可以透過
穩健成長率締造超越大盤的長期績效。

ESG 評分較高的公司在市場下跌時可能也更具抗壓性，
就像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引發市場錯亂的情形一樣。
較低下行風險不僅有助於在波動時提供企業股價緩衝
空間，同時也讓其得以較低成本、更優惠的條件取得貸
款。最後，ESG 表現出色的公司也往往會受益於較低
的法律和監管風險。（有關富達如何在投資過程裡推
進永續發展之詳情，請參閱富達 2021 年永續投資
報告。）

負責任的企業公民
身為投資者，我們當然要努力為客戶創造最佳成果。做
為客戶資產的託管人，我們何其有幸能夠透過主動的資
本配置在公司外部發揮影響力，推動變革。根據我們的
第三個核心信念，作為客戶資金的託管人，若能善盡責
任，將可對社會帶來正面的社經影響。社區更加茁壯之
後也將轉而協助企業蓬勃發展。

沒有一家公司是在孤立狀態下營運。疫情已經 證明與
所有利害關係人合作是多麼重要，從同事、其他公司、
社區、政府到我們的客戶皆然，才能為整體社會創造價
值。令人鼓舞的是，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組織合作在永
續性問題上承擔更積極的責任，尤其是在公眾意識、監
管變化和披露規則鼓勵他們這樣做的情況下。但是，還
有更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我們將致力驅動公共政策、商
業實務和資本配置，以獎勵能夠平衡財務報酬與社會貢
獻的組織。

言行一致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信念，那就是身體力行我們所設定
的標準；我們相信將可提高本身的業務韌性。由於我們
長期致力於提升自己的 ESG 表現，讓我們更有資格要
求所投資企業採行相同標準。

致力以 ESG 標準實現企業宗旨時， 我們將聚焦於 

2024 年的優先要項：

 � 透過有意義的業務轉型，盡可能減少我們業務營運
的影響，為環境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 我們努力創造讓所有員工都有歸屬感、受到重視和
支持的環境，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 透過幫助合作夥實現永續營運來加強我們的供應鏈。
 � 透過參與、教育、志工服務和財務支持，幫助創建

更具韌性的社區。

就像許多試圖平衡 ESG 考量和其他企業風險的組織
一樣，我們站在這趟旅程的起點。我們也知道本報告裡
所設目標還是不夠。然而，我們不會因此停止行動，並
挑戰自己在未來許下更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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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體適用的模型
世界各地的政府政策和民眾期望都不一樣，而且也不會
一成不變，因此對於企業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會有不同
的詮釋。

例如，北歐典型企業對利害關係人的責任與美國的公司
就不一樣。

在中國盛行的還有另一種模式，那就是政府在經濟和
資本市場中都居於主導地位。事實證明，在大流行期
間，中國由上而下的應對措施在遏制病毒傳播與相
對的經濟損失方面，比許多其他強調分權的國家更為有
效。因此，我們應該要承認並沒有一體適用的資本主義
模式，能夠在所有情況下都適於所有國家來執行。在一
個國家奏效的作法到另一個國家可能行不通。

各國境內的資本主義也在不斷演進。在美國，有關資本
主義帶來的結果和受益者已經出現更多廣泛的討論，從
181 位美國商業圓桌會議 CEO 在2019年的決定可見
一斑；他們摒棄傅利曼的股東至上理論，承諾領導自己
的公司造福所有利害關係人⸺客戶、員工、供應商、
社區和股東。美國總統拜登也在最近一次演講時

呼籲「終結股東資本主義時代。認為企業只需要對股東
負責的想法根本就不對。荒謬之至。」2

大流行加劇了社會現有的一些挑戰，其中最關鍵的是
環境危機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後者因 COVID-19 

之故尤為明顯且惡化。

一般來說，實施社交距離防疫措施時，與餐飲、健康照
護及其他第一線服務業員工相比，可以在家工作的知識
經濟高薪勞工並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女性和少數族裔
不僅在危機前收入普遍較低，而且預計在危機發生後更
容易受到失業的衝擊。

許多不利社區穩定發展的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問
題，不僅是氣候變遷和社會動盪，還有其他趨勢，例如
科技如何影響未來工作等，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都指向
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如何影響整體社會。就與社會
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資本主義似乎即將出現重大改
變，尤其是在西方經濟體中。

股東資本主義被放大檢視
在《甜甜圈經濟學》一書中，Kate Raworth重新構建
經典的經濟學模型，提出一個受到雙重責任約束的模
型⸺內圈係提供社會福祉，外圈則為保護環境，如
圖 1 所示。

「甜甜圈經濟學」模型支持 17 項全球已達共識的目
標，亦即永續發展目標 (SDG)1，並質疑數十年來蔚為
主流的資本主義股東至上模型。股東至上理論由於傅
利曼(Milton Friedman) 1970 年的一篇論文而廣為人
知；該理論指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自身的利
潤。」然而，傅利曼曾經說過卻未受到太多關注的是，
這點必須「同時符合社會基本規範，包括法律及道德
習俗」。

Paras Anand 
亞太區投資長

邁向更永續的資本主義模式

驅動變革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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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甜甜圈經濟學」模型，改編自 Kate Raworth 同名書籍，2017 年。

圖 1：甜甜圈經濟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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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平衡：
成長和永續
轉型的起點或許不盡相同，但確實已席捲世界各地。
過程中或有些許摩擦。

以能源轉型為例，從長遠來看，終將有利於環境和社會。
然而，決定撤出所有投入化石燃料業的資本，

可能會產生系統性風險，造成短期利空衝擊。首先，
光靠再生能源還無法提供足夠的電力來增長全球經濟。

其次，化石燃料業數百萬勞工可能失業，也缺乏所需技
能轉入其他行業，包括再生能源，因而造成社會和經濟
難題。第三，退休族和其他股東仍然仰賴化石燃料公司
支付股息作為所得。所以務須審慎管理轉型過程以達致
最佳結果。

另一方面，企業若選擇對能源轉型不斷改變的風險回
報特性視而不見，也可能陷入困境。前英格蘭銀行總
裁 Mark Carney 表示，「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行
業、部門和公司表現突出，因為它們形成解決方案的一
環。但也會有一些落後者陷入困境，」他說，「不設法
調適的企業勢必會面臨破產。」3

雖然 Carney 指的是能源轉型，但是利害關係人資本
主義的轉型也是如此。正如過去的投資績效並非未來
的最佳指引一樣，資本主義的股東至上模式不太可能
為企業在未來 10 年帶來任何效益。2020 年，除了加
深企業的責任感外，也讓其感受到更強烈的急迫性。
要蓬勃發展，企業必須善用資源來作出回應，不僅為
股東帶來利潤，而且還要以本身獨有的方式為整體社
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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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住房

水

健康

教育

收入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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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穿梭急流。(Photo by CasarsaGuru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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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2024 年目標



富達國際 15

2024 年目標

摘要   16

企業責任如何形塑我們的 ESG 投資主題
ESG 投資主題 18



16 2021 年企業永續發展報告：實踐企業宗旨

全球化與其促成的經濟增長讓世界緊密聯繫，但其中也
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若要建設更永續與共融的全球經濟，我們必須先齊力解
決許多問題，氣候變遷、社會不平等和後疫情時代的未
來工作不過是其中幾例。

我們的目標是透過設定公開、有意義且可驗證的目標，
要求自己負責，以提高富達在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的標準，克盡一己之力。在追求這些短期、中期和長期
目標時，我們志在不斷強化企業韌性、提升客戶體驗，
並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及整體社會創造更好的結果。

我們的長期承諾，例如在 2030 年前將營運碳排放量減
至淨零的雄心，可提供清楚方向，而中短期目標則是可
以按圖索驥的路線圖。我們認為不論是針對目標或達成
目標的方法，企業都應該保持高度透明。

標準化

減少碳足跡

保育

 �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 能耗降低 25%。
 � 碳排放量減少 25%。
 � 減少 25% 的浪費。
 � 用水量減少 25%。
 � 回收率提高 80%。
 � 紙張使用量減少 50%。
 � 搭機旅行碳排放量減少 50%。

2024 年
目標

多元 

公平 

共融

 � 45% 的董事會成員為女性。
 � 35% 的全球高階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
 � 45% 的員工為女性。
 � 英國性別工資差距中位數之年減幅度。
 � 針對公司在全球至少 70% 的員工蒐集族裔

資料，並設定新的多元化目標。
 � ISO 45001 健康和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 制定彈性工作計劃以促進工作與生活的 

平衡。

強化我們的
工作職場

改善我們的
環境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 2024 年目標均依照 2019 年基期數據加以衡量。

摘要

2024 年目標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2024 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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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監控 

供應商多元化

對供應商的責任

 � 實現採購現代化和優化 。
 � 針對 90% 的高風險供應商和 80% 

的富達年度支出進行 ESG 監控。
 � 針對 95% 得分偏低的供應商制定

改善計劃。
 � 95% 的投標案須包括至少一家多元

背景供應商。
 � 1,000 家不同的供應商參與了「合

作流程須知」訓練計劃，其中 10% 
已正式成為富達供應商。

 � 在採購流程和追蹤機制中納入永續
考量。

財務支援 

志工服務

薪資捐獻 

募款

 � 職場捐款的參與率超過 
20%。

 � 員工投入志工服務時間年
增率。

 � 支持 200 多個慈善機構

創建有韌性的
社區

實現負責任的
採購

除非另有說明，本報告涵蓋了富達 2020 年的企業永續
發展活動。年初，我們成立了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並製
定了 2024 年目標，共分為四大重點領域：環境、工作
場所、我們的供應鏈和我們營運據點所在社區。

在以下各節，我們將討論為何每一項目標都對富達的業
務、2020 年的成就以及 2021 年的 ESG 標準推動計
劃如此重要。最後，我們解釋各項行動與富達長期企業

永續發展策略之關聯性；該策略正是以完善的企業治理
架構為基礎。

身為一家布局全球的主動型資產管理公司，富達深知本
身在引領變革上所享有之重大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我
們要求所投資公司應為自己對社會的 ESG 影響負起責
任。我們應用同樣嚴格的標準來提升富達業務活動的 

ESG 標準，並希望向利害關係人展現我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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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 2021 年的永續投資重點是
什麼？
今年的三個主題如下：

1. 將自然風險整合至投資流程，作為應對氣候變遷的方
法之一。

2. 照顧員工、供應鏈和社區。

3. 重新定義數位倫理。

三者中，氣候變遷最為關鍵。我們需要穩定的氣候才能
生存。若不設法減緩氣候變遷的負面衝擊，我們的客戶、
業務和同事就沒有任何未來可言。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生死存亡的問題。

資產管理公司在對應的解方中可以
扮演什麼角色?
資產管理業作為客戶資本的託管人，可以發揮極大的影
響力。我們因此處於絕佳立基點來推動所投資公司進行
變革。我們尋求與公司合作以提高 ESG 標準，同時本身
也積極落實這些做法 - 我們認為這能夠為所有利害關係
人創造價值。

對於 ESG 如何影響投資組合的評價，仍存在許多疑問。
但儘管如此，已有證據顯示這些因素確實很要。
2020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27 日市場劇烈震盪期
間，ESG 評分較高的公司表現優於基準指標，這是根
據富達針對 2,689 檔股票進行專有研究的發現。

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涵蓋主題甚廣，舉凡減少貧困、促進健康和營養，以及建
設更安全的城市皆在其中。雖然這些議題都很重要，但我們選擇聚焦於富達的利害關
係人最重視的問題；我們相信，將資源集中在這些領域將有更大的機會帶動真正的改
變，創造更多長期的效益。

在以下問答中，富達全球盡職治理與永續投資主管 陳振輝 (Jenn-Hui Tan) 討論了 

2021 年的三個永續投資主題，以及如何將其應用於富達本身的業務。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備註：數據涵蓋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僅供舉例說明使用。

FIL ESG 評分 A&B                   FIL ESG 評分 D&E

A B C D E

領先者 落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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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根據富達 ESG 評分企業 vs 績效

企業責任如何形塑我們的 ESG 投資主題

制定標準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2024 年目標

https://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editorial/article/esg-outlook-three-sustainable-investing-themes-for-2021-b4fee5-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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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涵蓋時間相對較短，但卻提供了重要的指標，因為
這是全球市場前所未見的動盪時期。此外，將時間拉
長來看，表現超前的情形依然非常明顯（如圖 1 所示），
且與探討 ESG 如何增值的產業研究結果相互呼應。

富達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
不妨從我們的淨零碳排旅程開始說起。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碳足跡主要來自我們的投資組合，因此我們一直
在尋找更好的方法來衡量和管理排放量。

在那些投資組合中。具體作法有幾種。首先，我們希望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制定適當的產業目標，並促進對
氣候解決方案的投資。我們將重點放在與被投資公司之
參與互動及盡職治理，以期創造實際地減排效果，同時
提供客戶關於其投組的氣候特徵，確保資訊透明度。
作為淨零資產管理計劃的發起參與者，我們已承諾在 

2050 年或更早之前做到淨零排放投資。

其次，作為一家企業，我們需要克盡己責來減少我們營
運的碳足跡。此外，有益環境的事務也有助提振我們的
績效。舉個例子，減少搭機出差，既可以降低碳足跡，
也能夠節省成本。這些改變還能幫助我們提升經營效
率。透過這種雙管齊下的方法，我們希望一次解決我們
在範疇 1、2 和 3 的排放量。

其他優先事項呢？
我們需要一個更均衡的社會，這意味著盡可能地縮小社
會分歧。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多元和共融應該是公司
創造價值的核心要素。無論是透過提高生產力、創新或
風險意識，打造多元、敬業和共融的工作文化對於企業
的長期發展都至關重要。作為一家企業，透過與員工建
立良好關係來強化職場，公平對待全體員工，並幫助他
們在專業上不斷精進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努力，以期讓
自己的表現更上一層樓。對於我們所投資的公司來說也
是如此。

富達如何幫助提高供應鏈中的 
ESG 標準？
要做到這點，我們積極與被投資公司合作，以改善 ESG 

標準，例如勞動條件，不僅在其本身業務範圍內，而且
更進一步擴及其供應鏈。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相信這
有助於提升韌性。舉例來說，工作條件差可能會增加罷
工的風險，降低生產力。我們應用相同標準在本身的業
務上，持續監控與提升我們供應鏈的 ESG 標準。

例如，我們正努力提供更多機會給由女性、少數族裔和
其他比例偏低族群經營的企業；這有助於我們降低過於
集中的風險，並打造更強大的供應鏈。

為什麼支持富達所在社區如此重要?
我將我們在社區內所作的一切視為純粹的企業公民責任。
我們也希望鼓勵員工為自己支持的理念募款並擔任志
工。這與我們致力強化工作職場的承諾有關。我們相信
這有助於提升員工參與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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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家工作使用智慧手機和筆電。(Photo by Moyo Studio / iStock)

您提到科技是第三個永續投資
主題。這如何適用於富達本身
的營運？
我們的科技主題涉及兩個要素。一個是有關數位共融和
網路普及。

另一個則是關於個人和公司在網路上的行為。兩者都是
或可稱為新興數位倫理的關鍵面向。

新冠疫情凸顯我們對科技的高度依賴，而數位倫理談的
正是公司如何在日趨數位化的世界裡做對的事情：政策
與實務上是否將數位倫理行為與後果納入考量？是否有
足夠的資訊揭露和透明度以確保投資者能夠了解這些問
題的重要性與風險？

我們的數位倫理永續投資架構包含六個支柱：網路安
全；資料隱私和治理；道德人工智慧；錯誤資訊；線上
福利；以及數位共融。我們一直在與許多被投資公司

（以科技業為主，但也包括其他行業)就數位倫理主題
進行交流。

在富達內部，數位倫理同樣重要。我們正投資於安全基
礎建設，並集結相關工作小組，致力在這些領域實現最
高標準。我們尤其密切關注與資料隱私和治理、網路
安全以及道德 AI 相關的問題。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2024 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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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在家工作使用智慧手機和筆電。(Photo by Moyo Studio / iStock)



冰山。(Photo by posteriori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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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我們的環境

企業是提升氣候韌性的關鍵  24

將我們的營運淨零目標提前十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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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亟需減緩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所導致的衝擊，
因此在 2015 年各國終於做出回應，共計 196 國承諾
採取合作行動，致力讓全球平均升溫不超過工業化前 

1.5°C。《巴黎協定》激勵各國政府加速行動，包括中國
和美國這兩個全球最大排碳國在內，紛紛制定政策、
提供獎勵措施、投資綠色科技，以降低溫室氣體 (GHG) 

排放量。

然而，光靠政府是不夠的。個人、社區和公司都可以扮
演重要角色。作為領先全球的主動型資產管理公司之
一，富達知道我們承擔的責任有多麼重要。因此，我們
承諾在 2030 年前實現營運淨零排放目標。（參見〈營
運淨零目標提前十年〉一文。）

但是，在實現該目標之前，我們必須先確認目前現況。
我們的首份 TCFD 報告幫助我們評估環境風險和機會。
2020 年，我們進一步提升環境永續發展政策及管理體
系架構。今年，我們聚焦於三個關鍵領域的進展：減
碳、保育，以及資料與最佳實務的標準化。

單靠政府無法解決氣候危機。個人、社區以及最重要的⸺企業⸺必須加緊腳步，做出有意義且持久的改變來
保護地球。

2020 年亮點

2021 年計畫

 � 進步的環境永續政策和管理體系架構。在設計上
係透過最佳實務與持續改善，確實做到 污染預
防、減碳、廢棄物減量、負責任地使用資源，並
遵循法規。

 � 成立專門的健康、安全與永續發展團隊。

 � 公布首份 TCFD 報告。

 � 對於由公司負責管理之所有建物進行環境評估。

 � 90% 的員工完成了環境永續職前訓練。

 � 更清楚了解及衡量範疇 3 排放。

 � 在 10 個最大營業據點進行能源用量稽核。

 � 提高能源效率。

 � 檢視實施現場再生能源的可行性。

 � 調查採購綠色能源的機會。設定搭機差旅減量
目標。

 � 稽核用紙量。

 � 實施 100% 回收計劃。

改善我們的環境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企業是提升氣候韌性的關鍵

環境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環境

https://professionals.fidelity.co.uk/static/uk-professional/media/pdf/articles/fidelity_tcfd_report_2020_institutional_v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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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減少我們的碳足跡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備註：所有目標皆係根據 2019 年基線數據加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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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不留足跡
與我們投資組合中的許多公司相比，富達的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不大；富達使用辦公服務，並沒有大規
模的工業營運或供應商。儘管如此，我們相信每個企業
都應負起責任，盡量減少自己對環境的影響。以富達而
言，我們能夠帶動重大改變的地方包括減少建築物的營
運碳排放，以及減少搭機旅行。

我們日常營運最主要的碳排放來自各項設施所使用的
電力，約占了富達53%的碳足跡。我們承諾在 2024 年
底前將能源使用相關之碳排量減少 25%，並設定了今
年減量 10% 的中期目標，如圖 1 所示。我們在2020年
的碳排量因為疫情之故而意外降低，因此我們決定用 

2019 年的數據做為基線來設定各項環境目標。

科技已經幫助我們能夠做到事半功倍。2019 年，我們
將倫敦辦公室遷至經BREEAM認證系統評為「優秀」的
節能建物，該系統是一套專門用以評估不動產與基建資
產的第三方評估方式。

用於房地產和基礎建設資產。分級機制考慮因素包括該
項設施的設計、維護、管理和營運等。我們將能源效率
提高與其他措施相結合，例如允許員工提前預訂辦公桌
以提高建物的利用率，結果在進駐使用的六個月內，用
電度數減少了一半。

建物翻新時可納入各種節能功能。例如，我們2020年
翻修在英國薩里的辦公室時就安裝了智慧感測器，可以
啟動照明和暖氣自動調整我們也安裝了更高效能的 LED 

照明、可將能源用量降低達 50% 的低能耗製冷系統，
以及轉輪式熱回收器。在冬季，後者可回收被排出空氣
中的熱能以發揮節能效果。

為了進一步降低排放，我們正尋求利用各種方法來使用
替代能源。舉例來說，富達現在為英國、愛爾蘭和德國
業務據點都簽訂了再生能源合約，且都具備再生能源原
產地保證。該計劃旨在在未來五年將所有預估之電力需
求都由再生能源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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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富達國際範疇 1、2 和 3 的營運溫室
氣體排放量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年。備註：範疇１包括天然氣、液態燃料、冷媒、區域製冷、
區域供熱、公司車輛。範疇 2 包括電力 - 市場排放因子。範疇 3 包括水、廢棄物、紙張使用、
搭機旅行和灰色車隊(員工利用個人交通工具執行公務)。有關範疇 1、2 和 3 排放的定義，
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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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現場使用太陽能板是另一種選擇。在百慕達，
富達辦公室所用電力平均約 10%來自這些太陽能板。
我們已經在英國辦公大樓安裝了太陽能板，並將尋找
其他實施現場再生能源的機會。我們也在考慮企業購
電協議 (PPA)，此類協議讓買方和能源供應商鎖定雙方
議定價格，並有助於促進再生能源計畫的成長。 

除了減少建築物的排放外，我們的目標是到 2024 年底
將搭機旅行減少 50%。預計這將有助於保持我們的碳
足跡接近 2020 年的水平；2020年的搭機差旅數量由
於防疫限制已顯著減少。（見圖 2）全球而言，航空業
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貢獻相對較小，約為 3.5%1

；然而，儘管目前有疫情相關的旅行限制，預計這個
比例在未來幾十年將會顯著增加。此外，證據顯示，
較高海拔的航空排放可能對大氣更具破壞性。

2019 年，搭機差旅約占富達本身碳足跡 38%。我們開
始實施新的旅行政策，希望減少內部會議相關之搭機
航程，並敦促同仁盡可能採用更環保的替代選項，例
如視訊會議或搭火車。針對攸關業務之搭機差旅採取
更嚴格的審核流程，並傾向較長的商務行程而非多次
出行。 

保育：從「取得-製造-廢棄」到
「利用-回收」

我們想做的絕不僅止於減少碳足跡。生態環境退化影響
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正採取策略性做法在全球推廣最
佳實務。從辦公室力行回收到減少用水，我們多管齊下
推動永續發展。我們 2024 年的目標包括廢棄物減量
25%、辦公室回收率提高至 80%，並在地區性廢棄物管
理設施允許的情況下讓富達100%廢棄物免於掩埋。

我們也開始採用彈性工作模式（請參閱〈疫情讓我們的
員工更茁壯〉）。雖然該計劃可望加速進展，但我們會
仔細考量員工在家工作可能會對環境產生哪些影響。
針對此點，目前還沒有實際且精準的方法來衡量，但我
們正努力了解如何計算這類排放。

透過設計可以減輕我們對環境的影響。舉例來說，我們
在家工作時列印量較少。這顯然可以節省用紙，而且也
較安全。等員工回辦公室上班後，我們將繼續鼓勵大家
減少列印，目標是減少 50% 的用紙量。我們也將努力
減少使用塑膠杯、辦公用品和瓶裝水。到 2021 年底，
富達 90% 的員工將完成永續發展到職訓練。

我們將結合整體策略與由下而上的措施及行為改變，努
力實現對環境的承諾。

標準化：能夠量化的才能夠管理
我們的永續發展做法以資料為依據，而且我們認為
2020 年公布的首份 TCFD 報告正是富達整體策略中的
一大里程碑。雖然 TCFD 報告屬自願性質，但我們認為
這些報告極為重要，可提高環境資訊透明度，並鼓勵所
投資公司隨之仿效。

自從公布 TCFD 報告之後，我們已採取措施提高績效，
並擴大蒐集富達在英國以外據點之數據。更精確計算富
達在全球的基線碳足跡，其中包括來自世界各地35個
據點的資料，達到員工覆蓋率超過98%、辦公空間(以
平方英尺計)覆蓋率也超過 96%。如此一來，我們能夠
更清楚定義我們 2019 年的基線碳排量，以便衡量為實
現 2030 年淨零營運排放長期目標已取得之進展。

為確保持續對地球帶來實質影響，我們 2024 年的目標
之一是要獲得 ISO 14001 認證。這項國際標準包含持
續的環境改善過程：評估、計劃、改進和重複。我們的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環境

https://professionals.fidelity.co.uk/static/uk-professional/media/pdf/articles/fidelity_tcfd_report_2020_institutional_v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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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以下為部分合作夥伴

目標是在 2022 年完成第一個據點獲得認證，並逐步增
加更多據點，直到覆蓋率達到 80% 的員工。

這種持續改進的概念是我們推動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
不僅是環境方面，在與 ESG 相關的所有領域都適用。
即使是策略性的長期目標，例如我們的淨零碳排承諾，
也只是永續旅程的一個中途點，而非終點。

持續改變精進才能確保效果可長可久。我們的投資團隊
堅持不斷精進的循環模式，從半個多世紀前成立至今一
直如此。透過應用這樣的心態來面對永續營運發展，我
們可以確保地球和企業本身都能享有美好的未來。

關於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 (GHG) 指的是在大氣中吸收熱量的氣
體，通常與二氧化碳 (CO2) 或簡稱為碳等詞彙互
換使用，本報告也不例外。然而，溫室氣體還包括
了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氣體。

值得注意的是，一定程度的溫室氣體是自然產生的
結果；若沒有這些氣體，地球將不適人居。然而，
人類活動已讓溫室氣體的濃度提高到警戒值。人為
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因此成
為減輕氣候風險的重點。所有環境目標都是針對一
般溫室氣體，並以 2019 年二氧化碳當量 (CO2e)
基線排放量做為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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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與「碳中和」
淨零排放目標有時與碳中和目標會互換使用。但是當
中有些重要差異必須留意，因為可能對環境產生長期
影響。「碳中和」一詞通常是指高度仰賴碳抵消措施來
減少公司的碳足跡。碳中和目標因為 1997 年《京都議
定書》而獲得各界關注。

2015 年《巴黎協定》之後，淨零承諾開始出現，以協調
全球各地之環境目標。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 

將淨零排放定義為「企業達致淨零排放狀態，在全球
符合社會、氣候和永續發展目標下落實淨零排放。」1 

此外，SBTi 意味著淨零排放目標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 配合與工業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升溫不超過攝氏1.5

度之目標。公司必須在技術上盡可能積極減少業務
活動之範疇 1、2 和 3 的溫室氣體 (GHG) 排放量，
使其趨近於零。

 � 透過具長期影響之方式永久移除大氣中等量的二氧化
碳，以抵銷目前仍無法移除的「剩餘排放(residual 

emissions)」之影響。例如，與購買碳權相比，透過
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系統來移除大氣中的碳，應該
是更為持久的解決方案。

在評估公司的淨零目標時，有三個關鍵因素：排放來源
和活動範圍；時間軸；以及實現淨零排放的途徑。

在規劃我們的淨零排放之旅時，我們必設法平衡宏大
企圖與其他影響業務的因素，例如成本、效率和風險
管理。

2020 年，當我們成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時，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設定 2040 年營運淨零排放的目標。在富達
展開企業永續發展之旅時，我們相信這個目標將促使我
們具體減排，並適應不斷變化的科技、產業趨勢，以及
資料主導之最佳實務。

但後來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尤其是疫情爆發的影響，
加上對富達在全球的碳足跡有更多認識，都讓我們因
此改變了對何謂可能的看法。因此，我們在許諾時更勇
於制定遠大目標，並將整個營運淨零排放目標提前到 

2030 年，比聯合國氣候科學小組為符合《巴黎協定》
所設之 2050 年提前了 20 年。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淨零排放路徑是以數據為導
向，在過去一年，我們已經能夠收集到更多關於富達全
球碳足跡的資訊，為我們提供更多實證，作為推動環境
策略的依據。

其次，疫情迫使我們大幅減少碳足跡，例如嚴格限製商
務差旅。我們預計其中有些活動將在疫情後恢復。但
是，我們也推出了更嚴格的政策，特別是與內部會議差
旅相關的政策，以協助管理排放。

第三，科技進步也將幫助我們比預期更快地減少碳排
放。線上通訊平台讓跨地區和跨時區的協作變得更加
容易。即便無法完全取代面對面的互動，這類技術已
有長足進展，足以幫助我們與利害關係人保持溝通，
同時減少差旅需求。

雖然我們以設定更宏大的環境目標而自豪，但我們知
道，要履行這個承諾需要付出極大努力。

並非所有淨零目標都是一樣的。每家公司選擇減排以達到淨零的方式各不相同，目前並沒有任何全球共識。以下
說明富達所採取的作法。

將我們的營運淨零目標提前十年

碳足跡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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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圖 1：淨零排放的五個原則 

圖 2：溫室氣體減排層級

Source: Fidelity International, 2021.

避免

降低

替代

移除

 � 短期 - 透過遠距會議避免商務差旅。
 � 長期 - 新的商業模式和替代選項，即搬遷據點或採彈

性工作模式。

 � 高效利用能源、車輛和工作空間。
 � 提高單位資源效率。
 � 降低總/淨能源需求。

 � 採用再生能源/低碳技術（公司現場、透過能源採購或
透過公司用車）。

 � 降低能源使用的碳強度。

 � 投資於以自然為基礎之碳捕捉。
 � 投資碳捕捉技術。

衡量、驗證和
揭露

能源效率
(以各地辦公室為目標)

負責任的商務差旅
(針對搭機出差)

再生能源發電
(公司現場和採購)

碳移除
(移除無法消除的排放)

2020 年
進步的環境永續發展

政策和管理體系

2024 年
營運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 25%

2030 年
所有營運活動實現淨

零排放

我們的淨零碳排之旅
富達的業務營運遵循五項原則（見圖 1）以減少排放。
與許多其他公司一樣，由於法規、大眾期望以及市場
和環境風險等因素，我們所重視的首要之務也會與時
俱進。

要邁向淨零碳排，我們將優先考慮避免和減少，而非取
代及碳移除。這是負責任的減排層級之基本原則，因為
有助於促進企業有效轉型（見圖 2）。

我們的企業永續發展政策支持這種層級結構。舉例來
說，我們再 2019 年將約 1,000 名員工移至更節能的
辦公大樓中，結果成功讓倫敦辦公室的能源用量減少將
近一半。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用替代品來盡量降低我們
的碳足跡。例如，我們在印度從原本使用燃油車轉而採
用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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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零排放為目標

舉目望向綠樹梢。(Photo by Aleh Varanishcha / Adobe Stock)

對於無法根除的剩餘排放，我們計劃實施二氧化碳移
除（CDR）措施，以遵循淨零排放最佳實務。這些措施
包括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或經過驗證的碳捕捉技
術。碳移除活動必須通過真正永久性的測試，不得重複
計算，而且不會在無意間增加另一個區域的排放量。因
此，我們正在考慮第三方選項來獨立驗證 CDR 活動。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所支持的「零排放競賽」，
截至 2020 年 7 月，淨零承諾已遍及全球四分之一碳
排量和一半以上全球經濟。淨零承諾無疑是實現《巴黎
協定》目標的重要進程。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企
業如何實現這些承諾才是帶來真正持久影響的關鍵。
我們希望不斷自我挑戰，也希望能夠激勵他人提高本身
所設之環境目標。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環境

https://video.fidelity.tv/view/5W5aAmwN1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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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望向綠樹梢。(Photo by Aleh Varanishcha / Adobe Stock)



面帶微笑的年輕女性使用智慧手機搭乘公車。(Photo by damircudic /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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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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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職場

多樣性對商業營運的效益 34

疫情讓我們的員工更茁壯  38



強化我們的工作職場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

2020 年亮點

2021 年計劃

 � 實現全球 30% 高階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的目標。

 � 推出升級版育嬰假政策，讓父親/次要照顧者享
有與母親/主要照顧者相同天數的有薪假。

 � 承諾在 2020 年不因疫情相關因素而裁員。

 � 在 LGBT+包容和平等方面做出長足進展，獲
Stonewall組織評選為全球最佳雇主。

 � 支持 Race at Work 憲章和 BlackNorth 倡議計劃。

 � 發布「文化多樣性行動計劃」。

 � 開發彈性工作架構。

 � 將 New Horizons Returnships 計劃擴展到亞
洲。

 � 提升員工福祉策略，支持同仁妥善管理工作、
生活、健康與金錢。

 � 推動與文化多樣性、身心障礙、性別、LGBT+、
心理衛生及社會流動性相關之多元、公平和共融
計劃。

 � 針對所有公司管理之建物進行健康和安全風險
評估。

 � 針對 90% 員工完成健康與安全培訓。

 � 蒐集公司在全球60%員工之族裔資料，2024 年
目標是 70%。

 � 推動包容性招募和面試技能培訓及原則，例如
文化多元和性別平衡的招募委員會。

34 2021 年企業永續發展報告：實踐企業宗旨

吸引、發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對於滿足客戶與企業未來
需求至關重要。投資人更加重視以團隊為基礎的資產管
理方法，強調與客戶合作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
建立重視每位員工對團隊獨特貢獻的企業文化，才能
證明透過創新進行主動管理的價值，亦即善用多元勞
動力。

2020年在疫情肆虐下，更凸顯了所得、種族、性別和
社會的不平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汲取 2020 年的教
訓，更努力創造工作環境讓人人都有歸屬感，並能獲得
必要支持發揮個人最大潛能。

良性循環：多元、公平和共融 
多元、公平和共融 (DEI) 帶入職場，能夠啟動協作、
創新和更佳決策之正向回饋循環，有助企業成長。
如圖 1 所示，全球諮詢公司麥肯錫的研究發現，多樣
性與良好財務績效高度相關。1 調查發現，在2019年，
種族和族群多樣性方面處於前四分之一排序的公司，財
務績效優於國內產業中位數的機率高出 36%。在同一
時期，性別多樣性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公司財務表現優於
國內同業平均水平的機率也多出 25%。具有較高多元
代表性的公司也更有可能創造優異績效。

富達的宗旨是為客戶構築更好的財務未來，而富達員工則是兌現此一承諾的推手。兩者缺一就無法成就富達
的存在。

多樣性對商業營運的效益

提升我們的工作職場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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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麥肯錫，2020 年 5 月 19 日。資料涵蓋 15 個國家/地區 1,000 家大公司。
1 財務績效超越全國產業五年平均EBIT利潤率中位數之機率，利用每年所有企業的完整數據集； p 值 <0.05，2014 年數據除外，其中 p 值 <0.1。

圖 1：多樣性因素與績效差異，第 1 個四分位數 vs. 第四個四分位數1

執行團隊之性別多樣性

2014

2017

2019

執行團隊之族群多樣性

2014

2017

2019

15%

21%

25% 36%

33%

35%

我們看到富達未來成就與員工的多樣性和福祉息息相
關。唯有來自不同背景、積極主動且敬業的員工才能
激發創新的投資想法，成就富達的主動式資產管理風
格。越來越多研究證明多樣性在投資管理上的價值。例
如，專門提供投資諮詢服務的韋萊韜悅（Willis Towers 

Watson）公司在 2020 年報告指出，績效成果與投資
經理人的性別及種族多樣性之間存在正相關。

我們對多元化的承諾
從員工一進入公司開始就必須及早採取行動。我們透過
行業倡議及協作計畫與其他組織攜手合作，以為所屬產
業及公司員工增加機會，促進共融。我們的努力聚焦於
提升女性、少數族群、LBGT+ 、身心障礙者，以及來
自弱勢和比例偏低組群的數量與歸屬感。

舉例來說，英國的#100BlackInterns 計劃等專案就專
為黑人學生提供接觸投資管理業的經驗。在倫敦，我們
也支持 She Can Be 倡議，鼓勵年輕女性考慮進入金
融業發展。在香港，我們與 CareER 合作，招募身心
障礙學生參與畢業生就業機會計畫。

富達是 LGBT Great 組織的五位創始成員之一，該組
織由全球投資業成員組成，致力透過推廣、標竿學習和
其他措施提升LGBT+族群的多元和共融。

在日本，富達正與「work with Pride」(wwP) 合作，該組
織致力於推動有關 LGBT+ 的職場多元實務。Allyship 

在引導變革上扮演重要角色，且我們的員工均踴躍參
與。像我們的 LGBT+ 盟友網路現在已有 180 多個
成員。

在性別多元方面，我們已經實現全球高階管理職位中女
性占比達 30% 的目標。2024 年，我們的目標是提升到 

35%。屆時，我們也希望女性占富達全球員工比例達 

45% ，在董事會也是 45%。

多元勞動力代表可以找到具有不同生活經歷的員工一起
工作，且我們持續主動出擊，招募可能比較不會主動來
富達應徵者。例如我們的 Returners 計劃就是針對中
斷就業 18 個月或更長時間後，可能考慮重返職場者。
我們會協助移除障礙，亦即讓候選者參加為期六個月的
輔導、培訓和網絡計劃，並有機會受聘為正式員工。截
至 2020 年10 月 31 日為止，共計 20 多名重返職場者
進入富達。

我們也採取其他措施促進多樣性：

 � 英國的《族裔工作憲章》要求高階領導人執行五大
關鍵政策來支持不同族裔背景的員工，導師計畫即
為其中之一。

 � 英國政府制定的《金融界女性憲章》也針對擔任高
階領導職位的女性占比設定明確的目標。

 � 雖然我們因為努力獲得 Stonewall 等倡導團體的認
可而感到自豪，但我們絕不自滿，也知道還有更多努
力空間。2020 年，我們是唯一一家入選 Stonewall 

全球最佳雇主名單的資產管理公司，上榜者俱為全
球公認在 LGBT職場共融表現最優異的企業。2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截至 2020 年 4 月的數據。

圖 2：縮小富達在英國的性別薪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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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公平的承諾
生涯動機受到多種因素驅動，且因人而異。然而，當員
工自覺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就會更有動力專注於實
現個人與公司的目標。

然而，要做到公平就必須不斷拿捏找到平衡點，公平與
否的基礎不僅涉及準確掌握個人對組織的貢獻，而且還
要知道員工自覺對公司有多少貢獻。要做到此點就必須
根據工作特定指標來加以評量，包括工資和其他福利
在內。若欲有所進展，需要做到持續監控，以確保政策
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某些領域，已經強制要求做到這點。例如在英國，像
富達這麼大規模的公司，都必須按照 法律規定形式就
性別薪酬差距提出報告。如圖 2 所示，2019-2020 年
間，男女薪酬差距再次縮小。雖然已經優於我們行業的

平均水準，但我們仍致力於進一步縮小差距。我們也在
探索如何做出更多努力，讓其他地區也開始衡量男女薪
酬差距，並持續縮小差距。舉個例子，我們正與金融業
最大的德語專業網絡 Fondsfianen 合作，致力促進平
等機會和多樣性。

傳統以性別為基礎的工作政策也可能對男性不利，所以
我們正努力改正這些問題。2020 年，我們推出升級版
育嬰假政策，讓父親/次要照顧者享有與母親/主要照顧
者相同 26 週的帶薪假。

富達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Rupert Gifford 在兒子 

Bertie出生後就申請適用升級版育嬰假政策。「在職業
生涯中，我們少有機會與家人共度不受干擾的美好時
光，」他說。「當我回想自己的經驗，我可以很誠實地
說，我和兒子因此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擁有許多我會
永遠珍惜的寶貴回憶。這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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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共融的承諾 
招聘多元員工團隊並落實公平對待員工的各項流程只是
一個開端。提供人才可以蓬勃發展的環境才能推動公司
更上一層樓。如果員工沒有歸屬感，就不太可能相互合
作、暢所欲言或分享好點子。創新潛能因此減弱。

儘管不易衡量，但我們正透過年度員工調查來掌握公司
的共融程度。2020 年，84% 的受訪者同意以下聲明：
 「我可以在富達做我自己，而不必擔心別人怎麼看我。」
我們希望提高這個數字。

企業最高領導階層的投入至關重要。因此，富達全球營
運委員會 (GOC) 成員參與 2020 年的焦點小組訪談，
以更深入了解我們如何改進和調整共融政策。這些政策
包括：

 � 我們將透過內部通訊活動讓大家看到富達在全球各
地的人才，從黑人到亞洲及少數族裔，進而推廣多
元角色模範。

 � 我們將透過成立多元文化網絡，針對所有族裔，且
來自文化占比偏低背景的同事，繼續傾聽他們的聲
音，並採取行動。

 � 我們將透過訓練及宣導活動提高我們對文化差異的
理解，並鼓勵全球化心態。

未來的方向
我們相信每個 DEI 計劃都必須以數據為基礎，才能獲
致長期成功。然而，某些領域要做到標竿比較難度更
高：歷史數據可能會遺失，有的員工可能對資料收集感
到不自在。至於高階職級，基本上人數本來就很少，若
某位成員透過背景重新分類，可能就會製造出有所進步
的假象。

因此，我們致力於收集更可靠的數據，特別是增加族裔
資料的蒐集，希望到 2024 年能夠從約 50% 的員工覆
蓋率增至 70%。同時，我們也會增加資源招聘更多的少
數族裔進入高階職位。例如，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4 年
前增加至少五名黑人董事。從長遠來看，隨著數據量增
加，我們將可設定更精確的目標。 

創建多元、公平和共融的職場是一項持續的挑戰，但也
是每家企業都必須做出的承諾。作為一個獨立資產管理
公司，富達要成功就必須證明人類的智慧一旦與最先進
的科技結合，可以為客戶提供絕佳優勢，遠勝於單靠人
腦或機器。為了替將來做好準備，我們透過多元化的攬
才、育才和留才，並提供合適的工具與環境，讓員工能
夠充分發揮潛力。當公司的每個成員都能發揮己長，
富達作為一家企業自然能夠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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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方法來支持員工在工作
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首先，我們鼓勵所有員工與其直
屬主管一起討論出更有彈性的工作時間表，以配合家庭
責任；由於每個人情況各不相同，沒有一項公司政策可
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我們也推出宏觀性措施，特別
是升級版富達家庭照護假政策，提供額外五天的帶薪假
讓員工事先計畫或因應緊急情況做好家人照護。

為了緩解財務相關壓力，我們在 2020 年實施「不因疫
情相關因素而裁員」的政策。我們還修改包括年度考核
在內的績效評量方式，讓員工不會因工作中斷或個人情
況以致考績墊底。

財務支援及其他促進福祉的計畫齊頭並進，包括增加同
儕支持措施、額外休假，以及週五喘口氣休息時間，也
就是鼓勵大家週五少開會，以緩解太多視訊會議的疲乏
感。在疫情危機期間，我們更需要關注心理健康，因此
我們和富達的心理健康大使網絡合作，每月舉辦一次線
上研討會，並為經理人開發一套工具來幫助員工保持心
理衛生。

 

新冠肺炎一開始是一場健康危機，但是也影響了我們生
活與工作的方面。疫情教會我們，作為個人和團隊，
我們都能妥善調適，並以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方式經營業
務。疫情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最終也將提供機會讓我
們加強企業文化，達到全新的業務韌性。

與醫療保健、零售和餐飲等服務行業的員工相比，可以
居家上班的知識經濟工作者比較不會受到疫情下失業率
升高的衝擊。然而，2020 年加速了危機前已經出現的
許多工作趨勢，迫使所有公司重新思考工作的未來。

員工福祉
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我們
的員工，並確保他們能夠繼續有效地為客戶服務。從危
機前只有少數員工全職居家上班，變成絕大多數員工在
世界各地遠距工作。在每個國家都是如此，通常在幾週
內完成這個轉換，有時甚至是幾天內。我們立即成立委
員會以確保我們身為一家跨國企業能夠順利進行協作，
並按照當地防疫規範安全地工作。

從疫情一開始，我們就敏銳地意識到，雖然面對同一場
全球危機，我們員工的反應及個人情況都不一樣。透過
我們定期進行的員工福祉調查，我們密切監測疫情對不
同群體員工的影響。隨著越來越多員工在家工作和學
校關閉，有些人因此必須負擔更多的家庭和照護責
任。根據聯合國婦女署收集來自 38 個國家的數據，女
性和男性花在無償家務上的時間都增加了。然而，女性
負擔起絕大部分照顧家人的工作1，導致女性員工自我
報告的幸福感較低。

Sarah Kaiser 
員工體驗主管

疫情將使我們的員工更為茁壯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工作場所



圖 1：彈性工作實施情形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我們盡量讓員工可彈性選擇居家辦公或來辦公室
上班，主要考量特定工作職務，團隊能否有效

運作以及為客戶提供服務等因素。

我們根據員工表現和貢獻來衡量其績效，
而非將重電放在他們是否做滿合約所載工時。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就其工作方式做出明智的
選擇，並能有效地與同事合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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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溝通
動蕩的時代更需要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與此同時，
為控制病毒傳播而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讓維持聯繫更加
困難。

我們透過加強內部溝通來保持聯繫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高階主管在執行長 Anne Richards 的帶領下，
開始享個人故事、定期更新報告和各團隊成功經歷。此
外，同儕支持小組也讓員工能夠在封城期間分享關於在
家上學、管理壓力和料理三餐及其他活動的技巧。資本
市場在 2020 年上半年經歷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我們
的投資組合經理人與分析師參加數十次 Zoom 電翊、
網路直播和虛擬會議，讓同事及外部客戶隨時掌握最新
資訊。

更重要的是，隨著網路安全防護需求升高，必須迅速
部署科技工具來滿足數位需求。Zoom、Microsoft 

Teams、TechHub 和其他雲端協作平台在大流行前使
用率極低，但疫情期間已成為多數人的工作日常。相比
之下，每個人辦公桌上的固網電話幾乎一夕之間再無用
武之地。

居家上班不僅需要使用正確的數位工具，而且往往也得
有適當的空間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們為所有員
工提供一筆津貼來改善居家工作環境。有的人購買網路
攝影機、耳機和相關技術裝備來增強連網品質。其他人
則購入新的辦公家具，打造更符合人體工學的居家工作
空間。

彈性工作轉型
我們一向支持員工福祉。雖然疫情讓這項承諾衍生新的
特質，但也同時加強了我們的決心。為了幫助同事度過
疫情危機而採取的多項措施，在 2020 年之後都將持續
實施，而當我們重回辦公室上班，也可能會出現新的機
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可以創造全新的工作模式
典範。

富達的「彈性工作」計劃以員工為中心，用不同的方式
思考工作體驗。我們信任員工也鼓勵他們以最適合自己
的方式工作，遵循圖 1 中的三項原則，為客戶和公司
提供明確的目標和結果。

在該計劃中，我們調查了約 1,000 名員工（約占富達
員工總數 12%），以更深入了解如何確保彈性之餘同時

提高生產力。在地條件很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員工想
要離開自己的小公寓回到辦公室上班，而有的人則更希
望避免每週五天的長途通勤。有些回饋意見頗出乎意料
之外：例如，大家通常覺得日本社會文化鼓勵長時間在
辦公室工作。然而，富達在日本的員工有 25% 表示，
他們希望將來完全在家工作。

等返回辦公室上班後，我們預計在疫情期間採取的許多
健康和安全措施將優先保留下來，但具體情況仍取決於
當地防疫規範，如圖 2 所示。因此教育極為重要，我
們的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前讓所有重返辦公室的員工，以
及至少 90% 的全體員工都必須接受健康與安全訓練。

當有些員工可以遠距工作，而另一些人要進辦公室時，
如何確保公平、向心力和企業文化也將更為艱鉅。因
此，我們正考慮需要制定哪些流程，以使選擇居家上班
者不會感到被排擠。

與 2019 年相比，將來的辦公室可能會有不同的應用。
我們將未來的辦公室視為蜂巢一般以建立連結和社群為
主要目的。未來的辦公室必須更加安全，包括更嚴格地
限制每天到班人數、使用電梯人數或會議室裡群聚的人
數。然而，我們也了解辦公室化身為協作與創新樞紐的
角色會愈發重要。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圖 2：健康和安全規範

分批上班
減少與他人的接觸，並減少

辦公室人數以維持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
透過維持社交距離，將病毒在辦
公環境中散播的風險降至最低，

包括使用另類辦公桌。

加強清潔
確保經常清潔頻繁接觸區域。

個人衛生用品
全天候提供含酒精的洗手液

和濕紙巾供員工使用

個人防護裝備用品
提供面罩或口罩供員工在

辦公室內使用。

在家工作
藉由幫助員工按照居家上班指引
正確設置家庭工作站，確保員工

為彈性工作做好準備。

通勤/交通 
針對必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來上
班的員工提供指引。若是富達提
供的交通工具，則均採取措施降
低風險，包括使用面罩、消毒清

潔和維持社交距離。

支持心理和情緒健康
藉由員工援助計劃等措施，我們
提供保密支持和諮詢服務來幫助
員工管理個人生活及工作問題。

體溫篩檢
在公司較大據點入口處設立

體溫檢查站，發燒者不得入內。

40 2021 年企業永續發展報告：實踐企業宗旨

常需要建立所謂的「社會資本」，亦即透過面對面互動
積累而成，視訊會議是做不到的。

現在預測工作模式將如何演變還為時過早。但是，未來
工作不太可能回復至 2019 年的型態。新冠肺炎迫使我
們跨出原本的舒適區，徹底改變了我們的運作方式。

員工的回饋意見顯示，至少有些決策最好是大家面對面
在現場完成。許多人也告訴我們，他們懷念那些在茶
水間閒聊的片刻，同事間自然隨意的互動不僅創造歸屬
感，有時還會激發絕佳的想法。新進員工和年輕員工仍
然需要融入辦公環境，感受自己身為團隊的一員。這通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工作場所



居家辦公。(Photo by Westend61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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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貨櫃碼頭。(Photo by Chunyip Wong /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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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負責任的採購

重視永續打造更敏捷的供應鏈   44

零容忍：打擊現代奴隸制  47



2020 年亮點

2021 年計劃

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小組，領導責任供應鏈計劃，聚
焦於三大途徑：  

1. 促進供應鏈的多元、公平和共融。加入 MSDUK
包容性採購組織，納入黑人、亞裔與少數民族
(BAME) 經營的公司。

2. 增強財務韌性以協助供應商成長。

3. 使用 EcoVadis 評鑑平台來監控供應鏈中 ESG 
議題，以確保永續、透明，並找出需要糾正的潛
在問題。

 � 簡化供應商到職與管理流程，包括加快付款期
程。

 � 50% 的材料和關鍵供應商均加入 EcoVadis 平
台，以實現 ESG 評估和監控。

 � 100% 的採購人員和供應商關係經理均接受過永
續發展因素相關培訓。

 � 採購人員的績效目標和評估納入永續發展因素。

 �  實施供應商多元計劃。

實現負責任的採購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備註：就與富達營運供應鏈相關之企業永續發展目標而
言，我們並未納入非供應商之第三方企業，例如我們投資管理業務中的交易對手，以及一次
性低價值交易的供應商。有關我們對供應商定義之更多資訊，請參閱供應商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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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供應鏈一直是我們作為投資者最主要的參與主題
之一，我們打算將相同的規則應用於本身的供應鏈。
我們有責任以驅動正向改變的方式來管理公司開支。
就像永續資本主義的目標不僅止於利潤追求，永續採購
也不僅只是關注商品與服務的支付價格。

富達與約 3,000 家供應商合作，主要是在設施管理、
人力資源、專業服務、市場數據、行銷和 IT等領域。
供應鏈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風險管理可以帶
來短期與長期的財務效益。1 公司對其供應鏈的 ESG 

標準必須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任何疏失都可能導致
更嚴重的聲譽、營運和監管風險。因此，深入了解供應
商及其分包商完全符合公司的利益，因為提高透明度
就能提高管理這些風險的能力。對供應商而言，提高 

ESG 標準也可能有助於提升其競爭力，加強敏捷度與
獲利能力。

我們相信供應鏈等於是我們業務的延伸。導入更多元供
應商以及因此帶來的激烈競爭，也可能因為幫助我們更
快地創新、更加靈活，因而提高我們的營運績效，這點
在疫情爆發等經濟活動中斷時尤為重要。我們努力建立
更永續的供應鏈，鎖定三大領域：監測 ESG 因素；提
升多元、公平和共融；並確保面對供應商做到負責任的
採購。

除了要求自己各項業務符合更高的行為標準外，我們也希望富達供應鏈中的公司能夠奉行我們的價值觀。

重視永續打造更敏捷的供應鏈

實現負責任的採購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供應鏈



圖 1：由 EcoVadis 監控的供應鏈 ESG KPI*

資 料來源：EcoVadis，2021 年。
*關鍵績效指標

環境

社會

倫理

供應鏈

 � 能源和溫室氣體。
 � 水。
 � 生物多樣性。
 � 污染。
 � 材料和水。
 � 產品使用。
 � 客戶安全。
 � 倡議。

 � 員工健康與安全。
 � 工作環境。
 � 社會對話。
 � 職涯管理與訓練。
 � 童工和強迫勞動。
 � 歧視和騷擾。
 � 基本人權。

 � 貪腐和賄賂。
 � 反競爭做法。
 � 資料安全。

 � 供應商的環境表現。
 � 供應商的社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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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監控強化我們的供應鏈
富達於 2021 年和 EcoVadis 建立重要的合作夥伴關
係，將有助於推進我們的承諾，亦即正式監控富達全球
所有材料、高風險和關鍵供應商之ESG 實務。專門的 

ESG 評分平台，使用國際標準方法，EcoVadis 將首先
為供應商建立一個基線評級。 

所有供應商強制參與，EcoVadis 將針對以下層面進行
審查：環境；勞工和人權；商業倫理;和永續採購，如
圖 1 所示。供應商將需要填寫問卷並上傳實證以支持
其作答。EcoVadis 根據供應商行業內的特定風險進行
分析後，每家公司都會收到一張記分卡，其中包含與行
業平均水平的比較，以及優勢和改進事項清單。

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了解我們的供應鏈及其分包商之環境
風險，但並不僅止於此。提供我們商品和服務的公司必
須遵循最佳實務、相關政策和行業標準，公平對待其員
工和分包商。例如，因虐待工人而引起罷工等勞動議題
會增加我們的法律、聲譽和營運風險。

然而，我們供應鏈中大部分風險都存在於我們供應商
之下的分包商。因此，我們期待供應商監控 ESG 因素
以反映我們的價值觀； EcoVadis 將可幫助我們做到此
點。我們希望確保供應商符合商業道德方面的高標準，
並將與之合作提升像關意識與 ESG 標準。在這方面，
我們與供應商溝通企業永續發展的方式，與我們和所投
資公司解決 ESG 議題的作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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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等機會促進供應商多樣性
我們的供應商多元計劃將首先聚焦於英國，因為我們有
一半以上的供應商支出發生在英國，而且也是我們相信
富達最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我們的供應商多元計劃剛
剛起步，目標是找到更多符合我們要求且支持我們策略
的潛在供應商。促進供應端的競爭除了可以提高產品和
服務品質，同時通常可以節省成本。（多元供應商通常
被定義為至少 51% 的供應商係由傳統上占比偏低個人
或族群所擁有的企業，例如婦女、身心障礙者、退伍軍
人、LGBT+ 和少數民族。中小企業 (SME) 和社會企業
也包括在內。2 )

我們正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讓這些企業更容易進入我
們的供應鏈。首先是要找出可以作為第一級直接供應商
之多元企業。為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與倡議組織
合作，以取得經認證的多元供應商資料庫。這些組織包
括 MSDUK平台，一個專門連結大型跨國公司與少數族
裔企業的組織。其他合作夥伴包括關注女性領導企業的 

WEConnect International，以及 Social Enterprise 

UK (英國社會企業)--專門引介為幫助在地社區而成立的
企業。

但是，我們也了解有些企業可能規模太小，無法成為富
達的直接供應商，因此我們想出第二個應變方法。我們
致力協助富達的第一級供應商提升其本身供應鏈的多元
性。這些被歸類為第二級供應商的分包商可以為我們的
多元目標做出具體貢獻。例如，我們有些辦公室和數據
中心會委由供應商負責管理，而他們將資料安全服務再
分包出去。我們也希望分包商符合我們的企業價值觀，
包括多元和共融。

我們「與富達業務往來」簡報資料應該有助於我們吸引
更多不同類型的供應商。對於供應商，尤其是小型供應
商而言，由於金融服務業受到高度監管，如何滿足這些
嚴格的監管要求，可能是一項阻礙。例如，有些既定政
策可能是為了保護公司不受網路安全和資料保護攻擊、
防範洗錢和賄賂等違規情事。

透過分享我們管理這些風險的知識和經驗，我們可以幫
助更多供應商與我們合作，以拓展其業務。我們的目標
是在 2024 年前觸及 1,000 家不同的供應商，並讓其
中100家登錄至我們的供應鏈平台上。

在英國，50% 的投標案必須包括至少一家多元背景供
應商。我們希望與第一級和第二級的多元供應商更緊密
地合作，且最終提高他們在富達年度採購支出之占比。

我們對供應商的責任
第三個重點領域是確保公平對待全球各地供應商。我們
的採購人員長期以來一直負責履行我們在供應鏈中的責
任，未來我們將需要額外培訓提升員工意識，以幫助我
們更有效地與供應商合作。

首要任務之一是盡可能簡化我們的流程，並與供應商合
作加快付款速度，同時確保相關流程嚴謹到位。舉例
來說，延遲付款可能事涉多種原因，包括供應商提供的
文件不完整或把發票寄錯地址。根據小型企業聯合會 

(FSB) 的說法，在疫情危機期間，延遲付款尤其會讓小
型企業的現金流備受壓力，最終影響其生存。在英國，
中小企業通常占民營部門 2.2 兆英鎊營業額的半數左
右，並僱用民營部門就業人數近三分之二。3 因此，大
流行後的經濟要復甦，準時付款將是其中的必要條件。

為了協助推進我們的供應鏈，我們成立了永續發展推動
小組來決定、實施和監控必要措施，以支持上述三大優
先事項（參見 2020 年亮點）。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已
將與永續發展相關目標納入採購人員績效目標和考核方
式。綜合以上各種做法，最後將打造出更合乎道德、多
元且永續的供應鏈；我們相信這樣的供應鏈更能符合富
達作為奉行進步價值企業的需求。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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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打擊現代奴隸制
富達國際在其業務營運中對現代奴隸或人口販運絕對
零容忍，並採取風險為基礎的方式來管理其供應鏈。
由於富達業務極為專業且受到高度監管，加上我們
沒有複雜的供應鏈，或向位在高風險國家的外部企
業購入重要服務，我們遇到現代奴隸或人口販運的
風險一般而言並不高。

我們的採購流程包括對每個新供應商進行全面的風
險評估，以判斷供應商及其服務可能帶給富達哪些
固有風險。除了全面風險評估外，所有高風險供應
商都經過強化盡職調查篩選，包括金融犯罪、資訊
安全和資料保護評估等因素，以及其他更多標準化
金融穩定檢查。

新材料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反奴隸制和人口販運相
關法律和同意不在世界任何地方從事違法活動，
包括違反英國 2015 年《現代奴隸法》在內。所
有新供應商和任何到期續約之現有供應商都必須接
受富達供應商行為準則，其中規範我們對供應商的期望標準和行為，包括遵守就業標準、非歧視和人權相關
立法。

此外，2020 年實施的新供應商管理工具要求供應商每年提出證明已接受富達供應商行為準則，以及根據供應
商合約接受績效監控的全面要求。2021 年，我們與 EcoVadis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可望協助我們更細緻地監
控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層面的遵循情形。

教育訓練是我們為降低風險所採取的另一個關鍵步驟。凡是參與招聘、採購和管理供應鏈工作的採購和業務部
門員工必須參與年度受訓，以辨識風險因素，了解其影響，並協助落實公司對於現代奴隸制或人口販運零容忍
政策。

英國倫敦，抗議者舉著「反奴隸運動」標誌。
 （攝影：Loredana Sangiuliano / Shutterstock.com）



在城市社區花園裡教導年輕人園藝。(Photo by Hero Images /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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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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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有韌性的社區

同理關懷：Workplace Giving計畫的核心   50

全球企業公民 54



創建有韌性的社區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2020 年亮點

2021 年計劃

 � 捐贈在地社區逾 100 萬美元，協助改善社會和
環境問題。

 � 員工從事志工服務時數累計達 1,600 小時。

 � 透過企業公民計劃支持48個慈善機構/非營利
組織。

 � 提高員工對募款、慈善活動和志願服務的參與
率。

 � 加強與外部組織的合作，提供我們所在社區更有
力的支持。

 � 參與早期職涯發展 (Early Careers) 計劃，提供
更多機會給不同背景的年輕人進入資產管理業。

50 2021 年企業永續發展報告：實踐企業宗旨

自 1969 年成立以來，富達支持營運所在社區的傳統一直是我們核心業務的一環。然而，COVID-19 迫使更多員工
必須居家避疫，也因此讓他們開始留意到周遭的社會問題，以及危機爆發時在地社區的重要性。

疫情對經濟和社會的衝擊凸顯了許多非營利組織多麼仰
賴各界捐款捐贈和志工服務。然而，在需要更多支援的
同時，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讓籌款及志工服務活動大為
受限。2020 年，我們的志工服務時數和員工募款金額
均大幅下降。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 2020 年向全球企業公民委員會
選定的數十家慈善機構捐贈了 110 萬美元（高於 2019 年
的 70 萬美元）。其中，我們的員工為大約 48 個不同的
慈善目的籌集了 17萬美元，包括配合獎助金在內，令
人讚佩。

我們還記錄超過 1,600 小時的志工服務時數，均係幫
助在地的慈善計畫。（參見「全球企業公民」。）與前一
年相比，員工志工服務總時數減少了一半。然而，為了
彌補 2020 年錯失的志工服務機會，我們在2021年額
外撥出 75,000 美元來投入慈善事業。資金將按區域進
行分配，以幫助各地社區從疫情衝擊中站穩腳步。

除了募款和志工服務外，另外有兩個計畫讓員工透過
對自己別具意義的方式回饋鄉里：Give As You Earn 

(所得捐款計畫)，亦即每次發薪時自動扣款免稅捐給指
定的慈善機構；或是參與企業公民委員會，協助制定 

Workplace Giving職場捐獻計畫。到 2024 年，我們
希望 20% 的員工至少參與其中一項計劃，高於 2020 

年的約 5% 和 2019 年的 10%。

同理關懷：Workplace Giving計畫的核心

創建有韌性的社區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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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
我們的企業捐款透過兩個管道來分發。第一是透過
企業內部的募款與其他慈善財務支持，主要由以下
地區的企業公民委員會來管理：英國和愛爾蘭；歐
洲大陸：亞洲（日本除外）；日本;印度;和百慕達，亦
即 Fidel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 1969 年註冊
成立的地點。本報告僅引用透過此一管道完成之捐
款活動。2020年，富達國際捐贈110萬美元支持企
業公民活動。

此外，富達國際還支持四個獨立基金會：富達英國
基金會（成立於 1988 年）；和富達亞太基金會；富
達歐洲基金會；和富達百慕達基金會（成立於 1992 

年）。

基金會捐款給教育及健康等領域的主要非營利組
織，幫助其提升量能，以發揮更大影響力，達到更
有效率或更具永續性。2020年，富達國際一共捐贈
1570 億美元給這四個基金會。由於基金會獨立運
作，因此不在本報告的範圍內。

為了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計劃投入更多資源在
以下層面：

 � 透過活動、宣導和同儕支持小組提高對這些議題的
認識。

 � 運用新科技改進募款和志工服務流程。
 � 透過提供更多激勵措施和簡化政策，鼓勵員工更積

極參與 Workplace Giving 職場捐獻計畫。
 � 透過夥伴關係找尋更多機會。

參與在地社區
儘管我們的活動內容不斷變化，但我們的社區行動理念
從未改變：我們是一家全球跨國企業，但更傾向採取在
地行動。我們相信，當我們與在地社區密切合作，透過
教育、 志工服務和直接財務支援強化社區韌性，我們
就能夠帶來更具體的改變。

富達員工選擇他們想要支持的善行義舉，因此，相較於
由高層指示幫助另一個國家或大陸的行善活動，員工切
身感受自然更加深刻。我們相信這種切身感可以提升員
工參與度，創造一個更有意義與目標的職場環境。

不過，重視在地社區並未讓富達同事對於全球重大議題
的關注稍減；我們也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
織，因為它們通常可以更有效地緩解廣泛社會挑戰。
無論是在地或全球，我們對社區的付出皆著墨於四個
重點領域：慈善財務支援、薪資捐獻、志工服務和
募款。

慈善財務支援
在富達國際內部，慈善財務支援係透過 13 個企業公民
委員會在全球進行管理，每個委員會由三名或更多員
工，若是較小據點的話還會搭配八位 CSR 大使。每
個委員會都必須參照特定指標。在考量富達的職場捐
款政策時，我們仔細研究如何確保符合企業宗旨及核
心價值，同時仍允許各委員會享有高度彈性。

首先，我們傾向提供小額社區補助金給富達辦公室周遭 

20 公里範圍內的機構，若是其他組織，則須證明確實
與富達員工有所關聯。提供給每個組織的財務支援應以
每年 5,000 美元（或等值的當地貨幣）為限。而且補助
金應用於造福整體社區，而不是特定群體。



印度全國封鎖期間，人們在銀行外排隊也保持社交距離。大流行擾亂世界各地社區。(Photo by rohit /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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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也依據富達專長針對全球議題提供財務支
援，例如以志工身分擔任慈善機構受託人或學校董事。
我們也發起國際女性理財運動，以幫助女性增進金融財
務知識。災難救助是第三種類型的財務支援，包括幫助
受 到新冠疫情衝擊的社區等活動。

薪資捐獻
秉持富達對資產管理的理念，我們鼓勵盡量提供長期支
持，因為我們相信這有助於創造持久價值，同時也允許
非營利組織提前規劃。穩定的收入來源一直是許多慈善
組織的生存命脈，尤其是在 2020 年。因此，員工可以
從薪資中免稅扣除定額慈善捐款。

富達會支付所有管理費用，因此慈善機構可收到實際捐
款總額。對於員工而言，有了自動化及稅賦優惠，隨
領 (薪) 隨捐 (款) (GAYE) 執行起來更有效率。富達的 

GAYE 計劃目前適用於英國，我們的目標是將其擴展到
其他國家/地區。

員工志工服務
對於每位員工，我們每年提供兩次帶薪志工服務日。
2020 年，由於社交距離防疫措施，許多活動被取消。
但是，我們利用遠距志工活動和其他符合社交距離限制
的活動來代替。

在盧森堡，我們設法完成戶外翻新工程，幫助當地慈善
機構 Stemm vund der Strooss（意為「街友」）繼續服
務遊民。我們首先將志工分成兩梯隊，以盡量減少接
觸。一個梯隊清理露台，第二個梯隊負責粉刷。在整個
大流行期間，員工也透過捐贈遊民衣物、睡袋和衛生
用品，以及其他必需品來支持慈善事業。然後為了讓
慈善機構的員工能夠在家工作，富達員工也捐贈了 IT 

設備。

募款
募款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所在社區，而且有助提升員工參
與度及團隊向心力。但是，2020 年的社交距離限制表
示我們必須發揮創意來籌辦活動。

像我們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舉辦的早期職涯發展募款活
動即為一大亮點。數百名員工參加了由富達練習生、畢
業生和建教實習生團隊所設定的多項挑戰。例如，全球
通路營運 (GDO) 領導團隊完成了 700 多個波比跳、
開合跳、深蹲、高抬腿和俯臥撑，在體適能挑戰的表現
令人刮目相看，同時在服裝上也展現了 1980 年代的流
行時尚。該活動募集超過 36,000 美元，主要用來幫助
受到 COVID-19 影響的兒童和家庭。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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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英國企業部門負責人 Andy Todd 

表示：「只有像富達國際這樣認同本會理念的支持者提
供協助時，最弱勢的族群才有機會度過這場危機，並於
疫後茁壯成長。」

我們的企業公民活動也經常融入其他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位於我們英國辦公室之一的蜂箱長期以來促進生
物多樣性，為環境做出貢獻。在大流行之前，志工每年
都會將蜂蜜包裝並出售給員工，為當地慈善機構募款。
然而，2020 年的情況暫時打亂了這個善的循環。儘管
如此，我們計劃在未來幾年將該計劃擴展到其他英國辦
公室。

新冠疫情對我們回饋社區的能力形成嚴峻考驗，但我們
仍然堅定不移地履行承諾。就像社會許多其他面向一
樣，大流行讓我們重新設定優先要務，也幫助我們找出
新方法貢獻社會。在富達同事及社群的協助下，我們將
重建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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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疫情散播而實施的社交距離規定，讓我們無法舉辦募款活動，或是擔任志工協助慈善機構。儘管如此，
許多富達同事還是設法在大流行期間透過志工服務日來幫助所在社區。以下是他們分享的故事。

全球企業公民

Prady Kapoor，富達企業諮詢總監。
(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英國
逐字逐句：在封城期間教兒童閱讀
英國數十名志工在學期期間每週固定花大約 30 分鐘線上輔導學童閱讀。

透過 TutorMate 慈善機構，志工和孩子登錄該機構的安全平台一起閱
讀。由於大流行期間許多學校關閉，志工要幫忙孩子也就更為困難。有
些家庭沒有相關技術設備讓孩子遠距上課。其他孩子可能被歸類為弱勢
族群，因此其家庭環境可能也不適合上家教輔導課。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Kingswood 企業公民委員會成員 Susan White 和 

Jo Andrews 一直在與 TutorMate 合作，盡可能幫助志工與他們配對的
孩子取得聯繫，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根據一位家長表示，「我女兒
的閱讀家教老師Prady很棒。他非常有耐心，比我更有辦法讓孩子做更多
閱讀。」

富達企業諮詢總監 Prady Kapoor 也受益於這次充實的體驗。「與她交談
非常愉快，而且我必須十分專注，」他說。「看著她一週比一週進步，
讓我引以為傲。」

由富達志工製作並在大流行期間分送給兒童醫院的日本傳統卡
林巴琴。(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日本
音樂治療
富達日本員工舉辦了一場遠距卡林巴琴製作活動，以造福兒童醫院的身
心障礙兒童與患者。卡林巴琴 (Kalimba) 又稱為「拇指鋼琴」，是一種
帶有木製音板和金屬鍵的樂器。它們相對容易學習，音調柔和，類似音
樂盒。聲音低柔意味著在病房裡彈奏也沒問題。

透過遠距製作課程，同事們在學習製作傳統木製樂器的同時也能夠相互
交流。主辦這個活動的客戶專案副總監 Kaori Amano 表示，如何將材
料送到員工家中，然後取回成品並分送到醫院，當中的物流安排是一大挑
戰。最後總計捐出 80 個卡林巴琴到日本各地。大獲好評後，該小組計畫
在 2021 年舉辦另一場卡林巴琴製作活動，希望製造 120 件卡林巴琴。

醫生和育嬰室老師都先練習彈卡林巴琴，然後才教導病童。「我們有很多
病患因為腦瘤等疾病必須長期住院」櫪木市自治兒童醫學中心兒童神經
外科的一位工作人員說。疫情之下，醫務人員忙到無暇照顧非新冠肺炎
病患的這一年裡，音樂提供了些許慰藉。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社區



富達國際 55

2019-2020 年的澳洲叢林大火造成 34 人和超過 10 億隻動物死亡。(Photo by REUTERS / David Gray / stock.adobe.com)

澳洲
幫助社區從森林野火復原
在澳洲發生野火之後，我們的雪梨團隊舉辦5公里健行活動以募款及提高環保意
識。最後籌集超過 30,000 美元，富達國際也提供相對捐款，捐給包括澳洲紅
十字會在內的多個慈善機構。

澳洲紅十字會回覆表示：「感謝您在許多澳洲社區陷入困境之際慷慨解囊，給
予支持。」「我們將能夠提供人們在災難中所需支持：無論是協助準備安全庇護
所、或提供心理急救、資訊與實際支持，持續在未來數月甚至數年推動疫後復
原。若沒有您這樣的善心義舉，我們就無法完成在緊急狀態與災難時期的重要
工作。」

另外，富達捐贈 100,000 美元，分別用來支持Landcare Australia 和澳洲生
命線，前者為協助  受野火影響社區、景觀和生物多樣性的環保慈善機構，後
者則支持因野火而陷入困境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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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協助培養新世代企業家
總稽核 David Poncin 透過 Jonk Entrepreneuren Luxembourg 組織所辦的
青年企業計畫，指導 19 至 25 歲的學生，激勵年輕人，幫助他們做好準備成
為未來的創業家。學生必須團隊合作找出潛在機會，提出商業計畫，並確定其
可行性。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Poncin 指導了 盧森堡商學院 (Luxembourg 

Business School) 四名學生進行「在地農場」計畫，希望透過一款APP將當地
有機食品製造商與消費者連結起來。除了支持銷售，用戶也可以參加農場參觀、
品嚐和教育等活動，以推廣盧森堡的有機食品廠商，並創建一個充滿活力
的社群。

「我幫助他們發展多種技能，從務必準時等實用技能到更複雜的技巧，例如
如何克服恐懼、消化負面留言和學習相互合作，都是生活中必備的
各項技能，」他說。

在一場共 40 支隊伍參與的全國競賽中，「當地農場」
隊獲得第二名。此外，其中一位成員還獲頒卓越領
導獎。該團隊從那時起除了實施這個專案外，也籌
辦了第一次活動。

Poncin 針對這次經歷做出以下總結：「我遇到這
群善良、勇敢和敬業的學生，透過這個絕佳的機
會分享我的經驗和知識，過程中有所精進也更
認識自己，真正跨出我的舒適圈。」

David Poncin，總稽核。
(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資深業務經理 Giuseppe Parlà 在米蘭擔任志工分送
番茄，協助為癌症研究募款。
(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意大利
疫情期間支持癌症研究
富達米蘭辦公室的資深業務經理 Giuseppe Parlà 大力支持 Fondazione 

Umberto Veronesi --一個致力透過醫學研究、國際會議以及衛教宣導活動促進
健康與福祉的非營利組織。

Parlà 參與了多個募款活動，其中一項是讓志工在米蘭各鬧區分送一盒盒番
茄，只要路人同意捐款支持兒科癌症研究即可。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參加米蘭
市 5K 健跑「PittaRosso Pink Parade」活動擔任志工，為乳癌研究及認識乳
還篩檢募款。

「腫瘤疾病的研究和治療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目標之一，」Parlà 說。
「我認為這是貢獻社會的重要機會。」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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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部自製影片報名參加在亞洲的線上才藝表演。
(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亞洲
FIL 才藝表演大賽
對於富達在亞洲的同事而言，維持社交距離並無礙他們投入慈
善工作。實體募款活動不可行，就改成線上版活動。首屆亞太
區企業社會責任才藝大賽及慈善募款活動為本地區慈善機構募
集到 35,386 美元，包括為台灣而教、韓國救世軍托兒中心和
中國大連青年發展基金會在內。

總計四十部影片包括音樂表演，如「月河」、「亡命之徒」、
「四海一家」、「惡靈旅館」（來自同名電影的印地語歌曲）和
「蕭邦詼諧曲作品20b小調」。藝術、烘焙、縫紉和園藝也融
入其中，宛如變魔術一般。舞蹈是另一個極受歡迎的選擇，
包括現代雙人舞和傳統折扇舞。有位同事分享「如何與貓咪一
起健身」的影片，其中主角正是她的愛貓。

得獎者可獲得 500 至 1,000 美元現金獎勵，這些現金獎勵會
直接捐給得獎者所在富達辦公室指定的當地慈善合作夥伴，而
且富達的相對補助款計畫還會再加碼。總體而言，新加坡辦公
室奪得捐款總額榜首，共募集 6,822 美元捐贈給兒童癌症基
金會。

批發與法人數位體驗主管 Jenny Imhoff 與全球設計標準主管 Jonas Vogel 
利用他們的志工日為一家非營利組織創建網站。
(Photo by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德國
技能為基礎的志工服務幫助女受刑人
批發與法人數位體驗主管 Jenny Imhoff 與全球設計標準主管 

Jonas Vogel 利用他們的志工日為 Anlaufstelle für straffällig 

gewordene Frauen 創建網站，該組織專門支持刑事司法系統中
的女性。

「該網站的服務對象非常不一樣，」Imhoff 說道。「在富
達工作時，我們很習慣聽到對多數人來說都是天文數字的金
額。但是在這裡，我們談論的是女性入獄服刑，可能因為一
再拖欠小額罰款⸺她們根本沒有錢⸺或是為了買食物雜貨
而涉入信用卡詐欺犯罪。」

女性犯罪往往是經濟因素使然。Imhoff 說，在很多案例中，
如果女性在過程中及早獲得支持和建議，其實完全可以避免
入獄。該網站幫助婦女獲得她們需要的幫助。

由於疫情之故，香港繁忙的銅鑼灣地區變得寂靜冷清。
(Photo by Yung Chi Wai Derek / Shutterstock)

香港
疫情期間照顧最弱勢的族群
新冠疫情對社會中最貧窮、最弱勢的成員往往衝擊最為嚴重。
在香港，富達團隊捐款近 22,000 美元（170,000 港元）支持
疫情救濟，香港紅十字會和樂餉社 (Feeding Hong Kong ) 各
獲得一半的善款。樂餉社是一家食物銀行，致力將零售商、
經銷商和製造商剩餘的包裝食品(剩食)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
人。如此一來，該慈善機構也對減少糧食浪費做出貢獻。

60 多名員工協助募集 5,800 美元，富達國際同樣提供相對捐
款金額。在其他活動中，員工透過跑步、走路和騎自行車來
挑戰自己和同事一起「動起來」。除了自己捐款外，富達的
同仁也邀請親朋好友共襄盛舉。

另外，香港企業公民委員會也捐款 10.050 美元給兩家慈善機
構。



錢江新城來福士廣場。(Photo by onlyyouqj /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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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富達的核心價值如何影響行為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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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社會的關係正進入一個新階段，可能就此徹底重
塑資本主義的本質。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當今企業的
營運受到更嚴格的檢視。貧富不均、環境退化和全球
流行病等問題日益惡化，已經打亂世界各地數十億人
的生活，各界越來越期待企業界站出來應對這些社會經
濟挑戰。

全球許多強勁指標顯示，所謂一切照舊已被賦予全新
意涵。例如，歐盟執委會正考慮立法要求盡職調查和企
業問責。若經頒布，該法律將要求歐盟企業著手解決非
財務問題，例如人權和環境，以幫助實現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

歐盟執委會擔心的是，公司沒有足夠誘因投入造福社會
的事情。根據其線上諮詢，該倡議將「使公司能夠專
注於長期永續的價值創造而非短期利益。計畫旨在確
保公司、股東、經理人、利害關係人，以及社會的利
益一致。計畫也將協助公司更妥善管理營運中與永續
發展相關議題，包括社會和人權、氣候變遷、環境等
方面。」1

 

每個組織都有責任協助打造永續的未來，因此我們正採用更主動與系統化方式來管理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風險
與機會。

堅實的基礎：公司治理的角色

以 ESG 為依歸之企業宗旨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治理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dgs.un.org/goals#


圖 2：永續績效指標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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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KPI 
在富達，我們不斷重新評估公司內部的永續發展風險，
量化其對業務的影響，並採取措施避免或減緩這些風
險。就跟我們管理投資組合的方法一樣，我們看到進
一步提升業務的機會。ESG 與其他傳統指標（如流動
性和營運風險）一樣值得大家重視。

然而，企業永續發展並非萬靈丹。倡議可能成本高昂，
但仍無法實現目標。其他的計畫可能要花相當時間才能
落實，因為需要先開發或執行創新的解決方案，或需要
各方利害關係人（包括第三方組織）之間做好協調。若
要有效，企業永續發展策略應該考量公司的核心價

（見圖 1）、獨特利基與客戶偏好等相關屬性。

為了協助決定優先順序，我們已於 2020 年將富達專有
的評分系統應用於自身業務；我們運用同樣的評分系統
來評量所投資公司。在例如多元性別等領域，我們對進
步速度感到滿意。在其他方面，例如落實永續實務於供
應鏈管理，我們預計相關計畫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全
落實。

根據這些結果，我們為富達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設定了
關鍵績效指標 (KPI)，如圖 2 所示。這些都可能會改
變，以反映新的數據、法規及最佳實務的演進。

 



圖 3：環境、社會和治理承諾

環境 社會

治理

到 203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比歐盟所訂目標提前二十年

 � 我們將透過有意義的企業轉型將本身營運的衝擊降至最
低。

 � 我們將推動資本市場、投資組合管理、企業參與和供應
鏈的永續原則。

在職場、社區和經濟培養共融文化

 � 我們努力創造讓所有員工都有歸屬感、受到重視和支持
的環境，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

 � 我們將與業務夥伴密切合作，以提高永續發展標準。

 � 我們將透過參與、教育和直接的財務支持，協助我們營
運所在社區實現財務賦權。

以最高道德標準執行業務來贏得信任

 �  在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的指導下，將永續發展融入公司各級業務決策過程。
 �  我們持續評估本身的治理實務，確保以透明、健全和合乎道德的方式營運業務。
 �  我們正在修訂永續發展風險與報告架構，務求符合快速變化的監管要求及產業最佳實務。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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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多年來我們在資料保護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但這場危
機再次凸顯網路安全對公司與產業而言有多麼重要。流
程、工具和技巧強化和公司治理的任務能否順利完成息
息相關。

如今，組織面臨各種各樣可能導致營運中斷的線上威
脅。在管理此類威脅時，我們必須平衡利害關係人的利
益和公司的長期增長策略。具備嚴謹的風險與法遵管理
架構，搭配強而有力的公司治理政策來執行決策，有助
於提供我們指引方向。例如，富達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CSC) 透過全球營運委員會 (GOC) 直接向公司最高領
導人負責。這將確保我們可以直接聯繫最高階的企業決
策者，由其提供必要的資源來執行、衡量和檢視我們的
進展，進而幫助我們履行對永續發展的承諾。

新冠疫情讓企業必須對所有利害關係人負起更多責任，
也改變了社會各界期望。在這個日益艱難的環境中，我
們希望我們的公司治理方法就跟我們的企業公民目標一
樣日新又新。

統一治理
要實現富達企業永續發展策略，並確保公司上下齊心履
行承諾，就必須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構，如圖3所示。
有鑑於此，我們正將永續風險更全面整合進風險分類系
統的更高層級，以確保相關議題在未來董事會報告內獲
得應有重視。

最近的事件凸顯出要有效應對組織危機，一套紮實且靈
活的治理架構是多麼重要。舉例而言，氣候變遷直接影
響我們的營運，因此我們進行情境測試了解氣候對業務
各方面的影響，包括我們的緊急應變計劃、資本緩衝及
供應鏈。例如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增加可導致某個地點洪
水發生機率上升，從而影響我們服務該據點的客戶，連
在其他地區透過共享服務而觸及的客戶也會受到影響。
因此，我們正重新評估一旦發生極端事件如何管理共享
服務的集中風險。

我們也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穩健的公司治理實務將越來
越重要。隨著科技工具整合度提升以配合更多在家工作
的員工，網路安全及行為風險可能因此增加。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治理



在辦公室休息區使用筆電討論公務。(Photo by Hero Images /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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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被投資公司溝通以推進 ESG 標準時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方法，同理，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應該反映每個組織
的獨特性。

Grant Speirs 
集團財務長

儘管我們在數十年前就許下為利害關係人構築更美好財
務未來的承諾，但作為一家私有企業，我們並沒有義務
公布企業永續發展報告 (CSR)。可是作為投資者，我們
確實要求所投資公司對其社會影響負責。因此，我們自
然也該對外說明富達如何推動永續發展實務。

無論是上市或未上市，所有企業都需要對其利害關係人
負責。以富達而言，利害關係人不僅包括被投資公司，
還包括我們的客戶、員工、供應商、監管機構和我們營
運所在社區。具體而言，自 1969 年成立以來，我們致
力善盡社會責任的承諾始終是我們公司傳承之本。但是
漸漸的，我們希望提高透明度，向外界說明富達以廣泛
的 ESG 指標以及長期目標來看究竟表現如何，部分原
因是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因素日益重要，幾乎與
傳統的財務及營運風險並駕齊驅。

清楚溝通富達的 ESG 承諾也迫使我們提高問責程度，
包括邀請外部監督、建立員工忠誠度和目標，同時也有
助於我們吸收新血。我們的做法結合由上而下的領導人
支持，以及在世界各地開展的草根倡議，讓富達的文化
與流程持續演進，服務所有的利害關係人。企業永續發
展也必須配合其他追求財務永續為主的各項業務目標，
例如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和利潤保護，所有這些都是我
們的首要任務 。

私人企業 vs. 上市企業
在富達，企業永續發展不僅僅是採取與同行一樣的政
策。我們有自己的一套目標，永續發展旅程的進度也跟
別人不同。與上市公司相比，我們可能對利害關係人負
有相同的責任，但並沒有相同的法定義務。這大大減少
了監管規定表格填寫的需求，而且理論上也讓我們經營
更為靈活；舉例來說，業務決策更有效率，因為不需要
多數股東核可。

儘管如此，我們確實對股東負有義務，因為股東利益與
公司業務的聯繫更緊密。因此，管理階層與股東之間的
關係可說更為直接和立即。決策上也通常更著眼於長期
觀點，即使短期內可能看不到效益。

在新冠疫情打亂全球業務的一年中，能夠在全球迅速、
果斷採取行動，確實有助於保護我們的利害關係人。例
如，之前管理亞洲疫情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提供了我們
在其他區域的決策依據，也因此讓我們能夠更有效地做
好準備。

我們迅速採用科技工具來因應居家上班的需求。額外
的財務支援包括延長緊急病假以利員工照顧家人、根
據需求擴大保險範圍，以及提供編制內員工津貼以採
購居家上班所需設備。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宣布了 

2020 年「不因疫情相關因素而裁員」政策。

企業永續發展：下一階段

強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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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股價壓力
為了在充滿變數的時期管理成本，我們也減少了獎金
發放。但是，減薪僅針對組織內高階主管，包括執行
長在內，如此一來，其他員工的獎金發放率就能夠維持
在與前一年相當的水準。當然，這些計畫並非新創，
而且上市公司也可以付諸實行。不過富達作為私有企
業，做出這些決定並隨時調整，都相對容易，無需擔心
下一季法說會裡每股盈餘可能受到影響。

根據密歇根大學發表的研究，短期股價壓力是妨礙上市
公司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目標的顯著因素。研究人員針對 

2007 年至 2015 年全球數萬家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與上市公司相比，未上市企業更有可能實現
企業社會責任目標。1

該論文指出，盡管上市公司往往受到更嚴格的公眾和媒
體審視，激勵他們實現目標，但其「股東和利害關係人
之間的利益衝突也比私有公司更為明顯」。公司所有者
(股東)與利害關係人關切的時程往往不盡相同。這點很
關鍵，因為企業永續發展需要的是長期努力。例如，氣
候變遷的後果會持續到久遠的未來，衝擊最大的是後代
子孫。同樣地，妥善解決氣候變遷根本原因所需要的行
動、結構性改變和投資都代表了長期、持續的承諾。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方法
這並不是說企業責任跟當下情境無關。以符合富達價
值觀、文化與業務的方式來落實我們的策略，正是我
們努力實踐企業宗旨的方法，以持續構建更美好的財務
未來。

負責指導企業永續發展策略的是富達企業永續發展委員
會 (CSC)，該委員會匯集來自各部門的代表，以確保我
們對環境、社區、勞動力及供應鏈的承諾與全公司業務
目標保持一致。然而，我們了解這些目標若要實現，
將主要取決於我們的員工，因此我們採取了去中心化的
方法，將大量決策權下放給在地第一線員工。

目前已有證據顯示我們確實向前跨出了一步。英國政部
推出的《女性金融憲章》共 209 個簽署機構，但只有
三分之一在 2020 年達到憲章所訂目標2，富達是其中
之一（該憲章成立於 2016 年，鼓勵金融服務業實現高
階主管性別平衡。）

此外，金融時報針對歐洲28家大型資產管理公司，
比較其負責投資組合管理及高階主管職位中的女性比
例，結果富達在這兩個類別均名列前三。3 此外，致力
爭取 LGBT+平權的Stonewall 石牆組織評選富達國際為 

2020 年全球 17 大性別友善雇主之一，富達同時也是榜
單上唯一的資產管理公司。4

儘管取得了這些進展，但我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們的目標是將企業永續發展融入所有現在及未來的職
務當中，如此一來，永續發展不再被視為是與其他業務
無關的部門，而是成為日常營運的一環。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圖 1：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全球營運委員會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0 年 2 月成立）

集團財務長和GOC成員
發起人

投資長，亞太地區和 GOC 成員 
發起人

盡職治理與永續投資全球主管
永續投資

採購營運及轉型主管
供應鏈管理

員工體驗主管
多元與共融

公司物業服務主管
公司物業服務

集團法務與法遵主管
公司治理

亞太區風控長
風險管理

企業公民和員工參與全球主管 
企業公民

技術風險與管理監督技術主管
技術 

客戶代表 全球健康、安全和永續發展
健康與安全、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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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CSC) 於 2020 年 2 月
成立。CSC 負責評估富達的業務營運對社會和環境的
影響，並研擬策略來體現及落實其企業永續發展雄心。

這包括審查和確認富達國際內部永續發展目標的適切、
充分及有效性，並根據這些目標來檢視業務部門的進度
與績效。

CSC的職責包括 ：

1. 制定和監督永續發展事務，並持續檢討富達國際的
永續表現。

2. 檢視永續風險和機會以及員工的疑慮/申訴。

3. 發展和監測永續相關事務的溝通和諮詢，促進富達
國際內部的參與、主動的永續文化。

4. 檢視各區域永續發展團隊的反饋意見，以便於必要
時採取集團一致行動。

5. 討論正面和負面的永續發展趨勢，並針對確認之趨
勢擬定因應計畫。

富達國際尋求將永續發展融入其業務中。我們擁有清晰的治理結構，以確保高階領導人在制定策略與日常業務
決策時皆考量永續議題。

透過責任分擔創造共贏未來

企業永續發展治理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治理



永續治理實踐
富達有兩個管理層委員會，專門處理環境、社會與治理(ESG)風險和機會，而CSC 正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永
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SIOC)，除了監督 ESG 表現，也針對投資決策流程負有執行責任，包括富達專有評分平
台、參與活動和排除政策。

CSC 和 SIOC 直接向富達全球營運委員會 (GOC) 呈報，後者負責執行全公司的業務策略。GOC 及其管理層
委員會（包括 CSC）接受富達最高決策機構--富達國際有限公司 (FIL) 董事會監督，如圖 2 所示。

FIL 董事會最終負責監督公司的重大 ESG 風險和機會，包括實施、執行和監控 ESG 風險管理系統和及架構。
董事會與 CSC 和 SIOC 成員討論永續發展問題，包括氣候變遷，並將相關資訊納入策略決策。

富達國際有限公司 (FIL) 董事會

執行長

全球營運委員會 (GOC)

審計與風險委員會 (ARC)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SIOC)

永續投資
監督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CSC)

企業永續發展
監督

圖 2：富達國際的治理結構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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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 成員來自全公司跨部門代表，他們深度介入富達
的環境或社會足跡或為之負責，如圖 1 所示。

 

如此可確保各項永續發展問題獲得適當考量，包括：
環境；供應鏈管理；社區參與；人力資本；多元、公平
和共融 (DEI)；風險管理；以及治理和商業倫理。

 



現代數據中心的伺服器機房。(Photo by FrameStockFootages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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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72



上游活動 上游與下游 下游活動申報公司

環境 2019 年 2020 年
能源使用類型
能源用量 (tCO2e) 15,669 8,073

能源用量（千瓦時） 40,299,048 30,566,577

按範疇劃分之碳排放量
碳排放 - 範疇 1 (tCO2e) 1,479 1,588

碳排放 - 範疇 2 (tCO2e) 14,171 5,083

碳排放 - 範疇 3 (tCO2e) 11,041 2,697

碳排放總量 - 電力市場（tCO2e - 範疇 1、2 和 3） 26,885 9,837

每位員工的碳排放量（每位員工的 tCO2e） 3.16 1.11

每年營收的碳排放量（每百萬美元營收的 tCO2e） 7.80 2.66

廢棄物管理/回收
廢棄物回收（佔廢棄物總量的百分比） 41% 29%

廢棄物產量（噸） 1,145 789

自然資源的利用
用紙量（噸） 259 116

用水量（立方米） 83,098 52,384

關於範疇 1、2 和 3 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國際，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數據。注：範疇 3 不包括通勤、供應鏈和投資組合的排放，tCO2e 代表噸二氧化碳當量。

資料來源：碳信託，2021 年。

公司設施

範疇 1：直接
來自公司擁有或控制的來源之

溫室氣體排放。

1

範疇 2：間接
公司購買的電力、熱力或蒸汽

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3：間接
來自非公司所有或直接控制但與公司活動相關來源的

溫室氣體排放。

3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亞氮 氫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 二氟化氮 全氟碳化物

購買的商品、
服務和資本財

投資

燃料和能源
相關活動

售出產品加工
和使用售出產品

運輸
和配送

租賃資產

商務旅行 
員工通勤  

產品壽命
周期結束

營運產生的
廢棄物 特許經營

公司車輛

上游活動

2
購入電力、蒸汽、
供暖制冷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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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 社會參與 2019 年 2020 年

企業公民 - 慈善事業 - 按類型分類貢獻

富達員工為慈善、非營利組織募款總額（美元） 214,000 85,000

富達國際捐贈給慈善、非營利組織的總額（美元） 700,000 1,100,000

富達國際對 FIL 基金會的捐款（美元） 18,600,000 15,700,000

企業公民 - 參與

企業公民計劃支持的不同慈善/非營利組織數量 127 48

員工參與職場捐贈計劃（佔員工總數的百分比） 10% 5%

員工志工服務小時數 4,248 1,600

環境 2019 年 2020 年
學習與發展

員工培訓總支出（美元） 5,575,222 4,728,853

每位員工的培訓支出（美元） 656.37 533.55

多元與共融

董事會多元化，富達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44% 女性； 
56% 男性

 44% 女性； 
56% 男性

領導階層多元化，董事及以上 30% 女性； 
70% Male

32% 女性； 
68% Male

勞動力多元化 42% 女性； 
58% 男性

43% 女性； 
57% 男性

公平

英國 - 平均性別薪資差距 22.8% 18.3%

英國 - 性別薪酬差距中位數 25.2% 23.1%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數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數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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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導向之企業宗旨
1  人均 GDP（現價美元），世界銀行，2021 年。
2  不平等 - 消弭鴻溝，聯合國，2020 年。
3 《大抗議時代：了解不斷升級的全球趨勢》，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20 年 3 月。
4  「ESG 資產到 2025 年可能達到 53 兆美元，佔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的三分之一」，彭博資訊，2021 年 2 月 23 日。

邁向更永續的資本主義模式
1 Kate Raworth，甜甜圈經濟學，蘭登書屋，2017 年。
2 「拜登公佈經濟計劃，呼籲結束股東資本主義」，Joe Biden的演講稿，Yahoo! Finance出版，2020 年 7 月 10 日。
3 「忽視氣候危機的公司將破產，Mark Carney如是說」，衛報，2019 年 10 月 13 日。

企業是提升氣候韌性的關鍵 

1 「全球航空業在2000 年至 2018 年對人為氣候變遷之貢獻度」，大氣環境，1 月。2021 年 1 月。

將我們的營運淨零目標提前十年
1  「企業部門基於科學的淨零目標設定基礎」，科學為基礎的減碳目標倡議，2020 年 9 月。

多樣性對商業營運的效益
1  「多元化勝出：為何共融很重要」，麥肯錫公司，2020 年 5 月 19 日。
2 「Stonewall 2020 年全球最佳雇主」，Stonewall，2020 年。

疫情將使我們的員工更為茁壯
1  「該誰照顧？COVID-19 期間的無償照護與家務工作」，聯合國婦女署，2020 年。

重視永續打造更敏捷的供應鏈
1 「為什麼供應鏈中的 ESG 因素很重要」，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2017 年 11 月。
2 Alexis Bateman、Ashley Barrington 和 Katie Date，「為什麼需要供應商多元化計劃」，《哈佛商業評論》，2020 年 8 月 17 日。
3 「如果企業家和中小企業無法生存，英國 1660 萬個工作機會將岌岌可危」，倫敦國王學院，2020 年 10 月 25 日。

堅實的基礎：公司治理的角色
1 「關於本倡議」，歐盟委員會，2021 年。

企業永續發展：下一階段
1 Jun Li 和 Di (Andrew) Wu，「企業社會責任參與會帶來真正的環境、社會和治理影響嗎？」，密歇根大學，2018 年。
2 Yasmine Chinwala、Jennifer Barrow 和 Shruti Deb，「英國財政部女性金融：2020 年年度回顧」，英國財政部，2021 年 3 月。
3 「大型基金公司未能提拔女性投資組合經理人」，金融時報，2021 年 3 月 20 日。
4 「Stonewall 公佈全球最佳雇主」，Stonewall，2020 年 9 月 18 日。

來源

概述 2024 年目標 環境 工作場所 供應鏈 社區 治理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
https://www.un.org/zh/un75/inequality-bridging-divid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ge-mass-protests-understanding-escalating-global-trend
https://www.bloomberg.com/professional/blog/esg-assets-may-hit-53-trillion-by-2025-a-third-of-global-aum/
https://finance.yahoo.com/video/biden-unveils-economic-plan-calls-153218779.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I9oh3pEo1RaSO4vRx6xfhCVRPYj4ejOPiqowarZpRJT6kWwaOAh8QMdFxPARbAtGTLa5r51nMLonTJJ0c9kEzBCdAuQeTQ6c8GCenZOyIIw4J9iVsL4aUFanDDNaGyPuCHL6Mur-LpfKIAokbXtoeu6fI96RZ9GVf2tlVaBCsHi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oct/13/firms-ignoring-climate-crisis-bankrupt-mark-carney-bank-england-governor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52231020305689?via%3Dihub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legacy/2020/09/foundations-for-net-zero-full-paper.pdf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diversity-and-inclusion/diversity-wins-how-inclusion-matters
https://www.stonewall.org.uk/sites/default/files/top_global_employers_2020.pdf
https://data.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Whose-time-to-care-brief_0.pdf
https://www.unpri.org/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issues/managing-esg-risk-in-the-supply-chains-of-private-companies-and-assets/615.article
https://hbr.org/2020/08/why-you-need-a-supplier-diversity-program
https://www.kcl.ac.uk/news/16.6-million-uk-jobs-at-risk-if-entrepreneurs-and-smes-cannot-sustain-their-businesses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548-Sustainable-corporate-governance_e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53877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69905/HM_TREASURY_WOMEN_IN_FINANCE_ANNUAL_REVIEW_2020.pdf
https://www.ft.com/content/b86e63e8-fe99-4738-8901-13b65aab5094
https://www.stonewall.org.uk/about-us/news/stonewall-announces-top-global-employers


公園裡爸爸教兒子騎車。(Photo by By Jacob Lund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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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
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
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投資人索取公開
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可至富達投資服務網 http://www.fidelity.com.tw/、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或請洽富達投信或銷售機構索取。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800-00-9911。台北市110忠孝東路五段68號11樓。

FIL Limited 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投信為 FIL Limited 在台投資 100% 之子公司。Fidelity 富達，Fidelity International 

與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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