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僅供專業投資人(如金融中介機構與機構投資人)使用； 
零售投資人不宜自行參照。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首份報告
2020年

Solar farm in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Photo by: Raphael GAILLARDE / Contributor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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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資料逕行決策猶如盲人摸象。這點在企業管理及投資上同樣適用。兩者皆需以高品質資訊作為基礎。

在富達國際以及我們投資的許多企業裡，各界已益發強烈意識到，決定資本配置時務須將永續環境納入考量。

若無碳排量等必要的資訊揭露，就可能會忽略整體生態系所承擔的財務與環境成本，造成資本的不當配置。

因此，身為全球頂尖資產管理業者，本公司以公布TCFD應對氣候風險準則為傲。

1930年代，標準會計準則的導入，幫助大蕭條時期的投資人掌握企業透明資訊。同樣地，面對21世紀氣候相關風
險，TCFD提供了市場與投資經理人更為清晰的企業全貌。

對富達而言，這份準則不僅指引我們履行2040年前達到營運碳中和的承諾，同時也有助於將碳排資料融入我們投組
建構、評估方式。

改變不是未來，而是現在進行式。我們的研究顯示，凡是環境、社會與治理方面表現良好的企業，在今年市場波動
甚鉅的情況下，不論在股市或債市的表現均優於同業。

這表示公司經營階層、投資人，甚至資本主義本身，已經開始調整，且速度驚人。要解決當今世界各種獨特挑戰，需
要發揮創新、創業精神，而透過資訊揭露框架來釐清、凸顯必須解決的問題，則可望加速整體進程。

彼得·杜拉克說過，藉由衡量才能管理，此言不虛。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來衡量與管理氣候風險，以確保留給下一代美
好的傳承。

Anne Richards 
富達國際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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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達國際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身體力行: TCFD報告 
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推出以來，富達國際始終不遺餘力給予支持。富達為私人公司，因此不像公開發行
公司有公眾股東或揭露需求，但是我們認為富達國際必須在環境、社會與治理面向(ESG)實踐最高標準，就跟我們服
務的客戶、投資的企業一樣。

因此，除了鼓勵、支持所投資企業依據TCFD建議製作報告外，我們也公布富達國際第一份TCFD報告。在首份報告
中，我們完整蒐集、公布重要的全球氣候相關資訊，幫助利害關係人更了解富達國際作為一間企業以及投資經理
人，如何落實TCFD報告建議。

除了依TCFD提議的11項通用核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來檢視富達營運外，我們也根據額外5項適用資產管理業的揭露
建議就本身投資管理流程提出報告。報告中盡可能地清楚標示各項建議，亦即TCFD提出的4大核心：治理、策略、風
險管理、指標和目標。參見附錄1 TCFD建議揭露框架。

我們發現撰寫TCFD報告的過程會因此深刻意識到自身不足之處，而這正是TCFD希望達成的目的。今年報告撰寫過
程中所暴露的落差，我們也計畫在未來逐步改善。

我們相信在TCFD的框架下，富達國際與世界各地企業都可貢獻一己之力，讓大眾更全面、詳盡地認識氣候相關財務
風險與機會。報告品質提升也將進一步加深各界對氣候變遷的體認與重視，包括對企業當前績效，還有更重要的未
來發展可能產生的衝擊。  

執行摘要

公開、坦誠、一致與透明的資訊揭露，是金融市場與資本主義同步向前的先決要件。
TCFD提供一關鍵平台，讓資產經理人和企業都能確實充分揭露。

Jenn-Hui Tan 

盡職治理與永續投資全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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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我認為資本主義是時候該自我檢討，追求轉型了。而且我覺得我們身為全球資產經理人， 
應該率先引領此一轉型。」

富達國際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享有絕佳利
基；富達的規模與尺度讓我們能夠直達企業高層，溝通無
礙，少有其他業者能夠企及。全球面臨前所未見的環境與
社會問題之際，此一優勢的重要性更勝以往。

客戶期待我們在管理其資本的同時，能夠引導企業做出正
確的商業決策，並影響企業行為，以確保投資有所回報。身
為企業股東與資產經理人，我們必須成功說服企業追求永
續發展，方能提升我們客戶的長期報酬，並維護我們本身
的聲譽。.

尤其大眾環保意識升高，投資人也益發體認到其投資可能
直接衝擊到氣候變遷和水資源缺乏等環境問題。

我們所做的每項投資決定，對客戶的投資組合與整體社會
都會帶來影響。因此必須考量在長期而言，對財務、社會可
能產生哪些衝擊。我們相信基本上，我們和客戶所追求的
目標與社會理想一致，因此我們必須善盡義務，代表客戶
落實此一理念。

我們的亞太區投資長，同時也是全球營運委員會成員Paras 

Anand，最近在給客戶的一封信裡就指出，新冠肺炎爆發讓
這點比起過去更顯重要：

「我認為企業界將加速擁抱ESG與永續性。公司會開始思
考，除了財務投資人之外，如何為更廣泛的利害關係人創
造長期價值。」

身為客戶資金的管理者，也是永續投資解決方案的提供
者，我們知道必須為自己對社會與環境帶來的影響負責，
就跟我們選擇投資哪些公司是一樣的道理。

因此，我們從兩個角度來追求永續：一方面是我們公司內
部的永續經營，另一方面則是對外作為資產經理人，努力
尋找企業進行永續投資。這與TCFD建議的雙重性質非常吻
合；11項核心建議側重於資産管理者本身公司營運，另外5

項建議則是關於資産管理者作為投資人的角色。

Anne Richards 

富達國際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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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國際視氣候變遷為各企業長期獲利及永續發展的最大
風險之一，我們本身也不例外。氣候變遷也讓投資人暴露
於下檔風險，包括直接、實體的衝擊(例如極端天氣影響農
業與糧食供給、基礎建設、降雨和水供給)，以及邁向低碳
經濟的轉型或中介風險(例如歐盟永續經濟活動分類系統
等政策變動、消費者偏好改變和各界對供應鏈放大檢視)。

可是氣候變遷帶來的不只是風險，同時也創造了機會：從
電動車與再生能源開發等減緩活動，到防洪、強化防護設
施與開發新農業等調適策略。

對投資經理人來說，若提供可支持、促進永續的產品與服
務就可能催生全新的市場，如以下各章節所述。

身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富達國際除了在全球
有超過25個據點，服務客戶遍布40餘國外，也和政策制定
者、產業團體、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找出氣候變遷帶來的
威脅與機會，並幫助全球各地企業邁向永續性目標。我們
積極鼓勵政府與企業把公司永續性資訊揭露變成各區域市
場的常態，因為缺乏國際統一標準，就很難進行跨區域、市
場與產業的比較，而企業也將缺乏誘因來改善其永續性。
而且若未要求企業辨識、揭露環境與財務風險，投資人可
能因此暴露於這些看不見的風險。 

Sustainable Operations

Acting responsibly to eliminate 
waste and carbon emissions 

from our operations

Sustainable Investing & ESG

Utilising our position to 
influence and support a 

sustainable future

永續營運

透過負責任的作為讓公司營運做
到零浪費與碳排放

永續投資與ESG

善用我們的地位去影響及
支持永續的未來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富達國際的環境永續性首要考量

利用我們的影響力來協助應對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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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1: 治理 

請說明董事會如何監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富達國際最資深的決策單位是富達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以係簡稱「董事會」)，負責公司的整體策略與監督。職責
包括：

▪ 擬定公司與策略目標

▪ 擬定與維護富達國際的高道德標準及聲譽

▪ 保護富達國際的品牌

▪ 核准主要計畫與支出

▪ 訂定集團政策

▪ 確保富達國際具備完善的內控制度

▪ 確保公司財務穩健 

董事會每年至少開會四次，並按需求召開其他會議。

董事會在監督氣候相關議題時，主要資訊來源為富達國
際高階主管及公司內各團隊，包括執行長 (CEO)、全球營
運委員會 (GOC)、企業永續性委員會 (CSC) 以及永續投資
營運委員會 (SIOC)；他們個別向董事會呈報，並接受董事
會指示。 

此外，董事會正式授權稽核與風險委員會(ARC)，負責針
對富達國際內部進行獨立的稽核、內控與風險監控。ARC

主委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出任，且大部分成員均為非執行董
事。ARC聚焦於內控框架與風險架構、財務報告程序與報
表完整性，以及內部和外部稽核的範圍與查核內容。ARC

亦負責監督法規、稅制與法律問題及風險，包含氣候變遷
在內。以上述職責而言，稽核與風險委員會屬於董事會層
級的實體，負責考量氣候相關風險及風控政策。ARC每年
至少開會兩次。

GOC、CSC和SIOC 屬於管理階層的委員會，因此將於下
節揭露b)再予詳述。 

揭露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治理做法

揭露 a): 

「管理階層若重視永續性相關風險，進行辨識與減緩，就比較有機會打造出優質企業，在不景氣時更快速反彈，且面對氣
候變遷等關鍵議題也能做好準備與因應，而且遇到像新冠肺炎大流行等外部衝擊時展現過人韌性。」

Ned Salter 

富達國際 投資研究全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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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春天綠色森林 (照片來源： artjazz via Adobe Stock)

治
理

富達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

FIL Ltd. Board

執行長
稽核與風險委員會

(ARC)

全球營運委員會
(GOC)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
(CSC)

永續投資政策 企業永續性政策

Global Operating Committee (GOC)

Sustainable Investing Operating Committee (SIOC)

Audit & Risk Committee (ARC)

Sustainable Investing
Operating Committee

(SIOC)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SIOC)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CSC)

SI Policy CS Policy

富達國際氣候相關治理架構綜覽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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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管理階層如何評估、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富達國際董事會授權執行長管理公司；執行長成立全球營
運委員會(GOC)在富達國際各項業務與活動中實踐其策
略。GOC向主席即執行長呈報。 

GOC下設兩個委員會專門處理氣候相關議題：企業永續性
委員會 (CSC)以及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SIOC)。兩者均向
GOC呈報，後者屬於管理階層委員會，直接對執行長負責。

富達國際作為企業實體(CSC)以及投資經理人(SIOC)，必須
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活動，而上述委員會即扮演主要的監
督與執行角色，詳述如下： 

揭露 b): 

治
理

GOC
 (全球營運委員會)

SIOC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

資深領導團隊，成員來自公司各部門，
負責監督所有永續投資活動的執行

CSC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

 資深領導團隊，成員來自公司各部門，負責經營、
監督所有企業永續性活動的執行

永續投資團隊

在全公司實踐及執行永續投資整合議程

管理階層代表

資深管理團隊，負責在富達國際
整體營運實踐環境永續性

永續投資大使

確保所有資産類別和通路之整合遵循最佳實務
做法，以瞭解當地客戶永續投資首要目標

衛生、安全及永續性

在富達國際整體營運實踐與執行
環境永續性議程

富達研究團隊

富達投資專業人員透過研究與互動所得洞見
均與全體同仁共享

公司物業服務

透過區域安排實踐環境永續性

 

富達國際氣候相關經營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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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環境 社會 治理

企業永續性
策略

全公司企業
永續性目標

環境 供應鏈管理 社會參與 人力資本 多元與包容 風險管理 治理與商業倫理

集團環境政策 多元供應商 社區參與及慈善活動 員工留任率 多元與包容政策 吹哨者與
防制洗錢計畫 公司架構

環境管理系統 迅速付款 財務福祉 培訓與發展
董事會 / 

資深領導人
性別多元化

資料保護及
安全政策 賦稅透明度

溫室氣體排放監控 監控供應鏈永續性 人才管理 性別薪資差異 違規罰鍰通報 薪酬與福利

  員工投入 勞動力多元化 持續營運計畫 行為守則

衛生與安全政策 兼容並蓄企業文化 賄賂及貪汙政策 獨立稽核委員會

主管階層
課責

企業永續性治理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企業永續性: 經營方式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CSC)成立於2020年2月，旨於評估公司營運對所在社會與環境生態系統有何影響，並擬定策略反映、 
落實富達的企業永續性目標。

CSC負責決定富達國際在履行企業永續性實務上之優先要務 (永續性安排)，參下圖:

CSC的主要責任是檢視、判斷富達國際內部的企業永續性安排(永續性目標)是否合適、恰當且有效，並依據永續性目標檢
討各業務單位的進度與績效。如上圖所示，氣候相關議題是富達國際企業永續性考量的關鍵要素。

CSC成員來自公司內部各單位代表，負責或積極參與富達國際的環境或社會足跡管理。委員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並按需
求召開額外會議。委員會提交年度報告給董事會及GOC。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CSC)職責

1. 研擬與監控永續性安排事項，並持續檢視富達國際的表現

2. 檢視永續性風險與機會，以及員工提出之疑慮/申訴

3. 協助追蹤糾正措施，並於組織內透過教育及宣導推動污染防治工作

4. 監控檢查與稽核活動，並持續追蹤已辨識之根本問題，俾利實施長期解決方案

5. 開發與監控對永續議題相關的溝通與諮詢，鼓勵參與，並在富達國際內部打造積極永續的文化

6. 檢視各區域永續性團隊的活動與回饋意見，必要時在集團內廣為採納

7. 討論正面與負面的永續發展趨勢，並研擬計畫應對業經確認之趨勢

8. 檢討已完成的永續性訓練課程，並研擬計畫改正確認不足之處

9. 針對大筆交易，代表富達國際董事會預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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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全球衛生、安全及永續性管理
富達國際針對業務提出一套衛生、安全及永續性管理系
統，其中包括環境面向和影響分析。全球衛生、安全及永
續性副董事負責保證落實與維護環境影響分析，以持續
辨識威脅和機會、評量風險，以及實施必要的管控措施。
某些國家明文規定採取特定形式的影響評估，且需核可
或認證之專業人員執行，或是將評估結果送交給認證機
構核實。

永續投資: 管理方式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CSC)關注的是富達國際作為企業實體
的永續議題，而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SIOC)則把永續觀點
應用於我們所做的投資。SIOC成立於2019年11月，取代之
前富達國際內部的兩支團隊，以確保富達國際所有永續投
資活動在執行、管理和監督上都做到一致且到位。跟CSC 

一樣，SIOC認為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是永續性極為重要
的面向。

SIOC成員來自不同組織部門，主要負責永續投資業務，包
括投資管理、通路與法務。委員會一年開會至少10次，並
按需要額外召開會議。SIOC每半年提交給董事會富達國
際永續投資活動報告，在董事會另有指示時亦不定時提
交專題報告。

 SIOC的主要職責是針對富達國際的永續投資提出政策及
目標，並監督其實踐情形。永續投資的一大考量因素為氣
候相關議題。SIOC需負責推動、執行與監督富達國際內
各業務單位的永續投資，包括整體策略方向、政策研擬、
對外宣傳、產品、業務成長、投資整合、排除名單，以及日
常營運。

SIOC審查與永續投資相關提案，並於認爲合適的情况下
予以批准，同時與永續投資團隊一起負責履行和監督以
下職責：

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SIOC)職責

1. 監督永續投資政策，以及所有和永續投資有關的政策
與程序(包括排除政策框架與名單)

2. 執行富達國際在被投資發行人之所有權，包括股東參
與治理與代理投票

3. 隨時掌握客戶需求，並監控富達國際的表現是否符合 
客戶需求

4. 監控富達國際在永續投資之市場定位及產業發展現況

5. 檢視富達國際的永續投資管理能力 

6. 監控與永續投資相關之政府政策及監管環境

7. 接收並檢視對內及對外溝通策略的最新情形

8. 接收並檢視富達國際所有主動ESG計畫的最新執行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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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達國際，我們相信整合氣候風險是投資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且氣候變遷是良好策略 
規劃中的核心考量。」                                                                                                                              

核心要素2: 策略

Andrew McCaffery 

富達國際資產管理全球投資長

揭露 a): 

請說明組織所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我們面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態度乃基於以下觀察： 
氣候變遷不僅是攸關未來的問題，氣候相關風險已經衝
擊到商業模式、地球景觀(實體風險)和法規環境(轉型風
險)。 
這些風險可能涉及政策改變或原料供需的問題，而且在
各區域不盡相同，例如氣候變遷對於最貧困國家的衝擊
往往最大。

特定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議題可以分為兩大類:

▪ 實體風險: 氣候條件改變直接帶來的風險，例如龍捲
風、颱風與野火等立即性的偶發風險，或是像海平面上
升、淡水資源不足、供應鏈中斷等長期持續的問題。  

▪ 轉型風險: 因為低碳經濟轉型而導致的風險，可能肇因
於法規更改、科技發展、聲譽影響，以及遭擱置或耗盡
的資產，影響我們公司以及我們的投資組合。 

確實，富達國際作為公司實體，加上扮演投資經理人的角
色，同時面臨這兩類風險。這些風險可依照TCFD所述來
進行考量，參下一頁。

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組織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實際與 
潛在衝擊等重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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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

政策與法規
資源效率

能源來源

產品 / 服務

市場

韌性

資產

負債

資本

科技

市場
風險

損益表

財務衝擊

資產負債表

機會
名譽

立即性

長期性

營收

支出

實體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資料來源: TCFD

富達國際營運上的關鍵風險

我們找出組織面對的氣候相關風險如下:

▪ 溫室氣體和碳排量控制與減少 
不只減排很重要，在立法與稅制方面也會有越來越多
具體指令要求減排；必須制定整體性策略來管理衝擊，
回應法規改變，並分析客戶需求，以妥善管理這些轉型
風險。

▪ 能源稀缺、依賴與仰賴 
上述轉型及實體風險可以藉由能源生產多元化及現址
發電加以因應。

▪ 面對洪水、熱浪或極端天氣等氣候變遷衝擊之脆弱度 
必須考量企業營運調適以減緩此等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氣候變遷固然為富達國際帶來諸多挑戰，但同時也為我們
開創業務機會。不論在公司本身或作為投資管理者，我們
有機會改善自己以及標的公司對應氣候變遷的態度與做
法：設法提升資源運用效率與韌性，並針對本身活動提出
公開、透明的揭露。

在公司方面，我們已經找出業務當中與氣候相關的機會，並
開始善加利用。我們今年稍早宣布的首要目標就是在204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相關細節以及我們的公司永續性氣候相
關倡議將於目標與指標一節詳述；重點包括為了減少資源
使用量 (能源、水、原料、包裝) 而採取下列做法:

▪ 致力透過減少使用、重複使用、回收和循環利用，將浪費
減至最低；

▪ 在設計、維護、管理和運營公司所擁有/代管的建物時，
致力提高能源效率；例如：

– 將電腦螢幕及印表機設定為晚上自動關機，以減少能
源消耗；

– 將能源效率較低的照明設備及燈具更換為更省電的替
代選項。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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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鄉村日出時風力發電場鳥瞰圖。 (照片來源：Studio-FI via Adobe Stock)

策
略

身為一家企業，我們承諾會持續創新、改善營運管理，將
我們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從減少使用塑膠杯、辦公
用品和紙，到裝設更多水龍頭感測器、LED燈具、雨水收
集，甚至養蜂等，我們承諾要做更多努力， 積少成多就能
帶來改變。

我們也採取各種方法來應用替代能源。截至目前為止，我
們已經在百慕達(2018)和薩里(2020)的辦公室安裝了太陽
能板，而且正在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是否增加現址再生
能源發電。2019年，我們就公司在英國的營運簽訂了一份
再生能源合約，該合約具有再生能源產地保證(REGO)，以

風電因應我們接下來5年的電力需求。我們也會檢視其他
以成本而言適合實施此措施的地點。我們也會研究是否
將購電協議納入未來策略之中，這點將於本報告後半段
再做說明。

以具體業務來說，我們主要的機會來自開發、推廣永續投
資產品與策略，以滿足客戶對氣候友善投資的需求。我們
的氣候相關產品與投資策略將於下節—TCFD「針對資產經
理人的補充指引」—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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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b): 

請說明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於組織業務、策略及財務
規劃的衝擊。

概述 

以上述 TCFD 建議策略揭露 a)為基礎，富達國際越來越
重視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於我們業務、策略及財務規
劃的衝擊。確實，ESG或「永續投資」是我們組織的核心
戰略業務計畫之一，因為我們看到投資流程整合永續考
量的重要性及其帶來的機會。

因此我們非常重視不斷提升自我專業能力，以擴大及改
善我們永續投資相關的產品與服務，其中氣候相關議題
至關重要。同樣地，我們相信輕忽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本
身即為重大風險，因為越來越多客戶都認為這些議題攸
關其業務策略。

我們一方面持續精進在永續投資上的資產管理能力，另一
方面也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本身的企業思維、流程與規
劃中，且近期內已完成具體進展。我們在永續性旅程上達
到了若干重要里程碑，包括企業與投資兩個路徑，如下圖
所示： 

200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建立英國能源監控與
改善計畫

推出
所有權
原則

採納英國
盡職治理
守則 

訂閱第三方
ESG資料

簽署PRI 建立ESG
政策

ESG研究整合進
內部研究管理系統

UNPRI首度評鑑
結果為A

ESG基金
自動化檢討

推出主題式
參與治理方法

推出富達國際
第一檔ESG主動
型股票產品

第一個固定收益
ESG委任投資案

成立 ESG監督小組

排除政策

導入富達國際獨家
永續性評等

推出富達國際永續
策略與產品

指派盡職治理與永續
投資全球主管

季度績效檢討納入
ESG因素

擴大永續策略

強化永續性報告

提高ESG團隊全球影響力

氣候分析與TCFD
報告

永續性服務

建立英國環保政策
(UK Environmental 
policy)

盧森堡辦公室獲得綠色
環保認證

百慕達辦公室裝設
太陽能板

自2010年起
英國據點已達成節
能30%

全球環境永續性經理

永續性政策及管理
系統

成立企業永續性委員會

宣布在2040年前做到
淨零碳排

實施全球營運永續績效
指標

企業永續性里程碑

企業永續性里程碑

富達國際的永續性旅程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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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氣候相關議題的衝擊: 富達國際公司本身

過去一年，富達國際為評估氣候相關議題對業務的衝擊
進行了多項計畫，主要包括：

▪	成立企業永續性委員會 (CSC)

▪	正式通過環境永續性政策

▪	淨零排放承諾: 承諾在2040年前將營運活動碳排量降 
至零

▪	指派一位副董事推動公司營運上的環境永續性策略

▪	推出環境永續性政策與管理系統，證明我們打造更美
好未來的決心

▪	使用永續性績效指標工具(研擬當中)，便於量化溫室氣
體排放及減排情況，並提出報告。

上述計畫細節將於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章節中加以 
討論。

氣候相關議題的衝擊: 資產管理 

除了我們公司內部活動外，過去一年我們在投資管理決策
與監督過程中也更加重視氣候相關風險，具體作法包括:

▪ 成立永續投資營運委員會SIOC

▪ 推出我們第一個獨家內部永續性評等系統(2019年6月)，
應用於富達國際內部投資研究涵蓋的所有公司，將氣候
相關重大事項均納入評估考量

▪ 富達國際全體研究分析師與投組經理人均完成受訓， 
了解如何將永續性評等整合進公司分析之中

▪ 永續投資團隊所有成員也在工作中融入氣候相關考量

▪ 富達國際已推出並增加一系列永續產品，其中兩個為聚
焦於氣候變遷的主題式策略

▪	訂定我們的氣候變遷投票政策(預定2021年推出)

▪	訂定我們的氣候變遷參與政策(預定2021年推出)

▪	提升我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掌握度，促使富達國際的
投組經理人可運用包括情境分析在內的關鍵碳排指標，
以評估標的公司和整體投組績效

財務規劃過程之參考資訊

為了執行這些計畫，達成上述預期目標，富達國際除了專注
營運外，主要把重點放在產品及服務，並增加研發投入。細
節將於下節詳加說明。

同樣地，這些氣候相關產品及服務在過去一年是我們財務
規劃時的重要考量，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會持續發揮影
響力。身為頂尖的國際投資經理人，我們最重視的莫過於
此等產品和服務所帶來的機會(和風險)。因此，開發這些與
氣候變遷相關活動時，自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營運成本和營
收、資本支出和其他財務規劃考量。

此外，最近我們也聚焦於供應鏈所受氣候相關衝擊，以及
調適與減緩活動。為了展現本公司致力打造負責任的供應
鏈，我們的全球採購團隊正建立一個平台來評估、監控我
們供應商的永續性表現。該平台評估供應商的環境作為，
以幫助我們了解相關風險與機會，並持續驅動改善，追求
高標。相關議題將於風險管理以及指標與目標等章節中，
連同氣候相關情境考量一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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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指引 b): 

策
略

請說明相關產品或投資策略如何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納入考量。

概述 

如前所述，富達國際的永續投資作法是整合氣候考量於
所有業務面向。如此一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自然融入
富達國際針對每家標的企業所做分析，進而反映在相關
產品及投資策略中。

由下而上的研究是我們投資方法的基石。除了研究財務
結果和其他傳統投資指標外，我們的投組經理人與分析
師也堅持對潛在投資標的進行額外的質性與量性的ESG

分析。他們親自拜訪公司、就各種可能衝擊業務—從工廠
到董事會—的議題嚴加審視，同時也仔細研究其顧客與
供應商。透過這些方法，我們希望能夠360度掌握我們投
資的每一間公司，而且研究過程也會定期檢視ESG因子。

我們的分析師主要負責分析富達所投資的企業與資產在
ESG上的表現，但同時也和永續投資團隊密切合作。永續
投資團隊除了和全球各地跨資產類別的業務與投資管理
團隊緊密配合，也會安排永續投資課程協助團隊(包括分
析師、投組經理人、投資總監、研究總監、以及法人、業務
和行銷團隊)。這些專家確保我們的投資團隊可直接取得
ESG研究及評等結果，我們的ESG進度報告，而且可以直
接和標的公司討論ESG風險與機會，包括氣候相關因素。

低碳經濟轉型是我們推動氣候變遷風險整合的一項關鍵
要素，因此我們運用許多工具來理解、監控與衡量我們自
己以及標的公司的轉型進度。低碳轉型不分產業、資產類
別或地理區域，因此我們在所有投資策略中都會加以考
量。關於低碳經濟轉型可能對各個策略有何衝擊的考量，
已納入我們永續性評等系統當中，如下節所述。

永續性評等 

2019年我們更進一步實踐對永續投資的承諾：我們推出
了專有的永續性評等系統，針對企業的ESG表現與未來趨
勢作出前瞻性評估。這套評等系統係由我們全球180多位
基本面分析師開發，以每年超過1500場會議資料作為依
據。我們獨有的ESG評等系統包括以下特點：

▪ 根據我們自己基本面預測及重大性評估給予評分，然
後以該分數為基礎進行全方位評量

▪ ESG評等是以相對於同儕而言給予A到E的評級

▪ 聚焦於認知、行動、結果和改變方向 

▪ ESG風險趨勢評分

▪ 若認定確有風險，會在評量發行機構時便將氣候相關
議題納入考慮

▪ 根據評等結果決定如何參與公司治理，進行評估與促
進改變

富達國際專有的ESG評等和公司研究報告都屬於我們集
中研究管理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為一整合式桌面資料
庫，因此每位分析師和投組經理人都可以直接查看其負
責研究的每家公司在ESG各項因子的表現，包括氣候變遷
在內。此外，ESG評等也納入分析師研究筆記於公司內部
公布，同時也是投資決策的一環。ESG企業報告協助投組
經理人和分析師鑑別每家公司在ESG上的風險或機會，例
如氣候相關議題，然後再和這些公司約談，在會中和經營
階層討論這些問題。

另由一家外部研究廠商提供爭議警示資訊，亦即若我們
覆蓋的企業涉入高風險情境，可能嚴重衝擊其業務或名
譽時，該廠商會對我們提醒示警。此外，我們正在開發內
部使用的氣候風險指標，預計會納入產品及投資策略考
量因素之列。

風險管理揭露章節也將詳述我們專有的ESG評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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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為何要自行評等? 如何實施 氣候變遷*

■ 氣候風險為所有次產業評等的
核心成分。

■ 評等反映個別產業面臨的首要
風險。

■ 舉例而言，公用事業的首要風險
是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而銀行則
是對石化燃料業的放貸政策

■ 各產業有指定的KPI，因此可以
針對所有部位進行氣候評估。

180位股票與固定收益分析師通力合作提供意見

根據同儕比較以標準化量表給予評等

針對企業的ESG趨勢進行前瞻性評估

將對評價的影響加以量化

更具前瞻性

不會只仰賴
公開揭露資料

基本面分析

更完整全面的覆蓋
評等 99個

次產業
每個產業

5 – 8個KPIsA E

富達國際專有的永續性評等系統

*GHG係指溫室氣體排放； KPI 代表關鍵績效指標。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聚焦永續產品 
除了透過富達國際的ESG評等將氣候相關分析整合進投
資外，富達國際也推出一系列永續策略，如之前策略揭露
b)所述。

這些永續策略和產品都設有ESG評等門檻標準：一檔基
金的持股必須至少70%達到MSCI的ESG評分BBB及以上，
若不適用MSCI評分，則以富達國際ESG評分C級以上為標

準，剩下30%則需呈現持續改善的ESG趨勢。本集團所有永
續策略都須符合此最低要求；個別策略可以設定更嚴格
的規範。在符合標準的前提下，每位經理人享有充分裁量
權決定其產品與策略中各氣候相關因子的具體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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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永續投資方法

企業參與

排除

投資流程
整合ESG

遵循富達國際的
一般企業參與計畫

集束彈藥和地雷

業界龍頭 / 
永續主題**

強化互動框架，尤其
針對低評等持股

其他產品排除，包括違反聯合國
全球盟約行為在內

公司整體 ESG方法 永續產品的
額外規定*

富達國際的永續投資方法

* 富達國際針對其永續產品及策略的要求屬於最低門檻，個別策略可從嚴制定規定。
** 至少70%的基金淨資產係投資於具備永續特質的證券。 
資料來源: 富達國際, 2020年。

不動產 
富達國際的不動產團隊相信，負責任地投資和管理不動
產不僅對我們本身及客戶的名譽有所影響，也可能影響我
們管理的不動產資產之績效。

全球而言，能源相關碳排量有40%來自現有建築環境。對
於像富達國際這樣的資產經理人來說，未來幾十年內要
讓不動產邁向零碳排，關鍵就在於3R：再生能源、節能改
造與負責任的所有權。

在富達國際，我們的不動產團隊持續改造、提升我們現有
800萬平方英尺的商業不動產。不動產尚未出租且由我們
控管時，我們通常會利用機會改善資產。若已出租，我們
也會試著影響租客的行為，盡量減少對於環境的衝擊。.

我們有六個工作小組，分別專注於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問題的特定面向，同時也是我們認為可著手改善之
處。我們將所有資產資料輸入至全球不動產永續性標竿
(GRESB)資料庫，透過聚焦ESG，可以看到我們的評分開始
改善，排名也往上升。我們也利用本身獨有的ESG評等系
統，和公司內部的永續投資團隊合作，審視有哪些領域我
們可以設法影響企業租客。我們相信，這類合作是減少碳
排放，以及讓現有建築環境在未來數十年真正做到淨零
排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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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nt Bravo鑽油平台抵達提賽德( Teesside)準備除役。 (照片來源： Ian Forsyth / Contributor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揭露 c): 

策
略

請說明組織在策略上的韌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境，
包括升溫攝氏2度或以下(2DS)的情境。

我們對未來30年的分析顯示，投資低碳能源轉型勢在必
行。在巴黎行動承諾情境下，石油與煤炭佔全球初級能源
供應的比重僅微幅下滑，而天然氣與核能維持不變，同時
再生能源占比上升。在2DS情境下，煤炭的降幅更大，而
水力、生質能和垃圾與其他再生燃料則同比增加。在較理
想的2DS情境裡，我們假設所有部門的經濟活動最終都將
經歷低碳能源轉型。

上述研究已經完成，目前正在分析對我們的商業模式與
策略有何衝擊，惟富達國際至今尚未就公司本身氣候相
關情境展開規劃分析，不過我們預計今年會著手進行： 
撰寫TCFD報告的過程更加凸顯此舉的重要性。我們期待
在未來的報告中針對此議題做更詳盡的揭露。

在投資管理方面，2020年我們取得第三方就公司所有投
資策略進行的情境分析結果，確保每位投組經理人都能
利用情境分析，不論是做事前的投組建構，或是事後的績
效報告與評量。這些涵括所有投資策略的資訊可望幫助
我們了解，不同的氣候相關情境將如何衝擊我們的業務
策略。以下指標與目標補充揭露章節將詳述投資導向情
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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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3：風險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這個名詞其實不完全恰當，雖然此種風險屬於特定主題，但其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重大風險， 
與信用、市場、流動性等其他主要風險類別一樣重要。若無法適當管理氣候風險，就等於無視此風險對於公司資產 
負債表的影響。」

請說明組織審視與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概述 

如同前一章節的治理揭露所述，公司實體作業層級的氣
候相關議題主要由CSC進行衡量與管理，投資管理活動
方面的氣候相關議題則由SIOC負責，兩個委員會都由管
理團隊支援，並向GOC報告。所有GOC成員均為全球風險
論壇成員，因此可與公司整體風險管理連結。公司的風險
治理與風險管理框架也在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中納入氣
候相關議題，詳情請見下方章節。 

審視與評估環境議題與影響的管理系統 

公司已採用健康、安全與永續性管理系統，並啟動實施流
程，該系統納入公司層級的環境議題與影響分析，旨在確
保所有重大的環境影響，無論對於富達國際營運是正面
或負面影響，均受到考量與控管。在此框架中，本公司會
針對辨識出的氣候相關風險潛在規模與範圍進行評估，
並參考現有的風險分類框架，以及確立使用的風險術語
定義。

揭露組織如何審視、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審視環境議題與影響
評估與審視重大環境
議題與影響

審視與實施
控管措施 監控與檢討

企業環境永續性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 2020

Paras Anand 

富達國際亞太地區投資長

揭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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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管
理

電動車充電站（照片來源：picture alliance / Contributor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在此框架中的環境議題包括：

▪ 對空氣的排放

▪ 對水體的排放

▪ 土地污染

▪ 廢棄物管理

▪ 水資源與能源使用

▪ 原料化學品使用

▪ 現址儲存

▪ 運輸

 
以上議題經評估後會得到影響風險評級分數，並且相關
細節將予以記錄，議題各層面也會與正常、異常、緊急狀
況相互參照比較。若環境議題與其影響被評為重大，則會
制定並實施適當的控管措施或改善目標，此類措施與目
標皆會記錄在環境議題與影響登記冊中。

全球健康、安全與永續性副主管負責使用適當方法定
期進行監控（例如透過指導委員會、定期稽核、計畫檢
討等方式），以確保環境議題與相關影響均受到有效控
制。CSC負責監督健康、安全與永續性管理系統，並針對
環境議題與影響進行定期檢討，該檢討工作可與管理審
查同時進行。

法規要求 
本公司主動考量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現行與新興法規要求 
(例如排放標準），因為此類法規要求可能不僅與本公司有
關，也與我們投資的公司有關。我們參與多個聚焦氣候變
遷的協會與組織，以了解並參與政策以及相關規定的發展
制定，我們參與的組織包括：

▪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 (AIGCC)

▪ CDP（原稱碳揭露專案）

▪ 氣候行動100+

▪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 氣候變遷機構投資者集團 (IIGCC)

▪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CFD)

 

CSC目前正在開發具有特定交付成果與優先工作的策略， 
其中包括明確的流程說明，以了解如何評估辨識出的氣候
相關風險規模與範圍。在此策略制定之時，本公司近期持
續聚焦三大優先領域：

1. 環境永續性（包括減少我們的碳足跡，目標是在2040年
前達到淨零排放）

2. 供應商的永續性

3. 企業永續性治理（例如資料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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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指引 a): 

風
險

管
理

請適當說明如何透過與投資標的公司之間的互動往來，以
鼓勵投資標的公司提升氣候相關風險揭露與實務，並提供
更多資料，協助資產所有人評估氣候相關風險。 

身為主動資本管理人，我們相信若要為投資人提升績效，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持續且深度的企業參與來影響企業
行為，所以富達國際定期與投資的公司往來。此外，為使企
業參與具有意義，我們認為就必須有大量的互動，而我們
的互動方式可帶來額外價值，因為我們不僅與管理團隊直
接對話，也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以提升影響力，另
外在必要時我們也會透過代理投票與股東決議來改善企
業的實務作為。制定投資決策時，我們會謹慎思考如何與
投資的公司互動，以為各類利害關係人帶來更好的成果，
並且打造長期的社會與企業價值。 

與管理團隊互動時，我們可對於該公司的環境影響等議題
提出疑慮，透過此方法，我們也可辨識出該公司資產負債
表無法顯示的風險與機會。富達國際相信提升揭露實務是
改善公司永續性的關鍵，進行企業參與時，我們也會把握
機會建議公司採取符合TCFD標準的揭露實務。

此外，透過緊密監控企業行為與企業對於我們要求的回
應，我們也可評估該公司是否有任何進展。若該公司未能
達成議定的目標，或是ESG評分不斷惡化，我們就會考慮檢
討持股，我們相信此種盡職治理可發揮影響力，有助於進
一步減緩風險，並為投資人達成更佳成果。 

請說明如何審視與評估每個產品或投資策略的重大氣候
相關風險，可包括說明流程中運用的資源與工具。

針對所有產品與策略，包括股票、固定收益、不動產，以
及多元資產等資產類別，富達國際會審視各產業的轉型
與實體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接下來負責各產業的研究
分析師則會進行各公司分析。此分析與綜合內部ESG評等
將納入整個投資流程，其中包括投資決策制定以及投票
與企業參與。

我們的內部富達國際永續性評等系統（請參見上方策略
章節）係於2019年建立，可評估次產業公司的特定ESG議
題（包括氣候變遷）。針對99個次產業中的每家公司，系
統設有5-8個問題，所有問題均聚焦該公司所面臨的關鍵
ESG風險。99個次產業幾乎都有至少一個問題著重於氣
候變遷，以了解次產業中的公司具有哪些核心風險。視次
產業而定，氣候變遷風險KPI具有不同權重，最後加總成
為整體ESG評分，該評分可影響富達國際是否投資於該公
司的決策。針對各次產業的氣候問題均是最為重大的議
題，例如針對公用事業等高碳排產業，詢問的問題就是減
碳排目標，針對銀行等低碳排產業，問題則聚焦銀行對於
化石燃料公司的放款政策。

除了開發與使用內部永續性評等，以審視與評估各產品
與投資策略的重大氣候相關風險，我們也考量並納入外
部評等與資訊，來源包括MSCI、Trucost與ISS ESG。外部數
據資料與相關工具涵蓋碳排放、投資組合碳足跡、情境分
析、化石燃料蘊藏量評估、轉型與實體風險評估，以及其他
整體氣候相關風險議題。

企業參與
流程

研究

向上呈報

重大性報告

最佳實務成果

檢視ESG評等、投票、
歷史、持股、過去爭議、
碳排概況

評估營運、法規與
名譽風險的重大性

考量客戶利益，並納入
全球與業界最佳實務

向董事會呈報，
以提升當責性

設定里程碑，根據目標監
控進度，並在適當時將之
與撤資以及投票決策
結合

納入研究、傳達予投資
組合經理人，並向客戶
提供報告

我們的積極所有權策略

公司會議與正式書信

股東決議

合作式企業參與

代理投票

公開政策

681 compaby engagements in 2019

富達國際的企業參與理念 
2019年共進行681次ESG相關企業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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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b): 

風
險

管
理

請說明組織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如其他章節所述，富達國際整體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
程主要係由CSC制定，CSC至少每兩個月開會一次，並至
少每年一次向GOC報告。富達國際健康、安全與永續性
管理系統以及富達國際環境永續性政策提供框架，公司
在此框架中進行氣候相關議題政策制定、規劃、執行以及
營運控管。

就如永續性管理系統所說明，富達國際的全球健康、安
全與永續性副主管必須確保環境議題與影響分析妥善進
行，以持續審視危害與機會、評估風險，並實施必要的控
管措施。某些國家的法規可能要求分析以特定格式完成，
並由核准或公認的專業人員進行，或必須提交驗證機構
核准。

從較為廣泛的觀點來看，氣候風險也是富達國際ERM（企
業風險管理）策略風險框架中的新興風險主題，關於ERM

框架的額外資訊請見風險管理揭露c)章節。本公司了解此
主題的重要性，並透過提升永續投資策略以及開發企業
永續性策略來進一步聚焦此策略風險。

除此之外，由於全球風險管理團隊認為必須建立ESG特定
議題的第二道風險管理防線模型，富達國際在2020上半
年即成立了「ESG風險工作小組」。ESG涵蓋的領域眾多，
從永續投資管理評等框架、企業永續性框架的建立，一直
到法規揭露與風險治理規定等均包括在內，為處理所有
上述領域，各風險部門與區域的團隊代表就集結起來，共
同合作以確立需要的行動與資源，並將ESG特定因素納入
風險管理框架與監督機制中。

本小組今年主要工作焦點為檢討與挑戰富達國際正在開
發的ESG政策與實務，並監控業界相關發展。未來ESG風
險工作小組將協助成立跨領域工作小組，以推動富達國
際永續投資與企業策略的進一步發展與執行。跨領域工
作小組的工作重點將為開發與整合數據、工具與能力，以
支援ESG相關風險的揭露、審視與監控，其中也包括氣候
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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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指引 b): 

風
險

管
理

資產經理人應說明如何管理各產品或投資策略的重大氣
候相關風險。

就資產管理的層級而言，我們在整體風險管理與監督架構
之下管理投資的重大氣候相關風險。風險係透過多位人員
以及各種論壇進行監督，以提供系統性的每日、每週、每月
與每季審查。在此框架中，例如碳足跡分析等ESG考量與氣
候相關議題均透過下方所示流程與小組進行監督。

就特定產品的層級而言，投資組合經理人針對自己投資範
圍內的氣候相關風險提出觀點。在個別發行機構層級，每
檔投資的評估可參見上方說明基本面研究方法的章節，此
納入我們的內部ESG評等，該評等評估包括氣候相關風險
等關鍵風險。資產經理人運用本公司基本面研究所取得之
資訊、內部ESG評等以及外部供應商的氣候相關數據，在特
定產品與投資策略的參數範圍內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針對投資組合經理人所管理之基金，投資風險監督與分析
團隊提供全面的獨立風險監控，此獨立監控流程中的分析
越來越強調永續性風險，永續性風險也是本公司在2021年
將聚焦發展的領域。

季度基金檢討
(QFR)

投資長/股票主管

▪績效
▪風險指標，包括beta與追蹤誤差
▪投資組合集中度
▪ESG評等與碳足跡分析
▪流動性、主動投資、交易與風格因子

投資風險監督委員會
檢討 (IROC) 投資風險與分析主管

▪事後與事前追蹤誤差vs. 目標區間
▪報酬分佈/風險模型分析
▪交易活動與法遵

每季

論壇 風險討論 負責人

每月

每日/每週 風險監控

投資組合經理人

投資法規遵循

▪個股特定風險
▪追蹤誤差與常見因子風險來源

▪投資組合建構
▪產業/區域配置
▪部位規模與流動性

▪每日監控投資組合方針與限制、法規要求

投資風險管理與監督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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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c): 

風
險

管
理

請說明審視、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如何納入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

如先前章節所述，氣候相關風險的作業主要由CSC與SIOC管理，並輔以本公司的整體風險治理與風險管理框架，詳情請見
下方說明。

風險治理 
下方圖表為富達國際全球風險治理架構概覽，其中包含氣候相關議題的特定細節。

董事會/董事會層級委員會

FIL董事會負責制定公司的整體風險策略，並負責監督與監控FIL的整體風險概況與風險框架。

FIL董事會賦予FIL 稽核與風險委員會特定職責，由該委員會負責直接監督風險策略與風險概況、設定內部與外部稽核的範圍，以及評估ERM框架的有效性。此外，稽核與風
險委員會也負責監督相關的法規、稅務與法務事項，包括確保遵循所有的外部報告責任。

 
FIL全球風險論壇為高階主管的重要風險管理論壇，高階主管的職責包括核准與監督核心風險管理框架，並直接負責確保重大風險議題均能補正，包括違反風險胃納、限制
或容忍值。

非財務風險論壇(NFRF)負責持續監督全球作業風險概況，並同時考量控管環境、補正活動與新興風險，以及監控政策要求的遵循。若有重大作業風險議題，NFRF則向全球
風險論壇呈報。

ERM設計論壇係由全球風險論壇授權，負責檢討與核准全球風險管理框架與政策的設計與修訂，以及在必要時向全球風險論壇建議核准設計與修訂。

管理委員會

風險/區域型委員會

職責設定

監督/ 呈報關係

服務委任

基金董事會 富達國際董事會

本地董事會 FFML 董事會

英國、中歐與亞洲風險委員會

稽核與風險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投資風險委員會/
論壇

（例如交易監督/委任投資/
基金流動性） 

AI 委員會
（財務風險）

行為監督委員會

ERM 設計委員會

全球風險論壇
（策略風險）

本地稽核與風險
委員會（需要時成立）

1

1

2

2

3

3

非財務風險論壇
（營運風險）

4

4

5

5

資風險管理與監督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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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達國際， 2020. 

ERM 框架

3 4

風險策略

風險治理

風險意識文化

風險管理週期

風險辨識
與評估 風險管理 風險報告1 2 風險緩解

風
險

管
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全球風險論壇包括所有GOC成員，並由
全球風險長擔任主席。先前的治理章節已詳細說明GOC的
組成，GOC由富達國際執行長擔任主席，並包含主要的風
險、業務與支援領域主管，其角色為風險負責人，監督富達
國際的業務相關作業，透過此重要連結，GOC也成為監督
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與風險的要角。

此外，我們的全球風險團隊（包括區域風險長）是額外一層
的獨立風險與控管，負責維護有效的風險管理/控管框架，
該團隊並須確保公司層級的風險管理框架適切且具有一致
性，另也負責監督富達國際的風險概況，包括各種風險類
型的集中度風險分析。

富達國際的風險管理方法：ERM框架

企業風險管理(ERM)框架定義風險的全面管理，其目的在
於協助有效辨識可能對於富達國際造成大幅衝擊的風險、
事件與趨勢，此類大幅衝擊可能導致本公司無法達成策略
目標或持續作業。ERM政策確立作業、策略、投資與財務風
險管理的指導原則與要求，規範ERM框架中主要利害關係
人的角色與職責，並制定治理與向上呈報途徑。該政策也
說明公司有效風險管理框架的原則性規定，另輔以額外政
策，以確立特定風險類型管理的規定。

富達國際的風險策略係確保有效的風險管理能納入公司的
所有核心作業與決策制定流程，且現有與新興風險均能審
視與管理，使財務風險維持在可接受的風險限額內，非財
務風險則維持在風險容忍值以下。作業、策略、財務與投資
風險的風險策略定義於相關風險類型的政策中，富達國際
的風險策略另以風險胃納框架補充，該框架包含風險胃納
聲明與相關指標，反映公司為達成業務目標而願意承擔或
容忍的整體風險水準。風險胃納聲明、風險限額與容忍值
將納入相關風險類型的政策中。

下圖說明ERM框架中的核心元素如何與作業、策略、財務與
投資等風險類型相互搭配，以支援富達國際的風險策略。 

如先前於揭露b)章節所述，本公司近期成立數個工作小組，
以進一步開發與執行富達國際永續投資與企業策略，其中
一個工作小組將聚焦永續性風險管理，並將提出建議，以
擴大氣候風險等永續性風險的範圍，並在富達國際現有的
風險胃納、風險分類以及投資監督框架中強調此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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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4：指標與目標

「談論氣候變遷是一回事，但要進行實際的長期策略規劃與風險管理，就必須要進行衡量。透過確立與業務相關的
重要指標，並根據指標計算我們的表現，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目前所處情況為何，並在未來設定遠大的目標。」

揭露公司在策略與風險控管之程序中，評估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指標與環境永續性原則 

富達國際的目標是以永續方式經營現有與未來業務，為未
來創造更佳環境。我們致力於環境永續性，確保環境永續
性與其他重要業務活動的管理均能整合與系統化。

為達成此目標，富達國際於2019年12月採行環境永續性政
策，將本公司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承諾正式明文化。此框
架旨在確保降低污染、減少碳排放與廢棄物、合理使用資
源，並透過良好實務作為與持續改善來遵循法規。

富達國際的環境永續性政策：重要承諾

管理與監控：
▪ 以系統化方式管理環境永續性要求

▪ 開發碳排、天然資源與廢棄物資料系統，以有效監控與
分析績效表現

▪ 設定合理實際目標並不斷改善，以確保永續性管理與相
關資源持續提升

▪ 遵循與永續性議題相關的法規與其他強制性規定

▪ 適當控管來自我們工作活動與作業的環境風險，包括污
染防治

▪ 企業永續性委員會確保業務策略納入環境永續性要求

▪ 必要時定期檢討與修訂本政策

揭露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重要指標與目標

Grant Speirs 

富達國際財務長

揭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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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與
目

標

行動以永續性為依歸：
▪ 在可行範圍內減少資源的使用（能源、水資源、材料、包

裝等）

▪ 遵循廢棄物分級管理，在可行範圍內減少廢棄物，並重
複使用、再生與回收廢棄物

▪ 在自有/使用的建物設計、維護、管理與營運中提升能源
效率

▪ 致力於使用對環境衝擊最小的產品

 
文化與資訊傳達：
▪ 打造環境永續的文化，每位員工均對富達國際的目標產

生貢獻，一同打造更佳的未來環境

▪ 確保能諮詢員工，並有效向其傳達環境永續性的重要，使
員工取得資訊、獲得激勵，並得到適當的培訓

衡量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特定指標與標準制定目
前正在進行中，本公司未來的TCFD報告中將有更完整細節
呈現。 

我們預期建立的指標將在適用情況下處理氣候相關風險議
題，包括碳排放、水資源使用、能源消耗、土地使用，以及
廢棄物管理等，此類指標長期而言有助我們進行歷史趨勢
分析。我們目前已在分析的指標與目標與碳足跡相關，詳
情請見下節。

碳足跡 

富達國際的企業永續性團隊於近年在幾個辦公據點開始
追蹤碳足跡，目前正在針對所有富達國際的辦公據點與
活動收集進一步的資料，以彙整全球碳排放數據。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的焦點是英國，這是本公司碳足跡最
大的地點之一，因此我們不斷監控在此的能源消耗與碳
排放。自2010年以來，英國的各辦公據點已節能達30%，
位於4 Cannon Street的新辦公室並榮獲BREEAM優良評級2。
我們也有一永續性績效指標平台，以精簡並提升來自全球
作業的數據採集，這一點有助我們監控並帶動全球投資
組合中的環境表現。

此外，我們也收集航空差旅的碳排資料，因為此類碳排顯
然是碳足跡的一大來源，目前我們正在修訂差旅政策，以
進一步減少碳足跡，此政策將考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疫情期間導致非預期大幅降低搭機出差的機會，
了解業務在疫情期間如何維持韌性將有助制訂未來的航
空差旅計劃。

 

2. BREEAM 是英國建築研究所環境評估法的縮寫，其為全球首屈一指的永續性評估工具，範疇涵蓋總體規劃專案、基礎設施與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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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指引 a): 

指
標

與
目

標

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運用各種指標，以評量投資產品
與策略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由於沒有完美的指標可捕
捉所有資產類別與投資策略的相關公司碳排放，因此我們
提供分析師與投資組合經理人各種指標選項，其中包括以
下指標：

▪ 加權平均碳強度(WACI)（每公噸二氧化碳等量/ 百萬美元
收入）3用於大多數資產的事後投資組合衡量、報告與分
析。計算方法為：總和（公司碳相對營收強度 x 持有權重
價值）。

▪ 碳強度（範疇1 & 2）（每公噸二氧化碳等量/ 百萬美元收
入）用於大多數資產的事後投資組合衡量、報告與分析。
計算方法為：總和（分攤排放）/ 總和（分攤營收）

▪ 排放揭露是很重要的工具，可確認一家公司是否有衡量
自己的碳足跡。揭露本身即為是否考量氣候風險的重要
指標，若願意公布排放數據，則顯示該公司較有可能致
力於減排。

投資承租資產銷售產品生命
週期終結處理

使用銷售產品

處理銷售產品

CO
2

CH
4

N
2
O HFCs PFCs SF

6

外購產品
與服務

資本財 燃料與能源 運輸與經銷
營運產生
之廢棄物

        
外購電力、蒸汽、
熱能或石油產生

之排放

範疇 2
間接

範疇 2
外購之電力、熱能與蒸汽

範疇 1
燃料內燃、公司車輛、逸散排放

範疇 3
外購之產品與服務、差旅洽公、
員工通勤、廢棄物處理、投資

範疇 3
間接

範疇 3
間接

範疇 1
直接

差旅洽公

員工通勤 運輸與經銷

承租資產

公司設施

公司車輛

溫室氣體排放概況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範疇與價值鏈中的排放概況。資料來源：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TCFD

▪ 對於碳資產的曝險是透過檢視化石燃料、北極石油資源
與油砂礦相關持券而確立。此指標用於大多數資產的事
後投資組合衡量、報告與分析，以及投資組合建構。

以上指標（WACI是應TCFD建議而於近期加入）有助了解投
資組合與公司現況，但除了上述指標之外，我們也在事前
投資組合建構以及事後報告與投資組合衡量時使用前瞻
指標，包括以科學為基礎或轉型路徑倡議(TPI)目標、情境
分析、化石燃料持有資產、實體風險分析，以及轉型風險
分析。

3. 請見附錄2的指標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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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與
目

標

範疇 範疇 1 範疇 2 範疇 3 合計

2018/19 1,013 5,392 149 6,555

2019/20 904 3,182 93 4,179

範疇 2
電力 (特定據點） 電力 (特定據點）

Kwh (000) tCO2e

2018/19 21,097 5,392 

2019/20 13,646 3,182

範疇 3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2018/19 232 57 396 92

2019/20 148 36 252 58

運輸(公司車輛) ‒ 柴油 運輸(公司車輛) ‒ 汽油

請揭露範疇1、範疇2及範疇3（如適用）之溫室氣體(GHG)排放量與相關風險

如先前所述，以及在下方揭露c)所建議的指標與目標之相關細節所載，富達國際已設定目標，致力在2040年前達成全球
營運淨零排放。本公司推出的全新碳排行動計劃加速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包括改善建物與外購能源的能源效率，
以及檢討差旅洽公方式。

在此同時，富達國際也已開始衡量範疇1、2、3的GHG排放，第一階段聚焦英國業務，因為英國是員工人數最多的據點
之一。

以下數據係根據英國政府的簡化能源與碳報告(SECR)制度揭露我們的營運能源消耗與碳足跡，包括此財政年度數據
（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另也附上前一財政年度數據（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以供比較。

表1為英國營運作業的範疇1排放，包括我們使用的天然氣、公司車輛使用的燃料、冷媒逸散排放，以及備用發電機與設
備所使用的燃料。

表1：範疇1 排放

表2：範疇2 排放

表4：總碳排 (tCO
2
e)

表3：範疇3 排放

範疇1
天然氣 運輸 ‒ 柴油 運輸 ‒ 汽油 冷媒 發電機與設備 ‒ 丙烷 發電機與設備 ‒ 柴油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Kwh
(000) tCO2e

2018/19 4,817 886 201 49 283 66 N/A - 7 2 135 11

2019/20 4,137 761 129 31 180 41 N/A 18 42 34 77 19

表2為英國營運作業的範疇2排放，來自我們使用的發電來源，數據計算方法係根據英國平均電網能源組成，明年我們則會
增加以市場為基礎的電力使用數據，因為我們已簽訂再生能源合約，該合約具有再生能源產地保證(REGO)，以風電因應我
們接下來5年的電力需求。

揭露 b): 

 
表3為SECR規定的英國範疇3排放揭露，包括員工使用公司租賃車或以個人汽車里程報帳的通勤能源使用，以上數據的計
算係根據英國商業、能源暨工業策略部公告之相關排放係數。

表4彙整本公司根據SECR揭露規定所通報的所有英國排放。

我們計劃在近期納入其他辦公據點，並在未來的報告期間將資料收集擴大至全公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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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指引 b): 

指
標

與
目

標

另外尚有多項我們認為有助投資決策制定的指標，其中
包括：

1. 加權平均碳強度 – TCFD建議的主要指標，我們將其與各
產品的基準相互比較衡量4。

2. 投資組合排放概覽 – 多項排放指標，我們將其與基準相
較，並與揭露碳排放的持有資產比例共同檢視。

3. 歸因分析 – 評估歸因於特定產業配置或個股選擇的 
排放。

4. 情境分析 – 比較產品的預估未來排放與分配到的碳預算
（IEA溫度上升攝氏2度、4度與5度的情境），並以產業為
基礎進行評估。

5. 轉型分析 – 針對能源業與公用事業提出綠能/傳統能源
發電佔比明細，以及檢視其對於化石燃料的曝險。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我們以全面性的觀點審視永續性，因
此不是所有的富達國際永續性產品與策略均有特定碳相
關目標。

在本公司的盡職調查流程中，永續性的發展動向是非常重
要的考量因素，我們認為從傳統能源轉向較為永續的發
電與配電可帶來投資機會，我們致力於推動轉型，希望快
速邁向低碳世界，因此我們也接受部分傳統能源投資，但
前提是該公司已在進行能源轉型。

除了為永續性策略提供碳相關指標，我們也努力將此數
據納入所有的富達國際產品中，此類數據範例請見下方
章節。

4. 富達國際將WACI視為衡量氣候變遷的重要指標，但也認為不應單獨使用該指標，而是必須與其他指標共同觀察，以全面評估特定策略的氣候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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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數量/權重

排放曝險
tCO2e

相對排放曝險
tCO2e/百萬歐元收入

氣候績效表現
加權平均

揭露持股比例 範疇 1 & 2 包括範疇 3 相對碳足跡 碳強度 加權平均碳強度 碳風險評等**

投資組合 51.1% / 72.6% 23,372,350 87,738,111 120.21 196.19 158.55 35

基準指數 34.5% / 75.3% 34,100,244 131,450,059 175.39 234.40 206.88 34

淨績效 16.6 p.p. / -2.6 p.p. 31.5% 33.3% 31.5% 16.3% 23.4% —

產業 投資組合權重 基準指數權重 差異 產業配置效應 選股效應

8.34% 8.51% -0.17%

14.69% 14.68% 0.01%

8.18% 8.27% -0.09%

1.75% 3.02% -1.26%

13.74% 14.25% -0.51%

10.86% 10.45% 0.41%

11.74% 10.2% 1.54%

20.68% 17.84% 2.84%

4.95% 6.31% -1.36%

0.04% 0.01% 0.03%

2.43% 3.56% -1.13%

2.59% 2.9% -0.31%

31%

主要產業排放歸因曝險 vs. 基準指數

投資組合概覽*

各情境下投資組合的排放預算遵循

2020 2030 2040 2050

2° 84.86% 111.18% 157.16% 210.88%

4° 80.84% 82.37% 84.61% 89.23%

6° 76.01% 70.19% 66.41% 63.98%

投資組排放途徑vs. 氣候情境

發電 化石燃料蘊藏 氣候績效表現

綠能佔發電比例 傳統能源佔發電比例 曝險化石燃料的投資比例 加權平均碳風險評級潛在未來排放總量
(ktCO2)

投資組合 19.65% 59.54% 3.2% 371,450.09 35

基準指數 18.3% 66.26% 5.46% 1,109,105.39 34

轉型分析概覽

Equity Mega fund
Benchmark: blended Equity megafund benchmark

2028 就現況而言，投資組合直到
2028年均符合溫度上升攝氏2度的情境

0.02%

0.00%

0.02%

6.52%

0.02%

-0.02%

-1.3%

-0.69%

7.65%

0.0%

0.16%

3.22%

15.87%

0.23%

0.37%

-0.14%

-0.28%

0.29%

-0.05%

4.4%

0.19%

1.66%

0.0%

0.11%

8.77%

15.59%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Th
ou

sa
nd

s 
(tC

O
2e

)

排放預算 6°C 排放預算 4°C 排放預算 2°C 投資組合排放

* 請注意此為假設性股票投資組合，無實際基金銷售。
** 碳風險評級(CRR)係評估發行機構的氣候風險與機會曝險，以及其管理方式是否能把握機會並避免或減緩風險。

本頁資料來源：ISS ESG，截至2020年9月30日。請注意數值可能會隨時間改變。

通訊服務

非必需性消費

必需性消費

能源

金融

醫療保健

工業

資訊科技

材料

其他

不動產

公用事業

累積排放曝險較高(-)或較低(+) vs. 基準指數

淨排放曝險較高(-)或較低(+) vs. 基準指數

指
標

與
目

標

氣候數據指標範例
基準指數：假設性混合股票指數
指標術語表請見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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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組織對於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設立之目標
與達標程度。

富達國際的目標：2040年前達成淨零排放

我們了解溫室氣體排放是公司業務所導致的最大氣候相
關影響，也認知到整體社會必須支持巴黎協議所提出的
目標，以控制全球排放，使溫度上升「遠低於」攝氏2度。

有鑑於此，富達國際於2020年6月正式設定在2040年前達
到淨零碳排的目標，也致力在此時間範圍內使公司營運
達到淨零排放，因此我們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加速，
並設立明確目標，排放目標涵蓋我們可以直接控制的範
疇1、2與3。

為達成目標，我們的重點工作是透過營運調整，以及投資
於營運效率、更新設施與購買再生能源來降低排放，並抵
銷無法消除的排放。

 

重點領域包括：污染防治、減碳、減少廢棄物，以及合理
使用資源。這也進一步涵蓋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率、能源購
買實務，以及差旅洽公方式。

我們將以區域型計劃為基礎，納入我們在28國營運據點
的程序、創新與最佳實務，以打造全球策略。我們的2040
年目標代表每年減排5%，雖然不見得能取得線性進展，但
我們相信此目標框架可以達成，而這個承諾也明確展現
我們對於巴黎協議目標的支持。

淨零排放目標是富達國際的絕對目標，以2020年為基準
年，在20年內努力達成目標。除了此整體目標以外，我們
也制定了關鍵績效指標， 以評估各個項目的進展，詳情
請見下方的2020年行動計劃。

永續性績效指標資料庫 評估現址再生能源發電投資

購電選項 檢討航空差旅政策

3-5 年目標設定 定義溫室氣體排放足跡 員工投入

其他範疇3排放

十大據點
能源稽核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 2020

揭露 c): 

2020 年行動計劃

指
標

與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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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2020年行動計劃包括許多目前已在進行的措施， 
以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主要措施包括：

建立永續性績效指標資料庫

我們目前正籌建一平台，以利具有一致性的環境績效指
標收集與驗證，此類指標包括能源消耗、碳排放、廢棄物
產出，以及水資源使用。數據收集流程將符合ISO 14064-

1:20065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及報告標準。5

進行能源稽核

我們將在十大辦公據點進行能源稽核，以評估節能減碳的
機會（英國辦公據點已完成），並預期此項行動將指出低成
本且可快速獲得成效的選項。

評估現址再生能源發電

我們正在審視旗艦據點進行低碳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
板、風電、熱電共生等）的可行性。

調查購電選項

我們正在調查購買綠電的機會，包括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
簽訂PPA（購電協議）以及再生能源產地保證(REGO)。

檢討航空差旅政策

我們正在檢討公司的差旅文化與政策，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我們已推出措施以因應相關挑戰，現在同時重新審視
60-70%先前為內部會議而進行的航空差旅。

擬定溫室氣體排放聲明，並設定3-5年目標（首先必須針對
各種排放來源建立數據集）

我們正在擬定溫室氣體排放聲明，其中將說明最重要的排
放來源與減排行動，並納入3-5年目標，以追蹤減排進度，
力求在2040年達成零排放目標。

5. ISO 14064-1:2006為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及報告國際標準，該標準於2018年更新。

指
標

與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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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位騎腳踏車的女性。（圖片來源：Anadolu Agency / Contributor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結論與下一步行動

此為富達國際第一份TCFD報告，我們很榮幸可介紹本公司
針對11個一般性建議與5個資產經理人特定建議所採取的
作法。對我們而言，TCFD報告流程也是自我評估的機會，可
反思我們如何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納入治理、策略、風
險管理與指標/目標中，表現又是如何。在某些領域中，我
們無論是以公司實體或資產經理人的身份均有良好進展，
但在其他領域則是才剛開始納入氣候考量，TCFD揭露流程
也顯示仍有些領域有待改善。

富達國際的願景是成為在整合氣候考量方面領先的資產
經理人，為達成此目標，很重要的是將氣候變遷正式納入
董事會與管理委員會的定義與運作之中，包括對於公司薪
酬的影響。我們的長期策略將永續性定位在業務的核心，
因此在企業或投資管理層級均有支持永續性的穩健重大
風險評估與氣候情境規劃。 此外，監控與追蹤進度有助我
們達成目標，所以我們也持續積極針對以上流程制定詳細
目標。

此份TCFD報告（以及背後的研究）將成為未來的優秀比較
基準，敦促我們提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整合工作，以
嘉惠客戶與本公司—更重要的是為地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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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策略

揭露現存及潛在之氣候相關風險，
可能對組織財務規劃造成的衝擊

治理

揭露公司如何管理氣候相關
之風險與機會

a) 揭露公司如何管理氣候相關
之風險與機會

a) 說明公司會對於短、中、長期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認知

a)* 說明公司審視與評估氣候相
關風險的流程

a)* 揭露公司在策略與風險控管之
程序中，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b) 說明管理階層在評估與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角色

* 針對資產經理人的額外補充指引

b)* 說明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
於組織的營運、策略及財務規
畫可能造成的影響

b)* 說明公司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的流程

b)* 揭露範疇1、範疇2及範疇3（如
適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相
關風險

c) 說明公司在面對不同氣候情
境（包括全球溫度升高攝氏2
度或以下）的彈性策略。

c) 說明公司如何將審視、評估及
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之機制整
合至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c) 說明公司對於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所設立之目標與
達標程度 

風險管理

揭露公司如何審視、評估與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

指標與目標

揭露公司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重要指標與目標

TCFD 框架 
TCFD核心要素的建議與額外建議揭露事項 

資料來源: T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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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氣候數據指標（第33頁）

數量：揭露碳排放數據的持股數量

權重：根據投資組合權重比例計算的揭露碳排放數據持股數量

淨績效：投資組合相對於基準指數的超前或落後績效

PP: 百分點

tCO2e: 每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報告方法論與氣候數據建模的額外資訊可供索取，請聯絡富達國際永續投資團隊：esgteam@fil.com

作者

Christine Brueschke, 永續投資分析師

Robert Rosenberg, 永續投資分析師

Ben Clifford, 健康、安全與永續性副董事

Christina Von Claer, 業務發展與變革副董事

Daniel Missen, 行銷與設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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