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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資的國際趨勢

• 永續發展係當前全
球經濟轉型之首要
目標，其涵蓋之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ESG)議題將為金
融業創造嶄新商機，
但也帶來潛在風險

• 金融機構掌握龐大
資產規模、扮演分
配社會資源之角色，
可成為引導整體社
會重視永續發展的
關鍵力量。

ESG議題逐漸受到全球關注



國內推動永續投資及綠色金融相關政策
-金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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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合作建構永續金融生態系願景

目標

• 短期：建立促進綠色及永續金融市場有效運作之架構及基礎，提升
資訊透明度，以引導資金支援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

• 中期：引導金融市場因應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與掌握商機，強化我
國金融業及金融市場之競爭力，進而透過金融機制引導企業及投資
人重視ESG議題，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綠色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核心
策略

• 有效資訊揭露促進適當的企業決策。

• 驅動金融業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並掌握商機。

• 運用市場機制引導經濟邁向永續發展。

授信 投資 資本市場
籌資

人才
培育

促進發展
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
深化發展

資訊
揭露

審慎
監理

國際鏈結
及誘因機制

推動
面向

3
2
1



國內推動永續投資及綠色金融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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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推動投信業者對於投資作業與風
險管理內控納入ESG考量。

引導投信公司落實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

鼓勵投信公司發行ESG或永
續指數商品。

依循金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發展策略，為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
品，引導資金投入永續發展，證期局109年發布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
藍圖及資本市場藍圖，針對投信產業則從以下三個面向推動永續投資。



國內ETF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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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ETF資產規模(億元)-左軸		ETF占全體投信基金百分比(%)-右軸

		2005		366		1.86%

		2006		407		2.07%

		2007		440		2.16%

		2008		475		3.02%

		2009		749		3.79%

		2010		829		4.37%

		2011		1,319		7.60%

		2012		1,465		7.93%

		2013		1,398		7.11%

		2014		1,610		8.15%

		2015		2,021		9.17%

		2016		2,601		12.25%

		2017		3,332		14.37%

		2018		7,244		28.17%

		2019		16,703		41.71%

		2020		17,007		38.42%







ETF 商品呈現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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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ETF市場發展

ETF 1.0

ETF 2.0

ETF 3.0

▪ 傳統型 ETF
─ 台灣股票型

─ 國外股票型

▪ 主題式 ETF
─  高股息、高收益債券

▪ 槓反型 ETF 
─ 槓桿 ETF
─ 反向 ETF

 ETF連結標的不斷擴張，投資策略愈趨多元
 ESG ETF近期蓬勃發展。

ETF 4.0

▪ ESG ETF
▪ 公司治理ETF



國內ETF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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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種類 (已成立) 基金數 基金規模
(億元)

國內股票型ETF 24 2,714
國外股票型ETF 40 728
債券型ETF 101 11,881
槓桿型／反向型證券ETF 33 1,479
不動產證券化(REITs) ETF 2 22
境外ETF 1 1
期貨ETF
-黃金、原油、波動率指數VIX、美元指數、黃豆、白銀、銅

7 433

槓桿型期貨ETF(5)／反向型期貨ETF 8 140
合 計 216 17,398

資料日期：110.1.31

臺灣ETF產品涵蓋不同類型，並追蹤多個市場



國內ETF市場發展
• 國內投信事業已發行21檔有關ESG、公司治理及
綠色等相關主題之基金，規模約1,075億元。

類別 基金檔數 資產管理規模

國內股票ETF 3 318億元

國內股票型基金 2 42億元

跨國債券型基金 9 509億元

跨國股票型基金 5 107億元

跨國多重資產型及組合型基金 2 99億元

ESG主題 ETF 上市日期 標的指數

元大臺灣ESG永續ETF 108.8.23 富時臺灣永續指數

國泰永續高股息ETF 109.7.20 MSCI臺灣ESG永續高股
息精選30指數

富邦公司治理ETF 106.5.17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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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目標：提升國內資產管理人才與技術，擴大資產管理
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展

• 規劃架構：符合「基本必要條件」之投信業者，若再符合
「投研能力」、「國際布局」及「人才培育」等3面向所
列指標，則可選擇優惠鬆綁措施

• 投信事業符合條件者，得於每年6月底前檢證向本會申請認

可。認可有效期間為1年。

• 鼓勵投信發行以ESG為投資主題基金相關指標

• 投信事業若發行投資國內並以環保(綠色)、或公司治理或企業
社會責任為主題之基金(含ETF)或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有顯著績
效者

• 投信事業簽署並落實執行盡職治理守則有顯著績效者。

1010

(104.6.1發布、 109.3.20金管證投字第1090360829號令修正)

國內投信發行ETF審查重點與鼓勵措施
–鼓勵投信躍進計畫



國內投信發行ETF審查重點與鼓勵措施
–募集發行ETF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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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期局：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
投資國內基金—12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不以國內為限—30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國內投信發行ETF審查重點與鼓勵措施
–募集發行ETF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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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核准案件應於核
准前取得央行同意函)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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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TF投資範圍、投資策略及指數編製方式：

1、基金名稱與基金投資標的策略是否相符。

2、投資策略是否具體？是否已擇要摘述於公開說明書？

3、指數成分證券選取標準及指數編製方式。

4、投資風險是否於公開說明書中適當揭露。

5、經理公司複製指數表現之操作方式。

6、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匯率避險交易之運用政策
，是否符合相關規範？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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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信事業發行基金(包含ETF)的資格限制：

1、投信事業最近一年度營業利益為正數，且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不低於面額。

2、投信事業最近一年未曾受投信投顧法第103條警告以上處分
之情事。

3、投信事業應取得董事會發行基金之同意。

4、投信事業應取得指數發行機構指數使用授權之同意。

5、投信事業應取得證券交易所(TWSE)或櫃檯買賣中心(TPEX)
認可ETF標的指數資格之同意。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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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信事業發行ETF的相關規定：

1、投信事業募集發行ETF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規定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37條至第41條規定辦理。且該檔ETF所追蹤之標
的指數應符合一定條件，內容包括：指數應對所界定之市
場具有代表性、指數成分證券應具備分散性及流通性等。

2、投信事業向本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該檔ETF基金之前，
應先依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認可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之發行人及標的指數資格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檢具相關書件向臺灣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辦理指
數審查會議後，取得同意函。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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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TF交易流動性：

1、為使流動量提供者在市場有異常狀況時能發揮報價功能，目
前國內已訂有ETF流動量提供者制度，規範流動量提供者報
價義務，流動量提供者如一段期間內未能符合相關規範，證
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將發函通知ETF發行人(投信業者)督促
ETF流動量提供者改善報價品質，並得對ETF發行人處以違
約金，亦可連續處分，將縮小ETF折溢價率之責任義務歸於
ETF發行人。

2、現行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認可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
發行人及標的指數資格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已明定標的指
數成分證券須具備一定流動性及分散性(譬如：指數成分須占
該指數市值比重最高者，所占比重不得高於30％，且累計前
五大成分，占該指數市值比重不得超過65％)，且證交所或櫃
檯買賣中心於召開ETF標的指數認可審查會議及證券期貨局
審查ETF申報生效案件時，均會予以檢視，應可降低大額申
購／買回ETF對於次級市場之標的指數成分證券影響。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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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TF透明度部分

1、現行國內規範明定投信事業應每日公開揭露ETF申購買回
清單之相關資訊，並次一營業日揭露ETF初級市場之申購
、買回資訊；ETF流通在外單位數如有異動，ETF發行人
均應向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申報相關資訊。

2、證交所建置之基本市況報導網站除揭露各檔上市上櫃ETF
之成交價、成交量、買賣價、買賣量等交易資訊外，亦揭
露已發行單位數、預估淨值、折溢價幅度等資訊，並連結
至各ETF發行人網頁，俾投資人查詢ETF追蹤偏離度等更
多ETF資訊。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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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TF追蹤標的指數之偏離管理部分：

1、為監控ETF追蹤標的指數之狀況，以達到追蹤、模擬或複
製標的指數的報酬表現之目標，投信公司應訂定ETF之追
蹤差距TD／追蹤誤差TE的監控管理作業程序，載明各ETF
追蹤差距TD／追蹤誤差TE的定義及控管機制。

2、追蹤差距TD／追蹤誤差TE超過控管標準時，投信公司之風
險控管部門將給予警示，基金經理人須說明基金追蹤偏離
之主要原因，並儘速改善。

(通常於ETF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案件之發行計畫中說明
ETF追蹤差距TD／追蹤誤差TE的控管機制)
TD：Tracking Difference。 TE： Tracking Error 。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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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期強化ETF投資人之分散性：投信公司應加強分散ETF受益
人結構，不能集中於單一投資者。

 證期局審查新的ETF申報(請)募集案件時，投信公司應提
供ETF的投資人分散計畫。投信事業應依所提計畫確實執
行，以避免單一投資人集中度過高情形。
(原則：最高持有比率上限50%；

小規模ETF，最高持有比率上限70%)
 後續於審查投信公司日後所送ETF申請(報)募集案件時，

將參考該投信過往所提ETF投資人分散計畫之執行狀況，
納入新ETF核准或同意申報生效的准駁考量。



ETF申請案件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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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期強化ETF投資人之分散性： (續)
 請投信公司加強推廣以吸引更多投資人參與債券ETF，推廣

對象包括：金融機構、財團法人、政府基金、公司企業或一
般投資人。

 請櫃買中心、證交所加強ETF所追蹤標的指數之審查，標的
指數應具備市場代表性，標的指數之成分證券應具備分散性
及流動性，不得有協助少數壽險公司進行量身訂作之情事。

 ETF投資人具一定之分散性後，單一投資人鉅額買回ETF，
應不致造成該檔ETF因規模過小而清算之情事。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 盡職治理
• 於西方國家通常稱為Stewardship
• 係指投資人身為「資產擁有人」或「資產管理人」之責
任，亦有人稱作外部治理

• 機構投資人基於資金提供者之長期利益，關注被投資公
司營運狀況，並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與互動，即為機
構投資人的「盡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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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投資需求 關注長期發展

機構投資人客戶/受益人 企業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規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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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政策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投票政策

政策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行動

•盡職治理政策、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投票情形

•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揭露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遵循聲明參考範例

• 本範例僅供參考，簽署人
宜依機構類型與實際情況
揭露與更新其遵循聲明。

• 各項原則遵循情形概述，
機構投資人得於簽署日起
六個月內補行提供，並通
知公司治理中心。

• 外國機構投資人若已簽署
其他國家發布之盡職治理
守則並發布報告或聲明，
得引述其內容以說明各項
原則之遵循情形。

23

業務簡介

各項原則
遵循情形

署名/日期



辦理單位：證交所

受評對象：所有簽署人(目前有152個機構投資人)。
推動目的：透過定期辦理評比及公布評比結果，引導機構
投資人重視盡職治理議題，自發性提升報告揭露品質。

評比標準：「政策與遵循聲明」及「實務揭露」2大面向，
區分7個細項分類，設計30項評比指標，詳細內容公告在證
交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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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較佳實務評比簡介

面向 細項分類 評比指標
數目

政策與遵循聲明
盡職治理政策 5
利益衝突政策 3
投票政策 4

實務揭露

盡職治理報告要素 4
議和個案執行與揭露 7
投票揭露 5
網站揭露 2



2019年評比結果：

 僅公布表現較佳的公司。

 國內與國外簽署人分開評比及公布評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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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較佳實務評比簡介

國內機構簽署人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國泰投信

勞動基金運用局

摩根投信

國外機構簽署人

First State Investment
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Robeco



國內較佳實務案例 -國泰投信

• 國泰投信公司網站建置專區

• 報告內容較2018年揭露更清楚
完整涵蓋盡職治理報告要素

26

2019年盡職治理報告



國內較佳實務實例 -國泰投信

27

國泰投信報告中揭露議和活動，以及相關摘要數據



國內較佳實務實例 -國泰投信

• 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與被投資公司議合

• 國泰投信與所屬集團參加與ESG議題有關的倡議
組織(Climate Action 100+)，並於盡職治理報告
揭露合作議和資訊



更多盡職治理較佳範例資訊
-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

• 評比標準、評比結果、國內外優秀範例

• 簽署人報告彙總揭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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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動重要措施

110年工作項目
• 蒐集國外法規資訊，包括主管機關對ESG主題之公募基金之監
管方式、審查標準，以及要求基金管理機構應遵循規範。

• 證交所辦理盡職治理較佳實務評比，並公布較佳實務遵循名單。
•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議發展永續相關指數商品。

111年工作項目
• 投信投顧公會訂定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下稱ESG)投資與風
險管理作業流程實務指引

• 證期局修訂「鼓勵投信躍進計畫」核認標準，鼓勵投信業者提
升盡職治理報告揭露品質。

公司治理3.0
永續發展藍圖

資本市場藍圖 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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