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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盡職治理報告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 107 年 11 月簽署台灣證券交易

所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包括： 

原則一：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原則二：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原則三：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原則四：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原則五：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原則六：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並依原則六揭露聲明遵循之盡職治理、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投票情形的年度報告。 

 

一、盡職治理 

本公司隸屬之景順集團Invesco設有Global ESG Team，集合位於US、Asia和EMEA三地的

ESG專家為各投資團隊提供支援；高階團員平均資歷超過12年，秉持ESG對持續價值創造及風

險管理理念的影響，由客戶、研究、代理投票及分析四大團隊，以ESG研究分析和股東會投票，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或透過客戶參與以輔助銷售團隊和提供產品團隊關於ESG的創新建議，為

客戶提供可信賴的投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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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集團Invesco在部份的區域投資團隊設有ESG專家，各區域ESG專家與Global ESG Team

均密切聯繫，並參與Global ESG Team主管召開的全球投資者ESG論壇。各地ESG專家依據被投

資公司的產業別，如金融、不動產、非必需消費品及消費必需品、能源/原料、健康護理、網

路/軟體/媒體、資訊科技或工業/電信/公用事業等劃分研究權責，並定期與該區域ESG主管討

論。108年景順亞洲股票投資團隊(Invesco Asia Equity Investment Team)於台灣，即本公司設置

一名ESG專家(同時擔任區域主管)，除了向該地區投資團隊的投資組合提供ESG相關問題的建

議外，亦舉辦區域ESG論壇為北美區、EMEA和亞洲區提供進一步資訊。 

 

本公司為香港商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與集團共享專業、豐富與即時的投資資源，亦將ESG Score納入海外可投資股票池的評估條件，

評估投資標的須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及社會責任，對條件不符者設定投資控管，以符合對

資金運用之社會期待，確保客戶、受益人權益受到保障。 

本公司辦理機構投資盡職治理項目，係由各相關部門及人員投入人力及系統，依實際職掌

單位執行後檢視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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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資源 執行內容 資源成本 

人力：董事會、

部門主管與高

階經理人 

1.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聲明遵循與盡職治理報

告的審核。 

2. 督導盡職治理政策的執行：誠信經營、法令遵循、風險

管理、客戶資料保密、永續金融商品、勞資關係、教育

訓練、綠色採購、企業減碳管理、社會關懷、公益活動。 

平均每年每人

約12個工作天 

人力：投資團

隊(股票投資

部、固定收益

投資部與全權

委託投資部) 

1. 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拜訪企業、參加法說會或親

自出席股東會）。 

2. 就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議題及公司治理進行評估分析。 

3. AIGCC亞洲議合工作小組會議，或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

對被投資公司的議合。 

平均每年每人

約48個工作天 

人力：交易部 執行股東會電子投票，整理股東會相關報告與統計投票結

果。 

平均每年每人

約20個工作天 

系統：ESG資訊 透過彭博資訊系統、Sustainalytics取得ESG資訊。  

本公司投資團隊(投資部、交易部) 除了積極的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話及互動，另就股東會

投票作業進行股東會議題及公司治理評估分析及股東會會後報告表，持續投入相當人力與時間，

並於110年的AIGCC亞洲議合工作小組會議，落實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對被投資公司的議合。 

二、與被投資公司互動 

本公司109年度投資部全部九名經理人與分析師，與被投資公司的互動方式主要為研討會、

企業拜訪、電話會議以及參與股東會，統計如下：  

 

備註： 
1. 研討會、企業拜訪與簡報主要由符合下單資格的交易對手舉辦。 
2. 電話記錄次數無法明確計算，暫不納入圖表。 
3. 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且全部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者，且任一基金

採有電子投票制度之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且所有基金合計持有股

份達萬分之三者，本公司將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或採電子投票方式參與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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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投資公開發行公司的股票，符合內部標準訂定的ESG評級，如Low、Low-medium、

Medium；或國外股票年度檢視時，需符合彭博資訊系統Governance Disclosure Score之自訂標

準，或Sustainalytics之個股ESG rating應為medium、low 或 negligible，將ESG風險程度反映於

個股公允價值。以下概述110年第二季股票型基金投資組合的ESG分析報告：  

 

基金類型 ESG review 

國內股票型基金 
ESG risk score (23.8) is higher (worse) than the benchmark (20.9). 

Weighted subindustry % ranking (32.0%) (% ranking on sector neutral 

basis) is also higher (worse) than the benchmark (20.6). 

Total carbon intensity scope is lower (better) than the benchmark. 

No top 10 holdings or top 10 active bets had Severe or High ESG risk 

rating by Sustainalytics. 

國外股票型基金 
ESG risk score (15.8) is slightly lower (better) than the benchmark (16.2). 

Weighted subindustry % ranking (9.3) (% ranking on sector neutral basis) 

is lower (better) than the benchmark (11.6). 

Total carbon intensity scope is higher (worse) than the benchmark.  18.2 

tonnes/USDmn revenue for the fund vs. 15.8 for the benchmark. 

No top 10 holdings or top 10 active bets have Severe or High rating by 

Sustainalytics. 

 

前述由ESG專員每季度對股票型基金提出Sustainalytics ESG分析報告包括：整體ESG值評估、

前十大持股的ESG等級以及與同類型基金間的ESG風險值比較等等，如投資組合有屬於

Sustainalytics的Severe或High評級的個股，與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及議合；最初由經理人與被投

資公司透過持續對話和會議討論ESG議題，或由ESG專家或Global ESG Team與被投資公司進行

互動、致信被投資公司、參與股東會投票、合作議合與間接影響方式，維護股東權益並彰顯盡

職治理精神。 

 

本公司藉由與被投資公司間的互動與議合，不斷鼓勵被投資公司進行改善，從而影響其經營

策略或行為並共同追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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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集團 Invesco 對於氣候變遷計劃的四個重點與公司議合活動 

 

 

 

本公司之母公司 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 於 109 年簽署加入 Climate Action 100+，參與

AIGCC 亞洲議合工作小組會議(該小組在數十家亞洲資產管理者的合作下，對亞洲企業者進行

聯合議合)，冀望利用投資者的影響力促使被投資公司採取果斷而有意義的行動，推動清潔能

源轉型，協助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進而避免客戶資產與整體社會遭受氣候變化的嚴重影

響。 

此外，本公司在 110 年於台北參與一家國際級企業的定期議合會議，與公司合作以提昇對氣

候變化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認識，並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擴大並發揮投資者的影響力。

以下是定期議合會議的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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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盡職治理有效性之評估及無法遵循說明 

盡職治理有效性評估： 

本公司已逐步建立盡職治理相關制度，亦開始落實執行，說明如下： 

1. 已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以及投票政策，並適時檢討相關政策與修

訂。 

2. 已簽署並揭露盡職治理聲明。 

3. 持續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股東會親自出席率及投票率達 100%。 

4. 以使用者友善介面定期於公司官網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並提供相關聯絡方式，以利

投資人反饋意見。 

盡職治理無法遵循說明： 

考量盡職治理報告揭露股東會逐公司逐案投票紀錄可能涉及投資組合全數資訊，違反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七條保守秘密規定，且本公司已遵守資訊揭露之相關規定，適時公開必要

資訊予客戶或大眾知悉，故本報告改以彙整方式揭露。本盡職治理報告已由投資部、法令遵循

部與總經理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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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公司係屬獨立運作的資產管理公司，除了專注於投資管理業務，運用投資研究資源、全球

業務優勢和穩健的營運，協助客戶實現長期財務目標外，同時我們也重視盡職治理，恪遵相關

法令；盡職治理議題是近年興起之公司治理議題，透過關注ESG相關議題，提昇對被投資公司

的風險與機會的評估，本公司近年已配置一名ESG專員，於投資流程考量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等永續經營要素，保障受益人與客戶之權益，落實責任投資精神。關於本公司或景順集團

Invesco盡職治理報告或更多其他相關訊息，請至本公司盡職治理網頁查詢，或依照以下聯絡方

式洽詢。 

 

若您為客戶或受益人，請聯繫： 

客戶服務部 TA Operations 

電子郵箱：service@invesco.com  

電話：0800-045-066 (營業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若您為被投資公司，請聯繫：  

川島義彥 Kawashima, Yoshihiko 

副總經理 Vice President /亞洲區(日本除外)ESG主管 Head of ESG, Asia ex Japan 

股票投資部 Equity Investment Department 

電子郵箱：Yoshihiko.Kawashima@invesco.com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Invesco Taiwan Limited 

11047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22樓 

Invesc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