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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如何將CSR(CSR(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轉化為
SRI(SRI(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以投信業者為例以投信業者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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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企業社會責任（CSR）？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
是指企業對社會合於道德的行為。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諾持續遵守道德規範，
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
社會的生活品質。

若以國內天下雜誌的定義來看，CSR主要可劃分為四個領域：

公司治理 企業承諾 社會參與 環境保護

遠見雜誌則將其細分為是否重視股東權益、勞動人權、供應
商管理、消費者權益、環境保護、社區參與、資訊揭露及利
害關係人溝通等。

綜合而論，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從事合於道德的行為，亦即
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利害關係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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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成為企業經營的藍海策略

政府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領」、「中華
民國永續發展策略綱領」、「OECD多國
企業指導綱領」。期望台灣企業取得更多
商機，並與國際潮流接軌且獲得尊重。

金管會擬對金融業推動公司治理評量，以
作為差異化管理依據。

政府

民間 全球

產業趨勢商機：環保、
綠能、生技醫療等(碳
權交易)。

公司治理評鑑：提升營
運效率、降低弊端。

落實CSR執行：公司形
象提昇、凝聚員工向心
力、增加長期競爭力

地球暖化、能源、
糧食危機以及金融
風暴襲擊。

全球各經濟體針對
企業環保、工安及
產品採取更嚴格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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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SR發展現況
2008年約有34% 的台灣企業設立了CSR專責人員或部門，較2007年24%成長
10%。台灣企業回饋社會的方式多半侷限在慈善捐款，卻忽略企業本身應該透
明化其體制，並與強化與利害關係人溝通才是根本之源。

94.2%上市企業認為財務資訊揭露為CSR之首、次為維護員工權益(86%)、環保
工作(71.6%)。外商相對重視企業倫理與行為規範(92.9%)。(2007遠見) 

68.3％科技上市公司會考慮供應商的CSR成效，但僅有35.6％傳產製造業者會管
理到供應商的CSR。(2007遠見) 

CSR報告書：目前有近二十家上市櫃公司主動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中華
電信、友達、台達電、中鋼、台積電、富邦金等)，持續增加中。

勞工退休基金監理會發佈社會責任投資策略芻議，明定在兼顧基金收益性下，
投資標的之企業社會責任與倫理應納入考量之基金投資運用原則。(2008/08/27)

亞洲地區公司治理評鑑排名(共11個地區)，台灣自No.5提升至No.4(2007) ；目前
共有29家上櫃公司通過公司治理評量認證。

由台灣證交所及證券櫃買中心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進行全體上市櫃
公司資訊揭露評鑑自民國92年開始已持續進行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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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加持加速CSR發展

去年10月，聯合國提出「全球綠色新政」倡議，並於2009年3月表示希望
世界各國能共同投資7,500億美元，以重振世界經濟，並兼顧環境保護。
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家已紛紛響應，積極擴大綠色投資，加速發展綠色
經濟。為創造我國產業新投資商機，政府已擬具各項具體策略，全力推動
發展綠能產業，以掌握全球綠色新政的龐大商機。

台灣的綠色新政

氫能

燃料電池

LED照明

生質燃料

風力發電

太陽光電

2015年

產值達到1兆1580億元

就業人數超過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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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投資(SRI)的演變

18-19世紀

部分宗教團體在教義
上，要求教友在獲取
工作報酬時，不要在
物質上、身體上和精
神上損害到別人，這
也意謂著像是煙草、
酒精、賭博等生意最
好能夠避免，這些理
念成為了現代社會責
任投資的基礎。

2001-2003 2006以來

美國爆發安隆、世界
通訊等企業醜聞，國
際社會對於企業在社
會責任方面的表現益
發重視。而網路泡沫
後投資人投資心態轉
趨保守，強調公司治
理、社會回饋、永續
發展的企業，頓時成
為市場的新寵。

全球暖化問題的影
響，以及油價高漲喚
醒市場對替代能源的
需求，許多標榜投資
清潔能源與替代性能
源的綠色基金，如雨
後春筍般問世，這類
型的社會責任基金成
為現在最熱門的投資
標的之一。

開創期 起飛期 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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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產品概況

「社會責任投資」概念源起18~19世紀；為因應永續經濟發展
而產生的產物。藉由整合多面向的考量（如社會正義性、環
境永續性、財務績效等要素），使得SRI同時產生財務性及社
會性的利益。

SRI並非一個特定的商品名稱，而是為投資組合設定特定價值
的應用方法或哲學。投資者不單對傳統的金錢回報感興趣，
還會考慮到社會公義，經濟發展，世界和平與環境保護等。

SRI分成投資組合篩選、股東參與、社群投資 (Asria ) ：其中
投資組合篩選包括共同基金、指數股票型基金ETFs、封閉型
基金、與另類投資)。(如道德基金、綠能基金、社會責任基
金、宗教基金等)

全球SRI 指數代表： DJSI（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 、
FTSE4Good Index、 Environmental All-Share Index、 Domini 
400 Soci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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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全球 SRI SRI 投資現況投資現況

2005年全球社會責任投資管理總資產總計為2.3兆美元，比10年前增加近260％，
而從2005年至2007年5月，全球有關社會責任投資所管理的資產，更快速增長至
4.2兆美元。

社會責任投資規模在美國
的成長最為迅速，2007年
為2.71兆美元(較1997年成
長326%)，目前在美國1/9
的投資與CSR投資有關。

美國私募股權基金開始採
用社會責任投資準則，該
準則並包含環境、勞工、
衛生、安全、公司治理和
社會議題。

日本企業在20世紀末期，在西方壓力下
導入CSR。從1990年末期至2007年底，
一共已有52支以投資日本企業為主的
CSR基金上市。在2007年4月時才36支
CSR基金，到了2007年底更快速成為52
支。

香港、韓國與東南亞國家都
已推出CSR相關投資產品。
對岸的中國，在2008年已由
興業基金公司推出首檔社會
責任基金。

2009年，台灣第一檔：富邦台
灣企業社會責任基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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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SI  長期表現優於大盤指數

資料來源：Bloomberg；統計期間為2002.12.31至2008.12.31

道瓊永續性指數（DJSI）為目前國際市場上較具權威的CSR指數代表。其

中，DJSI-World（簡稱道瓊永續世界指數）長期投資績效表現，優於道瓊工

業指數及S＆P 500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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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實例 -以富邦CSR基金為例

富邦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基金是國內第一檔以企業社會責
任（CSR）概念為投資主題的國內股票型基金，成立時
間98/3/19。

藉由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負責的角度出發，希望引導企業主動善盡社會責任，同
時提升投資人的觀念認知；基金操作原則在考量企業社
會責任之餘，仍以追求最大資本利得為目標。

考量目前台灣發展現況以及投資效益，採SEEG四大面
向架構(衍生自ESG)以及三大正向原則與兩大負面指標
(財務與負面事件)表列，綜合評量後，篩選基本出資產
池（Stock Pool) 。

為求投資標的CSR之代表性以及即時性，每季定期檢視
調整，並依SEEG架構精神與市場發展趨勢增修評等細
項，以維持投資效率同時降低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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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S)社會(S)

環境(E)環境(E)

道德(E)道德(E)

公司治理(G) 公司治理(G) 

SEEG Model 精神

係考量企業經營之法規
遵循、資訊透明度、董
監獨立、CSR報告制定
與財務數據等項目。

係考量企業經營之法規
遵循、資訊透明度、董
監獨立、CSR報告制定
與財務數據等項目。

係考量企業針對利害關係人之行為如
員工照顧、股東利益與消費者保護之
執行狀況，或產品攸關大眾生活品質

提升(如生技醫療、運動保健產業)。

係考量企業針對利害關係人之行為如
員工照顧、股東利益與消費者保護之
執行狀況，或產品攸關大眾生活品質

提升(如生技醫療、運動保健產業)。

係考量企業針對環境保護之落實執
行狀況(包含產品、材料、製程與廢
棄物處理)等。(如環保、節能、減
碳、再生能源、替代能源與資源回
收利用等產業)

係考量企業針對環境保護之落實執
行狀況(包含產品、材料、製程與廢
棄物處理)等。(如環保、節能、減
碳、再生能源、替代能源與資源回
收利用等產業)

係考量企業之社會服務投入、社會貢獻
等項目或產品攸關社會安全、效率提升
與各產業之領導企業。(如安控、保全、
資訊服務等產業)

係考量企業之社會服務投入、社會貢獻
等項目或產品攸關社會安全、效率提升
與各產業之領導企業。(如安控、保全、
資訊服務等產業)

CSR

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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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理 環境

道德

社會

產品項目或積極行為具備社會責任概念
選擇生產或營業項目涉及環保、節能(綠能)、
減碳、生技醫療、水資源等符合社會責任定義
之相關產品或其積極行為具備社會責任之企業

企業環保
歷屆行政院環保署舉辦之中
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獲選企業

節能減碳
歷屆獲選經濟部舉辦
之節約能源績優企業

企業永續發展

歷屆行政院舉辦之企業永
續經營績優獎之獲選企業

企業社會責任
歷屆遠見/天下舉辦之企業
社會責任評比績優公司

國內外泛CSR指數之台股企業
例如DJSI：道瓊永續性指數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等
皆為投資的基本標的範圍。

公司治理
歷屆通過中華公司治理
協會評量認證之企業

新增/刪除指標
為符合未來市場潮流

市場具知名度或公信力之
法人機構或政府機關所遴選
之社會責任優良企業

四大面向四大面向 + + 三大原則三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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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G model Data Screening

Data screening
外部資訊：

1.知名、公信力機構或指數編製公司根據社會責任原則所
篩選之名單。

2.網站或媒體資訊(包含研究、市調單位等)

3.市場公開訊息公告

內部資訊：

1.公司所發布CSR相關報告(如GRI規範報告書)

2.企業資訊自行揭露

3.基金公司進行實地訪談

資訊評量：基金經理人針對以上資訊進行最後綜合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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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市場成長動能

全球的共識與SRI準則的設立：如聯合國PRI等。

立論合理：產品立論基礎與選股策略符合市場長期趨勢

投資者需求：投資大眾對環境及社會意識持續提升

社會責任規範增加：驅使公司遵守規範以維持競爭力。

退休基金的規範：各國政府增加社會投資準則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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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in Taiwan的期許

政府：整合相關單位的參與，透過常設機構針對CSR揭
露與執行指導原則擬訂評鑑標準，以及引導性(激勵性)
政策的訂定。(如SRI指數的編制、SRI制度落實等)。

企業：主動揭露CSR報告書(GRI)並落實執行。

社會：藉由NGO、NPO凝聚對企業的監督力量。

投資法人/大眾：改變對CSR觀念的認知與SRI的行為落
實(如提升責任投資的權重)。

媒體：增加CSR觀念的推廣，提升監督企業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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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投信理財網：http://www.fubon.com
警語：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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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負責本基金之盈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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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各銷售機構備有簡式公開說明書或公開說明書，歡迎索取；投資人亦可連
結至富邦投信網頁(http://www.fubon.com)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查詢。有關基金
應負擔之費用已揭露於基金之公開說明書，投資人可至前述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不必然代表
本基金之績效，本基金投資風險請詳閱基金公開說明書。
●本基金不歡迎受益人進行短線交易，即日起若受益人進行短線交易，本公司得保留限制短線交易之受益人再
次申購基金並收取相關費用之權利，申購前請務必詳閱公開說明書，以了解短線交易規定及相關費用。
●本報告內容僅供參考，不作為任何投資之邀約或建議，投資人應謹慎考量本身之需求與投資風險，本公司恕
不負任何可能之損害責任。本報告有關訊息或有取材自本公司認可之資料來源，但並不保證其真實性與完整
性，本公司已盡合理之注意求其正確與可靠；資料更新時，本公司保留權利但無義務為相關修正。

台北總公司：台北市10557敦化南路一段108號8樓 電話：（02）8771-6688    傳真：（02）8771-678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40357柳川西路二段196號7樓 電話：（04）2220-7166    傳真：（04）2220-7128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80048民族二路95號3樓 電話：（07）238-4577      傳真：（07）236-4571

富邦投信獨立經營管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