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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調查簡介

永續絕非易事，要求提高個人影響力意識，共同為
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出一份力。我們訪問了逾23,000
位來自全球32個市場的投資人，以了解他們對永續
投資的態度。

永續投資話題熱度不斷增加，投資人愈加關注及渴
望獲得更多有關此話題的資訊。調查結果顯示，有
多項難題正造成投資人無法廣泛採取永續投資。雖
然投資人視永續性為道德責任，直接的財務動機卻
凌駕其上。

也許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投資人承認投資的永續性
愈高，報酬率亦可能增加。1

2020年4月，施羅德投資委託對逾23,000位來自全
球32個市場的投資人進行獨立網上調查。調查市場
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義
大利、日本、荷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有關調查將

「投資人」定義為將於未來12個月投資至少10,000
歐元（或同等價值）以及曾在過去十年內更改投資
組合的人士。

附註：本文件的數據可能因四捨五入而相加不等
於 100%。

1 42%的受訪者認為永續基金具有吸引力，原因是可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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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需要永續投資證明
最大比重的投資人(34%)表示，獨立第三方的
認證會讓他們對投資的永續性抱有信心，而
33%的投資人表示，即使是發行機構自己提供
的認證，亦會讓他們抱有同樣的信心。

永續性與道德緊密相關
77%的投資人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
資，但23%的投資人會為了較高的報酬率而
這樣投資。

環境影響及較高的報酬率是永續基金的主要
吸引力
全球近半數(47%)的投資人被永續投資所吸
引，因為帶來更廣泛的環境影響。當然，另有
42%的投資人認為永續基金具有吸引力是因
為可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這表明投資人期望
獲利與正向影響力兼得。

討論永續投資
65%的投資人與財務顧問討論永續投資話題；
僅25%的投資人經常這樣做。45%的投資人
聲稱財務顧問僅在提醒之下方才為其提供永
續投資資訊，並且僅16%的投資人在沒有提醒
之下收到這類資訊。

全球責任 
全球69%的投資人認為國家政府及監管機構
應負責緩解氣候變遷問題，逾半數(59%)的
投資人認為自己亦應就此議題承擔責任。僅
46%的投資人認為基金經理人及主要股東應
就此承擔責任，但61%的投資人認為企業應
承擔責任。

為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出一份力
47%的投資人投資於永續基金，排除忽視永續
因素的基金，藉此為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出一份
力。比重從2018年的42%有所上升。

企業應以對社區的影響為優先
首先，投資人認為企業對社區及社會的影響
至關重要(70%)。緊隨其後的是關注環境議題
(67%)，之後是員工待遇(66%)。

調查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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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正在快速發展，但目前並無通用的標準或
定義，投資人尋求獲得更多資訊，以對其所投資的
項目提升信心。

「漂綠」（也就是一家企業及其產品，在其永續性上
有誤導資訊）的行為，令真正想做出永續決策的投
資人，難以確認標的的真實性。

所以，為了要對永續投資更有信心，全球93%的投
資人表示需要獲得更多對「永續投資」的定義以及
資訊。

另外，有72%的投資人依賴自己研究獲得財經知
識，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對於一般投資人及發行機
構兩者而言，有關永續投資的訊息以及其價值，將
會不斷增加。

最大比重的投資人(34%)表示，獨立第三方的認證
會讓他們對永續投資抱持信心，而幾乎同等比重
的投資人(33%)表示，即使是發行機構自己提供的
認證，亦會讓他們抱有同樣的信心。然而，逾四分
之一的投資人(26%)放棄取得永續性「認可標誌」
的需要，反而贊同收到發行機構定期提供的最新
認證資訊。

 
 

永續投資的認證

全球 歐洲 亞洲 美洲 其他

為提升永續投資信心，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34%

33%

26%

7%

38%

32%

21%

9%

32%

38%

24%

6%

28%

34%

34%

5%

33%

26%

33%

8%

不需要任何資訊

發行機構提供的永續投資自我認證

發行機構定期提供的最新認證資訊

第三方認證（公正單位確認為永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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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永續投資的認證要求，投資人在資訊需求上形
成了壓倒性的共識，並且對於偏好的資訊類型，僅有
著細微的差別。雖然38%的歐洲投資人偏好獲得第
三方認證的永續基金，但僅28%的美洲投資人偏向
第三方認證。在發行機構提供的自我認證及定期的
最新認證資訊上，美洲投資人的偏重相等(34%)。

「其他」類別（澳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南非）市場
最不信任自我認證的永續投資，這些國家中僅26%
的投資人表示認同這類認證。相反，他們明顯偏好第
三方認證或發行機構定期提供的最新認證資訊，比
重均是33%。

對比千禧世代與非千禧世代之間的看法，千禧世代
(38%)與非千禧世代(30%)對自我認證的重視程度
不同，後者最信任第三方認證(34%)。

有趣的是，無論是新手或專業的投資人，他們對資訊
類型沒有什麼差別。這意味著，各知識水準的投資人
均要求更多元的資訊類型，才能對永續投資有信心。

58%的投資人表示，永續投資的認證若缺乏透明度，
會降低其對發行機構的信任，從而提升這類資訊的
重要性。

對於財務顧問及發行機構，亦是決勝點。隨著永續投
資領域的監管日益加強，相關資料愈加容易取得。
這既能大力推動永續投資話題，又可提升消費者的
信任。

永續投資所需要的資訊，按年齡層劃分

6%

38%

33%

23%

8%

30%

34%

28%

發行機構定期提供的最新認證資訊

發行機構提供的永續投資自我認證

第三方認證（公正單位確認為永續投資）

不需要任何資訊

非千禧世代（38歲及以上）

千禧世代（18至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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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或道德？ 在資訊時代，人們愈來愈無法做到「
視而不見」，因此會面對更多這樣左右為難的困境。
不過，調查結果發現，在個人信念上，大部分投資人
似乎不願意讓步。

投資人有多大可能為了較高的報酬率而違背個人
信念？ 令人安心的是，逾四分之三的投資人(77%)
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但倘若帶來較高的
報酬率，餘下的23%會這樣投資。這點不足為奇。在
去年的調查中，大部分投資人認為，投資可帶來改
變，推動建立一個更永續的世界(60%)。

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代價是甚麼？ 23%的投資人
願意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為了要充分抵銷內
心的愧疚感，平均投資報酬率將需要達到21%。

雖然遵循個人道德準則而進行投資決策，是全體一
致同意的，但全球各地的比重卻有所不同。

投資指南

市場 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投資 如果有更高的報酬率，
會違背個人信念投資

中國 90% 10%

義大利 82% 18%

葡萄牙 82% 18%

比利時 81% 19%

瑞典 81% 19%

丹麥 81% 19%

瑞士 80% 20%

俄羅斯 80% 20%

台灣 80% 20%

澳洲 80% 20%

德國 79% 21%

荷蘭 79% 21%

英國 78% 22%

法國 78% 22%

波蘭 78% 22%

智利 78% 22%

奧地利 77% 23%

巴西 77% 23%

西班牙 76% 24%

日本 76% 24%

墨西哥 76% 24%

加拿大 74% 2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4% 26%

香港 73% 27%

阿根廷 73% 27%

南非 73% 27%

印度 71% 29%

印尼 71% 29%

南韓 69% 31%

泰國 68% 32%

新加坡 67% 33%

美國 67% 33%

按市場劃分的有道德投資人

要達到此報酬率，投
資人才會進行違背個
人信念的投資

21%

您的代價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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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人為了較高的報酬率、而進行違背個人信
念投資的可能性最低（僅10%會願意這樣投資），但
是新加坡及美國的投資人進行違背個人信念投資
的可能性是三倍以上(33%)。

不同世代之間亦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千禧世代常被
視為永續性意識更強的世代，但其為了較高的報酬
率而違背個人信念（25%會這樣投資）的可能性卻
略高於年長世代。

82%的「初級或新手」投資人不會進行違背個人
信念的投資，但在「專業或進階」組別中，比重減少
11%，71%會遵守個人道德標準進行投資，但29%
會以財務收益為優先。

總的來說，調查結果極其樂觀，表明市場存在對符
合投資人個人信念的基金的巨大需求，這意味著永
續投資方式將滿足許多有永續意識的投資人。

* 請注意：投資專業程度來自於受訪者自己的認知

選擇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按世代劃分

選擇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按投資專業程度劃分

新手／初級

高齡世代（71歲及以上）

嬰兒潮世代（51至70歲）

X世代（38至50歲）

千禧世代（18至37歲）

中級

專業／進階

71%

80%

82%

18%

20%

29%

是，如果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是，如果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否，我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

否，我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的投資

84% 16%

80% 20%

76% 24%

75% 25%

「在個人信念上，大
部分投資人似乎不 
願意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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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投資人選擇永續投資 

永續投資似乎既是個人決定，亦是最佳做法。那究
竟是甚麼吸引投資人投資於永續投資？ 

全球近半數 (47%)的投資人被永續投資所吸引，因
為帶來更廣泛的環境影響，這說明能夠造福地球可
能要比帶來較高的報酬率(42%)更具說服力。

儘管很多投資人承認永續投資的優點，但少數投資
人(11%)不認為永續投資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
會，因為不會帶來較高的報酬率。這個數據十分鼓
舞人心，因為大部分投資人認可永續投資基金不會
犧牲掉報酬率。

極少數投資人(4%)認為永續基金是不具吸引力的
主題，因為與他們的信念相左。

雖然地區或世代之間不存在任何值得注意的差別，
但如果比較不同投資專業的差異時，出現一個值得
關注的現象。

因可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專業或進階投資人認同
永續投資的比重最高（44%，而「初級或新手」投資
組別為35%）。如果說到較不重視永續投資，相較於
中級以及專業／進階投資人(4%)，新手／初級投資
人的比重是兩倍(8%)。這是由於永續投資與他們的
信念相左。

專業或進階投資人認為，永續投資可能帶來較高報
酬率的比重最高(44%)，並且認為永續投資不會帶
來較高的報酬率的比重最低(9%)。這傳達出了正
向訊息：投資人認為不必為了永續性而犧牲較高的
報酬率。

永續投資是否具有吸引力？

永續投資的吸引力，按不同投資專業劃分

是，因為帶來更廣泛的環境影響

是，因為可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是，因為自身的社會信念

否，因為不會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否，因為與本人的信念相左

新手／初級 中級 專業／進階

47%

42%

32%

11%

4%

29
%

28
%

38
%

35
%

4
2% 4

4
%

4
2% 4

5%

51
%

15
%

11
%

9%8%

4
%

4
%

否，因為不會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是，因為帶來更廣泛的環境影響

是，因為可能帶來較高的報酬率

否，因為與本人的信念相左

是，因為自身的社會信念

* 請注意：投資專業程度來自於受訪者自己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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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的傳遞者

61%的投資人認為財務顧問有責任確保投資人擁
有足夠的財務知識水準。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就永
續投資而言，該情況將如何發展。

雖然65%的投資人與財務顧問談論永續投資話題，
但45%的投資人表示財務顧問僅在提醒之下方才
為其提供永續投資資訊，僅16%的投資人在不提醒
之下收到這類資訊。

我們從這些調查結果得知，大部分投資人熱衷於討
論並且加深了解永續投資，但是如果要將其擺在最
重要的議程上，財務顧問及投資人雙方都需要更頻
繁的討論永續投資基金。

是誰在推動永續投資話題？

25%

33%

23%

16%

40%

45%

12%

6%

經常，幾乎每次與投資顧問溝通時我都會要求

投資人要求獲得永續
投資資訊的頻率

財務顧問提供永續投
資資訊的頻率

經常，幾乎每次與投資顧問溝通時她/他都會提供

我從不要求提供

偶爾，我不用提醒就會提供

偶爾，我有時會主動要求

偶爾，僅在我提醒之下她/他才提供

不適用 – 本人不與財務顧問溝通

從不

「大部分投資人熱
衷於討論並且加深
了解永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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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全球情況相似，除了一處明顯的差別。相
較於其他地區，歐洲投資人的財務顧問似乎最不樂
於提供永續投資話題資訊，僅28%的投資人表示經
常收到永續投資資訊。比較之下，亞洲投資人的比
重為38%，美洲投資人的比重為37%。

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整體上「偶爾要求」或「從不要
求獲得資訊」沒有什麼可循性，但相較於中級、或者
初級投資人，反而是專業或進階投資人更經常要求
獲得資訊。專業或進階投資人(34%)幾乎每次與投
資顧問溝通時都會要求獲得永續投資資訊，比重是
初級或新手投資人(16%)的兩倍以上。

鑑於80%的投資人表示，他們想要獲得中級或高級
財務知識水準，這能激勵對永續投資的興趣。隨著
永續投資訊息的可獲取性提升，投資人對該主題的
認知亦會提高。

財務顧問提供永續投資資訊，按地區劃分

要求財務顧問提供資訊的投資人，按不同投資專業劃分

28% 38% 37% 32%
歐洲

新手／初級

中級

專業／進階

亞洲 美洲 其他

不適用 – 本人不與財務顧問溝通

偶爾，有時會要求獲得永續投資資訊

從不要求獲得永續投資資訊

經常，幾乎每次與投資顧問溝通時
都會要求獲得永續投資資訊

經常，幾乎每次與投資顧問溝通時都會提供

19%26%39%16%

12%19%48%20%

9%26%32%34%

* 請注意：投資專業程度來自於受訪者自己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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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有影響力
過去幾年，在多方推動下，投資業界的ESG（環境、
社會、公司治理）已經快速發展，但要讓財務顧問
經常談論此話題，仍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尤其
是考慮到ESG對解決氣候變遷等全球問題的影響
程度。

但投資人認為誰應該負責解決環境的最大難題之
一呢？

調查結果的比重相近，證實我們人人均有責任，雖
然責任輕重明顯不一。我們應該注意到，此全球概
況亦代表不同地區的責任分配情況。

全球69%的投資人認為國家政府及監管機構應負
責解決氣候變遷問題，而逾半數(59%)的投資人認
為自己亦應對此承擔責任。

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不斷上升，這
也說明了單憑政府無法提供緊缺的投資資金，以
緩解及管理氣候變遷的影響。與此同時，46%的投
資人認為基金經理人應承擔責任，他們明顯扮演
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61%的投資人認為企
業亦負有責任。

投資人認為誰應負責減緩氣候變遷問題

69%

61%

56%

65%

59%

55%

46%

國家政府／監管機構

企業

壓力團體及公眾運動

跨國組織（比如：聯合國）

自己

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

基金經理人／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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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此方面的差異值得注意，因為調查顯示
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基金經理人及股東對公司的
影響。儘管77%的投資人不會進行違背個人信念
的投資，但對基金經理人所承擔的緩解氣候變遷
等問題的責任缺乏認知，會削弱投資及其後續影
響的聯繫。

雖然不同投資專業程度的投資人的看法不存在重
大差別，但對比千禧世代及非千禧世代的看法，有
幾點需要注意。相較於千禧世代(66%)，非千禧世
代有更多比例的投資人認為緩解氣候變遷的責任
落於國家政府／監管機構(71%)。在企業的方面
情況類似，65%的非千禧世代同意企業應承擔責
任，而略多於半數的千禧世代(57%)表示企業應
承擔責任。

也許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相似點。千禧世代常被
視為更富有永續性思維，是永續投資中最積極的
世代。然而，鑑於58%的千禧世代認為自己應負責
緩解氣候變遷問題，而非千禧世代的比重是59%，
表明在實踐中千禧世代對永續性的看法與任何其
他世代沒有不同。

誰應負責減緩氣候變遷問題，按世代劃分

千禧世代（18至37歲） 非千禧世代（38歲及以上）

國家政府／監管機構

跨國組織（比如：聯合國）

自己

企業

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

壓力團體及公眾運動

基金經理人／主要股東

71%

66%

63%

58%

59%

57%

65%

56%

54%

55%

57%

47%

4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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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讓社會更美好的投資？
雖然投資人不認為自己在緩解氣候變遷等議題上
承擔最大的責任，但不可否認他們確實為促進社會
永續發展出了一份力，從選擇購買的品牌到投資的
基金，處處在發揮影響。

投資人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常用的方式

01
65% 56% 53%

52% 50% 47%

46% 44% 20%

04

07

02

05

08

03

06

09

我會減少或回收家庭垃圾

我會在個人交通及家庭能源消耗上作斟酌

我所有的食品選擇均考慮環境影響（
比如：素食／當地採購）

我會購買當地生產，而不是經過
長途運輸的產品

我會購買具備良好社會責任紀
錄的公司的產品

我不使用一次性塑料產品

我會避免投資於存有爭議紀錄的／
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

我投資於永續投資基金，排除掉忽
視永續因素的基金

我購買二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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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意識到人類活動對地
球及社會的影響，因此對永續性話題的討論日益增
加，從而推動永續活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展。

雖然65%的投資人選擇減少或回收家庭垃圾，使之
成為最常見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方式，但全球約半
數的投資人採用支持「紀錄良好的」公司，及避免沒
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分別為50%及53%）。

儘管於此排名中，投資於永續基金的貢獻位列中等
水位，47%的投資人選擇以此方式為促進社會永續
發展，但比重其實是相當大的。特別是考慮到另有
35%的投資人有時亦會選擇此為社會永續發展出
一份力。

更令人振奮的是，該比重較2018年調查結果(42%)高
5%，表示趨勢確實朝著這方向發展。

觀察不同地區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永續投資
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美洲投資人的比重最高(52%)
，緊追其後的是亞洲投資人(49%)，但僅44%的歐洲
投資人經常選擇永續投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南非
及澳洲（「其他」）投資於永續投資的比重最低。

不同世代之間亦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點。雖然整體
上，千禧世代及非千禧世代基本採取同樣的方式推
動社會永續發展，但相較於千禧世代(61%)，非千禧
世代更加可能減少或回收家庭垃圾(68%)。

投資人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常用的方式，按世代劃分

全球永續投資基金

歐洲 美洲亞洲 其他
0%

10%

20%

30%

40%

50%

44%

49%

61%

56%

54%

56%

52%

53%
52%

48%

44%
51%

48%
45%

45%
43%

23%
18%

53%

52%

43%

千禧世代（18至37歲）

我投資於永續投資基金，排除掉忽視永續因素的基金

非千禧世代（38歲及以上）

我會減少或回收家庭垃圾

我會在個人交通及家庭能源消耗
上作斟酌

我購買的食物會考慮環境影響（比
如：素食／當地採購）

我會購買當地生產，而不是經過長
途運輸的產品

我會購買具備良好社會責任紀錄的
公司的產品

我不使用一次性塑料產品

我會避免投資於有爭議紀錄的／沒
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

我投資於永續投資基金，排除掉忽
視永續因素的基金

我購買二手衣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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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與保護地球難題
儘管僅46%的投資人認為基金經理人有責任緩解
氣候變遷問題，但58%的投資人認為他們應撤回石
化產業的投資。

基金經理人的責任與投資人對其期望之間的衝突，
顯示在氣候變遷問題上，投資人仍是期望基金經理
人發揮相當的影響力。

雖然41%的投資人認為基金經理人應維持投資石
化產業，這個觀點的背後卻有著不同的原因。14%
的投資人認為只要有利可圖，基金經理人應維持
投資。

基金經理人應怎樣看待石化產業相關的公司？*

36% 27% 22% 14%
撤回對這類公司的投資資金， 
限制公司的成長能力

為了推動變革，維持投資 以道德為由，撤回對這類
公司的投資

只要有利可圖，維持
投資於該類公司

「關於責任及永續投資存
在多種可能」

*請注意：由於四捨五入，數據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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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石化產業公司想法的不同，說明了關於責任
及永續投資存在多種可能。因此投資人需要認證，
以確保與個人信念相符。

也許最有趣的是，相較於千禧世代(23%)，非千禧
世代認為基金經理人應維持投資以推動變革的比
重更高(31%)，這表示年輕世代可能比年長世代更
加懷疑基金經理人的影響。

基金經理人應怎樣看待石化產業相關的公司？按投資專業程度劃分* **

「非千禧世代更
加認為基金經理
人應維持投資以
推動變革」

撤回對這類公司的投資資金，
限制公司的成長能力

為了推動變革，維持投資

以道德為由，撤回對這類公司的投資

只要有利可圖，維持投資於該類公司

新手／初級 中級 專業／進階

34% 38% 36%

20%

19%
26%

30%
31%

23%

15%
13%

15%

*請注意：投資專業程度來自於受訪者自己的認知 

**請注意：由於四捨五入，數據總和可能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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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的投資人
作為永續投資的投資人（甚至不僅僅作為投資人）
，投資人期望企業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雖然看到大多投資人認為所列示的全部行為均是
公司的重點，這是十分正面的，但結果顯示，公司
仍可偏重部分項目。

最重要的行動

首先，投資人優先考慮公司對周遭社區及社會的
影響，有70%的投資人將此行為歸類為「非常重
要」。緊隨其後的是關注環境議題(67%)，之後是員
工待遇(66%)。

投資人較少會考慮一家公司的內部做法。例如，僅
52%的投資人優先考慮一家公司的員工多元化，
以及56%的投資人認為高層與僱員之間的薪酬差
距議題非常重要，公司需加以解決。

顯然，投資人希望企業優先考慮以環境及社會影
響的行動為優先。

根據不同投資專業程度來觀察，重要性大多維持
相同。然而，一個顯著的趨勢是，相較於初級及新
手投資人組別，專業及進階投資人將各種行動評
為重要的比例更高。

平均而言，64%的專業及進階投資人將公司行動
評定為「非常重要」，而初級及新手投資人的比重
為57%，中級投資人的比重為61%。

雖然不同地區及年齡組別存在共識，一些特殊的
現象值得注意。比如，歐洲將公司的員工多元化評
定為「非常重要」的比重最低(46%)，低於全球比
重(52%)。

社會責任（比如：對周遭社區及
社會的影響……）

關注全球議題（比如：排放量、再
生能源的使用、公司活動對生態
系統的影響等等）

員工待遇

縮小性別薪酬差距

解決高階及其他僱員之間
的薪酬差距

公司員工多元化（性別／種族／ 
年齡／性取向／社會經濟背景等）

70%

67%

66%

59%

5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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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整體獲利與影響 
除了「永續指標」，重要的是考慮公司如何整合永續
性的三項支柱 – 人類、地球及獲利。

投資人是否相信：公司努力考慮環境或關心員工的
行為將會轉化為較高的報酬率？

從兩點來看，調查結果十分引人注目。

第一，投資人從永續性角度視為最重要的行動，亦
是被視為對報酬率最具影響力的行動，幾乎每項行
動都相當重要。

獲利與影響：投資人是否認為公司的行動力等同於強勁的報酬率？

投資人評定為「非常重要」行動的比重 投資人認為這些行動對報酬率造成正面影響的比重

社會責任（比如：對周遭社區及社會的影響……）

關注環境議題（比如：排放量、再生能源的使用、公司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等等）

員工待遇

縮小性別薪酬差距

解決高層及其他僱員之間的薪酬差距

公司員工多元化（性別／種族／年齡／性取向／社會經濟背景等）

70%
68%

67%

67%

59%
59%

56%
58%

52%
56%

66%

66%

第二，最重要的行動（在社會及環境責任方面）對
獲得較高報酬率的可能性反而略低。而內部的管
理，諸如員工待遇及解決薪酬差距，與其他行動
力相比，能因此獲得較高報酬率的可能性相同或
更高。

值得鼓舞的是，該現象從地區及世代差異中亦可
見一斑。整體上，投資人慢慢提高責任企業與投資
報酬率的正向認知，認為責任企業終究可利好業
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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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價值及所得收益可跌亦可升，投資人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匯率
變動可能導致任何海外投資價值上升或下跌。

施羅德投資委託Raconteur在2020月4月30日至6月15日期間對
23,450位來自全球32個市場的投資人進行獨立網上調查。有關調查將

「投資人」定義為將於未來12個月投資至少10,000歐元（或同等價值）
以及曾在過去十年內更改投資組合的人士。

本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
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
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
任何擔保，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
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
108號9樓　電話：02-27221868（客服專線：02-87236888） 
http://www.schroders.com.tw

投資人是否想要提高自身的財
務專業知識？ 
投資人願意成為有永續意識的投資人。

調查顯示，投資人被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的永續投
資議題所吸引，並且相信這種投資可以創造更正向
的投資前景。

具備充分有關永續投資基金的資訊及知識，是確保
永續投資成為主流的關鍵。現時存在的資訊缺口已
經可以由基金投資人及財務顧問隨時填補，這對於
推動永續投資的發展是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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