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歐洲永續金融行動計畫 (UNEPFI，2018/04/05) 

http://www.unepfi.org/news/regions/europe/europe-launches-action-plan-on-

sustainable-finance/ 

今年 3月底，由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和歐盟主席 Jean-Claude Juncker發起

了歐洲永續金融行動計畫。若是此計畫順利執行，正可顯示公、私部門如何迅速

攜手合作，共同努力改變我們經濟體系的關鍵面向。 

此計畫包含立法和非立法性質的行動，並進一步與金融業對巴黎氣候協定和

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承諾一致。一些關鍵要素包含： 

 建立將歐盟標籤應用於綠色金融產品的分類方法。 

 明定投資人將永續議題納入決策考量的法律責任。 

 要求金融顧問提供其客戶符合永續表現的產品。 

 重新調整銀行資本要求，以放寬永續計畫貸款限制。 

 令公司報告更加透明。 

該委員會依據 12月 UNEP FI聯合主席 Christian Thimann所領導的高級專家組織

之建議，建立行動執行時程表。其中聯合國永續金融系統(UN Sustainable Financial 

System)以及綠色經濟組織(Green Economy)對該行動計劃至關重要。高級專家組

織之建議對於明定投資人責任係參考 21世紀信託義務項目(Fiduciary Duty in the 

21st Century)，一項關於責任投資原則與下一代基金會的合作計畫。 

提供這套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可使歐洲成為永續金融的前沿，而中國在 2016年

也致力於綠化其金融體系。透過這些機構的共同努力，反映了整個產業變化的規

模和速度，並加強了其於實現氣候變遷和永續發展之全球目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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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越揭露並展現行動 (CDP，2018/05/02)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investor/moving-beyond-disclosure-and-driving-

action 

18年前 CDP成立的願景為改變資本市場，建立一個適用於人類和地球的永續經

濟。我們過去相信，現在也依然如此，資訊公開透明為環境行動的基礎，如果沒

有數據將無法管理。 

第一階段為揭露，但我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為：如何令公司揭露資訊？ 

產業規模的參與 

此回答為：利用投資人的影響力。我們決定利用資產擁有者、資產管理者、保險

公司和銀行的集體力量推動公司的環境資訊揭露，形成一個公司無法匹敵的規模。 

這種產業規模的參與模式對我們、公司和投資人都很有效，且這種支持力量正明

顯增長。 

2002年，我們與 35家投資機構合作發送第一份氣候變遷調查問卷，當年有 245

家公司做出回應。現在，超過 650家資產達 87兆美元的投資機構支持我們的揭

露要求，不僅有氣候變遷，還有水和森林。另外，不單只有投資人推動公司提供

更多更好的揭露，全球近 100家大型公司也透過 CDP向其供應商提出要求，去

年就有超過 6,300家公司向我們揭露其相關資訊。 

揭露、見解與行動 

揭露為起點，而非終點。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永續經濟，我們需要公司利用報告過

程中所收集的重要見解，採取持久行動。 

過去十八年間我們已取得重大進展，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必須加快腳

步，不斷提高我們的抱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過去幾年一直與投資人合作，透過投資人的要求加速公司在氣

候變遷、水資源安全和森林砍伐方面的行動。 

去年，我們與 345家投資機構合作，要求 1300家具高環境衝擊的公司： 

(1) 將氣候變遷整合至其商業策略中 

(2) 參與減排行動 

(3) 簽署We Mean Business聯盟優先計劃，例如：科學基礎的目標(SBT)。 

共有 816家企業回覆，回覆率為 63%。 

需要更多的一致性 

根據 2017 年投資人行動要求的數據顯示，令人欣慰的是幾乎所有 1301 家公司

(98％)表示他們正在將氣候變遷納入其商業策略中。然而，主流氣候倡議，如情

景分析、TCFD和巴黎協定則鮮少公司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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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 2016年以來，針對巴黎協定有特別說明的公司明顯增加，但我們還是希

望能看到公司在將氣候議題納入決策標準化流程時，能與更多大型倡議相符的回

覆。CDP新版與 TCFD一致的問卷應該可以解決這項問題。 

設立目標 

同樣值得欣慰的是公司設定的目標數量和質量都有所提高。自 2016 年以來，由

民生用品、能源、工業和電力業所設定的目標均有所增加，在這些高衝擊產業的

樣本中有 88％在 2017年至少設定了一個目標。雖然 2016年只有 8％的公司設立

涵蓋範疇 1、2和 3之絕對減排目標，但在 2017年已增加到 40％。 

另外，有 195家公司聲稱他們是以科學為基礎來設立目標，其中只有 70家公司

之目標確實通過 SBT 認可。令人鼓舞的是有 236 家公司表示他們預計在未來兩

年內設立以科學為基礎的目標。 

減少排放 

在排放方面，2016年到 2017年，範疇 1和 2的排放量都略有下降。然而，範疇

3的排放，即整個價值鏈的間接排放則為增加。 

我們理解計算範疇 3的排放仍在處於發展階段，但基礎上的排放量並沒有迅速下

降，投資人仍需在這裡推動更多的努力。 

參與行動 

此行動是為了達成全球升溫低於 2°C 的目標，投資人俱備獨特的能力來幫助企

業減輕這些風險並利用低碳世界的利益和機會。我們邀請投資人支持我們的

2018 年投資人行動請求，以促使這些具高衝擊的公司採取緊急行動，在轉型過

程中發揮作用。 

 

 

 

  



3. 永續證交所組織(SSE)致力於全球綠色金融領導力計畫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2018/05/26) 

http://www.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sse-contributes-to-global-green-finance-

leadership-program/ 

聯合國永續證交所組織(SSE)應邀於中國北京舉辦的首屆「全球綠色金融領導力

計畫」發表演說。這為期六天的計畫中包括座談會，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方

參訪，以提供最佳實務的知識分享平台、鼓勵創新推廣綠色和永續金融發展。發

起人的目的為引發新思維來推動綠色金融，並傳播有關綠色和永續金融的實務知

識和技能。 

馬博士領導的這場活動包括來自超過 35個國家之 120名政治家、金融監管人員

及其他與會人員。馬駿博士（中國綠色金融委員會主席，G20綠色金融政策研究

組聯席主席，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綠化金融系統成員）表示：「由最高級別的政

府高階領導人向監管機關和市場參與者發出強有力的政策信號，告知關於綠色金

融對經濟的重要性十分重要」。 

永續證交所組織(SSE) Anthony Miller專員表示：「全球經濟轉型成具永續性的基

礎需要創新的財務和投資模式」、「永續證交所組織(SSE)鼓勵資本市場的參與

者展現領導力，把握綠色金融所提供的機會，幫助世界轉型至永續經濟的未來。」 

永續證交所組織(SSE)於「綠色資本市場、ESG 及揭露」的座談會上演說，此場

座談會關注於公司 ESG 資訊、氣候風險揭露、與永續指數議題。永續證交所組

織(SSE)呈現證交所促進綠色金融的角色—綠色金融行動計畫，包括永續指數的

發展。 

在活動的尾聲，馬博士總結幾項成功建立綠色金融系統的關鍵要素，包括政府對

企業和社會傳遞強力訊號，發展綠色金融協會、網絡和聯盟，分配一些財務和政

策資源，以激化和啟動私人資本，並培養系統設計和產品開發的創新能力，培養

和留住了解綠色金融運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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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盟新的法規強制投資人需報告環境風險 (Climate Action,2018/05/24) 

http://www.climateactionprogramme.org/news/new-eu-rules-will-make-investors-

report-on-environmental-risk 

歐洲碳排為確保金融產業會一起加入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列，近日發布了最新的建

議要點。 

新法規跟指導制定方向都朝著讓投資人更簡單地了解、因應永續和氣候風險，「分

類」的產生也有助於投資人辨別哪些是綠色投資，哪些不是。法規也迫使資產管

理人及機構投資人必須揭露把環境風險納入投資考量中。 

歐盟委員會明文記載：所有的代理投資的金融機構都需要通知他們的客戶或受益

人，他們的投資行為是如何影響地球或是當地環境。這個措施希望為投資人創造

更多「投資地球的未來並獲利」的選擇。  

這項建議主要建立在歐盟委員會已經在執中的工程，以期加速歐洲的永續金融發

展。最近的行動方案 Action Plan 也針對這項議題訂定初始策略，旨在確保金融

活動會對地球及社會帶來益處。 

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聯盟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Valdis Dombrovskis認為這些行動：

「顯示出歐盟承諾他們會確保投資事業往對的方向發展。」「他們的目的是利用

資本市場的巨大力量來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永續發展。」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Jyrki Katainen 加註，估計每年會有 1800億美金需要符合歐

盟的 2030氣候目標。 他還提到：現在這份建議要點帶來永續金融的透明度和投

資機會的增加，因此投資人有充足且可信賴的資訊可以讓經濟體轉型，變成低碳、

能源效率高的循環經濟。 

法規將送到歐洲議會及歐洲高峰會等待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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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什麼投資者再也不能忽視“線性(linear)”的真實威脅 (WBCSD，

2018/06/05)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Energy-Circular-Economy/Factor-

10/News/Why-investors-can-no-longer-ignore-the-exposure-to-the-real-threats-of-

being-linear  

世界永續發展協會、環境經濟委員會、PGGM、KPMG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發起

了“線性風險論(Linear Risks Essay)”，展示了線性經濟商業實踐所創造的真正商

業威脅。這些包含稀缺(scarce)和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相關的風險、使用原始資源

生產的產品的優先次序和銷售、合作失敗、沒有創新或適應。這些因素都會對組

織繼續照常營業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線性風險是真實的。轉向循環經濟將改變企業的風險，現金流和企業的客戶關

係。金融部門需要適應這些變化，才能提供企業所需的產品和服務。”-Frido 

Kraanen 

越來越多的公司面臨“線性風險”，如價格波動，供應鏈失敗以及由於立法變化

而導致的罰款或訴訟。這種線性方法不僅會造成嚴重的商業威脅，還會阻礙我們

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巴黎協議或縮小 91％的全球循環差距的能力。由於這些風

險以我們經濟的線性設置為基礎，因此迫切需要與金融和商業界開展對潛在影響

的對話，以期探索解決方案。 

“線性風險”論是一個開創性的文章，正在重新定義對於循環經濟前進道路的辯論。

對企業和企業家來說，線性風險是真實存在的必讀條件。 - Harald Friedl，經濟

相關的執行長 

本文由 Circle Economy，PGGM，KPMG，WBCSD和 EBRD共同撰寫，旨在提

高意識，與金融和商業界建立建設性對話，以更好地理解和模擬“線性風險” - 

暴露於線性業務實踐會對組織持續經營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企業利用稀缺和

不可再生的資源，優先考慮新產品的銷售，不合作，不能創新或適應，企業將面

臨這些風險。如果得不到解決，這些可能對金融業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我們希望本文強調考慮到線性經濟的實際風險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我們期待與

我們的合作夥伴和更廣泛的商業界共同構建本文，最終確保“線性風險”成為財

務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hyaam Ramkumar，知識與創新經濟經理圈 

循環經濟可以提供緩解這些“線性風險”的解決方案。循環經濟是一種新興的經

濟概念，它提供新的商業模式和策略，以不斷重複利用材料和資源，並在我們星

球的邊界內運作，旨在實現社會福祉。我們呼籲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有效解決

“線性風險”問題。我們建議採取四種不同的後續措施： 

1. 透過與風險管理人員一起撰寫本文並將“線性風險”轉化為金融風險管

理語言，合作加深對“線性風險”的理解 

2. 了解這些“線性風險”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在不同時間尺度

上影響業務和金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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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投資者和業務利益相關者建立論壇，以測試“線性風險”的概念，並努

力實現將“線性風險”整合到已建立的企業風險管理（ERM）流程中的實

際實施議程 

4. 專門解決“線性風險”的揭露挑戰，並探討當前投資組合中揭露氣候變化

風險的運動如何作為整合“線性風險”的模型。 

在文章的基礎之上，我們打算進一步研究，製定具體的“線性風險”指標和工具，

使投資者更容易在分析中考慮這些因素。最終，我們希望“線性風險”將成為金

融和商業界決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6. 2018歐洲公民企業高峰會九個要點內容 (Ethical Corporation, 2018/6/13) 

http://www.ethicalcorp.com/nine-takeaways-first-day-responsible-business-

summit-europe 

ESG報導，在現今的數據化下的隱私權及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歐洲的第一個活動

─由道德公司(Ethical Corporation)於倫敦舉辦，且備受矚目。以下為擷取的 9 個

重點： 

1. 聯合國全球盟約執行長 Lise Kingo說，他在 2015年簽訂用續發展目標的

時候加入組織的，幾個月後巴黎協議也正式簽訂了。這兩份文件為政府、

企業、社會，解決全球挑戰提供很好的指引，而全球現況也看起來有改

善。他暗示在川普執政後，有些措舉偏離永續發展方向。Kingo認為企業

應該設立「燈塔(lighthouse)」機制，以顯示企業對 SDGs有什麼貢獻；全

球盟約已經開始跟他們 12000-15000 為會員接觸，希望會員國們能將這

項必須的轉變傳遞給上百萬的企業們。 

2. 克蘭菲爾德管理學院（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的企業責任榮譽

教授 David Grayson透露：我們生活在一個 VUCA的世界。VUCA代表

Volatility（易變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Complexity（複雜性）、

Ambiguity（模糊性）。他認為對英國民眾來說英國脫歐就是 VUCA的縮

影，而他又補充了幾個我們正在面臨的挑戰：「90-100億的人口，如何

能活在一個星球上？」「企業需要做些什麼才能確保他們擁有繁榮的未

來？ 他們需要全力以赴，實現可永續發展」。 

3. GRI首席執行長 Tim Mohin說 ESG的資訊提供超過需求量，因為永續

報告還沒辦法達到他的目的。「報導需要的是精準、正確以及一致性」

他說。然而 TCFD的來臨會增加大家對永續資訊的需求，主流的投資人

對永續相關的資訊越來越感興趣，因為它顯示出公司的價值。最後總結，

Tim 提到：重點不是報導，而是運用這些資訊，我們怎麼讓世界變得更

美好。 

4. 我們身處於一個數據化的世界，但近來像是 Facebook/Cambridge 

Analytica等事件，凸顯了使用者的言論自由及隱私被視為基本人權。數

位權利排名(Ranking Digital Rights)執行長 Rebecca MacKinnon她補充，

目前只有兩間企業的 ranking score超過 50%。隨著全球資訊生態的發展，

「如果我們希望發展成可與人權相容的生態，我們須確保這些生態會被

監督其價值。」 

5. 人工智慧將為企業及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但沒有人確定確切的影響是

什麼，因此駭人的傳聞就這樣被誇大了。英國研究機構 Fast Future 執行

長 Rohit Talwar 說：「我們沒辦法預測科技會怎麼影響人們的工作，因

為他根本還沒發生也不存在」。根據關於多少人會因此失業的報告擬定

策略(報告顯示美國有大約 47%的工作會有被取代的風險)，是毫無意義

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需要為 AI時代做準備。「我們能做最糟的決定

是─什麼也不做，用希望來當作我們的策略。」 

http://www.ethicalcorp.com/nine-takeaways-first-day-responsible-business-summit-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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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國基美公司(KEMET)執行長 Loof 說，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企業邁

向永續策略提供方向。Loof透漏，儘管他在環境及社會議題，特別是供

應鏈的部分，工作多年，但直到非常近期才開始聽到內部提起永續發展

目標(SDGs)。現在Kemet正在將永續發展目標(SDGs)導入期營運策略中。

然而要說服投資人，他強調：你必須達到每季目標。你必須運用永續的

方式，經營一個獲利的公司。 

7.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執行長(CDSB) Simon Messenger 說明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小組(TCFD)開始帶動法規：雖然現在都是自願性質，但所有現象都

顯示，再過不久，這些法規將轉成強制性。然而，企業仍無法充分掌握

建議的含意，造成監督與行動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企業還沒真正意識到

氣候變遷風險，這使得投資人難以做出適合的資本分配。企業永續發展

協會(WBCSD)也表示就算企業為投資人提供資訊，他們也沒有將其內部

運用。TCFD可能可以改善這個情形，因為它涉及的業務範圍，財務長監

督範圍皆能涵蓋及掌握。 

8. 「工業 4.0 讓現實與網路世界緊緊連結，我們手邊大量的數據、資料正

在塑造全世界的運作方式，未來幾年將會變得跟現在完全不同。」微軟

Industry Solutions, Manufacturing & Resources at Microsoft執行長 Ruptesh 

Pattanayak說。當有更多資產連接上雲端，原先僅限於各個組織或單位的

資料可以改善世界各地組織的營運方式。單以農業為例，科技可以增加

4-5%的效率，假若你應用在整個農業價值鏈上，可以驚人地提高 67%的

生產效率。 

夏威夷 Global Government Affairs：ICT主席 Victor Zhang可能是永續發展的關鍵

推手，尤其是在開發中市場；我們期望永續可以成為我們與未來接軌的工具，我

們將用數位作為解決方案，創造綠色的世界」，手機不僅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可以

無時無刻的互相聯繫，就算在最貧窮的區域，貿易、健康照護、教育也可以傳送

的到，他補充。 

  



7. 企業責任的未來 (Forbes，2018/06/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georgkell/2018/06/18/the-future-of-corporate-

responsibility/#5c5c4de06105 

在全球化和西雅圖事件之後，現代企業的永續運動於 90年代末開始。從那時起，

永續運動至今發展茁壯。投資者開始意識到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的整

合可以提高績效。我們現正處於轉彎的邊緣，市場主導的大規模轉變將加速向乾

淨、更健康和社會更具包容性的結果。但是，在當前侵蝕自由原則，低信任和規

則系統弱化的環境中，問題在於企業責任運動是否具有未來。 

從那時開始，企業責任成為一場全球性的運動，最初是為了回應利益相關者的壓

力。例如，NIKE執行長 Phil Knight在回應消費者關於抵制使用有毒膠水和惡劣

的工作場所條件，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加入了聯合國，以便在 2000年 6月聯

合國全球契約中啟動了供應鏈的重大變革。如今，超過 10,000 家公司成為聯合

國全球契約的一部分，並且多年來湧現出許多其他類似的舉措。二十年前，企業

對供應鏈中的人權問題並不感興趣。環境污染被認為是“外部性”。在 2018 年，

大多數公司都在嚴肅地面對永續議題，並正在改變戰略和實踐，以更好地解決

ESG問題。 

當然，有企業領導者和落後者，並且仍有許多故步自封者，但整體而言，永續運

動已成為商業實踐的一部分，包括報導的實踐。今天，全球 90％以上的大公司都

在報告其永續發展績效並使用，由 GRI 開發的準則並為最廣泛採用的永續報告

架構。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公司貝萊德（BlackRock）董事長兼執行長 Larry Fink最

近給執行長的一封信，其中 Fink 呼籲企業領導人“為社會作出積極貢獻”，這說

明了企業責任運動成為目前的主流。 

企業責任的商業案例長期以來一直是該運動倡導者的信念。但是，顯示經驗性證

據是困難的。除非公司犯了重大錯誤 - 例如發生貪腐或環境污染醜聞成為頭條

新聞。在這種情況下，錯誤的成本顯而易見。企業危機經常地發生是一個嚴肅對

待 ESG問題的警訊。另一方面，正確使用它的好處更難顯示出來。 

在 2014年時，現況得到了突破，當時學術界和投資銀行家開始了首個主要研究，

展示了良好企業的 ESG 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聯繫。 ESG 信息中存在“alpha”

的發現極大地刺激了永續投資運動，這種運動與企業責任運動並行發展。聯合國

全球契約的姐妹倡議“負責任投資原則”由科菲·安南於 2006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與少數資產所有者共同發起。如今，它擁有 1,600多名成員，管理資產超過 70兆

美元。基於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新工具，如 Arabesque S-Ray技術，可以為投資

者和企業系統地應用 ESG 信息。這有望使資本遠離更少的資金，從而大大加速

向邁向低碳、更清潔、更健康以及更具包容性社會的商業實踐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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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更多零售商“逐步提升”供應鏈永續性 (Post and Parcel，2018/06/26) 

https://postandparcel.info/97040/news/sustainability/more-retailers-stepping-up-

on-supply-chain-sustainability/  

根據 CDP的最新數據，領先的零售商正在“加強”供應鏈的永續性。 

在今天（6月 26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CDP表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

爾瑪剛剛加入由前 20大零售公司中的三家 - CVS Health，Target Corporation和

Tesco 所發起- 從供應商處收集數據以減少環境風險和減少供應鏈中的碳排放量。 

“零售業所展示的領導力是私營和公共部門組織更廣泛行動的一部分，利用其購

買力來應對氣候變遷，森林砍伐和水的安全。” 

CDP 表示，自代表世界上最大的採購組織首次開始收集供應鏈數據的十年來，

115個組織 - 代表超過 3.3兆美元的年度總支出 - 現在正在向超過 11,500家供

應商索取數據”。這比去年增加了 15％，當時有 99個組織要求提供相關數據。 

CDP供應鏈主管 Sonya Bhonsle表示：“供應鏈中的碳排放量平均比公司直接營

運的碳排放量高出四倍左右 - 零售商和消費者導向的公司其碳排放量甚至增加

到七倍 - 如果不考慮供應鏈，大型跨國公司將無法全面解決對環境的衝擊。 

看到這麼多世界上大型買主認真對待供應鏈的永續性，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透

過向供應商索取數據，他們可以發現深藏在生產鏈中的風險 - 並且發現許多可

減少整體環境負擔、促進創新和降低成本的機會。 

CDP 表示，在有科學為基礎的狀態下，審查供應鏈公司的發展恰逢其時 - 這些

目標期望企業可以將巴黎協定的核心目標-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攝氏 2 度以內所

需的減少碳排放量列為目標。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SBTi），幫助公

司制定和確認這些目標，如他們認為範疇 3 的碳排放佔總排放量應少於 40％，

並且要求公司設定範疇 3的減碳目標。對於不從事生產本身所銷售大多數產品的

全球零售商而言，在供應鏈中範疇 3排放量可能遠超過整體碳排放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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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讓員工一同參與永續行動 (Business News Daily,2018/07/04) 

https://www.businessnewsdaily.com/10868-increase-employee-sustainability-

engagement.html 

全球企業無論大小，都開始接納 CSR 和永續性的價值。但大多數的執行者都還

沒找到如何讓員工可以實際參與並將其價值融入日常工作活動中的方法。CSR領

先者之一，消費品牌聯合利華，積極鼓勵員工在工作場所展現永續的精神，他們

有一句標語：小行動可以造成大改變。 

「創造一個活力、永續企業的關鍵是要找到一個方法，從高級主管到第一線員工，

每一位都參與公司日常的永續措施」----聯合利華 CEO Paul Polman 

員工參與會讓企業的永續目標變成現實，第一步只要適當地安排教育訓練和參與

活動，就能將在工作場域建立永續文化。 

參與 

當你進行員工訓練後，你需要為這些新措施創造當責感，以確保他們會順利實施。

Briteskies的專案經理 Dave Balser表示，員工在參與企業永續專案的時候往往會

貢獻新的專案想法，例如一位員工曾經建議並協調一項辦公社區農業專案。 

辦公室改變的呈現是一大難題，確保你認識你的團隊、給予正向改變獎勵都是解

決的好辦法；自備環保杯、購物袋也可以幫助你開始辦公室的永續計畫。在愛荷

華州的一間行銷公司甚至提供單趟 2.5美金的替代交通工具補助金。 

當目標成功達成，適時慶祝有助於推動良性競爭並保持議題能見度！可以創立每

周綠色之星的比賽，或者提供分組獎勵給達成永續目標的小組。 

案例 

領導人的言行舉止、是否有身體力行永續行動非常的重要，它相當於員工確認公

司價值的基準。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實施永續措施的動機總是抱持懷疑，聯合利華

CEO Polman說很多員工唯有在相信公司是真的立意良善地希望創造正性改變時，

才會完全接納新的公司政策。 

雖然小公司可能無法有像聯合利華一樣的預算，但每種大小的企業都是可以施行

這些措施的。 

Manage Your New Career的作者 John Arthur相信當上位者接納永續價值時，它能

吸引對的人才。「我曾幫助一間企業從 50人增長成 400人的公司，這個經驗中，

我發現社會思維對員工來說是主要動機與連結」John說。 

永續措施與員工參與都需要時間培養，但永續發展的公司會有更高的生產力，且

帶來正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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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什麼一般性標準可以促使綠色金融成長？ (Green Biz,2018/07/04)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how-common-standards-could-spur-growth-

green-finance  

發行者和投資者對綠色金融的胃口越來越大了：2017 年全球發行並具有綠色債

券的金額躍升到近 1600 億美元。美國的綠色債券市場在直轄市、州省、大公司

的助力下，2017年雖然長幅超過一倍，但仍落後中國、法國和德國。 

隨著新形態的發行者進入市場、更多創新的綠色金融工具的發明，強制性標準

(mandatory standards)也需跟著革新以確保投資人能辨識、評估風險。因為投資人

在組成綠色投資組合時，無論投入什麼產業及地區，都應確保其投資綠色工具的

可信度及監管品質；對發行人而言，共通標準可以協助他們釐清發行上該如何選

擇合適的投資方案及找到對的投資人。標準化使創新的過程有一定的程度可依循，

ING是第一個發行永續相關的貸款，但發行之後他也看到其他家公司有不同的操

作方式。市場如果有一個架構的指導原則，將有利於投資人檢查這些商品的穩健

性。 

標準的產生 

2013年發行者首次進入綠色債券市場，氣後債券倡議組織(CBI) 及國際資本市場

協會(ICMA)極力為參與者建立一個志願性的指導原則。一開始，兩個架構都著重

於發行的過程：發行者該如何描述投資人的利益分配、其他意見的溝通管道、該

如何建立一個透明的報導原則。在市場初期，比起過度規範債券的資金使用方式，

簡單的架構會更加吸引投資人和機構採納綠色債券。當市場開始擴大，綠色債券

「內容」將會被關注：哪些項目符合特定行業資格？ 邊界怎麼設定？ 債券分類

應該傾向綠色債券或社會債券？ 

CBI 和 ICMA 經由銀行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建議後都細修過，他們的標準並加入

更多細節，但仍維持其自願性，代表發行者不一定需要遵循這些原則。因為如果

標準規範太多關於內容本身，市場會把吸引不同投資人的彈性給抹煞。 

保持彈性 

綠色募資涵蓋了各式各樣的投資人，這之中包含為了債券的綠色理念目標而投資

的、綠色投資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多元化投資者、看好綠色債券但不一定具有使命

感的投資人。這三種投資人對「綠色」債券的要求非常不同，例如具有綠色理念

的投資人會最希望發行人受到嚴格的審查。 

但在投資人的期待跟發行人的需求之間是可以找到平衡點的。真實情形是，不同

產業永續的程度跟速度不同卻都往這個方向發展；而投資人則對標準及投資機會

有不同看法。 

綠色貸款市場也有同樣的互動，ING及一些出借單位與 LMA正在發展一套國際

標準。討論內容包含該如何定義合格的資產，依照貸款被使用的方式？或者標準

應該著眼於提供一套打造合格資產的指導原則。最後他們將重點放在過程，讓資

金的使用納入考量但保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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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A 的執行長 Clare Dawson 說：「對所有新興的市場來說，建立一個像 LMA

最近發行的商品架構─綠色債券原則(Green Loan Principles,GLPs)是非常好的，因

為他可以讓大家了解這項商品大家追求的是什麼。接下來我們會將 GLP 發展的

更廣：更多種類的貸款結構，包括循環信貸，讓獲得綠色貸款的借款人數量可以

最大化。」 

雖然發行者及投資者現在已經自願試著拼湊出一個架構，但一組真正被普遍採納

的標準才是綠色市場可以持續擴展的關鍵。如果這些標準能夠注重過程多過內容，

會為綠色市場打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