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 重要措施及成效
110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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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接軌國際推動永續金融趨勢，並發揮我國金融體系在促進
整體社會追求永續發展之角色及功能，經檢討推動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 1.0，並參酌國際作法，以及專業機構、業者及相關部會建
議，金管會(下稱本會)於 109 年 8 月 18 日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
案 2.0」
，由本會、經濟部、財政部、國發會、交通部、勞動部、
科技部、環保署、銓敘部、國發基金等部會共同推動，並將結合
相關金融業同業公會、周邊單位及非營利組織等之力量，期能公
私協力共同建構永續金融生態系。
方案將透過 3 大核心策略推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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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運用市場機制引導經濟邁向永續發展。方案具體推動內容包括：
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資訊揭露、促進綠色金
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展、審慎監理、國際鏈結及誘因機制等 8 個
面向，計 38 項措施。
方案之短期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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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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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下稱 ESG)議
題，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綠色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貳、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 重要措施辦理情形
一、鼓勵金融機構對綠能產業及永續發展領域辦理授信
(一) 本會持續推動「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
案」，鼓勵本國銀行於兼顧風險原則下對新創重點產業積極
辦理授信，放款對象包括綠能科技產業。截至 1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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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國銀行對綠能科技產業放款餘額約新臺幣(以下同)1.2
兆元，較實施獎勵方案(105 年 9 月 30 日)前增加約 2,300 億
元。
(二) 本會持續促請有綠能貸款經驗之本國銀行(含外銀在臺子行)
或外銀在臺分行積極合作辦理聯貸，並鼓勵其他銀行參與聯
貸，促進銀行資金運用與經驗學習。截至 109 年 12 月底，
已完成簽約之離岸風電在地資金融資額度約 2,581 億元，參
與之本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及壽險公司。
(三) 本會協調銀行積極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與優惠
機制，辦理綠能相關優惠貸款資訊。截至 109 年 12 月底，
本國銀行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綠能優惠貸款之餘
額約 36 億元。
(四) 為充實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從事綠能產業融資之資金來源，本
會業於 107 年 4 月 17 日訂定「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
幣金融債券辦法」，開放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幣金融
債券。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已有 4 家外銀在臺分行經核准
發行新臺幣金融債券。
(五) 經濟部能源局已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網
站 ( 網 址 分 別 為

https://www.twtpo.org.tw/ 及

https://www.mrpv.org.tw/index.aspx)，公開相關推動措施及有
放款意願之金融機構名單供外界參考。
二、鼓勵金融業及政府相關單位辦理永續發展領域之投資
(一)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本會已核准保險業資金投資再生能源
電廠之總金額約 141 億元，其中有 2 家壽險公司投資風力
發電廠，金額約 42 億元。另統計至 109 年 12 月底，保險業
投資綠色債券約 35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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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強化機構投資人落實責任投資，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
交所)於 109 年 8 月 10 日修正發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
則，包括要求機構投資人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評估決策流
程、強化與被投資公司對 ESG 議題之對話與互動、及提升
盡職治理報告之 ESG 資訊揭露內容。
(三) 鼓勵相關部會所轄國營事業、政府基金及公股金融事業參與
永續發展領域之投資，投資標的包括 5+2 新創重點產業之綠
能科技及循環經濟產業、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及環保署
之企業環保獎、通過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所辦理公司治理認
證、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前 50%名單以及獲選為就業 99 指
數、高薪 100 指數、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等企業，以及綠色
債券等。
三、發展我國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市場
(一) 綠色債券：綠色債券可做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擬轉型綠色
低碳發展之業者於資本市場之籌資工具，或是銀行對一般企
業綠色用途貸款的資金來源之ㄧ。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於 106 年 4 月 21 日公布實施「綠
色債券作業要點」
，截至 109 年 12 月底已累計發行 56 檔綠
色債券，合計發行總額 1,607 億元，較 108 年底新增 19 檔，
發行總額新增 566 億元。發行人包括：國營事業(台電與中油)、
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含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幣計
價)、國內民營實體產業公司，以及國外民營實體產業公司(離
岸風電)等五大群體。
(二) 可持續發展債券：為發展永續金融，協助企業將資金投入
ESG 等層面，櫃買中心於 109 年 10 月 6 日公布並施行「可
持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建立完備可持續發展債券市場制
度。截至 110 年 1 月 28 日已累計發行 4 檔可持續發展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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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發行總額 68 億元。
四、強化培育瞭解綠色及永續金融之人才
(一) 持續透過台灣金融研訓院及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
稱保發中心)等金融周邊機構辦理相關課程，培育綠色及永
續金融人才，俾利協助金融業取得資訊、瞭解綠能產業特
性，據以評估風險控管及審核機制，進而提高投融資及承保
意願，並有助於綠色及永續金融商品發展：
1. 金融研訓院於 109 年度截至 12 月底共辦理 15 班次，計有
422 人次參訓，課程主題包括專案融資與風險管理研習班、
聯貸實務與專案融資法律風險研習班、109 年度銀行業核心
人才進階課程-企業徵授信人員系列四及七、專案融資與聯
貸實務個案研習班、109 年太陽光電金融議題會務與課程辦
理(第一、二期)。
2. 保發中心 109 年度截至 12 月底共辦理 8 場以董監事等高階
主管為對象之相關議題實體講座，計有 157 人參訓，課程主
題包括「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
題講座(109 年第八期)-CSR 及 ESG 投資-從企業社會責任看
資安隱私重要性」、「產險簽署人員選修科目-氣候變遷與天
災風險」
、
「產險業精鍊高階管理與實務研習系列- 產物保險
市場之核保績效與巨災風險管理」
、
「產險簽署人員選修科目
-產險新商品之介紹-臺灣農(漁)業保險的商品開發」及「董
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座(109
年第十四期)-綠色金融」。
(二)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成立「再生能源投(融)資第
三方檢測驗證中心」，提供具公信力的檢測驗證資訊予金融
業者參考，作為離岸風場專案融資及核保之風險管理依據，
5

增進決策品質及投融資意願。標檢局自 106 年起持續定期召
開再生能源投融資第三方檢測驗證溝通平台會議，邀請相關
部會、金融業、學界及產業界等，研商並學習有關專案驗證、
盡職調查及海事擔保監督等議題，109 年截至 12 月底共辦
理 2 場次。透過與國際專業團隊合作之實際案例，金融機構
含投資人可瞭解離岸風場開發及營運各階段風險，亦可有效
培養金融業專案融資人才。本會已鼓勵銀行、產/壽險公會
及金融業者積極參與。
五、促進綠色及永續金融商品或服務發展
(一) 鼓勵銀行發展推廣綠色信用卡：經統計各信用卡發卡機構發
行及推廣綠色信用卡業務現況，以及 109 年度截至 12 月底
之推廣成果如下：
1. 積極宣導及推廣所屬持卡人使用電子帳單、行動帳單及以線
上方式繳款，其中申請行動帳單件數計有 129 萬件。
2. 提升自動化通路申辦信用卡比率，線上申辦信用卡件數計有
345 萬張。
3. 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期能減少用
紙及消耗塑膠等原物料，其中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卡計
約 164 萬張。
4. 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促刷活動，金額為 117 億元。
(二) 推動投信事業募集發行綠色基金：本會已於「鼓勵投信躍進
計畫」中，提供優惠以鼓勵投信事業發行或管理以投資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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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9 年 11 月底，投信事
業發行綠色基金(ETF)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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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方針以水資源、抗暖化、綠能趨勢、天然資源為主題之
投信基金計有 6 檔，規模合計約 112 億元。
2. 投資方針含括 ESG 為主題之投信基金計有 13 檔，規模合計
約 843 億元。
3. 以公司治理為主題之投信基金計有 1 檔，規模約 69 億元。
(三) 鼓勵發展我國綠色保險商品：為鼓勵保險業者積極參與綠色
保險，並積極協助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推動氣候變遷災損相關
保險商品，本會已將產險業「離岸風機主體安裝及營運相關
保險」及「農業保險」承作情形，納入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
提標準評估項目，提供安定基金提撥差異化誘因鼓勵措施。
目前相關成效如下：
1. 離岸風電相關保險：現約有 10 逾家產險公司參與，統計 107
至 109 年 9 月底累計保費收入約 31 億元。
2. 農業保險：經請產險業者配合農委會及地方政府之規劃，現
已開發水稻、梨、芒果、蓮霧、木瓜、鳳梨、文旦柚、香蕉、
甜柿、番石榴、棗、荔枝、石斑魚、虱目魚、鱸魚、吳郭魚、
禽流感、農業設施等約有 20 品項商業型農業保險，自 104
年開辦至 109 年 9 月底累計保費收入約 5 億元。
六、強化 ESG 資訊揭露品質
為強化企業揭露 ESG 相關資訊之品質，以提供金融市場參
與者具可比較性且一致性的資訊，本會規劃從 4 個方向著手，包
括強化內容、提升品質、擴大範圍，以及資料共享。在強化內容
方面，將接軌國際，研議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簡稱 TCFD)有關氣候相
關資訊揭露之建議，納入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下稱 CSR)報
告書或年報。在提升品質方面，刻正研議擴大 CSR 報告書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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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驗證之上市櫃公司範圍。為促進更多企業重視 ESG 議題，
擴大範圍方面，將要求實收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的上市櫃公司
自 112 年起應編製並申報永續報告書。在資料共享方面，本會刻
正研議結合相關部會有關氣候變遷及環境等資訊共同推動產業
永續發展資料庫平台，供企業及金融業據以評估可能風險及進行
情境分析，以及研議建置揭露永續責任投資、基金、放貸、保險
等數據之整合平台。
七、驅動金融業培養因應及管理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之能力
(一) 為強化保險業因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之能力，本會已採行以
下措施：
1. 要求保險業於 109 年度保險業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下稱
ORSA)監理報告將氣候變遷相關之風險納入評估，包括氣候
變遷之風險辨識、主要暴險狀況、氣候變遷風險之評估方法
及相關因應措施等。
2. 保發中心辦理 109 年壓力測試時，已將巨災情境納入產險業
壓力測試情境。
3. 本會於 109 年 12 月 1 日發布 109 年度保險業適用之資本適足
率(下稱 RBC)填報表格與手冊，產險業與再保險業自計算 109
年底 RBC 起，將天災風險(地震颱風洪水)納入風險資本額計
算 ， 本 會 將 賡 續 研 議 保 險 資 本 標 準 (I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簡稱 ICS)巨災風險計提方法，並適時導入現行制
度。
(二) 本會將持續觀察各國監理機關及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CBS)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金融業壓力測試及資本計提等
之後續發展，並已請相關公會研議評估，俾適時納入我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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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國際接軌並持續推廣永續理念
(一) 本會與環保署合辦「永續金融分類標準」委託研究案：為協
助企業及金融業釐清永續活動之範圍，以共同語言溝通及避
免漂綠情形發生，本會與環保署合辦委託研究案，將參酌國
際作法，並參考產官學界之建議，就我國國情、產業發展及
法規制度，先以我國金融機構投融資主要產業別為對象，研
議環境永續分類標準，已於 109 年 12 月招標，預計 110 年底
完成分類標準。
(二) 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簽署或遵循國際倡議及原則：截至 109
年 2 月 20 日，全球有 37 國共 116 家金融機構簽署赤道原則，
其中亞洲地區計有 29 家，我國計有 8 家本國銀行簽署，在亞
洲地區與日本並列第一。本會將持續適時宣導鼓勵金融機構
參與、簽署或遵循國際有關永續金融主題之倡議及原則。
(三) 對金融機構辦理綠色金融業務成效評鑑：
1. 金融研訓院 109 年第 10 屆菁業獎，已賡續設置「最佳綠色專
案融資獎」
，以促進綠色產業之永續發展；另就「最佳社會責
任獎」調整成「最佳 ESG 獎」
，除符合國際潮流趨勢外，更
期許參選機構以金融的力量促使業者注重環境、社會責任與
公司治理。
2.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9 年第 12 屆金椽獎論文甄選活
動，已再次納入「綠色金融」徵稿主題。
3.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10 年第 9 屆臺灣保險卓越獎，已規劃賡
續設置辦理新興風險保障商品推展卓越獎，將綠色保險推動
情形及展業成效等列入評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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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金管會將發展永續金融列為重要推動政策之ㄧ，並偕同相關
部會及周邊單位等，共同積極執行「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
，將
持續滾動研議金融政策工具，積極接軌國際，建構更為完善之永
續金融體系及指引，包括提升 ESG 資訊揭露質量及透明度、建立
永續分類標準、推動建置整合資料庫等，以引導金融機構逐步從
對綠能產業之投融資，擴及至對綠色及永續發展之支援，並培養
金融機構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韌性，進而發揮金融市場之力量，
持續引導及支持實體產業發展並兼顧低碳轉型，驅動一個正向循
環的永續金融生態圈，創造金融、實體產業與社會環境三贏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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