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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豐金控永續發展三大承諾與短中長期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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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生態圈願景
政府/法規 金融機構

基礎建設

科技

裝置設備
現況

未來

現況

未來

現況 未來

現況

未來

現況

未來

訂定2025年再生能源目標20%
陽光屋頂百萬座
再生能源條例

開放太陽能資產證券化
電證合一→電證分離

屋頂型太陽能電廠
水面型太陽能電廠
地面型太陽能電廠
陸域風力發電廠

農漁電共生電廠
大型離岸風力發電廠

中小型電廠設備融資
大型電廠聯貸

綠能電證交易金融服務(待電證分離)
太陽能資產證券化(法規未開放)
儲能設備融資

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儲能設備產業
輸配電業者

電力監控系統 綠電區塊鏈交易平台
智慧電網

綠能生態圈是通過競爭和合作參與可再生能源服務的組織網路
(包括供應商，分銷商，客戶，競爭對手，政府，金融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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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金融、實體產業與社會環境三贏
綠色金融體系與指引的建立，為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環境永續之重要關鍵

秉持以金融支
持實體產業發
展並兼顧環境
低碳主軸

在政府跨平台
溝通機制下，
持續推動綠色
金融各項措施

支持實體經濟與
綠色消費生活，
提升金融業競爭
力與國際接軌

期望達成以綠色
產業帶動綠色金
融發展，形成正
向循環

社會環境

•授信面向

•投資面向

•資本市場籌資面向

•人才培育面向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
品或服務深化之面向

•資訊揭露面向

•其他面向-推廣綠色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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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債券制度專板發展進程

推動時點 2017年 2020年 2021年

綠色債券
Green Bond

可持續發展債券
Sustainability Bond

社會責任債券
Social Bond

債券定義
係指債券所募集之資金全部用於綠色
投資計畫

係指債券所募集之資金全部同時用於
綠色投資計畫及社會效益投資計畫

係指債券所募集之資金全部用於社會
效益投資計畫

資金用途

綠色投資計畫係指投資於下列事項，
並具實質改善環境之效益者：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溫室氣體減量。
四、廢棄物回收處理或再利用。
五、農林資源保育。
六、生物多樣性保育。
七、污染防治與控制。
八、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循環再
利用。
九、其他氣候變遷調適或經櫃檯買賣
中心認可者。
前項綠色投資計畫不得為化石燃料發
電項目。

募集資金同時運用於綠色投資計畫及
社會效益投資計畫

社會效益投資計畫係指投資於下列事
項，並具實質社會效益者：
一、可負擔的基礎生活設施。
二、基本服務需求。
三、可負擔的住宅。
四、創造就業及可以減輕或避免因社
會經濟危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
五、糧食安全及可持續糧食系統。
六、社會經濟發展和權利保障。
七、其他經櫃檯買賣中心認可者。

永續發展債券(Sustainable Bond)
債券項目

 法規資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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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發行規範

投資計畫書 外部認證機制 資訊揭露 發行後認證機制

 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
第8條

1. 投資計畫及其環境或
社會效益評估。

2. 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
選流程。

3. 資金運用計畫。
4. 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

之相關事項。

 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
第13條

依國際金融市場慣例或國
內實務狀況，具備評估或
認證永續發展債券之投資
計畫書或資金運用情形之
專業能力，並具相關評估
或認證經驗者。

 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
第11條

發行人應於公開說明書中
揭露投資計畫書內容

 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
第12條

發行人每年度財務報告公
告後三十日內，由認證機
構出具對資金運用情形是
否符合投資計畫書之評估
意見或認證報告。
具正當理由，得申請每年
依自訂之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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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發展債券-主要發行程序(金融債券)

金融債券發行
人

向銀行局申請
核准

申請綠色債券/
可持續發展債
券/社會責任債

券資格認可

(3日)

申請綠色債券/
可持續發展債
券/社會責任債

券櫃檯買賣

(4~5日)

發行並櫃檯買
賣

 金融債券發行人可選擇於申請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債券/社會責任債券資
格認可之後及該金融債券上櫃買賣前向銀行局申請發債額度。

 取得資格認可後於二個月內申請櫃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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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豐銀行ESG債券
期別 106-2期 108-3期 109-7期 110-1期

債券類別 綠色債券 綠色債券 可持續發展債券 社會責任債券
年期 30年NC5*1 5年 5年 5年

發行日 106/05/19 108/06/26 109/11/06 110/05/18
到期日 136/05/19 113/06/26 114/11/06 115/05/18

利率 IRR 4.5% 0.76% 0.46% 0.45%
發行金額 美金4500萬 新台幣30億元 新台幣10億元 新台幣10億元

綠色投資計畫類
別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100%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100%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79% -

社會效益投資計
畫類別 - - 創造就業及可以減輕或避免因社會

經濟危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21%

1.可負擔的住宅40%
2.創造就業及可以減輕或避免因社會
經濟危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55%
3.社會經濟發展和權利保障5%

資金運用情形 本債券所募集美金4500萬元
約當新台幣13億9千萬元，
全數用於「太陽能發電設備
融資專案」，所募資金已全
數使用完畢。

本債券所募集新台幣30億元
全數用於「太陽能發電設備
融資專案」，所募資金已全
數使用完畢。

本債券所募新台幣10億元資金已全
數使用完畢

2.本債券有三大類專案放款項目：
(1)綠色投資計畫類別：再生能源及
能源科技發展之專案項目「太陽能
發電設備融資專案」-太陽能、生質
能及風力發電站建置，實際放款比
例79%。

(2)社會效益投資計畫類別：創造就
業及可以減輕或避免因社會經濟危
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之專案項目-
「COVID-19專案」實際放款比例
13%及「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
實際放款比例8%

1.可負擔的住宅-放款內容為「都市
更新及危老建築加速重建貸款及合
宜住宅」。

2.創造就業及可以減輕或避免因社會
經濟危機所導致失業的計畫-
(1)「中小企業融資」
(2)「支持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及
民眾」
(3)「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3.社會經濟發展和權利保障：外籍移
工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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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計畫書：綠色效益投資計畫類別
綠色投資
計畫類別

放款項目
內容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益 對應SDGs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太陽能發電設備融資專案及
再生能源設備貸款

協助廠商建置太陽能與風力之再生能源系
統與電廠，並藉由再生能源之開發達到降
低碳排放之效果。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
約

能源資通訊設備建置及購置
節約能源設備貸款

協助廠商購置資通訊技術對能源使用進行
監控或購置能源節約相關設備，達成最佳
化管理，以節約能源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污染防治與控制 污染防治設備貸款

協助廠商建置有關改善廢氣、固體廢棄物、
噪音、振動、輻射、資源回收或其他污染
防治設備，改善對環境之不利影響
。

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循
環再利用 廢水處理設備貸款

協助廠商建置廢水處理設備、將廢水回收
再利用，減少水資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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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資計畫書：社會效益投資計畫類別
社會效益

投資計畫類別
放款項目

內容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益 對應SDGs

可負擔的基礎生活設施
清潔飲用水、地下排污
設備、衛生相關設備及
交通運輸設施

本計畫針對協助廠商興建道路、橋
樑、交通建設及興建污水處理及相
關衛生設備，用以增進社會效益及
提升居住品質。

基本服務需求 提供教育、醫療及職業
培訓相關融資

本計畫針對提升本國醫療環境品質
及職業培訓之公營事業體或私人企
業提供相關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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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資計畫書：社會效益投資計畫類別
社會效益

投資計畫類別
放款項目

內容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益 對應SDGs

可負擔的住宅 都市更新及危老建築加速
重建貸款及合宜住宅

本計畫針對之對象為配合政府推動都
市更新、危老建築加速重建政策之企
業或地主及目標人群建造社會住宅、
合宜住宅、及市地重劃建造住宅，提
供都市更新及危老建築加速重建所需
相關資金，以改善社會大眾居住環境
並提升建築安全與生活品質。

社會經濟發展和權利保障 外籍移工貸款

臺灣的金融普及性高，惟部分族群可
能因缺乏信用紀錄導致不易向銀行取
得貸款。本專案針對外籍移工提供信
貸服務，結合了移工在台生活所需，
打造移工金融整合服務，期望透過多
元、友善的金融服務，落實普惠金融、
消弭族群的不平等，促進社會公眾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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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資計畫書：社會責任債券計畫類別
社會效益

投資計畫類別
放款項目

內容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益 對應SDGs

創造就業及可以減輕或避
免因社會經濟危機所導致

失業的計畫

中小企業融資

本計畫針對之對象為符合政府中小企業融資政策之對象，
包含但不限於協助特定工廠合法化融資貸款、文化創意
產業優惠貸款、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企業小頭家貸
款、政策性貸款等，提供相對應貸款支持我國經濟成長
及增加就業機會。

支持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
業及民眾融資

本計畫針對之對象為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且符合經濟部、
中央銀行或勞動部定義之疫情紓困專案對象，本行配合
政策施行相關紓困貸款，提供中小企業日常營運所需之
營運資金或個人生活經濟所需，協助企業穩定成長，扶
持失業民眾度過難關，創造新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本計畫針對之人群為受中美貿易戰或中國地區新冠病毒
疫情影響而遭受重大經濟衝擊之企業及民眾。本行配合
政府政策，以「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根留台灣
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提供廠商必要資金，導引廠商在台投資，創造新就業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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