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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Environmental Resource Management (ERM集團)

蔡詩聰先生 Angus Choi
合夥人 (Partner)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RM Hong 
Kong) 的合夥人，亦為併購與環境社會及公
司治理 (ESG) 諮詢服務的專業顧問。蔡先生
在永續發展諮詢擁有非常資深的經驗，並領
導各項環境資源管理相關計畫，其中有環社
盡職審查 (ESDD)、融資計畫 (Project 
Financing)、企業環境與社會相關法規之遵循
保證 (Corporate E&S Compliance Assurance)
及環境實地考察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譚萬鏘先生 Jovy Tam
合夥人 (Partner)

臺灣永灃環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RM 
Taiwan) 的合夥人，目前帶領臺灣資本投資計
畫 (Capital Project Delivery) 發展。譚先生對
國際金融公司 (IFC) 環境與社會績效標準
(Performance Standards) 擁有豐富的實務工
作背景，在環境管理領域已有超過 15 年的經
驗，曾參與多項包括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
(ESIA)、環境監測與稽核 (E&S Monitoring
and Audit)，環社盡職審查 (ESDD) 及再生能
源 (Renewable Energy) 相關投資計劃等。

呂文賢博士 Dr. James Leu
資深合夥人 (Sr. Partner)

臺灣永灃環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RM
Taiwan) 的資深合夥人，兼任亞太區產品監管
服務負責人。在政府機關與顧問界擁有 25 年
以上環境工程與管理相關的經驗，長期領導、
管理及執行各項跨國和本土企業的專案，包
括環境盡職調查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環安衛管理系統 (EHS MS) 與
企業稽核作業 (Corporate Audit Program)、
環安衛盡職審查 (EHS Due Diligence)、和環
社風險評估 (E&S Risk Assessmen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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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M 與永續金融

4

在全球提供各項服務，包括環境、衛生、安全、風險、社
會、氣候變遷和人權相關的諮詢與永續發展服務。

ERM - 永續發展的國際領導

ERM 協助投資人/貸款人和計畫贊助人符合赤道原則與責
任投資原則，以完成相關計劃、企業和併購的融資交易。

ERM 在臺灣為計畫贊助人和貸款團隊執行各項與永續金融
相關的計畫，包括離岸風電、陸上風電和太陽能發展。

提供計畫融資支援

我們與多數赤道金融機構 (EPFIs) 保持緊密合作。ERM 在
赤道原則第四版 (EP4) 修訂過程中提供多項策略性探討，
其最終訂定版本納入許多我們的意見。我們協助計畫贊助
人達成 EP4 制訂的標準，也依循 EP4 為貸款人執行審查。

參與赤道原則 (EPs) 的發展

ERM是PRI的簽署方之一。同時，ERM和PRI聯合發佈了
《私募股權ESG監督、報告和對話指南》。ERM與PRI在
全球的所有辦事處緊密合作。

責任投資原則（PRI）

辦公室

160
個國家

40+
專業人員

5,500+

《財富》世界
500 強

>50%
年歷史

50+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www.erm.com

Meet ERM at COP26

2 November

• ERM永續研究院
GSS 氣候領袖調查線上研討會
2pm GMT

• ERM 合夥人Ricardo Zibas
FAO巴西政府計畫演講

3 November

• ERM 執行長 Keryn James 
McKinsey Finance Event演講

4 November

• ERM Dolphyn 計畫（浮動式
離岸風電＋綠色氫能源）
-英國國際外貿展覽館展出

6 November

• ERM 服務洽談會

5

ERM’s leaders and climate, finance and industry specialists 

will be actively engaged in COP26. Contact us: COP26@erm.com

8 November

• ERM 執行長(CEO)＆財務長
(CFO)交流晚宴

9 November

• ERM CEO 早餐會: 性別日
(Gender day)舉行

• ERM CERES 活動 : ERM 合夥
人Michael Bradley 主導英國電
力行業的淨零碳排

• 氫能源的淨零碳排路線圖: 
ERM執行長WBCSD演講

10 November

• 氣候行動 – 永續創新論壇 – 支
持突破性創新方法讓難以減排
的行業綠色轉型
-ERM合夥人Sam Preece

11 November

• 轉換氫能源高峰會之贊助商 -
解鎖碳捕捉技術和氫能基礎建
設以實現工業及交通減碳
-ERM合夥人Steve Matthews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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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標準，一致性的主題 - 多邊開發機構現行永續發展相關政策概覽

來源: 非洲開發銀行集團安保與可持續性系列: 非洲開發銀行集團風險防範綜合體系—政策申明與運行的安保政策 2013年12月
http://www.afdb.org/en/topics-and-sectors/sectors/environment/ ERM於2019年5月更新

內容 世界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歐洲復興開發
銀行 歐洲投資銀行 美洲開發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非洲開發銀行

a
多邊金融機構
環境工作組b 新開發銀行 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
環境與社會評
價 (ESA)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非自願遷移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污染防治
有 有 有 有 有 (在ESA中) 有 有 有 有

生物多樣性
有c 有 有 有 有 (在ESA中) 有 有d 有 有

社區影響
有 有 有 有 無 (在ESA中) (在ESA中) 有 有 有

勞動條件
有 有 有 有 無 (在ESA中) 有 有 有 有

原住民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在ESA中) 有 有 有

文化遺產
有 有 有 有 有 (在ESA中) (在ESA中) 無e 有 有

環境流量
有f 無 無 無 無 無 （在生物多樣

性中） 有 無 有

a  如《風險防範綜合體系》（ISS）所建議的  c  環境與社會框架 6：保護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源管理   e  在建議的安保政策中有弱勢群體，其中包含原住民 

b  包含在《環境與社會評價通用框架》中  d  分為污染物、有毒物與有害物  f   環境與社會框架 3: 資源效率與污染防治管理包含
有水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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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Taiwan 韓國 South Korea 日本 Japan
元大商業銀行 新韓銀行 日本政策投資銀行

台新銀行 韓國產業銀行 瑞穗銀行

永豐銀行 三菱日聯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日本生命保險相互會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三井住友銀行

玉山銀行 新生銀行

臺北富邦銀行 三井住友信託銀行

第一銀行 日本中央農林金庫

 最早於 2003 年 6 月推出，最新為第四版 (EP4)。

 由多個國際金融公司 (IFIs) 採用的一套為永續發展的自願性風險管理框架。

 適用於專案融資過程中用於判斷、評估和管理該專案所涉及的環境與社會風險。

 目前共有來自 38 個國家的 127 家金融公司已採用赤道原則，包括：

赤道原則(EPs)簡介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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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原則(EPs)在永續發展專案融資中的重要性?

9

赤道金融機構 (EPFIs) 將依據赤道原則相關的準則來提供各種融資，包括：
 專案融資 (Project Finance)
 專案之一般貸款 (Project-Related Corporate Loans)
 專案之再融資 (Project-Related Refinance)
 專案之收購融資 (Project-Related Acquisition Finance)

若專案無法遵循赤道原則相關的準則，將無法順利通過赤道金融機構的審核。

此外，多變開發銀行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簡稱歐銀或 EBRD) 以及 OECD* 共同方案 (Common Approaches) 的官
方出口信用保險也正著重採納赤道原則相關的規範。

*簡稱:
OECD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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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要求 Principles & Requirements 銀行 借款人

原則一：審查和分類

(Review & Categorization)
🗸🗸

原則二：環境和社會評估

(Environmental & Social Assessment)
🗸🗸 🗸🗸

原則三：適用的環境和社會標準

(Applicable Environmental & Social 
Standards)

🗸🗸 🗸🗸

原則四：環境與社會管理系統，以及赤道
原則行動計畫

(Environmental &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EPs Action Plan)

🗸🗸 🗸🗸

原則五：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 Engagement)
🗸🗸 🗸🗸

原則與要求 Principles & Requirements 銀行 借款人

原則六：申訴機制

(Grievance Mechanism)
🗸🗸 🗸🗸

原則七：審查獨立

(Independent Review)
🗸🗸

原則八：盟約

(Covenants)
🗸🗸

原則九：監測中立和通報

(Independent Monitoring & Reporting)
🗸🗸 🗸🗸

原則十：通報之透明度

(Reporting & Transparency)
🗸🗸

赤道原則(EPs)與要求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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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再生能源相關計畫

11

環境與社會相關議題

計畫分類

影響評估涉及的範疇、範圍和標準

累積性衝擊和關鍵棲地分析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漁業的生計衝擊 (Livelihood impacts)

人權議題

氣候變遷風險

太陽能 陸上風機 離岸風機

類別 ‘B’級 ‘B’級 ‘A’級

臺灣環評實施 ✗ 🗸🗸/✗ 🗸🗸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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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12

赤道原則 (EP4) 差距/風險分析

缺乏累積性衝擊的相關分析/評估

欠缺關鍵棲地分析/評估

缺乏生物多樣性相關行動計畫

消除差距的方式
生物多樣性研究的篩選 (Screening)/ 範圍界定 (Scoping)

完整的累積性衝擊相關分析/評估
完整的關鍵棲地分析/評估

關鍵棲地的衝擊/影響需被抵銷以達到凈增益 (net-gain)

擬定生物多樣性相關行動計畫

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補充報告

生物多樣性：鳥類與海洋哺乳類影響評估欠缺完整性

珊瑚礁保護區

人工魚礁禁漁區

漁業資源保育區

國家公園

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臺灣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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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相關案例研究

對瀕臨滅絕黑面琵鷺的影響:
失去覓食/ 哺育場地

撞擊風險/ 移棲 (Collision risk/ displacement)

現今和未來再生能源計畫，包括太陽能及陸上和離岸風機

對極度瀕危臺灣白海豚的影響:
施工期 (打樁) 產生的水下噪音

海上交通

現今和未來離岸風機計畫

已存在的威脅，如漁業活動和沿海發展

海底輸出電纜裝置

可導致

(1) 被傷害風險的增加

(2) 行為改變 (如暫時性移棲)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臺灣白海豚與幼豚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為減少對鳥類造成的衝擊，
除了在危機時風機自動調
整(減速/暫停運轉)之外，
離岸風機計畫也會在計劃
期間納入鳥類飛行廊道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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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M與責任投資原則（PRI）

15

ERM也是PRI的簽署方之一。我們相信，作為踐行PRI原則的簽署方，我們可以讓客戶更清楚地理解PRI的要求以及平
台所能提供的資源。同時，ERM和PRI聯合發佈了《私募股權ESG監督、報告和對話指南》。ERM與PRI在全球的所有
辦事處緊密合作。

一個靈活的ESG監測和報告框架，以資金募集期間收集的現
有資訊為基礎，簡化資訊交流機制。

PRI（責任投資原則）是聯合國支持的全球 ESG投資行業倡議，目前全球簽署方超4000家，代表全世
界專業管理AUM一半以上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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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需求：ESG整合趨勢（二級市場權益）

16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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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資策略

負面篩選 公約剔除 同類最佳 ESG 整合 主題投資 影響力投資

剔除 整合

ESG納入

降低成本和負債

 資源效率
 通過風險識別避免增加資本或

運營支出
 提高韌性，避免運營中斷
 增強募資/融資吸引力

增加收入

 識別新的、永續的機會
 留住體現公司價值的頂尖人才
 更好的品牌形象和忠誠度
 提升公司定位的競爭力
 提高生產力

與投資標的
溝通

投票

盡責管理

1711/10/2021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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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資產類別的ESG投資策略

基於價值的排除 基於規範的排除 同類最佳排除 ESG 整合 參與和投票 永續發展主題 影響力投資

上市股票 *** *** *** *** *** ***

私募股權 *** *** *** ***

公司債券 *** *** *** * * *

私募債 *** *** ***

綠色債券 * * *** **

SSA 債券 ** ** * * **

不動產 ** *** ***

大宗商品 * * *** **

對沖基金 *** * *

***  = 非常重要
**   = 重要
*    = 相關

參考資料：Sustainalytics (2019)

ESG投資譜系

• ESG 盡職調查
• 交易後的 ESG 目標
• 管理包括 KPIs 和 ESG 戰略

• 評審機構和排名機構
• 債券框架
• 第二方意見
• ESG戰略

11/10/2021

18: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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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資相關的諮詢服務

19

基金設立 ESG體系 投資前 投資後 監測和報告 退出

大趨勢回顧 PRI差距分析 剔除清單 交易後整合 回應LP問詢 ESG成熟度評估

ESG投資策略 ESG政策 盡職調查清單 100/180天計畫 AGM 支持 供應商ESG DD

LP DDQ回應 ESG投資手冊 盡職調查指南 被投公司對標分析 年度報告起草 IPO前準備

培訓 標準SPA條款的起草 年度ESG績效審查 協力廠商資料驗證 ESG評級和信息披露

TCFD戰略和披露 最高管理層培訓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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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交易層面的ESG盡職調查（DD）

20

1）DD前篩選

法令遵循

事宜
ESG管理

傳統 "環境 "
主題

職業健康與
安全

氣候變化社會/社區

產品監管 供應鏈

“技術型” 
案頭審查

• VDR文件審查
• 資料庫審查
• 管理層訪談
• 遙感
• 外部因素審查
• 線上調查

實地考察

• 優先考慮的資產
• 抽樣方法

2）DD支持
方法/資料來源 ESG考慮因素 研究結果和成本影響 3）SPA

識別潛在的重大ESG問題

• 法律和法規
• 國際最佳實踐

交易後果細節

• 財務和法律影響
• 指明操作的優先順序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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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後：ESG助力價值創造

21

ESG DD也能幫
助買方在收購
估值和價值創
造策略中考量
ESG問題

永續金融: 銀行與企業的實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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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全球領先的醫療設備公司的可行性研究和相關執照申請

ERM被客戶A委任協助其在江蘇省無錫市的收購發展計畫，服務包括從可行性分析到各項執照申請，並與客戶建立了長期的業

務合作關系。

ERM説明客戶：

1. 分析被收購公司的環境績效和潛在投資的資本支出的差距，並提出改善計畫；

2. 分析被收購公司擴建改造的可行性，包括分析其對當地政府規劃和當地環境限制的符合性、周邊地區的敏感性、市政配

套設施的可用性、項目的可持續性等；

3. 與地方政府就獲得排放配額和可能採取的措施進行溝通，以滿足當地要求；

4. 編制環境影響評價（EIA）報告並取得擴建改造項目環評審查通過。

附加價值：為新專案確定了可行的位置和措施，且客戶及時順利獲得了新專案的環評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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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
 識別ESG 法遵調查結果以及潛在的 ESG 相關風險
 提出可行的改善措施以解決已識別的問題，並監督其實施以提升 ESG 形象
 與當局和專家積極溝通，持續更新最新的 ESG 監管要求和最佳實踐

案例：一家領先的化妝品包裝公司的並購後 ESG 整合

客戶B聘請ERM為化妝品包裝行業的一家投資組合公司提供併購後整合和ESG績效提升服務。在盡職調查工作之後， ERM為客

戶鑑識出幾個ESG方面的問題，後續並與投資組合公司密切合作，以提高其ESG績效並降低相關的法遵和責任風險。

幫助投資組合公司完成了多項任務，包括但不限於：

1. 進行水和廢水評估，提出並跟蹤改善措施，以解決廢水處理和排放的法規差距；

2. 評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處理設計方案，並監測VOC排放處理設施的安裝和升級；

3. 編制環境緊急應變計畫並在政府機關完成相關登記；

4. 執行環境、健康和安全法遵審核，並協助進行後續改善；

5. 進行土壤和地下水調查，以瞭解其生產場地的地下背景狀況；

6. 就產品管理提供建議，以建立化妝品相關包裝材料和原材料的化學品合法登記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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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目標的一部分

25

開始運營 地點 產氫率(噸/年) 進展狀態

小規模的氫氣性能示範
試驗

2022 英國 (近岸) n/a – 短期實驗 專案已確定

商業規模的示範專案
(10MW) 2024 亞伯丁 900 專案已確定

部署多個商業領域
100-300 MW

2020
年代末以後

英國(北海和凱爾特
海）及全球各地

900-27,000
場地的管道佈置，2
個處於開發的前期階

段

千兆瓦規模的大型商業
專案

2030
年代早期之後

英國(北海和凱爾特
海）及全球各地

~360,000 正在進行場地確認

長期發展規劃

ERM Dolphyn

利用漂浮式離岸風力發電大規模生
產綠色氫氣

4GW足以為超過150萬個英
國家庭提供熱能，且無碳排
放。

80% 1.5m50%
據估計，世界上大約80%
的海上風力資源潛力是在
60米深的水域。

ERM Dolphyn的氫氣有
潛力在2065年前取代英
國50%的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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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M Dolphyn被視為英國氫氣海岸戰略的核心項目

ERM的Dolphyn項目在《工程師》雜誌的2020年合作創新（C2I）獎中被授予著名的大
獎賽冠軍（所有類別的總冠軍）。

ERM的Dolphyn（深水海上局部生產氫氣）專案是同類項目中的第一個，是一個創新的
綜合系統，結合了所有需要的技術，將最新的漂浮式風力發電和制氫技術結合起來。

ERM的Dolphyn專案被評為
2020年英國年度創新專案的
大獎得主
202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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