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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關於本報告書

永續金融是中信金控追求永續成長的重要內涵，從普惠金融、低碳經濟轉型等領域出

發，致力於開發促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
金融商品與服務，期透過資金運用，打造正向影響 (positive impact)金融圈，2020年，
中信金控成為臺灣首家加入「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之金融機構。

本報告以「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 1
」與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三項專案為例，採用 GIIN的 IRIS+影響力主題與對應指標架
構內容，試著呈現三項專案如何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發揮中信金控的永續金融

影響力。

壹、關於本報告書

各專案主要報告範圍：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2018年 01月 01日起至 2048年 12月 31日 2
。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2015年01月0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3
。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4
：2017年 03月 3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 5

。

試行報告說明：

本報告書以中信金控三項影響力專案為例，首次嘗試於集團報告書中遵循 GIIN所應用
的 IRIS+系統建立報告架構與衡量指標，說明三項專案的影響力成果，希冀以此報告
書為基礎，建構未來中信金控影響力報告可依循範例，並提供後續集團建構影響力策

略之參考。

1 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增建、改建及修建－營運－移轉；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新建－營運－移轉。
2 2018年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完成認購 CIP旗下之 CI III基金，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預計 2023年完成併網，以運轉 25年為年限估算每年減 
碳排放量，故報告時間為 2018年至 2048 年止。

3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首先於 2015年完成球場整修，本項專案於此次報告書中不含未來預期效益估值計算，故報告書時
間為 2015年至 2020年止。

4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原於 2017/3/31以「台灣人壽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名稱開賣，後於 2020/9/1更名為「台灣人壽新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再於 2021/7/1更名為「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後沿用至今。

5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於 2017年開始推動，本項專案於此次報告書中不含未來預期效益估值計算，故報告書時間為 2017年至 2020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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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信金控影響力投資簡介

中信金控攜手各子公司，透過其永續金融政策中的「積極響應並提倡永續金

融」、「聚焦於創造 SDGs相關之正向影響力」、「整合集團資源，擴大業
務綜效」三大實施原則，持續創造永續價值回饋於社會， 以核心職能強化中
信金控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並從普惠金融、低碳經濟轉型等領域出發，致力於開發和促成 SDGs之金融
商品與服務。

一、中信金控簡介

中信金控成立於2002年，攜手旗下中國信託銀行、台灣人壽、中國信託證券、
中國信託資產管理、中國信託創投、中國信託投信、中信保全及台灣彩券等

八間子公司，秉持We are family的品牌精神並持續成長前進，以「誠信、創
新、專業、團隊、關懷」的核心價值觀、「守護與創造」的企業使命及「關心、

專業、信賴」的品牌特質，為客戶、員工、股東與社會創造共同利益。中信

金控以服務為導向，透過用心傾聽客戶的需求、專業的金融服務、嚴謹的開

發市場與金融商品，持續發展多元化的客戶解決方案與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以期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成長，進而打造「臺灣第一、亞洲領先」的金融品牌。

貳、中信金控影響力投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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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信金控影響力大事記

貳、中信金控影響力投資簡介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預計完成 500MW 併網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完成融資到位

簽署支持氣候變遷

相關財務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簽署加入碳會計金融聯盟

(Partnerships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

成為臺灣首家加入

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 之金融機構

簽署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 EPs)

宣布遵循聯合國

永續保險原則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以及責任銀行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 PRB)

臺中洲際棒球場運動產業園區之

立體停車場完工營運

主導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

完成認購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CIP) 
旗下之 CI III 基金，
支持成立離岸風場建設之 
CIP近岸永續發展基金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正式推動

臺中洲際棒球場運動產業園區

之多功能運動中心完工營運

接手臺中

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加入國際碳揭露計畫

（Climate Disclosure 
Project, CDP）行列

2010 201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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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RIS+系統之五大面向為 GIIN 與 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 (IMP)合作發展而出，以此五大面向為架構分析組織影響力。

參   衡量與管理影響力

本報告書架構依照影響力投資聯盟 (GIIN)所提供之開放資源 IRIS+系統建立。IRIS+系統旨在協助投資者衡量和管
理影響力，確認影響力投資者能夠達成預期的成果和解決當前全球所面對的社會與環境挑戰，其所提供的分類與指

標皆建立在可驗證的資料基礎之上，並且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建立影響力投資主題的類型與相對應指
標。

本報告書各專案內容的描述皆以 GIIN的五大影響力面向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mpact)6
為架構，對照說明三項

專案所屬的 IRIS+影響力主題中所包含的影響力指標，描繪出專案所呈現的影響力。

一、影響力主題與對應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透過 IRIS+，中信金控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轉化至其影響力主題，以及各主題下的各項核心影響力指標當中，並
建議各主題可以達成的策略目標，幫助投資者衡量和管理影響力以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下說明三個專案所

對應之影響力主題、策略目標以及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IRIS+ 影響力類別與影響力主題

IRIS+將影響力投資區分出不同的影響力主題，並提供具有關聯性和可比較性的核心指標，以及如何呈現指標的指
引、衡量與管理社會和環境表現的資源。IRIS+的影響力主題除了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也以實踐影響力投資
的投資者或企業為主體，強調組織的影響力投資所產生的不同效益之間會互有關聯，投資者或企業可以依照影響力

投資的模式、效益與策略目標等內涵，呼應到特定的主題，描繪其影響力投資的路徑，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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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三項影響力專案的影響力衡量指標，須透過 IRIS+系統依照各項專案所重視的投資目標，先歸納出專案的影響力類別、主題策略目標與 SDGs 主題，再獲得該項專案須衡
量的影響力指標。三項專案的結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中信金控三項影響力專案對應 IRIS+ 影響力類別、主題、策略目標與 SDGs

參、衡量與管理影響力

重大專案 影響力類別 Category 影響力主題 Theme 策略目標 Strategic Goal 對應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透過乾淨能源和熱能的生產
減緩氣候變遷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Clean Electricity and Heat Production)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乾淨能源

(Clean Energy)

能源
(Energy)

提升勞工在不穩定就業環境中的就業保障
與穩定性
(Increasing Job Security and Stability for 
Workers in Precarious Employment )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高品質工作
(Quality Jobs)

就業
(Employment)

改善經濟弱勢群體對責任金融服務的使用
和可及性
(Improving Access to and Use of 
Responsibl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Historically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

金融服務

(Finan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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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力的五大面向與核心影響力指標

如前述，本次報告書使用 GIIN的影響力五大面向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mpact)與核心影響力指標，進行
專案的相關資料蒐集與呈現，每個面向中皆有一項核心

問題，並依據專案影響力主題的不同而有其對應的量

化或質化核心影響力指標。此外，本報告亦參採 IRIS+
中，各影響力策略目標下建議的其他指標 (Additional 
Metrics)，以協助完整衡量影響力。

參、衡量與管理影響力

五大面向 面向之核心問題 面向內容摘述

What

WHAT is the goal? 

WHO

WHO is affected?

HOW MUCH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Contribution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Risk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Additional Metrics How is change happening?

了解目標與對於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以及其所產生的貢獻。

了解影響力投資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群
體，以及不同群體如何承受影響力投資
所產出的影響。

了解影響力投資的成果觸及多少利害關
係人、利害關係人接收到改變的程度，
以及成果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時間長度。

衡量影響力投資相較於其他型態的投資，
如何產生出更好的成果。

衡量造成影響力投資結果與預期成效不
同的風險因子。

非屬上述類別，其他 IRIS+建議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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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信金控影響力投資核心特質

GIIN將影響力投資定義為由投資者運用資本力量，做出對人類生活和環境健康有所改
善的貢獻，投資者可以結合多種資產與影響力投資的多元實踐方式，包含投資與融資

行為，創造出多樣化的回報。本次中信金控透過此試行報告書，嘗試將 GIIN的影響
力投資評估方法導入於一個投資及一個融資專案，同時我們也試著將一個保險產品以 
GIIN的影響力投資基礎進行評估，希望能向社會大眾說明三項專案所創造之影響力。
以下分別說明 GIIN所定義的四項影響力投資核心特質 (core characteristics)：

1. 特質一：企圖透過有財務回報的投資，對社會和環境做出正向的貢獻

中信金控藉由「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
與「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三項專案，從再生能源建設融資、地方建設投資與包容性

金融商品等面向，觸及社會與環境面多元的利害關係人，在乾淨能源、高品質就業與

普惠金融三項影響力主題上創造正向永續影響力。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預計於 2030年完工併網，融資階段帶動多間本土銀行參與投入國
家再生能源的建設行列，在產業面協助離岸風電本土供應鏈的成形、培育在地人才與

創造就業機會；在環境面提供離岸風電建設與營運充足資金，未來完工後預計可以長

期穩定地提供風電；在社會面協助社區發展基金設立，投入風場沿岸社區的漁民輔導

轉型、環境教育與社區關懷。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與台中市政府、營造業者合作，共同打造台
中的城市新亮點。從建設到營運階段創造大量在地居民穩定就業機會，並預期在未來

能發展成具有人潮吸引力的特色園區，有效地提升居民的在地認同與周邊產業經濟效

益。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以銀髮照顧的社會關懷為出發，結合中信金控的金融服務專業，

以低保費、低投保門檻及免體檢等較為寬鬆的條件照顧長者與經濟弱勢群體，強化社

會安全網在長者照護端的不足。

2. 特質二：在規劃投資的過程中應用證據和影響力資料

中信金控於三項專案執行過程中，參考國家重大政策與社會趨勢研究文獻，進行影響

力規劃與設計，並發展出具體的投資策略。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呼應全球能源發展趨勢與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研究本土銀行

參與離岸風場融資的風險，計算可達到的最高 ECA信用擔保比例與保險淨自留率，設
計本土銀行參與誘因與引入本土壽險參與持股比例的策略。

參、衡量與管理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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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將 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過程，導入
國際級專業空間規劃、招商、經營及行銷顧問，進行全方面軟硬體之調整，建構創新

經營模式與台中市的新城市行銷亮點。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響應政府提高國人基本保障政策，於規劃階段進行勞工保險與一

般壽險公司終身壽險的衡量研究，比較出新型壽險產品可更加照顧經濟弱勢與長者族

群的發展方向，以及具體可受惠之客群型態。

3. 特質三：管理影響力表現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與「珍傳愛
小額終身壽險」三項專案皆透過 IRIS+系統的導入，持續追蹤商品、融資與投資資金
在環境、社會與產業面向的運用效益，確認離岸風場、棒球園區的建設與營運在報告

期間內，對上述三個面向能夠長期創造正向影響力；在小額壽險的產品服務提供期間，

確保經濟弱勢與長者族群等目標受眾能夠穩定獲得支持，並擴大服務到更多需要壽險

照護的群體。

4. 特質四：對影響力投資的成長有所貢獻

中信金控在三項專案中擔任融資、投資與產品服務提供的多元角色，在能源、城市建

設與金融產品等面向上，展現出金融業者除了提供本身的金融專業以外，亦能擴大串

聯多元的利害關係人，實踐多種影響力投資的可能性。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為第一項

由本土金融業者帶動的大型離岸風場融資案，該案中，中信金控樹立了完整且後續可

依循的風場融資經驗，觸及從政府、開發商、供應鏈、在地社區等利害關係人，協助

離岸風場供應鏈的本土化、培育在地離岸風電人才與回饋在地社區發展，為未來台灣

持續發展潔淨能源建立典範。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的建設做為台中的重要城市行銷亮點，從建
設到營運的過程，與政府和營造業者合作，讓園區與商城不只是佔據城市空間的硬體

設施，更為當地社區創造就業機會與認同，吸引人潮帶動周邊經濟效益及城市活力。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則在金融層面為政府的提高國人基本保障政策作出示範，讓原

本容易被一般壽險拒絕的弱勢族群與長者可加入壽險的終老保障，擴大保戶對象，提

升金融產品的普惠價值。

參、衡量與管理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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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案影響力說明

本次報告書透過三項專案「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與「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並藉由 IRIS+系統鑑別出各專案之 SDGs 
影響力面向，與各界分享中信金控長期於影響力耕耘之成果。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彰芳暨西島
離岸風場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珍傳愛小額
終身壽險

・7.2：2030 年以前大幅提升
   全球再生能源的共享。

・13.1：強化所有國家對天災

   與氣候有關風險的災後復原

   能力與調適適應能力。

・8.4：2030 年以前漸進改善全球的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
，在已開發國家的帶領下，依據十年的永續使用與生產計

畫架構，努力減少經濟成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關聯。

・9.4：2030 年以前升級基礎設施，改造工商業，使其可
永續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又環保的科

技與工業製程，且所有的國家都應依據各自的能力行動。

・8.3：促進以開發為導向的政策，支

援生產活動、就業創造、企業管理、

創意與創新，並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

的正常化與成長，包括取得財務服務

的管道。

・8.5：2030 年以前達成全面且具生產
力的就業，讓所有人不分性別（包括

年輕人與身心障礙者）都獲得有尊嚴

的工作，並實現同工同酬的待遇。

・8.8：保護勞工權益，促進工作環境

的安全，包括移工、婦女以及從事危

險工作的勞工。

・1.4：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人不
分性別，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

在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

與其他形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

源、新科技與財務服務（包括微型

貸款）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8.10：強化本國金融機構的能力，

為所有的人提供更寬廣的銀行、保

險與金融服務。

・10.3：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

，作法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政策

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立法、

政策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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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為中信金控與外商銀行共同

主導之離岸風場專案融資案，透過潔淨能源的綠色

融資，協助達成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風場的建設於

2020年正式動工，預計將於 2022年與 2023年陸
續完成併網作業，提供總計 600MW 的風力發電量。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的建設具有高度在地化特色，除

了達到政府規定本土融資 20%以上的占比，也與超
過 80 家本土供應商合作，因此本案亦是台灣永續能
源在地供應、打造本土風電技術鏈的重要模範。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以下表格以五大影響力面向為架構，透過 IRIS+核心指標呈現「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在「乾淨能源」此項主題的影響力。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投資目標

WHAT is the goal?

成果指標：

・避免與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
    （PI2764）
・對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成果   
    （OI5495）
・社會與環境目標
   （OD4091）

「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投資目標：

1. 綠色金融：

・建立台灣大型離岸風場融資典範。
・預計於完工後提供 600MW風力發電電力、供給台灣 65萬家戶潔淨能源，風場風機使用年限 25年之預計減碳效益為 18.69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MtCO2e)。

2. 供應鏈國產化：

・投資建立風力發電本土供應鏈，預計帶動 300個直接就業機會。

3. 社區發展與人才培育：

・設置社區發展基金投入在地社區發展，輔導在地漁民就業轉型， 並與台灣大專院校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發展「學徒制與實習生計畫，提升青年就業機
會與培育在地專業風電人才。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基本資料：

・ 風 場 位 置：台灣彰化縣外海，離岸距離 9-15公里， 

                            另於鄰近彰化漁港的離岸風電專區設置

                           運維中心，作為運轉控制中心、倉儲空  

                           間與環境教育場所。

・面            積：共約 87.64平方公里

・總裝置容量：600MW

・總投資金額：近新台幣 900億元

・開     發   者：彰芳西島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由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CIP)成立

・主                 導       融     資：由中信金控擔任本土財務顧問及統籌主辦

                                       銀行暨簿記行以及額度管理銀行，協助執

                                       行彰芳暨西島專案融資，於 2020年 2月

                                       完成融資到位。

・子 公 司 直 接 入 股：2018年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首先完成認購

                                      CIP旗下之 CI III基金，後成立「台灣風能

                                       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直接入股彰芳暨西島

                                       離岸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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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類型：

・利害關係人（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84）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依照 2021年 5月公布之最新版 IRIS 5.2指引，鑑別出本案之目標利害關係人為地球環境、供應商、售電對象（台電）。此外，因風場建設於彰化沿海漁村
地區，以及本案為響應政府重要能源發展政策與風電本土金融業融資之先河，故亦納入在地居民、政府、風電開發商與本土金融業者為目標利害關係人。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7 彰化縣三階段人口年齡百分比 (81-109)
8 內政部勞動發展署 107 年縣市勞動人口分析資料 https://tcnr.wda.gov.tw/cp.aspx?n=7C2529783ACB8B94&s=B32992AF2BCEC98B
9 彰化縣政府 109 年漁業從業人數 https://tcnr.wda.gov.tw/cp.aspx?n=7C2529783ACB8B94&s=B32992AF2BCEC98B

目標利害關係人 目標利害關係人類型說明

地球環境

（Planet）

1. 以風力作為發電來源。
2. 風場規劃與建設過程進行環境評估與環境監測。
3. 預計風場完工後，可以協助降低空污排放並減緩氣候變遷影響。

風電建設與

維運供應商

（Suppliers）

台灣本土與風機建設、維運相關的供應商，類型包含風機系統設計製造與施工、海事工程、海纜製造與佈纜、水下基礎設計製造

與施工、船運、風場維運等。

台電

（Clients）
與開發者簽訂 20年躉購合約購入風電電力。

在地居民

（Other）

1.所在地區與環境：台灣彰化縣沿海六鄉鎮（伸港、線西、鹿港、福興、芳苑及大城）。
2.人口基本資料：2020年高齡人口達 16.65%，且高齡人口逐年增加，0-14歲及 15-64歲人口逐年減少，高齡化趨勢明顯 7

。

3.彰化縣就業人口以工業為主（約 50%）， 後依序為服務業（約 40%）與農林漁牧業（約 10%）8
。

4.漁業就業人口集中分布於沿海鄉村地區（芳苑、大城、鹿港、伸港、福興），與本專案利害關係人中的居民分布地區重疊 9。

政府

（Other）
中央政府提出 2025非核家園、2050淨零排放目標與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提升台灣再生能源發電比例，開放外資投資台灣
風電，並由經濟部制定台灣離岸風電三階段發展目標、金管會制定綠色金融行動方案，鼓勵台灣金融業者對綠能產業的融資。

風電開發商

（Other）
本案主要開發商為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其成立彰芳暨西島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統籌和執行離岸風場建設與營運
計畫。

本土金融業者

（Other)
共 25家國內外金融機構參與專案融資，包含 6家本土銀行，以及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 2家本土壽險公司入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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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投資風險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貢獻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1. 外部風險（氣候風險）：

台灣的氣候與環境條件：台灣具有發展離岸風電的優良氣候環境條件，風力足夠且通過風場多（於 4C Offshore 排名全球前 20大風場，共計 16處位於
台灣海峽），然而台灣的風場開發經驗仍主要參考歐洲，但因地震、季風、颱風等環境變化較大，且沿岸的潮汐與地質條件不同，難直接複製氣候與地

質穩定的歐洲離岸風場開發經驗。

2. 耐受力風險：

風力發電的不穩定性：風力發電雖然可能因為季節與天氣條件而有間歇性問題，然離岸風機因機艙高度高、可發電的風速區間較廣，相較於陸上風機有

較佳的風速與品質。

3. 參與風險：

政策目標要求與新興產業尚未健全：

・台灣再生能源制度尚未健全：本專案呼應政府 2025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2050淨零排放目標與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政策達成目
標期程短且離岸風電在台灣作為新興產業，制度面的上位法規規範、區域規劃以及環境衝擊評估指標需耗時建置完整，也缺乏離岸風電專案融資經驗，

增加外資投入與開發風險。

・相關產業與在地人才尚未健全：離岸風電作為新興產業，興建與維運技術尚未完善；且因應政府風電國產化要求，所有離岸風電開發商需要提出充分
的在地化方案，依階段不同，承諾部分的零組件、船舶、設備等需要向台灣本地供應商採購，在地供應鏈尚待重新建置，又需投入培養在地產業人才，

增加投資環境不確定性。

1. 建立台灣離岸風電大型融資經驗：

・台灣史上單一專案融資案最大本土參貸金額：25家國內外金融機構聯貸，包含 6家本土銀行，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 2家本土壽險公司入股投資，國內
金融機構融資占比總計超過 30%，聯貸總金額近新台幣 900億元。

・台灣離岸風電史上最高 ECA信用擔保比例：首件本土銀行參與主導發展，獲得 6個國家主權之出口信貸（ECA）支持。
・台灣史上最高保險淨自留率：共計 23家國內外保險公司參與承保，並達到國內最高保險淨自留率 30%（即再保比例最低）。

2. 在地優先與成立彰化近岸永續發展基金 ( 新台幣 2.5 億元 )，支持在地社區發展與在地人才培育，建立與當地漁業良好的產業關係：

・投入基金支持在地沿海六鄉鎮社區發展、贊助社區關懷聚點與社區活動、推廣環境教育與溼地保育。
・運維中心營造與營運優先選用在地廠商，提供彰化沿海鄉鎮居民在地就業機會。

3. 舉辦海上戒護作業安全教育訓練工作坊，輔導漁民就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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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投入成果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避免與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避免或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   
   （PI2764）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策略

 （Additional Mertrics）
・溫室氣體排放策略
  （OI8237）

本專案充分展現中信金控在台灣金融市場中的領頭角色，從無到有建立臺灣本土大型離岸風場融資經驗，透過確保風場建設與營運資金到位，協助離岸風

電供應鏈國產化的政策目標，攜手各利害關係人共同成就臺灣再生能源發展願景。

1. 建立大型離岸風場融資經驗

・中信金控以本土財務顧問角色與外商財務顧問搭配，提升本土銀行及壽險等金融機構聯貸成效。
・從前端的融資架構設計到後續實際執行融資專案，投入中信金控避險、融資、徵信、法務及投資等跨領域的金融單位。
・本案由中信主導設計成為第一個國內與國外銀行出口信貸擔保（ECA Coverage）兩者比例不同的離岸風電融資案件，再透過海內外不同財務及風險架
構面的設計，成功帶入國內其他銀行及壽險業者加入本案。

・舉辦 Bankers Day 研討會，邀請本土銀行、CIP 外部技術顧問與金管會等重要代表，正面交流離岸風場融資與盡職調查資訊。
・參加多場離岸風場相關研討會，以本土銀行角度給予建議。

2. 以融資角色協助落實供應鏈國產化：

・挑選與國外技術結合的下游廠商，架構適合的融資條件，協助落實供應鏈國產化目標。

3. 離岸風場建設提升再生能源發電量與減碳效益：

・完工後總裝置容量達 600MW：預計 2022年 6月完成 100MW併網、2023年底完成 500MW併網。
・完工後風場維運期間預計減碳效益約達 18.69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依據台電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網站上公布 2020年裝置容量為

31.24萬瓩、發電度數 775,222,341百萬度，換算後的係數為 2,481,505,573 kWh/kW，再依據能源局 109年電力排碳係數為 0.502 kgCO2e/kWh，
以台灣離岸風電每架風機設計年限為 25年，推估出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於維運期間預計減碳效益為 18.69 MtCO2e。

・與台電簽訂 20年固定躉購合約，保障未來長期穩定售電管道。

4. 制定空氣污染防制與減緩對策：

・落實定期環境監測與設置環境保護小組定期監督彰芳與西島離岸風場工程環境影響情形。
・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包含總懸浮微粒（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SP）、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二氧化硫（SO2）、氧化氮

（NO）、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風速及風向等。

・採用共用輸變電系統，降低開發規模，減少施工期間對空氣品質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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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5. 利害關係人議合與議合形式：

・風電建設與維運供應商（Suppliers）：提供國外技術合作的下游廠商架構適合的融資條件，鼓勵本土廠商投入風場建設與維運。

  ・台       電（Clients）：開發商向台電申請併聯審查與電業籌設創設，經台電核發同意文件後，進入辦理購售電契約簽訂階段，由台電與開發商簽訂 20       
                                               年躉購合約購入風電電力，台電固定依照躉購費率收購本案風場所產生的電力。未來完工併網後，風場電力可直接輸入台電公共
                                               電網，分配輸出給全國使用。

  ・在地居民（Other）：設置彰化近岸永續發展基金，並由開發者（CIP）成立彰化辦事處，走訪彰化沿海六鄉鎮強化在地溝通與投入社區發展、環境教
                                               育與人才培育。在地居民議合對象與形式可區分為：

  ■ 社區組織：贊助社區活動與關懷據點物資。

  ■ 漁民組織：輔導漁民就業轉型。

  ■ 學校與兒童：開辦環境教育與濕地保護活動。

  ■ 青年：在地產學合作計畫培育風場運維人才。

  ・政       府（Other）：提供民間企業參與公共建設（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架構，建立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本 土  金  融  業  者 （Other）：  ■ 藉由多面向財務及風險架構面的設計、Bankers Day研討會的離岸風場資訊傳達與交流，協助本土銀行投入聯貸。
                                                                                   ■ 設計完善風險機制引入國內壽險業者參與融資與直接持股。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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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專案表現

本案投入成果呼應三大投資目標「綠色金融」、「供應鏈國產化」與「社區發展與人才培育」，已達成重要融資成果，並持續投入風場建設、在地社區發

展與人才培育：

投入目標 投入成果

綠色金融

・6個國家主權之出口信貸（ECA）支持。                     
・國內最高保險淨自留率 30%。 
・600MW總裝置容量，預計可供 65萬家戶用電。             
・25年的 18.69 MtCO2e減碳效益。
・25家國內外金融機構聯貸，國內金融機構融資占比總計超過 30%，聯貸總金額近新台幣 900億元。 

供應鏈國產化

・台灣第 1座全方位落實離岸風電國產化的示範場。
・本土化比例最高，水下基樁、風機安裝運輸等，都由台灣廠商承包接單。
・帶動本土離岸風電產業鏈發展，擴及金融、鋼鐵、船運、電機、環境調查、工程營造等類別，促進台灣離岸風電產業聯盟合作。

社區發展與

人才培育

・支持開發者投入社區全人發展，基金已投入社區鄰里活動、
社區關懷據點、濕地保護與中小學環境教育教材設計和舉辦

工作坊，也預計將於沿海鄉鎮興建兒童遊戲場。

・與丹麥科技大學、台灣大學、建國科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等國內外多所大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開設風電專業學位課

程、國際參訪與種子培訓，「實習生計畫」已由 CIP完成海
選開始培訓年輕產業人才，另外「離岸風電維護運轉學徒制

計畫」已和建國科大及中鋼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培育未來

離岸風場維運中心人才，落實青年留鄉目標。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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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中信金控於 2014年 12月投資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
由旗下子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人壽）與麗明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入股午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主導本項投資開發案。台灣

人壽遵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除了建立責任投資政策與制度，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過程外，為提升長期價值，也依據國際影響力
評價（IRIS+）的相關指引，試圖描繪本次影響力投資的成果。

「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專案主要包含以下資訊內容：

 1.專案投資場域：以臺中洲際棒球場改建、多功能運動中心及立體停車場為 
      主，基地主要位於北屯區崇德路環中路口。
 2. 2014 年開始投資臺中洲際棒球場，並陸續完成球場整修。
 3.已完工：多功能運動中心，2016年完成興建，2017年開始營運。
 4.已完工：立體停車場，2017年完成興建，2018年開始營運。
 5.未來開發中：綜合娛樂商城（休閒娛樂用品百貨、餐飲美食街）。
 6.專案投資資金：台灣人壽響應政府鼓勵保險業長期資金投入於公共建設，  
自 2014年 12月起，陸續投入 25.96億元資金進行投資開發，包含配合
綜合娛樂商城的資金需求，依相關法令辦理增資，擴大投資臺中洲際棒球

場進行開發。

投資專案─臺中洲際棒球場投資場域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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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以五大影響力面向為架構，透過 IRIS+核心指標呈現「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專案在「高品質就業」此項主題的影響力投資效益。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10 除臺中洲際棒球場開發案，中信金控亦投入多項公共建設專案，累計總投資金額已達 260 億元。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專案表現

投資目標

WHAT is the goal?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類型：

・利害關係人（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84）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投資目標：

1. 響應公共參與政策：

 ・以實際行動落實壽險資金投入重要公共建設 10，臺中洲際棒球場開發案已投入超過 24億投資金額。

2. 城市發展與就業機會：

・全部園區預計至少提供 800個就業機會，並且提供至少 30%工作機會予台中市民，尤其商城聘雇台中市民達商城員工 50%以上，期待促進當地社區
經濟及就業發展，翻轉台中北屯區整體生活商圈。

3. 打造國際級運動娛樂休閒園區，永續經營回饋市民：

・藉由國際級專業空間規劃、招商、經營及行銷顧問之導入、全方面軟硬體之調整，配合舉辦各式活動及創新經營模式，吸引藝文與各種娛樂休閒活動
之舉辦，以回饋市民的信念永續經營園區，並將台中市行銷全世界。

依循2021年5月公布之最新 IRIS 5.2指引，鑑別出本案之目標利害關係人為政府（Clients）、城市（Planet）、午資開發（Employees）、當地社區（Other），
各目標利害關係人類型說明如下：

目標利害關係人 目標利害關係人類型說明

政府

（Clients）
由台中市政府發起，審核中信金控「臺中洲際棒球場園 ROT暨 BOT開發案」相關投資計畫書，執行授權與協助推動此項開發案
計畫。

城市

（Planet）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專案對台中市整體造成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衝擊與影響，主要以興建完畢後產
生的社會影響為主。

午資開發

（Employees）
中信金控旗下子公司台灣人壽與麗明營造共同成立午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相
關整修和興建。

當地社區

（Other）
執行「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專案，自整修、興建至營運後，對台中市北屯區帶來的環境、經濟、社會發展
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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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例如： EY Total Value，IP&L、Operationalizing Impact Valuation White Paper、SROI 及 Social Human Capital Protocol /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專案表現

投資風險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貢獻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外部風險：

・營造缺工與人力成本上漲：

營造建地受到疫情影響，外籍移工受限無法進入台灣，造成缺工問題嚴重，願意上工的營建工人更大幅減少，人力流動率高，造成人力成本上漲；2021
年 3 月行政院要求勞動部放寬「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冀望緩解建地的人力短缺現象。

・國際原物料價格衝擊：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顯示，近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居高不下，主因是受到國際原物料行情波動影響，造成工程建設業原物料上漲，促使投資成本增加，投

資環境增添不確定性。

針對「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之投資專案，我們參採國際影響力評價相關指引 11，根據與專案團隊訪談、本專案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及國內外文獻蒐研，依據 ESG環境、社會、經濟三大面向，鑑別出投入成果後產生的 8個重大影響及正 /負面價值。

面向 目標利害關係人 影響 正 / 負面 影響價值

E
當地社區

城市

當地交通環境衝擊

建築物環境衝擊

負面

負面

-33,762,595
-146,743,634

S

當地社區

城市

城市

當地社區

當地交通社會衝擊

提供台中市就業機會

提升台中市國際形象

台中市北屯區成為具吸引力的居住地

負面

正面

正面

正面

-137,745,781
+354,488,709
+236,363,636

+1,749,981,491

G
城市

政府

帶動產業經濟收入

提升台中市政府財政收入

正面

正面

+5,818,059,164
+222,853,280



21

2021 中信金控影響力評估試行報告書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12 周瑞生、葉冠志，2013。<建築物生命週期之排碳量模擬與環境成本分析：混凝土預鑄與場鑄工法之比較 >。《營建管理季刊》，(93)，頁 41-63。載於：https://www.
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2190953- 201303-201607070027-201607070027-41-63 (最後瀏覽日 :2021.08.12)

13 案例建築物規模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 (屋突一層 )的批發賣場，各樓層高度分別為 B1F 高 5.3m、1F 高 5.3m、2F 高 4.15m、3F 高 3.8m  及屋突高 4.6m。總樓地板面積為 
37411.72 平方公尺。結構體構造型式主要由預鑄柱、預鑄梁及澆置預拌混凝土之樓地板所組成。

14 Davidson, Adam, "The Economic Impact of Baseball Stadiums on their Surrounding Development" (2011). Syracuse University Honors Program Capstone Projects.
15 文獻參考同註腳 5。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專案表現

1. 當地交通環境衝擊：

・透過內部議合，了解自以臺中洲際棒球場作為台灣職業棒球「中信兄弟隊」的主場經營場地後，賽事營運期間球迷前往球場的交通運輸活動，如球迷
移動過程中交通接駁服務、自行開車、騎車前往球場等產生的碳排放量，為主要衝擊環境來源。

2. 建築物環境衝擊：

・包含建築物營建過程所涵蓋的建材生產運輸、施工、使用維護到拆除產生的環境衝擊。以碳排放量為主要環境負荷因子，蒐集完工並已營運之棒球場
歷年的用電量計算排放量，引用《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參考《營建管理季刊》12針對建築物 13生命週期之碳排量與環境成本分析進行模擬推估

碳排放。

3. 當地交通社會衝擊：

・主要衝擊為於投資專案完成各項運動與商業設施營建後，帶動當地發展吸引人流而導致附近交通流量增加。使用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數據探討對周遭交
通離尖峰時段的衝擊，針對擁塞路段，掌握路口服務水準降級情形，以及分別因交通擁塞和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4. 提升台中市就業機會：

・透過針對棒球場對周邊發展帶來經濟影響的國際研究探討 14，掌握參與投資於運動相關的公共建設，將促進當地就業機會。此外，透過本次專案與在

地社區、地方政府的關係搭建，以及致力對在地人才的發展支持，優先將工作機會釋出給當地居民，將帶動提升在地社區的生活水平並促進更好的生

活品質。

5. 提升台中市國際形象：

・經由棒球場能為周遭帶來經濟影響與社會效益的研究探討 15，可發現透過興建高規格國際級賽事及展演場地，能夠吸引全球對台中市這座城市的報導

及關注，提升城市國際形象。且當舉辦盛大的賽事活動時，將顯著提升社會大眾對於該城市的認同感 - 洲際棒球場設立至今，已舉辦多次國際比賽與
展演活動。

6. 使台中市北屯區成為具吸引力的居住地：

・2020年台中市房屋交易以北屯區奪魁，有大量新案交屋。台灣人壽投資並經營臺中洲際棒球逐漸與洲際商圈、崇德商圈產生串聯，具有為當地帶來間
接經濟的加乘效益，本專案內含的臺中洲際棒球場、多功能運動中心、商場、停車場等設施，正持續為當地社區提供良好的生活機能，促使該社區成

為更具吸引力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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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獻參考同註腳 5。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專案表現

投入成果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長期員工的數量與比例

・長期員工（OI8869）
・臨時員工（OI9028）

7. 帶動在地產業經濟收入：

・主要成果為將臺中洲際棒球園區逐步打造成國際級運動娛樂休閒園區，中信金控自投資洲際棒球場至今已承接多次國際比賽與展演活動，吸引觀眾於
當地餐廳、商場、旅館消費；根據國際上對參與棒球場投資與營運的研究調查 16，投資於運動相關的公共建設，將促進周邊產業生態發展，帶動在地

產業經濟。

8. 提升台中市政府財政收入：

・本次投資專案涵蓋後續承接洲際棒球場的營運經營，故午資公司定期支付洲際棒球場的租金、特許權等相關費用，專案投資時間至今已支付予台中市
政府相當費用，產生提升台中市政府財政收入的實質效益。

本案投入成果呼應三大投資目標「響應公共參與政策」、促進「城市發展與就業機會」、「打造國際級運動娛樂休閒園區，永續經營回饋市民」，相關已

達成及預期重要成果如下說明：

投入目標 投入成果

響應

公共參與政策

・2014年 12月起，陸續投入 25.96億元資金進行投資開發，包含配合綜合娛樂商城的資金需求，依相關法令辦理增資，擴大投
資臺中洲際棒球場進行開發。

・透過台灣人壽所具備豐富企業資源及專業經驗，加速公共建設的推動，開發台中市北屯區「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
開發案」，其商城的樓地板面積預計將達 3萬坪以上。 

城市發展與

就業機會

・透過「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暨 BOT開發案」投資計畫，預計提供至少 800個就業機會。
・興建期及營運期優先提供台中市市民就業機會，在組織本身的招聘工作顯示，整體的招聘結果共提供 30%工作機會於台中市   
    民，以 2020年 12月 31日為準，全職員工共計 19人，台中市民比例為 63%。

打造國際級運動

娛樂休閒園區，

永續經營回饋市民

・ 配合提供台中市政府優先舉辦公辦棒球運動競賽及活動，每年 30天不收取場地費用。
・ 設置至少 1,300個汽車停車位及 3,350個機車停車位供棒球場觀眾與ㄧ般市民使用。
・ 立體停車場、多功能運動中心分別於 2017年 2019年取得 EEWH銅級綠建築標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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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台灣自 2018年起正式邁入高齡社會，且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年的推估 17
，

2025年即將走進超高齡社會。鑒於老年人口攀升加上少子化，未來照顧銀髮族負
擔恐會增加，政府開始推動政策型保險—小額終老，期盼無法投保的高齡者能享有

基本壽險的保障，正視「終老」議題，以因應高齡者基本之保險保障需求。

為響應政府及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良善立意，台
灣人壽自 2017年開始推出之「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商品，包括傳統型終身人壽
保險，可提供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時之保障，保障期間為終身，每人終身限購

3張、保額最高可累計至新臺幣 70萬元，及一年期傷害保險附約保額 10萬元，具
有低保費、低投保門檻及免體檢等特色，可滿足經濟弱勢及高齡國人基本保險保障

需求，0至 84歲皆可購買，並且無預計停售時間。本專案以 2017年 3月 31日起
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作為主要報告範圍。

17 人口推估「高齡化時程」，國家發展委員會。載於 :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最後瀏覽日 :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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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以五大影響力面向為架構，透過 IRIS+核心指標呈現「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專案在「普惠金融」此項主題的影響力投資效益。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專案表現

投資目標

WHAT is the goal?

成果指標（Outcome indicator）：

・客戶交易（PI5184）
・對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成果（OI5495）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類型 :
・利害關係人（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48）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彌補經濟弱勢及高齡國民基本保險需求，包含以下兩點：
・響應主管機關提高國人基本保障政策，台灣人壽自 2017年起推出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商品，具有低保費、低投保門檻及免體檢等特色，可滿足國人基
本保險保障需求。

・面對臺灣強制性之「勞工保險」與一般壽險公司開辦的「終身壽險保單」，其承保年齡僅限制於 65歲以前，「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的承保年
齡限制則拉至 84歲，且核保程序較一般終身壽險簡單、保費便宜 10%-20%，原則上免體檢即受理，適合高齡或輕微體況客群投保，可滿足原先勞工保
險未保障到的弱勢及高齡者需求。

根據 2021年 5月公布之最新版 IRIS 5.2指引，鑑別出本案目標利害關係人為保戶（Clients） 及國家（Other），以下為兩個目標利害關係人類型說明：

目標利害關係人 目標利害關係人類型說明

保戶

（Clients）

1. 投保適用對象為 0-84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全體國民，其中主要的目標族群：
・小資族：普及保險保障，輕鬆投保無負擔。
・房貸 & 養兒族：減輕家庭生活負擔。
・退休族：老有所終，提高壽險保障的高齡輩。

政府

（Other）

1. 台灣人口老化快速且生育率下降，2018年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預估人口負成長將於 2021年至 2028年發生。
2. 金管會於 2016年底開放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有別於一般壽險承保年齡多設在 65歲以下，小額終老保險放寬承保年齡，以低
    廉的保費讓高齡者亦能享有保險保障。



25

2021 中信金控影響力評估試行報告書 肆、專案影響力說明

18 例如： EY Total Value，IP&L、Operationalizing Impact Valuation White Paper、SROI 及 Social Human Capital Protocol /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專案表現

投資風險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貢獻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參與風險：

・主管機關政策的不確定性：

 金管會於 2017年將「小額終老保險保費收入」列為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項目，以鼓勵保險業推動小額終老保險，故「小額終老保險」屬於「政
 策型保單」的一種，並依法受到「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的管轄，若未來政府相關法規或監管機制發生任何變故或缺乏管理，則將可能造成壽險
 業者相關的財務、行政成本支出或影響未來推出相關商品的誘因。

・客戶投保張數限制與參與程度：

根據「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為止，「小額終老壽險」每人可投保張數上限 2張。由於 2021年 7月 1日起主管機關放
寬每人最多可投保張數至 3張，面對目前市面上已有多家壽險業者相繼開辦「小額終老保險」，應持續為目標客戶量身開發合適且因應現代需求的保險
商品。

針對「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保險產品專案，我們參採國際影響力評價相關指引 18，根據和商品專案團隊訪談及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共鑑別出 3個重大
的影響貢獻及正 /負面價值：

面向 目標利害關係人 影響 正 / 負面 影響價值

S
政府

政府

政府

加強社會安全網

提升失能 /終老議題的認知程度
提升保戶家庭於保戶過世後的財務安全

正面

正面

正面

+3,671,132
+1,766,560

+15,74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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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管會，2017。〈「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已完成法規預告， 將於近期發布〉，載於 : 
https://www.ib.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07040 004&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
ap_root,o=fsc,c=tw&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 :2021.8.6)。

20 鄭筑云，2018。《我國保險業經營小額終老保險之探討》，頁 84-86，淡江大學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21 余灌桀，2018。《小額終老保險購買意願之研究》，頁 36，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22 文獻參考同註腳 13，頁 38。
23 又稱為「往生互助會」，為早期農業社會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機制尚未完善，由民眾自主與辦理之團體簽訂契約所衍生出具經濟及社會功能之組織，會員在生前繳納會費，
     作為預繳自身死後喪葬費用。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專案表現

1. 加強社會安全網

・金管會 19指出，為全力加強社會安全網、確保高齡者及身障者的經濟安全保障，祭出各項鼓勵政策，2017年將「小額終老保險保費收入」列為人身
     保險安定基金差別提撥率項目，以鼓勵保險業推動小額終老保險。
・台灣人壽自 2017年起全力推動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持續發揮安定社會之力量，協助政府建構社會安全網絡，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保障可至 84 歲，同時具有低保費、低投保門檻及免體檢等特色，針對經濟條件不佳、弱勢族群及高齡者等容易被拒保的民眾，該
     產品內容以設計簡單易懂為原則，使獲得基本保險的保障，補足自身保險保障缺口，使社會更加安定。
・本專案產品特性為提供被一般保險產品拒保之高齡及弱勢族群規劃自身財務的機會，降低因人身風險所產生之財務缺口，且亦為政府省下相關社福補
    助支出。

2. 提升失能 / 終老議題的認知程度

・小額終老保險是因應我國人口老化與少子化趨勢，為普及高齡者基本保險保障而推動之保險商品，由政府全力推動，為提升高齡者金融素養，金管會
將高齡族群列為金融知識普及工作推動計畫的宣導對象，以加強高齡商品及防止金融剝削等知識教育。透過媒體報導及業務人員的推廣，讓更多民眾

對於失能及終老議題的認知程度提高。

・國內相關研究 20提到「根據實證結果，保險意識的培養是需要經過學習，研究受訪者對於小額終老保險有較高的購買意願，即是因為有相較高的保險

意識」；另一份研究 21則統計消費者對小額終老知覺認知，發現小額終老壽險可提高知覺風險，更因如此增加消費者購買之意願。由此可知，透過業

者推廣之下，購買小額終老保險之消費者，對於提升終老及失能議題有所認同與幫助。

3. 提升保戶家庭於保戶過世後的財務安全：

・國內相關研究 22提到，小額終老保險為配合政府推定之高齡化商品之一，透過此產品保障高齡客戶，不須負擔高額保費即可享有基本的壽險保障，還

能留愛不留債，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顧名思義即是繳納低廉的保費獲得終身保障的壽險，亦取代近年不受法律限制、頻傳倒

閉的「民間死亡互助會 23」，使高齡者可購買由政府把關的商業保險，滿足高齡者之經濟安全與財務規劃，補足退休可能的財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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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 「台灣人壽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專案表現

投入成果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以新管道接觸此貸款的客戶

平均貸款大小

・平均貸款支出大小（PI5160）

客戶參與產品的設計、發展與提供

・微型貸款提供策略（PD7356）
・利害關係人議合（OI7914）

以新管道接觸到且活躍地使用由組織

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客戶

・活躍的個體客戶（PI9327）

以新管道接觸到的客戶

所未清償的貸款數量

・未清償貸款數量（PI1478）

客戶交易轉變的比例

・客戶交易（PI5184）

本專案透過保單條件、給付項目的調整、以及強化利害關係人議合等方式，促成重要成果的產出：

1. 「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保單說明

・自 2017年開始推出「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承保年齡限制由一般壽險保單的 65歲，提升至 84歲。
・保戶需支付之保費支出，較一般壽險保單減少 10%-20%。
・給付項目包括：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保戶平均投保金額為 300,402元。

2. 目標利害關係人參與

・本案為響應政府主管機關的政策所開辦。
・因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與一般壽險相似，且更具市場競爭優勢， 故未針對此商品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回饋調查。

本案投入成果呼應「彌補經濟弱勢及高齡國民基本保險需求」的投資目標，並榮獲2020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競賽的「小額終老壽險表現優良獎」，
相關已達成及預期重要成果如下說明：

投入目標 投入成果

彌補經濟弱勢及

高齡國民

基本保險需求

・積極響應政府提高國人基本保障政策，落實使經濟弱勢或特定身分族群得以較低保費取得基本保險保障，讓利推出珍傳愛小額
    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從 2017年即推出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截至 2020.12.31有效件數為 11,041件，累計實收保費收入 523,809,701元， 
    其中累計新契約保費收入為 192,488,449元。
・自 2017年開辦以來，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的有效契約件數年增⾧率分別為 26.8%、26.4%及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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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展望

在下一波永續浪潮中，影響力投資為最主動且具體的解決方案，旨在創造財務利潤回

報之餘，同時創造環境與社會的正面影響力，達成多贏的成果。作為積極評析及發展

影響力投資的金融機構，中信金控不斷檢視自身投資行為是否能同時呼應各 SDGs面
向。

目前在國際上，計算影響力的方法學數不勝數，GIIN建立的影響力投資網絡，彙集各
方具代表性且最適宜的計算工具及架構，提供投資人及被投資方最完善的資源，這次

透過 GIIN經營的 IRIS+系統， 我們清楚鑑別出各專案影響力類別，且藉由對標核心影
響力指標，確保利害關係人所關注議題揭露於五大影響力面向，並找出各專案的影響

力最佳實踐方法。惟 IRIS+系統分類內容仍在不斷地擴張，這次在鑑別各類影響力專
案類別時，仍會面臨策略目標涵蓋較受限制的情況。

在 IRIS+適用的投資、融資專案評估之外，我們這次也運用其架構於一個台灣人壽的
小額終老保險專案，發現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作為社會包容性金融商品的一環，更強

調產品的社會照顧與政策支持等面向，利害關係人也相對於其他兩項專案，更聚焦於

產品所服務的客戶，雖然相對地應用指標較少， 但是目標與貢獻成果也更為明確。此
外，中信金控同步考量將影響力財務量化的可能性，故今年試行時參考諸多國際影響

力評價相關指引，就各專案的投資貢獻初步評估、揭露，做為未來持續精進的基礎。

接下來，中信金控將研析建立影響力評估的機制，結合既有的 PRI、PRB與 PSI等永
續金融原則運作， 考量將 SDGs的貢獻度做為評量標準之一。而身為 GIIN 的成員，
我們也將持續倡議、推廣影響力評估，找到投資光譜上將利潤最大化的「傳統投資

（classic investment）」與純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的傳統「慈善投資（philanthropic 
venture）」間的平衡點，同時期盼能更廣泛地與被投資方議合溝通，協助投資標的低
碳轉型 (transition)及永續變革 (transformation)，打造正向影響 (positive impact)金
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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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 三項影響力專案 IRIS+ 核心影響力指標中英文對照表

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英文） 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中文）
一、彰芳暨西島離岸風場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goal? 投資目標

成果指標 (Outcome indicat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voided or Reduced (PI2764) 避免與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 (PI2764)
Importance of Outcome to Stakeholders (OI5495) 對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成果 (OI5495)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Target (OD4091) 社會與環境目標 (OD4091)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利害關係人類型 (Stakeholder type) Target Stakeholders(OD7212) 利害關係人 (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Target Stakeholder Setting (PD6384)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84)
Target Stakeholder Geography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Target Stakeholder Demographic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Target Stakeholder Socioeconomics (PD2541)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風險

External Risk (climate risk) 外部風險（氣候風險）

Endurance Risk 耐受力風險

Participation Risk 參與風險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投資貢獻

投資者貢獻 (Investor Contribution)
五大影響力面向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投入成果

避免與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Total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avoided and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voided or Reduced (PI2764) 避免或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 (PI2764)

溫室氣體減少排放策略 (額外指標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strategy (Additional 
Metric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trategy (OI8237) 溫室氣體排放策略 (OI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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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英文） 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中文）
二、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goal? 投資目標

成果指標 (Outcome indicator)
Permanent Employees: Total (OI8869) 長期員工：總數 (OI8869)
Temporary Employees (OI9028) 臨時員工 (OI9028)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利害關係人類型 (Stakeholder type) Target Stakeholders (OD7212) 利害關係人 (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Target Stakeholder Setting (PD6384)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84)
Target Stakeholder Geography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Target Stakeholder Demographic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Target Stakeholder Socioeconomics (PD2541)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風險

External Risk 外部風險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投資貢獻

投資者貢獻 (Investor Contribution)
五大影響力面向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投入成果

長期員工的數量與比例 (Number and percent of employees 
who are permanent)

Permanent Employees: Total(OI8869) 長期員工：總數 (OI8869)

Temporary Employees (OI9028) 臨時員工 (OI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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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英文） IRIS+核心影響力指標（中文）
三、珍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goal? 投資目標

成果指標 (Outcome indicator)
Client Transactions (PI5184) 客戶交易 (PI5184)
Importance of Outcome to Stakeholders (OI5495) 對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成果 (OI5495)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O is affected? 利害關係人與觸及群體

利害關係人類型 (Stakeholder type) Target Stakeholders(OD7212) 利害關係人 (OD7212)

利害關係人特質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Target Stakeholder Setting (PD6384) 目標利害關係人背景 (PD6384)
Target Stakeholder Geography (PD6424) 目標利害關係人地理特性 (PD6424)
Target Stakeholder Demographic (PD5752) 目標利害關係人人口特性 (PD5752)
Target Stakeholder Socioeconomics (PD2541) 目標利害關係人社經特性 (PD2541)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Impact RISK? 投資風險

Participation Risk 參與風險

五大影響力面向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投資貢獻

投資者貢獻 (Investor Contribution)
五大影響力面向 HOW MUCH change is happening? 投入成果

以新管道接觸此貸款的客戶平均貸款大小
(Average loan size for clients provided new access) Average Loan Size Disbursed (PI5160) 平均貸款支出大小 (PI5160)

客戶參與產品的設計、發展與提供
(Client engagement in design,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Microfinance Delivery Methodology (PD7356) 微型貸款提供策略 (PD7356)

Stakeholder Engagement (OI7914) 利害關係人議合 (OI7914)

以新管道接觸到且活躍地使用由組織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客
戶 (Number of clients provided new access who are actively 
using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organization)

Client Individuals: Active (PI9327) 活躍的個體客戶 (PI9327)

以新管道接觸到的客戶所未清償的貸款數量 (Number of loans 
outstanding for clients provided new access) Number of Loans Outstanding (PI1478) 未清償貸款數量 (PI1478)

客戶交易轉變的比例 (Percent change in client transactions) Client Transactions (PI5184) 客戶交易 (PI5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