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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州

現今許多企業皆積極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CSR）來追求永續發展及維護

社會權益，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ESG）原則更成為響應

CSR的重要指標，並可作為評估企業

中長期經營的穩定指標。就企業來說

，全球有愈來愈多公司自發性地實踐

ESG原則；而自投資人角度而言，投

資人也會將ESG績效納入投資決策的

考量之中。

近年來，以ESG為重點的研究增加

很多，但有關ESG對金融機構（尤以

銀行業）影響的研究卻很少。

事實上，銀行因為扮演了金融中

介者的角色，實踐ESG所產生的影

響層面將環環相扣，銀行藉著帶頭

深化ESG的實踐，不僅有拋磚引玉

的效果，亦帶動其他產業及客戶對

ESG的重視，進而更能掌握投資及

授信部位潛在的ESG風險；同時，

可提升投資者的信任，也有助於財務

績效的提升。

根據Deloitte與全球價值銀行聯盟

（GABV）及歐洲投資銀共同研究發

現，銀行實踐ESG的績效與其財務績

效成正相關。

該研究目的係探討商業銀行實踐

ESG與財務表現之間的關係，針對

100家銀行自2007年至2017年的公開

資料分析，對於銀行在重大性ESG議

題及非重大性ESG議題上的實踐進行

了評比。

該研究採用美國永續會計準則委

員會（SASB）的方法來定義重大性

ESG議題，是否屬重大性ESG議題係

從其對銀行直接業務的影響來評估。

研究分析發現，無論是在重大性ESG

或非重大性ESG議題上獲得高分的銀

行，其產生的α（alpha，風險調整後

收益）均為正值，其中在重大性ESG

議題上獲得高分者，其α皆超越其他

銀行。

這表示投資非重大性ESG議題並不

會破壞銀行財務表現，但則無法與那

些專注在重大性ESG議題的銀行擁有

相同的績效。

該研究定義的重大性ESG議題及非

重大性ESG議題列示如下，可作為銀

行實踐ESG順序之參考。

銀行重大性ESG議題：

（1）提供公開透明的資訊使客戶

了解相關權益及風險；（2）員工權

益及福利、友善多元的工作環境；（

3）資料安全與顧客隱私；（4）產品

及服務的生命週期（可持續性）；（

5）法規及商譽等系統性的風險管理

。

銀行非重大性ESG議題：

（1）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遷；

（2）能源管理水資源管理；（3）

人權與社區連結；（4）員工健康與

安全；（5）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

商業模式。

觀察台灣金融產業的ESG績效表現

，倘若以台灣永續指數成份股來看，

電子業和金融業分居前二大，代表台

灣金融產業對於實踐ESG有頗高的積

極度。

隨著近年綠色金融及普惠金融等永

續政策的推動，已有15家銀行發行綠

色債券、六家國銀簽署「赤道原則」

，更有業者作為領頭羊，發行台灣第

一檔ESG的ETF。

雖然綠能及氣候變遷非上述重大性

ESG議題，卻也會對銀行營運或財務

績效帶來正面效益。

舉例而言，銀行依循「赤道原則」

將ESG議題納入融資風險決策過程中

，即可關注客戶是否了解氣候變遷對

營運及財務帶來的影響，以進一步採

取因應措施。

過去企業落實ESG可視為加分項

目，而現在ESG則轉變為必修學分

，建議銀行業審慎評估ESG議題對

於自身業務及財務績效的影響，並

推動與政策相應的措施來追求永續

發展目標。

（作者是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企業社會責任服務負責人）

〈趨勢觀察〉

▉劉仁傑

新冠肺炎疫情籠罩全球，台灣工

具機企業籌組國家隊支援口罩製造

設備，普受好評。關懷鄉土的高度

情懷，固然讓我們引以為榮，針對

口罩製造流程需求迅速開發製作實

用設備的能力，更凸顯其發展價值

創造的潛力。

台灣工具機產業以複製先進國機

台起家，結合產業群聚與模組化優

勢，在國際舞台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然而，近年卻面臨新興國用相

同模式的急起直追，外銷金額與企業

獲利每況愈下。

變革關鍵在於如何從顧客使用流程

之觀點，提出整合型解決方案，達到

提高工作價值的目的。

我檢視先進工具機企業的新近變革

，認為提供製造設備創造附加價值有

兩個迥異的重要途徑，值得台灣工具

機企業深入省思。

一、頂尖設備v.s客製設備：第一

個是以提供頂尖設備自許，用自己的

生產線做為試驗基地，將實際驗證過

的「成功體驗」銷售給使用顧客。日

本工具機大廠DMG森精機伊賀基地

兩座加工廠的精實化、複合化與五軸

化，堪稱典範。

他們以替組裝廠配套做為生產排程

的精實守則，透過複合化變革有效縮

短了製程時間。

同時，用德國大型DMC340取代日

本五面加工機，將日本機台主軸立臥

頭改善為萬向頭，分別提高了49%與

15%的產效。

在現場豎立的說明看板，對使用顧

客非常具有說服力。

這個說服力持續延伸到DMG森精

機的解決方案中心，所展示的40餘台

設備都擁有類似的故事，有效改善顧

客的製程時間或使用效率。

第二個是以提供客製設備自許，結

合顧客的使用情境、流程需要、作業

習慣，在標準機台的骨架上融入了顧

客的需求。

2004年設立於杭州、由台灣友嘉實

業與日本高松機械合資的友嘉高松，

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客製型工具機企業

。

2019年受到美中貿易紛爭、經濟下

行影響，中國大陸工具機市場平均僅

維持了2010至2011年全盛期的65%。

友嘉高松營業額卻再度回到全盛期的

1.3億人民幣，營業獲利率更超過30%

，創下歷史高峰。

檢視銷售機台的內涵，92%已經轉

型為客製機種。

友嘉高松總經理塩本雅人認為「客

製是一種文化」，理解顧客製造現場

的流程文化，將工具機產品有效融入

，是創造顧客價值的關鍵。

二、顧客價值是企業存立的基礎

：以上觀察顯示，價值創造的兩個

模式，各有其外在產品特色與內在

核心能力，並擁有兩個共同特色。

一個是透過實踐顧客價值，達到提

升獲利的目標；另一個是用實踐精

實變革，兼顧縮短交期與消除浪費

。

顧客價值是企業存立的基礎。台灣

工具機企業追求轉型升級過程，仍然

普遍存在的不理解顧客需求、複製先

進國機種、批量生產思維，顯然已經

無法再創高峰。

我們呼籲台灣工具機企業，深入

理解兩個價值創造模式的基礎條件

與本身能力，做出明確的抉擇。針

對明確的價值創造模式，以營業為

火車頭，有效拉動設計開發與生產

技術，實踐精實製造與精實產品開

發，達到用顧客價值提升企業獲利

的目標。

（作者是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

資訊系教授）

工具機業雙模式創造價值

銀行落實ESG 幫績效加分

▉齊瓦哥

大家熟悉的「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巴西蝴蝶一

個輕微的振翅，就會在美國引

起颶風。任何一種鋪天蓋地的

現象，都來自最小的細微，並

溯及其中的因果變化。

病毒的大小約在10～400nm

（奈米），是細菌（微米）的

千分之一，它雖細微，卻能擊

垮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

這次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毒

疫情，據BBC記者海倫．布里

格斯（Helen Briggs）在2020年

2月26日的追蹤報導指出，其最

細微的起因，可能是人類破壞

原始森林，改變生態結構所致

，當野生動物的食物愈來愈少

，其覓食區域就會離人類愈來

愈近，間接或直接擴大了蝙蝠

、穿山甲、狐狸、蜥蜴、蛇、

或狸與人類接觸的範圍與頻率

，簡單來說，就是起於大貪，

源自小惡。

萬物起於微小，如果有更多

人的起心動念是維護自然，而

不是破壞自然，那人類感染病

毒的危機就會相對減少。

一個細微的貪念，可能導致

全球生態的破壞；一個細微的

憤怒，可能導致兩個大國之間

的報復；一個細微的疏失，可

能導致一棟大樓的崩塌…細微

的起心動念，一直主宰著人類

的未來。毫惡成災，微善招福

！

從另一個角度看細微，會發

現許多企業家與藝術家們都是

因為重視細微，而獲得高度的

成就：安縵酒店重視文化的細

微、B&O重視聲音的細微、獺

祭則重視釀造的細微；蘋果偏

愛人性的細微、特斯拉熱中科

技的細微、BMW則挑戰速度的

細微、LEXUS專攻服務的細微

；舞蹈家許芳宜展現不可思議

的肢體細微，畫家常玉則把思

鄉的、細微的藏在東西兩種思

緒之中，而畢卡索誇張的線條

則笑傲著顛覆一切的細微。

洞悉細微、預測細微、駕馭

細微，在細微處止惡揚善，在

細微處深化競爭、在細微處精

益求精，就是上乘之道。

矗立千年神木的雄偉，皆萌

於種子之微。你的一念，將決

定你的偉大。

（作者是左上角企劃顧問有

限公司企劃總監）

細微處⋯起心動念

〈思考方塊〉

Verizon Media亞太區共同董事總經理

〈行銷變革〉

王興

〈會計師看時事〉

迎接5G新世代

Verizon Media亞太區共同董事總

經理王興認為，當5G整合過去所

有科技，將開創另一個新時代。

 Verizon Media台灣／提供

差異化服務 創新體驗
▉彭慧明

2020年，5G商用網路將於全球逐

漸普及。Verizon Media亞太區共同董

事總經理王興認為，當5G整合過去

所有科技，就將開創另一個新時代，

產業處於戲劇化的轉折點，未來的內

容體驗將有顛覆性的改變。隨著5G

的到來，將有更多的創新將現在2D

數位體驗，轉化成宛如現實的3D立

體世界。

產業樂觀技術變革

業者對5G技術帶來的變革相當樂

觀。2019年亞太行動經濟報告指出

，5G將成為驅動亞太經濟關鍵，預

測未來15年，5G將為亞洲經濟貢獻

9,000億美元，到2025年將有24個亞

太市場推出5G服務。而隨著5G的到

來，將有更多的創新，把目前的2D

數位體驗，轉化成如同現實生活中的

3D立體世界。 

不只是行銷領域，多接取邊緣運算

（MEC,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技術將更能廣泛應用在各行各業，

像是智慧製造、智慧零售、旅遊觀光

、健康醫療等。

以智慧零售來說，像是偵測到消費

者快接近商店時，能即時發送商店資

訊；當消費者走進商店，能透過AR

即時看到每個商品庫存、上架位置或

進行虛擬試穿，甚至最後也不須結帳

，系統可直接從裝置端收費。

她認為，對行銷人來說，未來每個

終端裝置都有創新可能，從汽車、冰

箱、冷氣、到化妝鏡都有可能，更利

用AI展開處理海量數據，做創新的服

務。

例如，5G時代可讓即時、有規模

的3D容積捕捉（Volumetric Capture） 

技術，把2D型錄圖片，以3D方式立

體呈現，馬上送到消費者面前，更能

感受商品樣貌，提升購買率，並有助

於降低退貨率，5G帶動的行銷創新

，正是讓服務能做出差異化的關鍵

。

王興表示，新科技、新內容的結合

，創造5G應用更多的可能性，今（

2020）年東京奧運就可以帶來全新的

觀賽體驗。

媒體翻轉傳播模式

像是日本NTT正開發一項新的3D

全息投影轉播技術，利用3D投影投

射出選手的虛擬立體影像，讓人仿佛

置身激烈的比賽現場；而在高速移動

的擊劍比賽中，也將透過新技術將動

作捕捉與AR光影貼合，讓觀眾看到

「視覺化」的擊劍軌跡變化。

台灣消費者也可望透過5G技術平

台的新媒體轉播模式，看到選手全方

位的比賽角度。

在5G時代，觀眾不再只是單向收

看影音，而是可投入並親身參與其中

、雙向溝通。

未來影音也將與觀眾有更多的互動

，開啟全新的說故事方式。與此同時

，廣告行銷人或創作者也要先了解運

用新科技，讓AR、VR不只是噱頭，

幫助品牌打造一個更具生命力、更加

身歷其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