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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誠信與企業社會責任 
推動經驗分享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葉秀惠  總經理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一七六號十五樓 
電話：(02)8787-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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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一．從產業使命談起 

    1.發揮台灣競爭利基－國際承銷 

    2.創造MIT金融品牌－期貨信託 

二．從產業全面服務做起 

    1.COSO內控自評1800全服務 

    2.CTA連結台灣證券期貨銀行保險 

三．在地康和育成公益關懷 

    1.康和企業文化 

    2.高度對焦追求實似造福這地 

四．康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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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產業使命談起 

   1.發揮台灣競爭利基－國際承銷 

證券發行市場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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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基金 

(流通、平台、DATA) 

(狹義、廣義) 

(CTA) 

(資產管理) 

證投信 期貨商 

(CTA) (CPO) 

(全財務工程) 

2.創造MIT金融品牌－期貨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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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產業全面服務做起 

   1.COSO內控自評1800全服務 
COSO報告適用範圍、應用頻率與實用性－ 

   S1：在台灣上市櫃 

     公開發行的門檻＆之後每一年的功課 

   S2：海外企業來台上市櫃 

     同適用 

   S3：企業在香港上市 

     董事會對內控自評時可參採 

        （證券上市規則之Practice Note 21：PN21) 

   S4：企業在大陸上市 

     上市門檻（上海證券交易所內部控制指引） 

全需要／每年都需要//高度對焦大家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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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O內控自評  

形塑控制環境．連結資訊溝通．制高點監督 

因應轉變的風險提升管理效能 

     二○一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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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TA連結台灣證券期貨銀行保險 

  (1)保管銀行代銷機構交易對象在台灣 

  (2)透明度高 

  (3)立足台灣服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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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康和育成公益關懷 
   1.康和企業文化 

1.企業文化 

2.組織倫理 

(1)高度對焦のPassion熱忱、奉獻、犧牲 
(2)恭寬信敏惠            (自己與他人) 
(3)牧羊人/僕人               (上位者) 
(4)忠心/良善の管家           (經理人) 
(5)愛/順服           (上對下、下對上) 
(6)成全/尊重         (上對下、下對上) 
(7)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主同行(善) 

   3.個人職能提升 (1)To Be King！(自慢、實似) 

(2)多語能力 (雙母語s) 

康-身心靈健康 聲名遠播 (品牌經營) 

-得人如得魚 得地為業(企圖心、熱忱) 禾 口 

Concord  合一的團隊 

    4.COSO報告為 

     「控制環境」列 

     示的評估項目/ 

     孫子兵法的「知 

     己知彼」 

（1）操守及價值觀 
（2）執行之能力 
（3）董事會及監察人 
（4）管理哲學及經營型態 
（5）組織結構 
（6）權責之分派 
（7）人力資源之政策及實行 

（1）主孰有道 
（2）將孰有能 
（3）天地孰得 
（4）法令孰行 
（5）兵眾孰強 
（6）士卒孰練 
（7）賞罰孰明 



9 

財團法人鄭俊生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康和證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 的信念 

扶助社會弱勢 
－捐助清寒學子， 

 重視生命 

建教合作深耕文

化教育 
－在地扎根， 

 培育財金人才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全方位公益回饋信念 

推動公司治理 

－健全體制四席獨 

  董積極致力公司 

  治理與風險管理 

員工最佳職場 
－完整的教育訓練， 
  提升專業能力 
 ，101年獲CGA第一 
 屆公開說明書標竿 
 獎過半數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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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對焦追求實似造福這地 

   獲利目標 

      業務目標 

      作業目標 

應    有 
 
 
現    有 

      Above 

      Beyond 

      Continue & 

感恩、包容、尊重－健全控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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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和經驗分享  

  CSR執行重點  

提供全方位金優質融服務，滿足客戶需求設計符合客戶需求的
益利商品。 

執行面：整合創新的法人服務、客戶投資屬性KYC服務、以客戶
需求為導向推動一次購足( One-Stop Shopping )理財需求。 

3.客戶服務 

1.健全體制 

2.利害關係
人溝通 

回應員工、股東、客戶之期許，致力提升經營績效以確保公司
永續經營。 

執行面：企業網站「服務窗口」專區之維護、股東會及財報訊
揭露、福委會福利執行、「員工提案網站」相向溝通及風雲電
子報刊登總經理的談話(康和日記)建立共識及和活動資訊、
080客戶服務。 

‧遵守法律及商業道德規範，建立完善企業制度以維持良好的
公司治理。 

‧制定風險管理政策、架構，降低經營層風險。 

執行面：制定COSO內控自評管理工具、確實揭露經營資訊建立
「Ａ＋」等級券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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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視社會
責任 

6.環境保護 

5.關懷員工 

以「財團法人鄭俊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出發點，

集團員工全面投入參與公益事業，為社會增添關懷及溫暖。 

執行面：每年建教合作培育財金人才、舉辦捐血活動、捐
款、扶助公益團體 。 

創新與培育員工，不斷提升員工的價值及專業能力，照顧

員工、重視眷屬。 

執行面：照顧員工眷屬由福委會辦理北中南親子營活動、

年度健康檢查、健康講座、設置員工活動中心、生日及節

慶禮金、結婚、生育補助、住院及喪亡慰問、員工教育訓

練補助、建立員工數位學習網(e-learning)平台促動學習

成長動能。 

推廣辦公室環保、省水、綠化、資源回收等，將舉手做環

保的好習慣融入工作與生活中，有方法地使用與節約能源，

減少環境污染。 

執行面：認養公園、成立節能減碳小組、推動資源回收、

各樓層空調設定 、更換節能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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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各類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蕭登旺教育基金會」 
◆捐助「勤毅文教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海棠文教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領航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曾賢文教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唐氏症基金會」 

◆捐助「中華民國傳統跆拳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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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運動發展 
SCSC汐止足球 

壘球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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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溫暖獻愛心活動」 
活動對象:八八水災受災戶(高雄、台南、 屏東)、孤兒院 

賑災活動基金來源:全體同仁發揮愛心捐一日所得，公
司捐款共募得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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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春聯義賣 

春聯贊助:新北市運動書法學會 

春聯落款:鄭國華總裁、鄭世華會長、鄧序鵬董事長、李文柱執行長 

捐贈對象:家扶基金會(社會上失怙、失學、貧困的不幸兒青少年) 

義賣對象:康和證券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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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聯揮毫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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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殘障人士表演舞台 

口足畫家-張維德 視障音樂家-陳敦邦 



19 

社區公益~快樂萬聖節 
活動對象:分公司社區幼稚園、安親班小朋友，８家

１２個團體約８０0位小朋友 

活動會場:分公司同仁自行佈置會場、設計遊戲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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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益~愛心發票募集 
活動方式:分公司同仁組隊於北市大同區店家及路人發票募集 

合作伙伴: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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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育成教育 
年度 建教合作內容 

2008 嶺東科技大學 

2009 台北大學、長榮大學 

2010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致遠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僑光

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大葉大學、明道大學、台北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輔仁大學、東華大學 

2011 台北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德明技術學院 

2012 政治大學、台北大學、耕莘醫院等大學建教合作 

2013 政治大學、台北大學、台灣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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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與溝通 

員工提案 

員工親子活動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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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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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風雲人物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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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作者－葉秀惠 總經理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準則委員會委員、諮詢委員會委員 

  學  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榮譽獎勵：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金彝獎第六屆傑出證券人才獎(2001年)、 

            第十二屆傑出企業領導人才獎(2013年) 

 經  歷：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綜合企劃處處長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銀行部資深副總經理 

            群益金鼎證券企業金融部資深執行副總裁 

  專業資格：會計師考試及格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測驗合格 

            期貨商、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業務員測驗合格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合格、股務人員測驗合格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合格、香港證券專業學會證券從業員 

            高級從業員測驗合格、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驗合格 

            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測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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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著作 

鴻飛東西文化交流事業網址：http://www.hongfei-cultures.com 

鴻飛東西文化交流事業
2011.5再版 

鴻飛東西文化交流事業
2011.8再版 

鴻飛東西文化交流事業
2011.8再版 

鴻飛東西文化交流事業
2011.8再版 

(出版中) 
(出版中) 

(出版中) (出版中) (出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