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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金控

總論

使命與願景

2014年，台新金首次發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即獲得「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頒發企業永續報告書銀獎，

台新金也獲選為「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

股」。在獲得獎項榮耀的同時，我們深刻體

認到這更代表著應持續深化企業社會責任，

唯有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不斷精進，才能

在永續經營的道路大步邁進。

我們不斷思考如何更進一步地整合集團

資源，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系統化，並納

入公司日常運作，讓企業社會責任的想法轉

化為更具體的作為。因此，編製第一本企業

社會報告書時，我們便啟動規劃建置相關機

制，從整體規劃，考量經濟、社會、環境等

面向，計畫需執行與實踐的項目。2014年
目標及策略，包含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

會」，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公司

治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等規範，及

修訂「供應商管理準則」，均已依序完成，

展現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承諾。

回顧2014年，台灣發生了重大的食安

與環安事件，造成民眾的不安與不信任，甚

至造成國際間對於台灣產品的信任度下降。

身為金融產業的一份子，台新金深深地體會

到，除了應該在自身營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外，亦應該思考透過授信的審核機制，深化

企業社會責任。因此，下一階段的目標規

劃，台新金認為應該注重赤道原則的精神，

將經濟、環境、社會的風險因素納入授信評

估的考量，期望以金融業的力量，促使企業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共同在企業社會責任

上努力，實踐台灣社會共榮共享的願景。

展望未來，台新金會持續了解利害關係

人對於台新金的期待，並進一步將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的議題轉化成執行方案，以實際的

行動積極回應。我們承諾會在規劃中長期目

標時，納入企業社會責任所有面向並做全方

位的實踐；包括持續致力於產品服務的優

化、客戶權益的保障、公司治理健全機制的

強化、提升員工培訓與照顧、法令遵循、供

應商合作、環境保護機制提升等作為，都

是台新金努力的目標，以達成經濟、社會、

環境平衡發展的永續企業。希望藉由我們的

作為與努力，與所有國人一同為台灣永續打

拚，共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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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重點表現

公司治理▲

訂定公司治理守則

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企業社會責任▲

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供應商管理▲

訂定供應商管理準則

公司治理與企業永續發展執行成果

• 獲選證交所「台灣高薪 100 指數」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頒發「企業永續報告獎」金融業銀獎

• 財資頒發卓越管理及公司治理獎 -金獎

•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上市公司前 5%

金控

• 卓越管理及公司治理獎 - 金獎

•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融業 - 銀獎

銀行

• 台灣最佳個人金融銀行 • 亞洲區最佳行動銀行 • 最佳聯名卡年度大獎 

• 最佳房屋貸款產品獎 • 信用卡權益專案年度大獎 • 台灣最佳行動銀行平台

• 財富管理銀行最佳商品獎 • 台灣最佳網路銀行創新獎 • 最佳客戶關係管理

• 亞洲最佳私人銀行推薦獎 • 最佳雲端專案 • 台灣最佳私人銀行

• 台灣最佳網站獎 • 菁業獎 - 最佳人力發展獎佳作

• 「最佳企業社會責任」、「最佳公司治理」、「最佳公司管理」之一

證券

• 金桂獎 (推薦輔導第三名 )

投信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

• 第17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 「國內平衡型 一般型股票」3年期 /5年期獎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新台幣平衡混合型」3年期 /5年期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 - 「台灣平衡型」獎

台新主流基金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台灣股票」5年期獎

台新中國通基金

• 第17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 「海外基金 大中華股票」3年期獎

投顧 
木星全球管理基金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環球股票型」10年期

木星生態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環境生態和替代能源股票型」獎

保代

• 第16屆保險信望愛獎「最佳保險通訊處」優勝、「輔助人組最佳保險專業獎」優選

• 第三屆「保險龍鳳獎」特優獎

子公司

榮耀
見證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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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金公司概況
公司名稱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質 上市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2/18

核心價值 誠信、承諾、創新、合作 (ICIC)

品牌精神 認真

總部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8 號

員工總人數 7,574 人 1

資本總額 956 .69 億 1

企業社會
責任專區

http://www.taishinholdings.com.
tw/human/human_ 10.jsp

台新金的品牌精神─認真

「認真」是台新金的品牌精神，也是台

新金人所堅持的態度，我們將此品牌精神落

實於品牌經營上！因為「認真」，所以我們

更加重視創新。台新金站在以客為尊的立

場，開發商品與平台，提供專業便利的金融

服務。2014年更相繼獲得「台灣最佳行動

銀行平台」(MILSTE)、「台灣最佳網路銀

行創新獎」(Asian Banking & Finance)、
最佳聯名卡及信用卡權益專案(Cards & 
Electric Payments International)等多項國際

大獎的肯定。

因為「認真」，在實踐社會公益的路

上，台新金持續參與。不論是在公益慈善、

藝術推廣及體育贊助等領域多有深耕。包含

2010年創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同

年啟動「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

以慈善雲的概念，挹注中小型社福團體公益

基金，更運用平台的力量，連結其他有意願

提供資源的夥伴，共同扶植中小型社福團體

自立。而為推動當代藝術建全發展，台新銀

行旗下之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更連續

子公司 服務項目 營業據點總數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富管理業務、消費金融業務、法人金融業務、電子金融業
務、信託理財業務

104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自營商、證券經紀商、證券承銷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業務

3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運用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從事證券及相關商品之投資

3

台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分析部、木星基金總代理 1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
或拍賣業務、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管理服務及逾期應收帳
款管理服務業等業務

1

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投資業務 1

台新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人身保險經紀人及財產保險經紀人業務 1

基金會 服務項目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災害、急難救助、清貧醫療補助、贊助其他公益團體活動、協助弱勢族群增進謀生技
能、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慈善事業事項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及獎勵優秀藝術文化事業及藝術文化工作者、獎助及辦理各類藝術文化展演、推
廣、學術研討活動、發行文化藝術相關之刊物及宣傳品

1  截至 2014.12.31 止

·台新金控包含七家子公司。另台新銀行下設立文化藝術基金會及公益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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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舉辦「台新藝術獎」、並於2013年創

辦ARTalks線上藝評，創造藝術對話平台。

在體育贊助上，持續贊助來自921災區的南

投空手道隊，並培育出亞運金牌選手，同時

也以實際行動支持認真打拚的女子高爾夫好

手，包括台灣首位站上世界第一的曾雅妮、

還有多位潛力選手等。

因為「認真」，時時刻刻以貫徹3S的
服務精神，實踐「簡單」(Simple)、「真

心」(Sincere)、「極優」(Superior)的高標

準並檢視自己，傾聽客戶的聲音。同仁們為

實踐台新金品牌精神，除投身金融本業，更

主動積極加入志工行列，持續傳遞品牌的正

向能量。

台新金企業總部大樓 實踐認真精神的所在地
台新金總部大樓，位於台北市最具門面

的仁愛圓環林蔭大道交會處，於2006年3月
正式啟用，是座兼具環保概念、都會視覺景

觀、社區資源共享，以及藝文空間等多功能

的企業總部，為當時都市更新條例正式立法

後第一件通過的都市更新案。承載著企業與

都市發展的雙重期待，全棟建築由國際知名

的貝聿銘聯合建築事務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Architects)與國內沈祖海建築師

事務所設計打造。

觀看台新金總部大樓的建築外型，就像

是翻開書本時，書頁對書脊所形成的曲線；

俯視時，則呈現水滴狀。由於沒有強勢外顯

的結構線條，大大降低對鄰近住宅區的壓迫

感。走進建築內部沒有任何一根樑柱，故可

以180度藉由玻璃帷幕盡覽圓環全貌。除了

建築美學，台新金總部大樓更兼顧節能、省

水、減廢、衛生、舒適、健康的環保意識，

採用低反射玻璃帷幕的外牆，減少散射至周

圍的輻射與熱能。而為讓此建築可更深刻參

與城市，建築團隊更以「光」勾勒出大樓的

線條與層次，在入夜時就像流動的光河，展

現不同凡響的亮麗。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時間

本報告書為台新金第二次編製之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內容所呈現之資訊與陳述，

為2014年度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事項

之執行情形，因整合需求部分資料不限於

2014年度。爾後預計每年進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編製並公開揭露。上一發行版本：

2014年8月發行。

報告書範圍

本報告書內容涵蓋台新金、旗下子公司

(台新銀行、台新證券、台新投信、台新投

顧、台新資產、台新創投、台新保經)及兩基

金會(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台新銀行

文化藝術基金會)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成

果，並以台灣為主要營運據點及揭露範圍。

資訊揭露

本報告書中關於台新金之營業所得、成

本支出等財務相關資訊來源，以新台幣為計

算單位，並經會計師簽證後認可。相關統計

數字則以國際通用描述方式為計算基礎，採

四捨五入方式呈現；除財報數據外，倘非為

整數，原則以小數二位數為主；「環境保

護」章節中之計算，則以政府公開資訊為基

礎自行計算而得；內容提及之「當地」，係

指營運據點所在國家或區域。本報告書將公

開呈現於台新金官方網站，供不同利害關係

人瀏覽及參考，相關建議與指教，請與報告

書聯絡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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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依據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係參考全球永續性報

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第
四版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以及金融業

補充指引進行編製。

報告書驗證

本報告書依據GRI G4綱領進行編製，

內部經由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核議，外

部透過委託英國標準協會(BSI)確認符合

AA1000當責性原則標準之重大性、包容性

及回應性；及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以ISAE3000進行報告書有限等級確信

(Limited Assurance)，確認符合GRI G4核
心揭露之原則，相關確信項目與範圍請參閱

本報告書附錄之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公司治理

台新金2014年在公司治理與企業永續

方面持續進行各項專案，除應主管機關要求

進行公司治理評鑑系統自評，更進一步檢視

公司治理結構及建立企業永續發展機制。期

望藉由公司治理的強化與永續發展的規劃實

施，積極向企業先驅看齊，與世界趨勢接

軌，以提供利害關係人更透明的營運資訊。

在公司治理的強化上，台新金2014年
分別制定公司治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在

企業永續發展的規劃上，除完成第一本社會

責任報告書並經由第三方獨立驗證，更進一

步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訂定企業社會

責任守則、規劃官方網站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積極推動企業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架構與運作

台新金在公司治理實踐上，均依據相關

法規與主管機關規範，明訂公司治理架構、

相關公司章程及管理規範，於董事會監督

下，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經營決策會、資

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客戶關係發展委員會、

投資人關係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人

事評議委員會等來審核及督導公司各項營

運，以強化公司治理架構。因整體企業永續

規劃需要，台新金2014年9月成立隸屬於總

經理管轄下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另外，

因應強化董事之獨立性與功能及提升董事會

運作效能，未來將增加獨董席次，並預計於

2015年底前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

法令遵循

台新金依據金管會2014年8月8日修訂

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法令遵循制度」，並

同時修訂「法令遵循制度執行計畫」及「法

令遵循制度實施要點」，以完整建構公司內

控制度之第二道防線。台新金設立「法令遵

循處」為法令遵循單位，負責法令遵循制度

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並由處長擔任總機構

法令遵循主管。為確保同仁了解規範及落實

執行，台新金2014年規劃相關法令遵循及

宣導課程。

2014法令遵循案例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專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為配合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以
下簡稱FATCA)，訂定台新金FATCA遵循

作業管理辦法，確保所有應遵循人員皆能瞭

解並落實執行，包括身分辨識、盡職調查、

申報、扣繳及遵循查核等項目。台新金已聘

請外部顧問專案輔導建立各項因應FA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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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措施，包括檢視增修訂相關表單約據、

調整規章辦法、系統建置，並經外部顧問協

助舉辦多場教育訓練，宣導同仁落實遵循

FATCA相關規定。

風險控管機制

主動識別、積極改善風險，一直是台新

金於經營時的重點之一，2014年持續進行既

有風險控管架構及作業外，鑑別可能發生的

風險並執行預防或因應專案。台新金風險管

理架構採行國際最佳風險管理實務之三道防

線制度，以確保風險管理機制的有效運作。

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對於企業正常運作是不可缺乏

之機制，台新金內部稽核機制，係依照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訂頒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供應商管理

企業永續發展必須結合供應鏈管理，對

於所屬的產業鏈中，與上下游的夥伴一同合

作，共同達成產業的永續發展。台新金在供

應鏈管理上的永續實踐，以循序漸進的步驟

進行。一直以來，根據台新金銀行「採購及

廠商維護管理作業要點」，從廠商遴選、完

工驗收、後續評估，建立相關作業機制，期

望於依法合格的廠商中，與產品或服務品質

良好的企業合作。此外，每月更實際調查對

廠商產品/服務之滿意，以產品/服務品質、

完工/交貨時效、服務態度、滿足需求、整

體服務做為評估項目，以落實供應商管理作

業。

個人資料保護

台新金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視，起

源於2003年金控成立之時即訂定「台新金

行銷名單管理實施細則」，規範行銷名單

使用的限制與管理，以保障客戶權益。於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前，即依「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加強對個資管控。銀

行亦在2010年通過ISO27001 ISMS資訊安

全管理體系之驗證，讓資訊系統及機敏資料

獲得適當保護。2010年公告個人資料保護

法後，為因應相關規定及提升個資安全，

導入BSIBS 10012：2009個人資訊管理制

度標準，建構個人資料保護基礎架構。亦

配合PDCA(Plan-Do-Check-Act)系統化管

理方法，於組織中運作個人資訊管理制度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並透過作業流程與資訊安全面向之

保護措施，強化客戶個人資料安全。

客戶滿意度管理

台新金在銀行服務品質檢核方面，每

月由總行派員定期以「神秘客」方式進行查

核，不僅透過電話，更親至分行辦理業務，檢

測前線人員的基本服務，同時透過狀況題檢

驗問題解決的能力，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

另委請專業市場調查公司，每季、每年定期

進行客戶意見調查，範圍涵蓋全省分行臨櫃

服務、財富管理、信用卡、消費性貸款及網

路銀行與行動銀行等數位化通路服務，調查

內容包括整體面向延伸至各服務細項表現。

根據2014年台新金銀行客戶滿意度調

查結果顯示，非常滿意及滿意的客戶比率達

80%，並已連續五年維持在八成。調查報告

中更看到客服人員在「語調親切，服務有

禮」及「有效率的處理需求」這兩項分別獲

得95%及90%的高滿意度。為提供更優質的

客戶服務，2014年4月於台中成立第二客服

中心，擴大客戶服務規模，因而在「等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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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客服專員時間」的項目較2013年大幅進

步6%，持續提升客戶服務效率。

好服務故事案例

機靈應對 成功防堵詐騙
客戶陳小姐日前接到一通電話，疑似兒

子的哭喊聲從電話中傳來，接著對方要求陳

小姐去銀行解除定存，用來賠償客戶兒子安

非他命的貸款80萬元，並提到會找兄弟到

附近國小交貨及拿錢，因此不准客戶關機。

櫃員張小姐一見到走進分行的陳小姐神色緊

張，便立即拿出紙筆讓陳小姐寫下遇到的情

況。從客戶紙條，張小姐判斷為詐騙集團的

犯罪手法，除在紙條直接寫下「詐騙」二字

讓客戶知道，也立即通報分行經理。機警的

張小姐為了拖延時間，讓分行經理有足夠時

間聯繫陳小姐的兒子，並不時刻意在手機旁

說：「分行現在人很多，要等一下喲！」、

「再幾分鐘就好」。事後陳小姐非常感謝張

小姐及分行經理的機靈與熱心，不只成功阻

止詐騙案件的發生，更守護住客戶的資產。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

小覷，金融業的營運對於環境的影響雖較其

他產業低，然台新金仍十分重視環境議題，

針對資源利用、節能減碳、碳揭露倡議與綠

色機房建置，分項執行對於環境保護之作

為，且持續針對本公司各自有辦公大樓及全

省各分行，持續宣導環境保護之重要性、鼓

勵全員將省水及節電措施落實於日常生活

中，並以金控名義規劃參與國際倡議，藉由

內外部的力量，為減緩氣候變遷盡力。

綠色機房

2014年內湖大樓進行機房擴建工程，

環保作為

碳揭露計劃

資源利用

節能減碳綠色機房

• 響應碳揭露倡議

• 規劃碳揭露問卷回覆

• 機房擴建使用綠

色設備

• 減少機房空間需

求及能源消耗

• 鐵鋁罐回收量

• 硬碟回收量

• 紙類回收量

• 提升 20-30-%運轉效率

• 節省 10-15% 用電量

• 減少約 34,176 度電力

•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17.84 噸

•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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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劃、建置到完成，耗時約一年半，考量

電力使用為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著重

採購綠色設備以及綠建材，以減少能源消

耗。

節能減碳

為落實台新金節能減碳及能源管理政

策，2014年起規劃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專案，預計於2015年第1季起執行。預計於

2015年完成導入後，能通過第三者驗證取

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驗證證書，

進而有效改善並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落實推

動節約能源以降低經營成本並追求企業的永

續發展，致力對環境的承諾。

除以上專案外，台新金同時每年持續量

化能源用量，以此擬定後續節能規劃。

資源利用

地球的資源並非無窮無盡，在自然資源

逐漸枯竭的趨勢下，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族

群更應愛惜資源，並對資源有效利用。台新

金一直以來努力保護地球資源，期望資源可

以被永續使用，藉由逐步擴大對綠色產品的

採購及集團內宣導資源再利用的教育，為

地球盡一份心力。2014年綠色採購金額已

達新台幣1,100餘萬元，未來將持續綠色採

購，並擴大推廣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項目。

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日益嚴重，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是全球重要關注的議題。

台新金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各項措施，落實

「愛護地球惜能源」的理念，更主動參與由

國際獨立的非營利組織所發起的「碳揭露計

畫」(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預

計在2015年6月前簽署完成。響應主動揭露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及碳管理的相關資訊，再

有效規劃減量，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具體

的行動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節能減碳，追

求環境的永續發展。

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台新金視員工為永續經營最重要的資產

與合作夥伴，有快樂的員工，才能提供給客

戶最專業、最愉悅的服務體驗。為此，台新

金致力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提供具競爭力

的薪資福利、全面訓練發展架構及多元的溝

通管道，使每一位台新金夥伴都能無後顧之

憂地發揮所長，2014年並獲得證券交易所

公布之「高薪100指數」前十大企業之高度

肯定。

多元任用，友善職場

截至2014年底，台新金及轄下子公司

近三年綠色採購金額

 1 2014 年綠色採購包含 : 環保碳粉匣及再生紙、綠色機房之 UPS 及
空調機設備

 2  更正 2013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75)「近三年綠色採購金額」
中 2013 年綠色採購金額

1

2

綠色採購金額(元)

2014 年 11,497,447

2013 年  3,652,217

2012 年  2,200,000

2014 年資源回收數量

回收量 (KG) 內湖大樓 金控大樓

寶特瓶 744.45 994.39

鐵罐 374.53 235.55

鋁罐 106.56 70.36

紙類 1   1,883 781

資訊設備 ( 單位：個 ) 2  1,564

 1   紙類回收統計期間為 2014 年 10-12 月

 2  資訊設備僅統計硬碟回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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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正職員工共有7,574人，兼職人員共257
人、定期契約人員88人，合計共7,919人。

其中，女性員工共計4,479人，占59.1%；

女性主管人數共計447人，占主管總人數

46.6%，顯示在人員僱用、晉升上並無因性

別而有特殊差異。

台新金針對海外營業據點均以當地勞工

為優先聘僱對象，當年度海外據點合計聘用

469人，聘用當地員工占77.8%，當地聘用

主管占整體境外管理人員59%。此外，台新

金恪守勞動基準法規範，禁止聘用16歲以

下童工，目前員工平均年齡36.6歲；為促進

弱勢團體充分就業，亦足額晉用身障人士，

更提供友善無障礙工作環境，讓身障人員享

受充份的便利與尊重。

人才培育

台新金對於金融界人才的培訓，從校園

就開始扎根，2014年開辦四班次200多人的

新鮮人職場體驗計畫，讓即將畢業的職場新

鮮人接受完整的培訓及實習，協助畢業後順

利與職場銜接。其中，台新金提供完整的新

人課程給新進員工，包括三天的通識實體課

程以及3.5小時的數位學習課程，協助新進

員工具備進入企業的基礎知能；2014年新

人約1,700人參訓，訓練總時數達118,342小
時，平均每人達68.8小時。

此外，台新金將公司內不同層級同仁，

透過甄選、定期360度評估或人才委員會

遴選等機制，發展出儲備組主管、儲備分

行經理、MA(Management Associate)、
AMA(Advanced Management Associate)及
TSP(Taishin Star Program)等各個階層的人

才庫菁英計畫，搭配核心職能及策略目標，

計畫性培育及儲備各層級的菁英人才。

除提供內部學習資源，台新金也鼓勵員

工參加公司外部各類課程，並提供在職進修

補助與各項專業技能認證補助。為強調自發

性學習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台新金創新發展

出「學習帳戶」機制，每位員工每年可獲得

相當於10,000元的訓練存摺點數，由員工自

行自主彈性運用，2014年已逾1,500餘人次

運用學習帳戶。透過台新金大學學習平台，

台新金為員工提供系統化、架構式的學習

資源，以「陪你學習一輩子」為目標，仿照

大學課程的設計概念與精神，整合公司內外

部資源，強化員工專業與非專業面向之能

力；自2011年上線至今，已超過25萬人次

瀏覽。

完善及具競爭力薪酬

台新金薪酬制度之設計目的，主要係為

提升公司經營績效、提高股東權益及照顧員

工，以創造三贏的局面。為了吸引並留住優

秀人才，台新金每年參與市場薪酬調查，以

高績效之本地及外商金融機構為標竿市場，

確保本公司提供同仁具競爭力之薪酬水準。

台新金2014年入選首屆「高薪100」成分股

之一，期許公司提高獲利並回饋員工，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勞工與人權保護之聲明與落實

為落實台新金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之重

視，2014年除了於內部網站公告重申禁止

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書面聲明外，更進一步發

布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之聲明，並主動將此

聲明列入新進員工之企業倫理訓練課程，以

及人力資源系統的定期強制閱覽頁面，促進

員工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的意識，藉此建構

台新金企業倫理的根基；全年度企業倫理相

關課程受訓人次共7,976人次、總受訓時數

1,59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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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暢的勞資溝通管道

為鼓勵員工對不法行為進行舉報，或當

權益面臨損害時得以進行申訴，台新金設有

多元且暢通的員工溝通管道，並明訂於員工

行為準則後，公告於內部網站，以確保通報

管道保持通暢並吸取建議、持續精進。員工

溝通方式包含：員工溝通電話專線、電子及

實體信箱、員工意見調查、台新金晨會。

員工職業安全與健康照護

台新金專注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2014年未發生員工因公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殘廢、傷害之案件。除此之外，由於

員工的健康是企業的重要資產，為有效提升

員工的健康管理效能，保障同仁身心健康。

台新金除了提供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友善

的職場外，更精心規劃員工健康檢查，希望

讓同仁落實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定期掌握

自己的健康狀況，期待每位同仁都是健康的

工作者。

為回饋同仁每日認真工作，台新金於

2010年引進視障按摩師服務，今年更將服

務範圍擴大，目前於金控、內湖、建北、中

山、南港等大樓皆成立樂活舒壓坊，讓更多

的同仁因此受惠。一次可預約15分鐘，只

須捐出25元給予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幫助

中小型的社福團體圓夢，讓員工在放鬆舒壓

之餘兼作公益愛心。統計2014年參與人次

為近24,000人次，累計捐款金額近新台幣60
萬元。

社會參與及公益

社會公益對於台新金來說，除了持續對

社會關注的承諾外，協助弱勢族群能「經濟

自立、生活自理」一直是台新金投入社會公

益所冀盼的目標。因此自2002年從關懷台

灣系列開始，發展出更寬廣、更深入的實踐

方式。陸續投入關懷台灣系列、成立公益慈

善基金會、舉辦「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

量」，每年度針對需求投入資源回饋，都是

台新金在社會公益上的具體實踐。

關懷台灣系列

台新金本著「給釣竿、教釣魚」的精

神，於2002發起了關懷台灣系列，起初雖

體育活動

社會公益

藝文推廣學術交流

• 系列一：關懷台灣系列

• 系列二：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 其他社會回饋

• 系列一：台新藝術獎

• 系列二：午間音樂會

• 系列三：金控大樓藝術空間

• 系列四：小小銀行家創意美術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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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幫助921大地震重災居民重建而作，於

後續的實踐中，更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關懷

整個台灣地區不同的需求。自2008年起的

「我的一畝田」活動，建立台灣稻米產銷合

作的新平台，除企業認養之外，並推廣至

「我家也有一畝田」的家庭認養方案。累計

至2014年底，台新金集團共認養採購近120
個單位，認養稻田面積近60公頃，已餽贈5
萬餘份白米禮盒，超過萬人以上的客戶及台

新金同仁，都已品嚐近20萬公斤的優質台

灣米。此外，2014年，更邀請協助建立稻

米產銷合作平台的台灣稻農公司加入「您的

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天使團，承諾將

以捐米、開放社福團體體驗農作的方式，協

助社會弱勢。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有感台灣社會愛的力量雖然蓬勃，但許

多中小型社福團體常因知名度不高，或不懂

應如何自我宣傳行銷，而面臨募款不足及營

運困難等窘境。為讓更多民眾能認識這些團

體，並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團體或個人，台

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於2010年成立，隨即發

起「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為國

內首創大型網路公益活動，自開辦起即得到

廣大社會及網路社群的關注，成為台灣社會

關懷的一股新趨勢。

本活動由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捐助公益

基金，邀請社福團體上網提案，並由民眾上

網投票決定，將有限的捐助資源分配給被認

同的社福團體，票數獲得最多支持的社福團

體即可獲得公益基金執行提案，以期社會資

源得以公允分配，並促進團體自主發展；後

續並有志工輔導團體，協助團體完成提案，

並向大眾公布提案執行結果。

2014年第五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

力量」，共有近30萬人投下近115萬票，刷

新活動舉辦5年來最高紀錄。本屆活動包括

社會福利、文化教育與數位學習三大領域。

除由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贈公益基金；文

化教育領域由研華文教基金會提供公益基

金；數位學習領域由中華電信基金會提供資

源。除票選活動外，為吸引更多全眾參與，

第五屆活動更邀請到櫻桃小丸子擔任活動大「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發展階段

• 推廣藝起做公益，

邀 請 藝 術 家 做 公

益，參與商品設計

良或公益彩繪

• 連結各大專院校社

會 學 系 / 社 工 學 系

等相關系所

• 提倡台新慈善雲，

整合捐善人和受贈

對象

• 結合各地方政府社

會局 / 處

• 號召愛心天使團，

提 供 多 元 資 源 和

協助

• 提 供未入 選 團 體

其 他 支 援， 如 物

資捐助、工作坊、

或藝文共賞等

• 企業志工投入

• 邀請策略夥伴，擴

大公益基金
• 推動「您的一票，

決定愛的力量」平

台，是台灣第一個

大型網路公益活動

• 啟動微光計畫，幫

助微小社福團體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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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活動宣傳效益大增。並規劃微電影拍

攝、公益電影播映、抽獎活動等，吸引民眾

關注社福議題。

體育活動

台新金自2011年起，積極投入女子高

爾夫球領域體育推廣，同時也贊助TLPGA
台灣女子高爾夫協會舉辦之年度賽事，為選

手創造表現的舞台。在女子高爾夫球領域

中，包含台新金自2011年起贊助的台灣球

后曾雅妮，以及自2013年起的劉依貞、錢

珮芸、石惠如、莊欣耘、潘彥伶及蔡佩穎等

台灣潛力選手，近年都表現優秀，為國增

光。

從2005年起，台新金開始贊助南投縣

青少年空手道隊贊助，希望以運動激勵青少

年向上的鬥志，在多年的投入後，樂見其中

難得可貴的「正循環的力量」：

(1)捐款成效：2005年至今，累計已為

南投空手道隊籌募經費超過6,000萬元。

(2)隊員多元化入學成效：透過體育增

加入學機會，至少已200名少年考上大學。

(3)社區發展成效：藉由穩定訓練並在

比賽中贏得佳績，建立自身信心，進一步鼓

舞家中其他成員，帶動家庭氣氛，進而提升

整體社區對災後的療癒能力。

(4)結合民眾參與，於感恩演唱會中，

力邀選手與6,000名捐款貴賓見面。

(5)特殊成就：該隊伍自成立以來，已

培育8位總統教育獎得主。選手辜翠萍於

2014年代表台灣於仁川亞運勇奪空手道女

子50公斤級金牌，為弱勢孩童樹立典範。

至2014年底所有賽事累積取得399面金牌、

325面銀牌、364面銅牌之優秀成績。

台新藝術獎

「台新藝術獎」，透過成就肯定與實質

獎勵，為提升當代藝術與世界對話的能量，

並推廣國人對當代藝術的理解與欣賞而設

立。台新金期望以更趨近「用藝術打造台灣

新價值」的理念，回應當代藝術跨越疆界的

趨勢，及對當下社會現象的反思與驅動，讓

藝術創造有更大的可能性與未來性。

台新金志工服務

台新金同時鼓勵員工加入志工行列。為

獎勵員工，志工服務每六小時可換得一日

「志工榮譽假」，並不定期以集團資源提供

激勵訓練課程及藝文欣賞表演，針對特別熱

誠且表現優秀的志工，還有機會可接受董事

長或高階主管親自表揚。截至目前共計約有

300位台新金同仁加入志工團隊，這群志工

服務弱勢族群的身影及足跡幾乎踏遍全台。

2014年更邀請已離職或退休的員工、及員

工的親友一起參加志工活動，讓愛的力量更

加強大。

(資料來源：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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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灣發生震驚全

球的921大地震，震央九份二山位於南投縣

國姓鄉。當時，國姓鄉多數屋舍倒塌，死傷

慘重，居民除了得面對與親人生離死別的傷

痛，殘破家園的重建更是一條毫無頭緒的艱

困路程。

國姓國中校長池麗娟看到孩子們因地

震，心靈受到極大創傷，希望透過動態運動

來撫平傷痛，便邀請空手道教練黃泰吉到國

姓國中，讓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發洩精力，同

時也釋放心底的陰影。

「孩子原來的家倒了，學校校舍又在重

建中，沒有動態活動的孩子，跑去溪邊玩

水，卻不幸溺水…」池麗娟的一番話，深深

打動黃泰吉與同是空手道教練的太太廖德蘭

的心。

一股莫名的衝動讓他毅然的賣掉台中的

家產，另外再借了500多萬元，為孩子購置

新道服、比賽裝備及訓練器材等，過程中未

向孩子收取任何學費。

黃泰吉夫婦為了讓孩子們能夠感受到家

庭的溫暖，還在草屯租了三棟房子，供50
名孩子居住，並且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食

衣住行及日常開銷。

如此奉獻所為何來？黃泰吉僅簡單回

應：「希望孩子們在國中升高中的求學階

段，不會中輟。」

贊助國姓鄉孩子 出國比賽空手道

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借來的錢也難以久

撐，所幸國姓鄉的孩子們在黃泰吉夫婦的調

教下，比賽成績亮眼。經由媒體報導，台新

金控自2005年開始，加入黃泰吉夫婦的善

舉行列，近十年來，持續贊助國姓鄉孩子們

出國參加國際空手道比賽的全額經費。

台新金控也與關係企業Payeasy，利用

網路平台和故事報導，設立平台讓捐款人以

信用卡，每月定期定額扣款捐贈，成為空手

道隊平日開銷的主要來源。

台新金控持續十年不間斷的有形、無形

資助，讓偏鄉、原鄉的孩子們有機會繼續升

學，甚至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這些年來，在黃泰吉夫婦的啟蒙、教

導下，孩子們獲得超過500面獎牌，其中有

超過300面是金牌，95%以上的孩子順利升

學。

學員辜翠萍在2014年為台灣奪得仁川亞

運會空手道金牌，歷年來也孕育了九名總統

台新金送暖 原鄉童轉角遇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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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獎得主。黃泰吉說：「唯有給孩子教育機

會及環境，才能翻轉他們的人生。感恩台新

金控，感恩所有共襄盛舉的企業與善人。」

全員總動員 推動環保節能

近年來極端氣候致全球乾旱、水患時有

所聞，也讓多數國家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議

題，並透過跨國組織的運作積極推動環保作

為。台新金控有感於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無法迴避對於環境保護的應盡責任，所以多

年來在節能減碳的實踐有著積極的作為。

環保節能必須要從小處做起，真正的融

入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文化及習慣，文化的養

成並非一蹴而就。台新金控的節能成果陸續

在2012年獲得工商業辦公場所節能減碳優

等獎、2013年榮獲第六屆「台北市金省能

獎」工商產業甲組優等獎、2015年再獲經

濟部2012-2014年推動「自願性節能」績效

卓著的肯定和獎勵。

為了形塑環保節能的文化，台新金控可

說是全員總動員，各部門分別就其負責職掌

推動有關的專案，在各行動方案中，小到洗

手間張貼環保叮嚀小語，大到系統或設備的

採購，各部門均全力貫徹，過程中也獲得決

策階層的支持。

具體的作為包括行之多年的涼夏輕裝

CoolBiz專案、優化辦公室用電迴路、電梯

載運效能提升、無紙化的推動、老舊空調設

備的汰換、全面更換省電燈具、資訊機房節

能專案等等。

對一般辦公室而言，空調設備是最耗能

的設備，其次則是照明燈具，台新金控自

2008年起即由專業的機電同仁進行用電分

析，在空調設備使用上除設定26~27度的最

適室溫外，也進行冰水主機出水溫度管理優

化，並依季節進行主機開關時間調控、配合

台電公司實施空調短暫停機政策。

台新金控也在主要的辦公大樓設置中小

型空調主機以因應假日及離峰時替代大型空

調主機使用，並啟動各地行舍空調主機的效

能體檢評估工程。

汰換老舊空調設備  落實節電

鑑於設備老舊易造成效能降低使耗電量

大幅增加，故陸續進行老舊空調設備的汰換

作業，其中2013、2014二年就汰換13處行

舍的舊設備，即可節省約15%的用電量。

辦公室的照明與視力的健康息息相關，

台新金控對推動照明設備節能的過程特別謹

慎，在調整最適的燈具配置量時對各行舍的

每一區域都進行照明度檢測。

台新金控自2009年起即陸續將全省各

辦公大樓及營業場所的照明燈管由傳統的

T8燈具更換為T5省電燈具。

為了進一步落實環保、節能、減碳及能

源管理，台新金控已自2014年規劃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主動參與簽署由國

際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發起的「碳揭露計畫」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響應主

動揭露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及碳管理的相關資

訊。

環保、節能、減碳是一條沒有止盡的道

路，在這條道路上，台新金控仍將大步向

前，追求環境的永續發展及實踐關愛地球的

承諾。 (陳怡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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