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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銀行創立於

前13年11月26日，當

時定名為「臺灣貯蓄銀

行」；元年與「臺灣商

工銀行」合併，仍沿用

「臺灣商工銀行」名

稱；1 2年又合併「嘉

義」、「新高」  兩銀

行；3 6年改組更名為

「臺灣工商銀行」， 38
年再更名為「臺灣第一

商業銀行」；嗣為加強

業務國際化之經營策略，65年改稱「第一商業銀行」

（FIRST COMMERCIAL BANK），87年1月22日
由公營體制轉型為民營銀行，92年1月2日正式成立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後改納入第一金控

集團下之子公司，經營迄今已逾百年。

本行現有資本額新臺幣捌佰玖拾億陸千肆佰萬

元以上，總資產及第一類資本排名世界前三百大。

目前員工約7千餘人，營業單位國內除總行營業部

外，尚有187家分行；另有27家國外分支行、3家辦

事處、1家子銀行及7家子分行，進駐於國際大都會

及金融商業中心，配合客戶經營需要，滿足臺商企

業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Fi rs t  Commerc ia l  Bank was or ig ina l ly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26, 1899 as Savings 
Bank of Taiwan. In 1912 it merged wit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ank of Taiwan, retaining the name 
of the latter, and in 1923 it again merged with Chia-I 
Bank and Hsin-Kao Bank. In 1947 its name was 
changed to Taiw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and in 1949 it was renamed as First Commercial 
Bank of Taiwan. Finally, in 1976, it was given its 
current name, First Commercial Bank,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operating strategy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January 22, 1998 the Bank 
was transformed from a government entity into 
a private bank.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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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Holding Co. on January 2, 2003, the Bank 
became a subsidiary of First Financial Group. The 
Bank has now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Bank’s capital was NT$89.064 billion. In 
terms of total assets and Tier 1 capital, it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top 300 banks. It currently has 
approximately 7,150 employees and 187 domestic 
branches. Regarding overseas network, there 
are 27overseas branches and sub-branches, 
3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1subsidiary with 7 
branche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areas 
and financial centers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service and satisfy the operating need of overseas 
Taiwanese enterpris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蔡淑慧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總務處： 林錦川處長、方正文副處長、 
高茂松經理、林育慧副理、 
賴英龍、吳宇樺、徐銘均、姚凱富

法人金融業務處：林文良副理、王立安

消費金融業務處：梁俊杰副理、洪瑋蔆

信卡處：房瑞森副理、張國釗

數位銀行處：吳柏辰經理、沈青孺

營運業務處：米克強副理、陳佩宜

人力資源處：林正民副理、韓群

資訊處：蘇永富副理

公關室：羅聰緯副理、王思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第一銀行自許成為綠色金融第一品牌，秉持讓

環境更美好、更永續的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我們

不斷思考如何運用金融的影響力，將環保觀念與作為

影響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會大眾，鼓勵化為愛地

球、做環保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環保政策如下：

(一) 遵循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與其他要求。

(二) 提供綠色辦公環保產品。

(三)  保護自然資源及節約能源，採用環境保護產品。

(四) 持續採購可回收物品，促進資源循環。

(五) 參與環保公益活動，公開環境資訊。

為了貫徹綠色金融經營理念，積極從「節能減

碳」「綠色採購」「綠色投資」「綠色融資」「綠

色消費」及「環保公益」等面向，持續推動綠建築節

能改善更新、持續將環境保護連結核心職能行銷綠色

商品，以呼籲社會大眾及產業共同落實環境保護；於

追求經營績效的同時，也持續推動環保公益與環境教

育，透過教育行動，為後代子孫留下美好環境努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持續關注環保政策，為本行推動環境保護執行準

則，從「綠色金融」、「環保節能」及「環保公益及

教育」3大面向，訂定目標、策略、短中長程計畫，特

別是氣候變遷議題，由經營階層直接監督並訂定績效

指標及提供相關獎勵措施，相關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本行國內總行、分行全數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

系統、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本行國內、

海外分行及子行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驗

證，全面要求各營業單位落實環保節能。

綠色金融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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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方位落實綠色金融，從綠色融資、都市更新、

綠色消費3大主軸，推動相關優惠貸款方案及綠色

消費行動。

(1)  106年3月設立「綠色金融委員會」積極配合政

府力挺國內經濟發展，大力推動「5+2新創重

點」產業優惠貸款，與綠能科技、亞洲矽谷、

生技醫藥、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新創重點產業

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協助取得營運發展資金。

(2)  在自力更新型都市更新案件，協助整合及提供

專業諮詢服務，使都市更新事業委託、規劃到

執行，環環都有安全監控設計，並要求更新後

之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使用綠建材、省水標

章認證器具、污水處理設施及設置高效率燈具

等相關節能減碳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大幅改善當地環境，亦將引領帶動其他整建住

宅社區加速更新，轉型為節能減碳、生態及友

善的社區。

(3)  推出「綠色消費性貸款」專案，提供優惠利率

鼓勵社會大眾購買綠色建築、油電車、電動車

及節能家電等；發行綠色信用卡─綠活卡，鼓

勵社會大眾落實綠色消費，本行提撥客戶一般

消費刷卡金額之一定比例金額捐助款，支持有

機農業、植樹及環保公益活動發展。

3.  落實綠色融資審查，於企業徵信及審核過程加強

對環境等風險評估，無論是新貸或續貸客戶，均

須於額度動撥前完成簽署「人權及環境永續條款

承諾書」，承諾將善盡環境保護，藉由資金借貸

過程扮演為環境把關的角色。

4.  從自身營運作起，推行3階段（事前篩檢、事中承

諾、事後管理）供應鏈管理機制。自106年起，配

合上市櫃公治理評鑑制度訂定並揭露供應商管理

相關規範，該規範內容對供應商在環保、安全或

衛生有具體之要求，透過行政管理逐步推動供應

鏈客戶共同落實環保。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節電措施如下：

1.  國內總行大樓及全臺分行全數使用LED省電燈

具，辦公場所適合區域採分區及感應照明設計，

並裝置LED可調光控制設施。

2.  行舍裝修及設備更新選用節能設備，機房設備電

腦伺服器轉置、整併為高效能的大型伺服器。

3.  持續推動自有行舍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迄

今已於東港、恆春、三民、新興、竹溪、麻豆、

路竹及桃園等8家分行大樓完成建置並發電。

4.  以每年持續新增5棟自有行舍舊建築大樓取得綠建

築標章鑽石級（最高標準）為目標，持續推動綠建

築改善，迄今全臺已有22棟大樓取得上揭標章，

本行宜蘭分行更為全臺唯一古蹟取得綠建築標章

（鑽石級），本行於英國倫敦分行正辦理取得當地

舊建築改善類的綠建築最高等級標準等事宜。

節水措施如下：

1. 以總行大樓為示範辦理改善工程。

2.  完成萬華分行屋頂雨水回收系統設置，做為農園

澆灌用水的來源。

3.  未來更計畫透過舊大樓改建及新建大樓申請綠建

築標章時，將「水資源指標」之節水器具之使用

等納入規劃設計。

節油措施如下：

1.  逐步汰換舊型公務車，並購入環保電動機車供公務

使用，優先分配公用停車位予駕駛電動機車同仁。

2.  提供本行臺北市大稻埕分行、中山分行、北投分行

及高雄市新興分行自有空地出租予供應鏈廠商，設

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共同推廣綠色運具。

北投分行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統籌主辦聯合再生能源（股）
公司新臺幣101.3億元聯貸案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友達光電）學習環境教育 
場域經營與人員管理經驗

辦理CSR暨環保節能研討會，
以「循環經濟」為主題， 

邀請分行客戶參加

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建置成
果競賽及田園達人-企業獎」表揚

鄭美玲總經理分享本行
推動環境保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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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有公用悠遊卡制度，鼓勵同仁外出洽公搭乘大

眾運輸交通工具。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與105年
相比績效

人均用水量
（噸／人‧年）

26.28 26.98 25.52 減少2.9%

人均用電量
（度／人‧年）

4,284 4,180 3,884 減少9.3%

人均用油量
（公升／人‧年）

82 79 75 減少8.5%

人均垃圾量
（公斤／人‧年）

21.97 21.35 19.37 減少12%

人均資源回收量
（公斤／人‧年）

13.14 13.38 13.47 增加2.5%

人均排碳量
（公噸／人‧年）

2.94 2.75 2.66 減少9.5%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維護辦公室室內空氣品質，國內總行及全臺分行

全數辦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巡查檢驗。

2.  依自主巡查檢驗結果，輔導二氧化碳超標之分行

進行改善，並裝設二氧化碳監測設施看板與雲端

管理系統，提供二氧化碳濃度、用電等異常報警

機制及監控分行改善成果。

3.  為避免營運據點改建裝修造成營業環境甲醛濃度

過高，招標規範明訂綠建材之使用率應達總面積 
45%以上，遇分行裝修工程進行時，由專責人員

蒞現場確認甲醛濃度是否過高，量測結果低於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

4.  推行廢棄物減量，全面實施「桌邊零垃圾桶」及

國內單位推動垃圾秤重計畫，向同仁宣導辦公室

垃圾分類、減量及資源回收；推動廚餘減量，購

入廚餘處理機，將廚餘轉化為可焚燒之垃圾，不

再提供給養豬場，落實廚餘妥善處理；部分回到

萬華分行頂樓之生態水培綠屋頂，作為該屋頂農

園肥料來源之一。

四、環境參與

1.  連續4年辦理國內全行環保節能競賽，將環保與節

能觀念推廣至全臺分行，搭配獎勵機制，給予獲

獎單位員工獎勵，四年共42家分行獲獎，計發出

47支嘉獎，節電量累計達257.2萬度。

2.  連續3年參與海岸淨灘認養，全臺北、中、南辦

理淨灘活動，安排本行綠色志工前往高雄旗津海

岸、竹南崎頂海岸、基隆外木山沙灘、臺中大安

海岸及林口嘉寶沙灘參與淨灘活動，撿拾漁業廢

棄物、一般廢棄物及海漂木等垃圾共計5,000公
斤，以行動展現守護環境的決心。

3.  持續配合環保署推廣環保集點，先於行內透過多

種管道發行宣傳刊物，向員工宣導加入環保集點

方式，再結合本行綠色信用卡-綠活卡，鼓勵持卡

人參與該集點活動，實踐綠色消費。

4.  連續3年辦理「綠光傳愛」永續計畫，由綠色信用

卡綠活卡國內一般消費金額提撥2‰，為弱勢團

體更換LED省電燈具，創造「提高照明、節省電

費、低碳環保」3大長期助益。

5.  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員工方面，排定新進行員應

參與環境教育實體課程，製作環境教育線上課程

（2小時）供全體行員學習，召開總務人員訓練

班，提供行舍落實環保與節能之教育訓練。另向

社會大眾推廣環境教育，建置3套綠色金融環境教

育課程，內容涵蓋「綠色融資」、「綠色消費」

及「綠色營運」，邀請社會大眾、親子家庭及國

小學童參與課程教學活動；鼓勵同仁取得環境教

育人員資格，迄今已有4名同仁取得是項認證。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連續4年與第一金控合作參與國際CDP碳揭露專案

評比，獲評成績年年進步向上跳兩級，至107年榮

獲A List榮耀，氣候變遷管理積極作為創下臺灣服

務業獲得最高評分之首例。

2.  連續4年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臺北市政府頒發綠

色採購績優單位。

3.  連續3年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金級獎，獲頒「榮譽環保企業」獎座。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3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民營

事業組特優獎。

5.  本行萬華分行綠屋頂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建

置成果競賽及田園達人」表揚。

連續4年舉辦海岸淨灘 綠光傳愛計畫-為弱勢團體
汰換LED省電燈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