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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8 1年，創辦人黃

永仁先生結合一群志同

道合的專業團隊，懷著

「經營一家最好銀行」

的使命感，以玉山為

名，致力要讓玉山成為

「綜合績效最好，也最

被尊敬的企業」，為一

家由專業經理人領航的

「銀行家的銀行」。

玉山從自我要求出

發，創立以來秉持「誠

信正直，清新專業」的經營方式與品牌形象，深耕玉

山永續發展的3大基礎工程「建立制度、培育人才、

發展資訊」，積極投入科技創新、提供專業貼心的顧

客服務，以「金融業的模範生，服務業的標竿」為目

標不斷努力，實踐對員工、顧客、股東以及臺灣這片

土地的深刻承諾。103年至106年連續4年入選DJSI道
瓊永續指數成分股，再創臺灣金融業的紀錄。

玉山致力於深耕臺灣、布局亞洲、接軌國際，

打造亞洲首選金融平臺。國內分行通路為138家，

透過虛實整合、數位領航思維與槓桿金融科技，提

供顧客完整金融解決方案；海外布局方面，目前在

9國家地區設有25個海外營業據點，連結亞太金融

中心、兩岸3地及東協經濟體，涵蓋中國、香港、日

本、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緬甸、澳洲及美國，

建構亞洲金融服務網絡，提供優質在地服務，滿足

顧客跨境金融需求。

E.SUN Bank was founded on January 16th 
1992 and commenced its business on

February 21st 1992.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founder and the incumbent Chairman of E.SU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Mr. Yong Ren Huang, a 
team of financial elite had a shared vision– to build 
the best bank in Taiwan. In the name of Yushan 

mountain,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E.SUN orchestrated by professional bankers and 
managers, they are committed to render it the most 

曾國烈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esun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保險業

員工人數：8,314人
地　　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15、

1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1月16日
負 責 人：曾國烈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逸傑

電　　話：02-21751313分機8169
傳　　真：02-27199313
環保信箱： daniel-17923@email.esunbank.

com.tw
主要產品：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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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ed bank with excellent overall performance.
E.SUN is a highly self-disciplined company, 

who has upheld a long-term business philosophy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as well as fresh and 
professional brand image since the beginning. 
“Building system, cultivating talent, and developing 
IT” are the three main infrastructure forE.SUN’s 
lasting mission. Striving towards to the goal as role 
model and benchmark for both financial and service 
industries, E.SUN actively takes part in encouraging 
techno log ica l  deve lopment  and prov id ing 
professional and thoughtful service,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deeply-rooted promise to employees, customers, 
shareholders and the land of Taiwan. From 2014 
to 2017, E.SUN had been selected into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Emerging Market Index (DJSI) for the 
4 consecutive years, setting a historical record in 
the Taiwanese financial industry.

E.SUN aims to establish first choice financial 
platform in Asia, by continuously cultivating 
Taiwanese market, expanding business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establishing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arket. Domestically, E.SUN 
has 138 branches to provide customer the most 
complete financial solution thru Omni- Channel 
strategy, digital innovation and FinTech application. 
When it comes to expanding abroad, the Bank 
has 25 operational sites in 9 countries and areas, 
connecting Asia-Pacific financial center,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ASEAN 
together. Its business has covered China, Hong 
Kong, Japan, Singapore,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ntend to establish Asia’s financial service network, 
to deliver prominent localized service and to meet 
customers’ need for cross-border financial activiti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蔡政達 品牌長

團隊成員／

管理事務處：

 宋念謙 協理、林宇見 經理、李冠璋 科長、 
劉佳蕙 科長、林芳如 科長、曾志弘 副科長、 
張嘉琪、伍怡貞、黃彥博、蘇哲賢、韓振祥、

鄔孟衛、呂冠樺、顏廷安、李逸傑

資訊處： 張俊賢 經理、游宜龍 科長、 
洪挺智 科長、薛真真、陳家彥

風險管理處：簡湘穎

人力資源處：黃奕翔 副科長

數位金融事業處：葉建良 科長

法人金融事業處：蔡曜宇

環保政策及理念

「綠色金融、愛護地球、環境永續」

玉山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增進人類生活的

幸福，因此除了專注於企業本業的經營，還要關心

社會發展、落實環境保護、投入社會公益及發揚人文

藝術，惟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才能夠永續經

營，邁向基業長青。

玉山從自身做起，期望與大家共創優質的生

活環境，自96年頒布並力行「玉山環保節能白皮書

「E.SUN Green Policy」以來，玉山用心投入環境保

護，主要內容包括環保節能政策、推廣環境教育、建

立環保節能文化及執行環保節能措施。玉山於營運中

所使用辦公設備、電腦設備、紙、水、電等能資源，

以及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廢棄物、一般垃圾之處理均

符合法規。承諾：

1.  致力於節能減碳，提升能資源管理效益，降低環

境衝擊。

2. 落實綠色採購，做好供應鏈管理。

3.  公司經營及各項活

動符合法規要求，

以環境永續為優先

考量。

玉山將實踐上述

承諾，發揮企業與個人

的影響力，期望以企業

之力，拋磚引玉，號召

同仁、顧客、合作夥伴

及社會大眾共同成為世

界一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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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環保專責單位

玉山成立環境永續小組，由管理處為總負責單

位，在環保及節能上建立具體目標與作法，積極推

動、共營永續生活的環境，並與玉山志工基金會合

作共同落實環保節能相關政策。

2. 取得綠建築標章

玉山於103年起改善營業單為日常節能、二氧化

碳排放量、水資源、污水及垃圾等方向，陸續強化

本行自建行舍之綠建築化，並接連取得內政部綠建

築及國際綠建築之認證。

3. 環境管理推動成效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ISO-14064（處） 139 185 188

ISO-14046（處） 1 137 188

ISO-50001（處） 6 140 143

ISO-14001（處） 6 140 143

綠建築標章（棟） 4 6 8

4. 發行綠色債券

106年率先發行國內首批綠色債券，107年再次

發行第2檔綠色債券，金額新臺幣11億元，目前綠色

債券占玉山發行流通在外債券總量3.6％，是臺灣銀

行發行綠色債券中，不論是次數或臺外幣發行規模

上均居市場第一。

5. 永續授信機制

金融業作為社會發展資金中介者角色，有責任

與義務將資金引導至對環境社會發展有正向影響力

領域，因此玉山制定永續授信原則，鼓勵將貸放資

金導入再生能源、水資源處理、資源再生、環境污

染控制等用途，並設立檢核機制，避免承作環境社

會高風險產業。

6. 支持再生能源

透過國際赤道原則經驗的適用，玉山得以從專

業的離岸風電開發商中選擇具有長期穩定現金流量

的優質項目參與融資，除了支持我國再生能源產業

建設的重要目標，也希望透過參與綠色金融，為守

護我們的環境盡一分心力。

7. 綠色採購

截至108年採購總金額高達7.86億元，連續10年
榮獲臺北市環保局「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標

竿績優單位，連續9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綠色

採購」標竿績優單位，期望透過綠色採購促進國內

環保產業升級，改善整體環境的環保現況。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用水減量

全行使用節水標章之節水

器具，定期檢查儲水及用水設

備，並於希望園區設置雨水回收

系統，將回收之雨水用於空調冷卻水塔及景觀澆灌用

途，更透過對全行宣導正確用水觀念，讓同仁落實

節約用水。

2. 太陽能

107年陸續完成9間分行屋

頂裝設太陽能板，總裝置容量

78瓩（kW），預估將生產電力

105,339kWH／年，減少58.3噸CO2排放量。預計將

於109年，完成全臺20座太陽能分行。

3. 照明節能

將舊式燈具汰換為更省

電、更環保的T5及LED燈具，

減少熱源以降低電力使用。106
年起將行舍招牌燈、電視牆及外牆燈光開啟時間，

調整為不分季節且時數較少的節能模式，並主動於

夏季用電高峰期關閉全行招牌燈持續100天，共計節

能78,700度電，相當於減少42.8噸碳排放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本行於102年即派員受訓取得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專責人員證照，並完成全臺共計33間分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及自主巡查檢驗。

2. 廢棄物管理計畫

107年響應行政院環保

署推動「垃圾強制分類」政

策，擴大玉山「廢棄物管理

計畫」施行範圍，由原先總

行大樓之廢棄物管理計劃擴及至全行，進行更全面的

廢棄物管理以落實垃圾分類提升資源回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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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響應臺北市政府「禁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主動落

實到國內3座大型員工餐廳，在

2個月內淘汰1萬個免洗餐盒及美耐皿餐具，減少的

紙餐盒高度疊起來約為5.3座玉山的高度。

四、環境參與

1. 環保淨灘

玉山連續9年舉辦「美麗台灣 Smile玉山」環保

清掃與淨灘，於197個營業單位週邊清掃，以及全

臺從北至南共18處海濱進行淨灘，總計7,500人次參

與，合力清出各式廢棄物共8噸垃圾，用具體行動減

塑減廢、守護美麗的家園。

2.「一生一樹」造林計畫

攜手林務局推動「一生一樹 玉山植樹」造林計

畫，由創辦人黃永仁及總經理黃男州號召玉山志工50
位代表及陽明山湖田國小師生共襄盛舉，親手栽種第

1批臺灣原生樹苗，預計於1年內完成1萬株臺灣原生

樹苗的栽植撫育工作，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3. 推廣當地栽種食材

員工餐廳食材以國

產或臨近地區食物，並以

當季、適量為宜，減少運

送、冷藏、廚餘的產生以

及食材運送過程的資源浪費，縮短碳足跡。同時也

支持有機農業，舉辦「在地小農市集」，讓員工認

識友善耕作農業，以行動來關懷臺灣原鄉土地。

4. 玉山單車環島．千里傳愛

連續6年舉辦玉山單車環島活動，由來自全國

玉山志工們組成單車騎隊。除了宣導低碳交通的益

處外，騎士們每騎1公里，玉山提撥1萬元共同響應

「關懷學童

專 案 」 ，

總 共 捐 贈

1,000萬元

助學弱勢，讓5,000名學童快樂成長、安心就學。

5. 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

連續7年響應由荒

野保護協會與世界自然

基金會(WWF)合作所

發起的「地球一小時

（Earth Hour）」全球

性環保行動，108年擔任主力協辦企業。鼓勵員工、

顧客及店週戶共同參與關燈活動。

6. 玉山寶貝用品分享平台

提供員工互相交流二手婦嬰用品，減少處理廢

棄物費用，提供玉山子女更豐富的

成長過程。獲得英國標準協會頒發

「BS 8001:2017」認證，為國內第

一家取得循環經濟查核聲明書的金

融業，創臺灣金融業首例。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碳標籤」及「碳中和」環保雙認證

玉山積極響應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

碳標籤政策，除了首創

制定「識別卡產品類別

規則」、推動「玉山世界卡」、「玉山ETC悠遊御

璽卡」及「玉山ETC悠遊鈦金卡」取得碳標籤，榮

獲「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成為首家獲獎的金融

業。108年更近一步擴大全系列信用卡碳標籤認證，

成為臺灣首家全產品獲得碳標籤的單位，不只是金

融業首家，也是臺灣企業首家。

2. LEED綠色機房

玉山登峰園區結合節能

的設計及環境永續的理念，打

造全新綠色機房，使機房節能

指標PUE值小於1.5。除了採取熱通道封閉的降溫設

計，更運用自然冷卻系統，引入自然低溫外氣作為

水塔冷卻使用，此外，資訊電器選用高能源效率且

經美國能源之星認證產品，預計一年可減少254.7噸
碳排放量，獲得國際綠建築LEED黃金級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