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國家企業環保獎第/ /屆2非

製
造
業
組

- 104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第一銀行創立於

前13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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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行；

3 6年改組更名為「臺

灣工商銀行」，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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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rs t  Commerc ia l  Bank was or ig ina l ly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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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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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月琴 董事長

網　　址： https://www.firstbank.com.tw/
sites/fbweb/home

行 業 別：金融業

員工人數：8,182人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前13年11月12日
負 責 人：邱月琴 董事長

聯 絡 人：姚凱富

電　　話：02-23481520
傳　　真：02-23481522
聯絡信箱：i16048@firstbank.com.tw
產品或服務：金融商品與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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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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凱富

法人金融業務處：陳志彥副理、王立安

授信審核處：陳立智副理、賴怡陵

消費金融業務處：梁俊杰副理、洪瑋蔆

信卡處：房瑞森副理、林彥斌

數位銀行處：呂侑施經理、洪梅菱

人力資源處：林正民副理、韓群

營運業務處：邱亞菁經理、楊宜庭

資訊處：蘇永富副理、張正忠

公關室：羅聰緯副理、王思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第一銀行用心經營「綠色金融 第一品牌」，秉

持讓環境更好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第一銀行

重視環境永續治理，鑑別氣候變遷帶來風險與機會可

能對銀行及客戶衝擊，持續強化公司氣候變遷管理能

力，包含推動綠建築節能減碳、發展綠色金融商品、

落實盡職治理與責任投資等。第一銀行於追求經營績

效的同時，持續推廣環保公益與環境教育，持續運用

金融影響力，將環境保護擴及至員工、客戶、供應商

及社會大眾。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環境永續小組

第一銀行透過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簡稱CSR）平台下設之「環境永續小組」，每年

針對「綠色採購」「綠建築」「ISO環境永續相關管

理系統導入」「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減量行動」及

「強化氣候變遷治理能力」等各項環境保護議題，

擬定短、中、長期目標與執行方案，持續關注國內

環保政策情形，評估內化成CSR經營目標與執行方

案，透過每季召開CSR委員會議報告執行情形，並

於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向董事會報告上年度實施成

效。

2. 綠色金融委員會

第一銀行重視國際綠色金融發展之脈動及氣

候變遷風險機會之管理， 106年，成立「綠色金融

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副總經理擔任

委員，委員會下設「綠色融資」「綠色消費金融」

「綠色審查」及「綠色投資」等小組，就國際綠色

金融趨勢、環境風險因子評估等，擬定執行方案並

經委員會審議及備查；108年，在CSR平台上內部

展開跨部門合作，由「環境永續小組」召集行內相

關單位共同辨識氣候變遷可能對集團造成的實體風

險、轉型風險及機會，訂定管理措施之具體執行方

案作為因應氣候變遷行動核心。

3.  「綠色投資」「綠色融資」及「風險管理」專案

小組

第一銀行重視投（融）資過程氣候變遷之風險

管理，並持續引導企業投入綠色永續產業之發展，

109年，成立「綠色投資」「綠色融資」及「風險管

理」專案小組，由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處長擔任

組長，就營運衝擊與財務規劃、價值鏈議和、風險

管理政策等相關議題，使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合理

反應在各項相關決策上，並每月召開一次會議，並

於每季召開之綠色金融委員會報告執行成效。

力挺綠色生活發行綠色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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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108年全行用電相較107年總計節電1.9％，人均

用電量節電4.9%，108年用電排碳量相較於107
年減少871tonCO2e。

2.  108年新增建置大灣及鹿港2家分行大樓之太陽能

發電系統並完成發電，全行累計共10家太陽能分

行，裝置容量達123.2KW，108年全行太陽能總

發電量117,174度，較107年發電量79,313度增加

47.7％，以每年新增2處自有行舍大樓屋頂建置

太陽能發電系統為目標，落實再生能源發展。

主辦禧壹、達利能源及永漢公司新臺幣37億元
聯貸案提供興建、購置及營運太陽能發電系統

逐步推動自有行舍大樓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持續落實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運作，包含推

動187家營業單位落實辦公室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等自主管理、布告欄分享節能減碳、空氣品質

等環境教育相關訊息。

2.  持續推行廢棄物減量，向

全臺營業單位宣導撤除桌

邊垃圾桶，108年再試辦

推動營業單位生活垃圾

及資源垃圾減量與秤重

專案，落實垃圾減量與管

理；同時持續推動ISO14001及ISO50001環境

與能源管理系統內、外部稽核，追蹤及查檢環

境與能源管理執行情形。

四、環境參與

1.  第一銀行將社會公益活動與環保議題結合，推

動綠光教室傳愛專案及協助資源缺乏的社福機

構汰換耗電的老舊燈具，安裝節能LED燈，給

予長期的節能助益，迄今已協助12家社福機構

及偏鄉學校改善照明，共安裝3,422套LED燈

具，預估年節省電費支出約120萬元，減碳量約

183噸CO2e。
2.  第一銀行舉辦「愛Fun第一  綠生活」向民眾

傳達環境永續、友愛大地的理念，結合核心職

能，舉辦「數位金融體驗」及「環保趣味闖

關」等活動，吸引約1.5萬民眾共襄盛舉。4年
來已吸引逾5萬人次參與，成為國內綠生活推廣

的萬人指標性活動。

舉辦綠色金融體驗營培養環保小尖兵

3.  108年獲國際組織（如CDP氣候變遷問卷評比為

A級領導等級）及國內中央及地方政府辦理環境

永續相關獎項（如環保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巨擘獎、經濟部水利署落實節水輔導改善非工

業組優等獎）等共12項。

連續2年（107年-108年）獲得CDP氣候變遷A級領導等級

推動營業單位辦理
垃圾秤重與減量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107 -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第一銀行綠色金融教育館」為國內金融業唯

一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亦為國內首家將綠色金融觀念與第一銀行

業務核心連結發展成互動體驗之環保教育課

程，團隊歷經課程研發、經營計畫撰寫、環境

教育志工培訓、環保課程推廣及認證審查等階

段，於108年12月12日取得認證。

第一銀行綠色金融教育館

2.  第一銀行打造國內金融業唯一「零碳排綠屋

頂」，實踐生產、生活與生態理念，107年於萬

華分行打造國內金融業首家「零碳排綠屋頂」

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達人獎，109年賡續於第

一財經辦公大樓建構第2座綠屋頂，結合太陽能

發電、魚菜共生及雨水回收系統，可讓資源供

需接近自給自足。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綠屋頂

第一銀行生態水培綠綠屋頂

3.  第一銀行積極響應行政院環保署綠色消費及碳

標籤推廣政策，106年發起並邀請同業共同研

商訂定「臨櫃服務碳足跡計算」產品類別規則

(PCR)，106年9月取得

環保署核發總行營業部

服務碳足跡標籤證書、

108年及109年分別以

第一銀行永和分行及第

一銀行萬華分行取得環

保署核發減碳標籤認

證，持續推動營業過程

節能減碳。

4.  第一金融集團於102年簽署加入CDP（國際碳揭

露專案），為臺灣金融業首批加入業者之一，

從104年起開始填報CDP的氣候變遷問卷，迄今

為止已填報了5年，初期僅獲得「D」「C」之

分數，藉由每年填報問卷，持續加強關注氣候

變遷議題，同時展現高階經理人由上到下支持

的決心，以及導入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

露建議）架構，鑑別集團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並擬定管理行動方案，因而能於107及108年連

續2年獲得「A」及「A-」領導等級之榮耀，並

創下臺灣服務業獲得最高評分之殊榮。

認識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

辦理海洋淨灘活動

總行營業部臨櫃服務碳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