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製造業組

黃男州 董事長

事業簡介

81 年，創辦人黃永仁先生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專業團隊，懷著「經營一家最好的銀行，捨我其誰」

的使命感，以玉山為名，建立專家領航、世代傳承的領導梯隊，努力跨越「綜合績效、社會責任、永續

發展」企業經營的三座大山。

玉山在公司治理、經營績效、服務品質及企業社會責任皆有傑出的表現，是唯一連

續 7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的臺灣金融業，並致力於發展數位轉型，打造以人為本的數位

金融領導品牌，也運用整合服務的優勢，串聯海內外分支機構，發展有特色的亞太金融

平台。

In 1992, Mr.Yung-Jen Huang, the founder and current chairman of E.SUN FHC, gathered 
a group of like-minded professional teams, with a sense of mission of "operating the 
best bank, whoever I am". Under the name of E.SUN, he established a leadership 
echelon led by experts and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triving 
to step across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Social  Responsibi l i 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three mountains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E.SUN ha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area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perating performance, customer service and CSR, and is the only Taiwa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has been selected by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DJSI) for 7 consecutive years. E.SU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ing a people-oriented digital financial 
leading brand. E.SUN also uses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ed services, 
connecting domestic and abroad operating bases, to develop a distinctive 
Asia-Pacific financial platform.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esun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保險

員工人數｜ 8,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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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黃男州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逸傑 管理事務處專員

電　　話｜ 02-21751313分機 8169

聯絡信箱｜ daniel-17923@email.esunbank.com.tw

產品或服務｜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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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茂欽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事務處： 宋念謙 協理、林宇見 經理、曾志弘

科長、林芳如 科長、李逸傑

法人金融事業處：蔡曜宇 副科長

個人金融事業處：黃文嫻 副科長、廖珮妤

顧客服務處：吳為楷

總經理室：蔡知耕

環保政策及理念

玉山秉持「創新力、整合力、影響力」的 3i

原則，從自身做起，員工高度參與，進而攜手社

會大眾一起響應環境永續理念。透過制定「環保

節能白皮書」等環境相關政策、推廣環境教育及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益，建立內部環保文化及制度，

並以落實綠色採購、供應鏈管理及永續生態保育

行動，攜手價值鏈上的夥伴一起朝環境永續邁進。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接軌國際的能資源管理制度

玉山持續接軌國際標準，自 102 年成為第一

家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臺灣金控業以

來，陸續導入能源管理系統、溫室氣體盤查、水

足跡盤查等管理機制。近年也依循 ISO20400 永

續採購標準、導入永續供應鏈議合機制，109 年

綠色採購 3.2 億元，並連續 11 年榮獲行政院環保

署「綠色採購」標竿績優單位肯定。

獲頒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二 )承諾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朝 1.5℃邁進

玉山積極與國際接軌，已在今年加入科學基

礎減碳目標倡議 (SBT)，並設定升溫控制為 1.5℃，

是亞洲首家以 1.5℃為基礎設定減碳目標的金融

業。玉山也進一步設立中長期目標，包括 116 年

前將國內玉山自有大樓改建成綠建築、119 年前

將國內據點 100％使用再生能源、139 年前成為

淨零碳排銀行。透過有計畫、有系統、有紀律的

行動，為地球升溫控制展開具體作為，並且付出

最大的努力。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環保節能措施執行成效

玉山以「綠色金融、愛護地球、環境永續」

為核心，訂定營運環境永續的長期指標，並有系

統、有步驟、有方法的持續執行，109 年每單位

營收用水量相較 105年下降 13％、每單位營收碳

排量相較 105年下降 21％。

109 年玉山透過裝設太陽能板、購買再生能

源等方式約節省 114萬度電能，相當於 580噸碳

排放。此外，玉山也在 109 年於臺北市區兩棟辦

公大樓建置共 12組充電樁，開放給顧客及同仁使

用，鼓勵大家多使用電動車，未來也計畫將辦公

大樓改用綠電，結合充電設施，真正實現交通運

輸的零碳排。

辦公大樓充電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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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碳示範分行 –嘉義分行

玉山於 109 年完成首家零碳示範分行 - 嘉義

分行，透過導入綠建築、設置太陽能板、取得風

力發電碳權進行抵換及設立環境推廣專區，實際

達成分行營運碳中和並與顧客溝通環境永續概念。

後續將進一步與再生能源業者合作，將分行使用

能源全數改為綠電，並推廣零碳分行概念至玉山

其他營運據點。

零碳示範分行 - 嘉義分行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落實資源分類、回收再利用

玉山持續推動營運廢棄物減量，所有營運據

點廢棄物均分為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類，並於每

日垃圾傾倒前確實秤重，109 年每單位營收廢棄

物相較 105 年下降 51％。

營運據點資源回收分類

(二 )禁用一次性餐具，環保健康綠生活

玉山率先國內金融業響應臺北市政府「禁用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將 3 座大型員工餐廳全

數更換為環保餐具，預計減少 60萬個紙容器，減

量 1 萬 6,320 公斤，除了保障員工健康，也落實

垃圾減量，營造健康環保飲食文化。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四、環境參與

玉山以「物種保育、棲地維護及環境永續」

為三大主軸，透過員工的參與及邀請在地社區共

同參與，支持全球多樣性保育公約，促進永續生

態發展。

(一 )物種保育

玉山長期推動臺灣黑熊、蝴蝶及海龜生態保

育與教育計劃；包含連續 8 年發行「臺灣黑熊認

同卡」、累計 8 年與陽明山公園共同推廣蝴蝶保

育，並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合作，邀請民眾參

與海洋環境教育活動與課程。透過與外部夥伴合

作，共同為物種保育盡一分心力。

動物保育員體驗營

海角秘境生態行 - 與海龜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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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夏之夢 - 草山蝶紛飛」生態導覽

(二 )棲地維護

玉山連續 2 年與林務局合作「一生一樹 玉山

植樹」活動，109 年認養國有林地及海岸林超過

6.03 公頃，並完成超過 10,500 株臺灣原生樹苗

的栽植撫育工作。

「一生一樹 玉山植樹」計畫

(三 )響應環境永續倡議

玉山連續 2年擔任「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

全球性環保活動的臺灣主力協辦單位，並為國內

首家響應「國際北極熊日」的金融業，與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共同推出教育講座。期望號召社會

大眾一起關心我們生活的土地。

北極熊環境教育講座

響應「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玉山於 110 年 2 月 19 日舉辦「玉山 ESG 永

續倡議行動」記者會，攜手友達及中鋼等 32家臺

灣傑出企業，共同簽署「永續發展倡議書」、承

諾對最急迫的氣候變遷採取實際行動，並落實各

項 ESG作為，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倡議企業承諾對環境保護採取實際行動及控

制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對氣候與環境的衝擊，於

110 年盤點用電或排碳狀況，並規劃在節電及減

碳作為投入資源。玉山希望透過倡議影響企業顧

客，企業顧客再影響供應鏈及利害關係人，共同

發揮 ESG影響力，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及願景。

ESG 永續倡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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