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製造業組

邱月琴 董事長

事業簡介

第一銀行創立於民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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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又合併「嘉義」、「新高」兩銀行；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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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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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迄今已逾

百年。

First Commercial Bank was orig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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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  J a n u a r y  2 2 ,  1 9 9 8  t h e  B a n k  w a s  t r a n s f o r m e d  f r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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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firstbank.com.tw/sites/fcb/

personalhome

行  業  別｜金融保險

員工人數｜ 8,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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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

負  責  人｜邱月琴 董事長

聯  絡  人｜姚凱富 總務處專員

電　　話｜ 02-23481520

聯絡信箱｜ i16048@firstbank.com.tw

產品或服務｜金融商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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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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員、姚凱富 專員、黃懋宸 辦事員

法人金融業務處：陳志彥 副理、王立安 專員

授信審核處：陳立智 副理、賴怡陵 專員

消費金融業務處：梁俊杰 副理、李慧芬 專員

信　卡　處：郎夢菽 副理、林彥斌 專員

數位銀行處：洪梅菱 專員、林起帆 專員

人力資源處：林正民 副理、韓群 專員

營運業務處：傅巧慧 副理、楊麗燕 專員

資　訊　處：蘇永富 副理

公　關　室：羅聰緯 副理、林柏宏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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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

環境保護，更重視氣候變遷帶來風險與機會對銀

行及客戶影響，持續推動綠建築節能減碳、發展

綠色低碳金融商品及推動綠色金融審查，善盡在

財務供應鏈應擔負對環境、經濟及社會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第一銀行環保工作推動，係由銀行企業永續

發展委員會（簡稱 ESG 委員會）下設專案小組，

統籌規劃年度目標與執行進度管理，該 ESG 委員

會設置主任委員 1 名，由總經理擔任；委員會下

設客戶關懷小組、環境永續小組及社會公益小組

等，負責綠色低碳金融商品開發、綠建築與太陽

能分行建置及弱勢族群照顧與環境教育推廣等；

各項業務推動除以結合本業核心職能，引導客戶

及供應商共同落實環保，也積極檢視國際環境與

減碳發展趨勢，即時評估因應之可行性與影響性。

第一銀行高層支持環境永續的持續創新，已

訂定目標未來 2 年每年仍要新增 2 棟自有行舍取

得綠建築標章，每年新增 1 處分行屋頂設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更已洽再生能源售電業購買綠電，

預計 2年內達 16家分行優先供應再生能源。

持續推動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第一銀行延平大樓綠屋頂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針對能源節用方面，109 年全行用電較 108

年節電 2.2％，人均用電量節電 5.4％，109年因

用電造成排碳量相較於 108年減少 958噸碳排放。

針對資源節用方面，第一銀行積極推動客戶

服務過程無紙化等業務，例如：鼓勵顧客使用第

e 行動 APP 取號以減少叫號紙使用、提供顧客線

上滿意度調查問卷等多項無紙化服務，經換算減

碳量 109年相較 108年減少 412噸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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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第一銀行持續運作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推動國內 187 家營業單位落實辦公室室內空氣品

質檢測自主管理及生活與資源垃圾分類回收及秤

重。總行及資訊大樓人均生活垃圾清運量 109 年

較 108 年減少 11.9％，資源回收量增加 5.1％。

第一銀行響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鼓勵大型柴油車

汰舊換新政策，提供 1-3 期大型柴油車舊換新貸

款信用保證及較優惠的貸款利息，提高誘因吸引

業者舊車換新，漸少老舊車輛道路行駛過程排放

廢氣而造成空氣污染。

發展金融業考量氣候風險管理之環境教育課程

第一銀行總行大樓綠色餐廳

四、環境參與

第一銀行近 4 年（106 年 -109 年）持續號召

行員及眷屬組成志工團至海岸淨灘，除了進行垃

圾撿拾與分類，更於車行期間向志工團宣導海洋

垃圾及海洋保育觀念，引導同仁反思日常生活減

塑及環保重要性；活動後提供獎金鼓勵行員在行

內刊物分享心得，讓環保意識宣導至每位行員生

活中。第一銀行也鼓勵員工、客戶響應環保綠生

活，鼓勵銀行信用卡卡友加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集點」活動，以實際行動如：搭乘大眾運

輸系統或至綠色商店採購具環保相關標章產品等

來響應環保綠生活。

辦理海岸淨灘活動

第一銀行綠色金融教育館

舉辦綠色金融體驗營

協助偏鄉國小汰換 LED省電燈具提供長期節能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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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銀行推動線上貸款服務 - 第 e 數速貸，

全天候 24 小時可申請貸款，於手機、平板及電腦

裝置皆可使用，可減少往返實體通路及填寫紙本

申貸表單之碳足跡；在為客戶購屋修繕、結婚成

家、投資理財及子女教育基金圓夢同時，也減少

碳排放量、減少紙張使用及保護森林資源。

第 e數速貸

因應疫情期間，第一銀行開發 2 套環境教育

線上課程，提供國小學童暑假期間學習，讓學童

認識印章的歷史、刻法與象徵意義，講師亦透過

線上教學，讓學員 DIY 製作專屬的印章，下圖為

學員 DIY 成果。

環境教育線上課程學員成果

第一銀行計畫於 110 年及 111 年分別供應全

臺 16 家營運據點優先使用綠電，綠電來源為臺南

市太陽能光電廠及彰化

縣芳苑鄉風力發電機組

供電，兩年預計供應綠

電達 2,169千度，約可

減降溫室氣體排放量達

1,104 噸碳排放，相當

於 3座大安森林公園年

吸碳量。下圖為第一銀

行使用綠電分行標章。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第一銀行隸屬第一金融集團連續 3 年（107

年 -109 年）獲國際 CDP 氣候變遷問卷評定為 A

級領導等級，更 2度獲得「A List」最高榮耀；去

(109) 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 2 屆國家企業

環保獎」巨擘獎及綠色行動獎雙獎。第一銀行「綠

色金融教育館」獲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第一銀行華山分行綠屋頂獲臺北市

政府「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 -企業獎」。

連續 3年（107年 -109年）獲英國 CDP氣候變遷
領導等級

英國倫敦分行取得英國 BREEM 綠建築標章
綠電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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