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製造業組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簡介

81 年創辦人黃永仁先生創立玉山，以臺灣最高的山為名，矢志成立一家最好的銀行，走過 30 個春

夏秋冬，玉山持續跨越綜合績效、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3 座大山，並在各項有形、無形的指標均締

下佳績。

在邁入第 4 個 10 年，玉山將持續聚焦「壯大海內外經營、金融科技領航、強化 3 道防線」3 大策略

主軸，並以「ESG永續發展」為使命，朝「最高的山、最好的銀行」的目標前進。

E.SUN was named after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by the founder Yung-Jen Huang in 1992 with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the best bank. After 30 years, E.SUN achieve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ndicators for overall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 of the fourth decade, E.SUN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three strategies "Expanding domestic 
and overseas operations, leading FinTech develop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three lines of defense" with 
the mission of "ES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ing towards the goal of "the Highest Mountain; 
the Best Bank."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esun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保險

員工人數｜ 9,335人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5、1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

聯絡電話｜ 02-2175-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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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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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傑、林姿妤、鄭世御

總經理室： 陳勸仁 協理、黃庭威 經理、蔡知耕、

黃映維

法人金融事業處：張智凱 經理、蔡曜宇 科長

個人金融事業處：石慧妤 經理

財務金融事業處：魏文信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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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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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營運環境出發，往

外延伸到永續採購、綠色金融、生態保育與氣候

變遷等環境面議題，玉山將攜手價值鏈的夥伴共

同努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臺灣金融業首位永續長

玉山金控率臺灣金融業之先設立永續長，

並由總經理陳美滿擔任。此外，金控董事會永續

發展委員會項下 6 個工作小組，包括：公司治

理、社會公益、環境永續、氣候變遷、永續金融

與人權維護，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地去執行

ESG，金融部分，組織各部門透過綠色授信、責

任投資及發行、承銷永續發展債券，協助顧客訂

定減碳計畫，提供完整的 ESG金融解決方案。

(二 )營運環境管理

玉山導入各項管理驗證系統並取得環境相

關認證，其涵蓋範圍擴及海內外營業據點，依循

PDCA 管理循環精神，促使環境管理持續改善。

金融方面支持各類 ESG 融資並提供 ESG 友善持

資管道，對於高碳排產業進行分層管理，在永續

路上，盡力達到社會效益極大化。

2022年 ESG倡議活動

(三 )通過國際 SBT 科學減碳目標審查

玉山於今年取得 SBT 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

目標核定通知，是臺灣第 1 家、亞洲第 2 家完成

SBT 目標審查的金融業。減碳範疇除自身營運範

圍外，亦包括金融業最關鍵的投融資部位，透過

設定符合科學基礎的中期減碳目標，有系統、有

計畫地朝 2050 年升溫 1.5 度 C 目標邁進，同時

也是呼應 2050年淨零排放。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導入水資源效率管理系統

玉 山 持 續 進 行 水 足 跡

ISO14046盤查，並於 110年

導入 ISO46001水資源效率管

理系統，認證範疇包含總部大

樓及 11 個據點，110 年用水

量合計 29,494 度，占總用水

量比例約 12.6％，後續將擴

大範圍導入水資源效率管理系

統。

(二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蒐集各類能源數據，透過系統統計再生能源

使用量，同時記錄用電情況。在不增設任何硬體

Authorised by

SGS Taiwan Ltd 
136-1, Wu Kung Road, New Taipei Industrial Park, Wu Ku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 +886 (0)2 2299 3939 f +886 (0)2 2299 3231 www.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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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TW21/00518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No. 117, Sec. 3, Minsheng E.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Taiwan (R.O.C.)

has been assessed and certified a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SO 46001:2019
For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The scope of registration appears on page 2 of this certificate.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from 15 December 2021 until 15 December 2024 and 
remains valid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surveillance audits.

Recertification audit due before 24 November 2024
Issue 1. Certified since 15 December 2021

This is a multi-site certification. 
Additional site details are listed on subsequent pages

This document is issued by the Company subject to it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ertification Services accessible at www.sgs.com/terms_and_conditions.htm.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limitations of liability, indemnification and jurisdictional 
issues established therein.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verified at 

http://www.sgs.com/en/certified-clients-and-products/certified-client-directory. 
Any unauthorized alteration, forgery or falsification of the content or appearance 

of this document is unlawful and offenders may be prosecu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the law.

ISO 4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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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情況下，透過即時數據管理並優化較耗能

設備操作模式，追蹤並分析行舍用電異常之狀況，

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效率，以達到零碳分行的條件。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增設空氣品質設備

配合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的推行，玉山也

更加重視改善室內空氣品質。107 年起陸續增設

及改善各據點的外氣引進設備，截至 110 年底合

計完成 17 個據點的設備引進及改善，目標於 114

年完成合計 20 個據點以上的外氣引進設備及監測

系統。

外氣引進設備及監測系統

(二 )廢棄物管理計畫

廢棄物主要來源為生活垃圾，落實減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回收 (Recycle) 的

3R 措施。採廢棄物主動式管理，營業據點皆配置

磅秤，留下廢棄物處理量紀錄，從源頭進行資源

回收並集中分類、整理清運以及定期追蹤制度，

有效落實廢棄物管理。

營運據點資源回收分類

四、環境參與

(一 )環保綠生活

為響應政府「全民綠生活」政策，帶領同仁

一同從生活中建立友善環境的生活態度。玉山透

過推廣「綠色辦公」，鼓勵同仁在工作環境中做

好節能減碳。總部大樓及第二總部大樓皆為響應

「綠色餐廳」於 111 年取得環保署認可，以實際

行動支持地球永續發展。

綠色餐廳

(二 )玉山臺大 ESG百年計畫

1.「十萬柏木護玉山計畫」

玉山與臺灣大學合作推動，於玉山山脈地區

預計 10 年種植 10 萬棵樹，百年內可減少 24.2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兼具固碳與循環經濟效

益。

玉山台大 ESG百年計畫

經營團隊與年輕世代在玉山山脈種下原生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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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義鄉小米復育計畫」

復育國內原已不復見的 28種南投信義鄉原生

小米品系，重新由美國種原庫引回臺灣，讓小米

回家。復興布農族小米產業與部落文化，傳承屬

於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價值。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啟用玉山第二總部大樓

玉山積極響應淨零碳排，發展近零碳排的綠

色建築，第二總部大樓同時取得美國 LEED 綠建

築黃金級、台灣綠建築黃金級及智慧建築銀級。

為首棟智慧綠建築，不僅轉供綠電、雨水回收、

太陽能建置，更也能藉由智慧監控方式即時對於

排碳重點部位進行管理措施，以實際行動減緩氣

候變遷的影響，朝 2050年淨零排放的方向邁進，

實踐永續願景。

(二 )使用再生能源

面對政府 2050 零碳排的挑戰，玉山宣示

119 年 100％使用再生能源，並每年增加 10％綠

電轉供，以達成目標。除了利用自建太陽能發電

設備，於 109 年初便開始規劃綠電採購，於 110

年年底完成首筆綠電轉供，完成轉供的太陽能案

場年發電量達 425 萬度，相當於全年用電量的

10％，包括零碳示範分行嘉義分行與今年啟用的

第二總部大樓為首批使用綠電的據點，也在 111

年 2 月進行玉山總部大樓及 8 家分行綠電轉供，

轉供量相當於玉山全年用電量約 8％，目前加計

已完成轉供的綠電，相當於全年用電量的 18％。

綠電轉供（總部）

綠電轉供（嘉義分行）

玉山金控加入 RE100- 圖攝於玉山第二總部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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