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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項目：公司治理—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5 款 

維護日期：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維護單位：公關廣宣部 

一、環保 

本公司全面推動「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自 106 年成立環境永續專案小組，展開綠

色採購、友善職場、服務無紙化、公益環保等四大低碳策略，從內部響應走向社會推廣

，並以透過下列實際行動，將環境永續理念，融入企業日常營運及各項服務環節，以實

踐綠色金融： 

(一) 環境政策與管理： 

依循「富邦金控氣候變遷管理原則」等環境管理政策，積極投入國際碳揭露 CDP

專案及導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以落實企業內部推行低碳計劃、外部發展綠

色金融，透由全面推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落實垃圾分類提升資源回收再利用、

推動綠色採購等節能減碳行動，並於 107 年訂定《環境永續宣言》政策，以實踐低

碳企業精神；並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充份揭露企業

環境永續作為。 

(二) 能資源節用貢獻： 

為善盡地球公民之責，持續推動職場節能及節電措施，現已導入「溫室氣體盤查認

證 ISO-14064-1」、「能源管理認證 ISO-50001」及「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ISO-14001」

，並持續透過更換 LED 節能燈具、建置太陽能節能面板等實質行動，提升能源效

率並降低碳排放；同時，定期進行廢棄物管理及垃圾減量等自我監測作業，以降低

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並同步於服務過程中，透過「降低紙本寄送專案」、「線上簽收

電子保單」、「理賠 easy pay」及外勤單位金融科技(含 ipad、App、手機及電腦)等無

紙化服務，結合員工、保戶及社會大眾之力量，共同實踐環境永續之願景。 

(三) 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為維護員工健康，並加強工作環境的安全，依據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定，

每年透過職安署認證之環測機構，定期執行環境測定 2 次，以維護辦公室空氣品質

。並持續透過每季辦理「辦公室環保競賽」、「廢棄物管理及持續垃圾減量」及「提

高執行環境評核覆核率」之推動，落實污染防治。此外，新建築物遵循綠建築認證

規範，建立中水回收系統，有效達成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四) 環境參與： 

為響應政府推動再生循環經濟，以再生循環理念落實企業永續營運，於 109 年度持

續推動內部環保教育活動，如經由「環保綠行動養成術」透過線上教學指引近 7,500

位同仁執行綠色消費；及「袋上笑容，更溫柔對待世界」減塑活動，蒐集同仁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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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創意減塑妙招，持續與地球共生息、與社會共好，實踐零廢棄願景。 

(五) 環保績優事蹟 

1.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首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2. 榮獲台北市環保局及環保署頒發「綠色採購績優單位」認證肯定，並獲頒經濟部

「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首獎。 

3. 榮獲臺北市政府頒發 「臺北市節能領導獎」工商產業甲組(優等獎)及響應「禁用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之表揚。 

4. 「富邦敦南大樓」榮獲內政部頒發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證書。 

5. 取得「ISO-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認證」、及「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及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ISO-14001」等環境管理認證。 

6. 響應政府綠能產業政策，參與綠電認購，並積極投資綠債、綠能或替代性能源產

業。 

7. 榮獲 AREA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綠色領導獎。 

二、 社區參與 

為使企業充分參與社會互動，本公司於 105 年啟動「友善好鄰居」專案，期望有效整合

資源深耕地方，透過推動多元動態活動，增加鄰里互動，更進一步以青銀共伴為核心精

神，關懷高齡/失智、偏鄉/弱勢、健康及環保議題，讓富邦人壽每一個據點都成為在地

民眾的友善好鄰居，具體作法如下： 

(一) 深入全台在地化服務 創建 CSRxUSR 永續典範： 

富邦人壽將服務及關懷觸角延伸至台灣鄉鎮，提供全方位的在地化服務，透過「你

的健康我在乎」社區巡迴健診活動，提供健康檢查、保單健檢服務及營養講座等多

元健康關懷；並向下扎根 CSR X USR，創建企業攜手大專社會責任永續典範新模

式，攜手在地同仁、大專院校、共照醫院，落實在地健康促進，並號召參與失智公

益關懷，打造全台民眾熱情參與提升生活品質。 

(二) 「小邦服務計畫」結合在地團體提升綜效能量： 

為扶助鄰里團體舉辦社區關懷活動，富邦人壽於民國 104 年起經由各據點同仁提案

並執行在地社區服務計畫，期望透過在地同仁的志願服務，結合公益團體力量發揮

綜效；109 年因應新冠肺炎，啟動「佳鄰!社區防疫消毒計畫」，攜手同仁深入全台

各縣市執行社區鄰里、弱勢團體防疫消毒，有效降低社區傳播風險。 

三、 社會貢獻 

社會急難救助：每當重大災害發生，往往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富邦人壽為因應急難事

故，於 105 年正式成立「緊急應變中心」，當重大傷亡事故發生時，使內外勤同仁能夠

在指揮體系一貫、資訊傳遞通暢及資源配置即時的情況下進行緊急處置，並結合公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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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立即從財物捐助、志工投入啟動救援機制，即時伸出援手，期望能儘量降低對台灣

社會的衝擊，提供保戶與社會大眾關懷溫暖。 

四、 社會服務 

(一) 推動防疫應變措施強化健康防護網： 

本公司基於保險保障核心價值，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領先業界開發防疫保險商品

，推出台灣首張法定傳染病定期健康險「金放心」，協助全民建構完善保障；更秉

持保戶第一的服務精神，除提供確診新冠肺炎之保戶關懷慰問金外，為向第一線

的防疫人員致意，更加碼放寬關懷服務措施。另外也採取其他應變措施，包括以

「視訊生調」方式啟動體檢替代方案，減少保戶進出醫院之必要，以及從新從優

原則辦理理賠、負壓隔離病房比照加護病房進行給付等，以及時因應新冠肺炎的

高風險、高危險，帶給保戶高安全的保險保障。 

(二) 推出創新保險商品促進國民健康： 

台灣運動風氣盛行、國人規律運動人口與次數逐年成長，本公司為鼓勵國人健康

促進、創造美好生活，109 年創業界首例推出具健康管理概念的網路投保保險商品

「e 起動網路投保定期壽險」，鼓勵民眾養成自主健康管理好習慣，並建構基本的

壽險及失能保障，以達到保健與保障雙重目標。 

五、 社會公益 

(一) 推動關懷高齡專案： 

台灣於 107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14%)，預估 114 年更將邁入超

高齡社會，因應高齡人口快速成長所帶來的失智、失能等重大議題，故富邦人壽持

續推動「關懷失智高齡」專案，聚焦「預防、協尋、支持、知識傳遞」，結合產、

官、學界打造失智高齡共好圈；連續五年於百家醫院/共照中心推動「醫師確診送手

鍊」模式，協助病友即刻戴上協尋手鍊，109 年更獲得台北、台中、苗栗、澎湖、

金門等五縣市政府支持加入「醫生確診送手鍊」服務，並於 109 年發起「失智教育

種子計畫」，攜手衛福部國健署、各縣市教育局推廣至全台小學，向下紮根失智識

能教育，並倡議智能照護新觀念與導入協尋關懷科技化作為。 

(二) 推行健康運動風潮： 

富邦人壽為促進國人培養運動習慣，推廣、支持深受國人喜愛的籃/棒球、慢跑等運

動項目，冠名贊助大專籃球聯賽、系際盃與高雄富邦馬拉松等，提升國人健康風氣

；並將公益融入賽事，與富邦悍將棒球隊、富邦慈善基金會合作「悍你一起用愛心

做朋友」，以富邦悍將全季主場賽事，每得一分即資助一位弱勢學童一年助學金，

109 年度共捐助超過 300 位學子。 

(三) 富邦愛心志工社活動： 

與富邦慈善基金會共同推動「富邦愛心志工社─公益大使計畫」，鼓勵同仁愛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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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主動提出計劃關懷的公益對象及作法，提案經審核通過後提撥贊助款項，由

同仁協助公益團體來實踐公益計劃。成功打造全台點、線、面的服務網絡，讓每一

位富邦愛心志工，可以就近發現最需要關懷的對象或議題，及時伸出援手、落實在

地關懷服務。 

(四) 「用愛心做朋友」專案： 

為協助偏鄉學童順利就學，本公司與富邦慈善基金會共同推動「用愛心做朋友」助

學專案，號召大眾共同響應助學捐款，募得款項用於贊助窮困學生之學費、書籍、

午餐費等，幫助學校的孩子們學業不中斷。並安排志工定期追蹤、書信聯絡，持續

關懷學童的生活及成長，並且藉由每年舉辦「相見歡」活動，讓捐助者可直接關懷

及鼓勵受助學生。 

六、消費者權益 

(一) 消費者權益政策：本公司經董事會通過訂立公平待客原則政策與策略、及消費爭

議處理制度，落實三道防線機制，由各部門透過定期自評、自評抽核、統計分析

、呈報總經理、提報董事會等五次檢核作業，確保從設計、廣告、銷售、履約、

服務及申訴等六大關鍵流程，均能落實公平待客九大原則，並設置公平待客原則

深耕行動指導委員會，監督公平待客深耕行動之執行情形，再以雙月刊、大型專

題講座等多元型態的訊息傳遞，內化公平待客為核心之企業文化，達成永續經營

之目標。 

(二) 消費者保護實績：109 年名列金管會舉辦公平待客原則評核壽險業前 20%殊榮，評

議中心公告之全年度申請評議比率為壽險業最低、申訴案件數較 108 年減少約 5%

，足以顯示 109 年消費者保護之具體成效，並確實遵循金管會依據國際經濟合作

組織(OECD)通過「G20 高層次金融消費者保護原則」所訂定之「金融服務業公平待

客原則」。 

(三) 消費者申訴程序方面：本公司提供客戶多元化溝通聯繫管道，客戶可透過 24 小時

服務專線、官方留言、電子信箱、申訴專線與書面申訴…等各項簡便迅速之方式

，處理產品服務或消費爭議問題，並可隨時表達變更其個人資料之使用，確實尊

重客戶意思表示。 

七、人權 

(一) 本公司向來認同並支持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恪遵勞動相關法規規定，並訂有各項

人事管理規章，保障員工合法權益且雇用政策無差別待遇(不分性別、年齡、種族

、宗教、政黨等因素，只要能力及資格符合職位要求，皆提供平等的工作機會)，

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強迫勞動與任用童工，且不妨礙員工結社自由，營造一個

有尊嚴、安全、平等、免於騷擾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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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訂有「員工意見申訴及處理準則」及「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戒處理辦

法」，亦於公司內部設置員工申訴與性騷擾申訴專線電話、申訴傳真專線、申訴專

用信箱及檢舉信箱；公司對外官網除揭露前述各項申訴管道亦另設有客戶服務中

心聯絡資訊、檢舉信箱等，相關申訴及意見反應案件均由專人負責處理，對申訴

個案盡絕對保密之義務，目前申訴管道均正常運作。 

(三) 本公司除了與工會保持密切溝通，並定期召開勞資會議以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

資合作；如有對員工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均於內部網站明顯位置公告周知

，必要時並由經營管理階層另與全體員工溝通說明。 

(四) 本公司十分重視內部人才培育，提供多樣學習資源，激勵員工自我成長並依據職

務、業務與職涯發展需要，規劃人才發展計劃，從基層同仁職涯發展路徑規劃、

培訓計畫、內部講師之遴選、養成，至成為管理者持續精鍊管理能力等，均持續

投入資源協助員工自我發展等。透過計劃性培育，使員工能隨時因應經營環境、

業務變化等，提升專業能力，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五) 本公司運用核心職能推廣金融保險教育，建立正確風險觀念；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為社會培養金融專業人才，共同為金融產業的整體發展而努力。 

八、安全衛生 

本公司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定期召開職業安全委員會，針對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員

工安全衛生及健康，訂定並推動相關措施，實施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職業安全衛生： 

1. 遵守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及其他規定事項。 

2. 一年辦理兩次員工作業環境檢測，包括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二氧化碳濃度、反

針孔之安全管理檢測。 

3. 辦理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定期實施員工健康檢查。 

5. 定期舉辦員工健康諮詢與講座等活動，強化員工健康意識、自我管理。 

6. 定期進行職場安全巡檢，降低工作環境之潛在危險，減少職業災害發生機率。 

7. 防止職業災害及落實員工照護，依法令完成五大計劃制訂(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母性健康保

護計畫、員工健康服務計畫)，並公告實施。 

(二) 健康促進： 

1. 針對員工關切的職場安全及健康醫療相關議題，依時事及熱門議題不定期寄送職

安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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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推動各項健康管理及促進活動。 

3. 設置「單位健康促進主管」，推動及傳遞公司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4. 申請通過全省主要大樓健康職場認證。 

九、其他社會責任活動 

本公司母公司-富邦金控已於 100 年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並公佈於官方網站；守

則明訂本公司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個面向，為(1)落實公司治理、(2)發展永續環境、(3)

維護社會公益、(4)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同時，每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藉由製作報告書的過程連同各子公司共同檢視公司推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成效。 

 

此外，本公司承接「富邦金控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擬定永續治理、員工照護、創

新服務、正向關懷及環境永續等五大策略， 並指定權責單位，定期追蹤管理 ESG 相關

議題。本公司於 104 年成立永續經營(ESG)執行小組，109 年並配合金控調整組織架構

為公司治理、員工照護、創新服務、社會承諾與環境永續等五個工作小組，定期向董事

會陳報 ESG 推動規劃及執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