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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商銀為公益注入企業的效能管理，發展具社會企業概念的金融商品及藉由傳統年節贈品的設計，創造持續

性及系統化的公益參與機制，與客戶齊力為社會拓展真善美的力量！ 

    發行《臺灣公路紀行》月曆

     值此數位時代，遠東商銀仍每年印製大型掛曆，以服務店家、企業、高齡長者

及藝文愛好之樂活客戶的需求。同時，本行視月曆為與客戶交流生活美學的平臺，

考量月曆是陪伴客戶生活一整年的物品，因此用心企畫，藉此傳達對客戶的新年祝

福，也善盡傳播人文美學的企業責任。其中臺灣古地圖、原住民兒童畫作、臺灣世

界遺產潛力點及本地高山山屋、獨立小書店、當代圖書館、文學家及藝術家的故居

等，都曾入列為本行月曆的主題，而受到客戶的喜愛與各大知名媒體的專文報導。

      

     2021年月曆《臺灣公路紀行》一覽12條省道級以上的公路，為取自空拍攝影家

吳忠恩的作品。臺灣雖然是個島嶼，拜多元地形之賜，造就豐富的公路景觀，有直擊

無敵海景的北部濱海公路，也有深入鹽田兒女與養蚵人家的西部濱海公路；有蜿蜒淺

山悠遊客家小鎮的臺三線，有進入大山探訪原住民部落的阿里山公路，也有連結統治

意圖的臺一線與中部橫貫公路。公路在四通八達中，串連臺灣的生命力，承載寶島的

幸福感。而迎接新年，希望公路能帶國人更深入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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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篇   以人文豐富樂活

周添財總經理與同仁共同發表2021月曆

8月北部濱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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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公路             作法                                                          說明

路段於拓寬時，以路就樹，保留與住民情感與成長軌跡連結的老行道樹，作為快慢車道分流之用，而路則往兩徹拓寬。

展開公路工程的碳足跡之盤查計算流程，藉由量化開路工程所有環節可能造成的碳排放量，而達到減碳的目的。

環保先進國家開始實踐「退路還林」、「森林無路」理念，如將原四線道公路縮退成兩線道等，重新思考公路在自然環境

變遷下的定位。

在小動物可能出入路段的排水溝渠設置坡道，便於小動物不慎掉落時，可自行爬出脫困，且兩棲動物也能自由進出無礙。

野生動、植物棲地或沼澤、濕地、森林等生態系均為生態敏感區，於道路計畫時即納入調查，以保自然生態系及生物的生

存環境。

為避免野生動物因誤闖公路而遭車子撞擊，故設置鋪有土壤或栽種植物的天橋或地下道，做為動物安全往來公路兩側棲地

的通道。

在隧道出口兩側設置防鳥或警鳥器，以避免鳥兒、蝙蝠等飛經路面時，因高度過低而遭到交匯車流的撞擊。

臨海公路的邊岸構造儘量就地取材，以在地塊石取代混凝土，砌石縫隙則可供植物生長，以迎合週邊水生生物的生長環境。

辨識瞬間強降雨、破記錄氣溫、海平面上升等可能造成的公路危損，而擬訂各項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措施。

在公路休息站為電動汽車設置快速充電器，確保駕駛安心上路，以促進環保運輸工具的普及。

原生林區的表土富含當地植物群所需的養份及種源，故保留開挖路權的表土，待完工後再回填舖植於邊坡，利於當地植物群

的生存。

遠東商銀整理之公路 feat .  環保之內容

1月          花東縱谷公路           以路就樹

2月          西濱快速公路           工程減碳

3月          中部橫貫公路           退路還林

4月          臺三線                    離溝坡道

5月          蘇花改快速道路       生態敏感區

6月          北宜公路                動物通道

7月          南部橫貫公路          鳥類護網

8月          北部濱海公路          生態護岸

9月          臺一線                   氣候風險

10月        國道高速公路           快速充電

11月        阿里山公路              表土存復

12月        南迴公路                 路廊環評 路廊研選階段納入空氣、噪音、生態、景觀等環境評估，而針對可能的生態衝擊，則以路廊迴避或取減輕、補償等環境保護對策。

     此公路月曆更利用每月版面置入當代公路的相關環保規劃，以「公路ft .  環保」為題，導引出12項綠色公路工法或配套設

計，期以月曆為平臺，倡議開發應尊重自然保育的觀念，提醒國人在從事建設時不忘對所處的自然大地善盡應有的責任。



    贊助Taiwan Connection 培育偏鄉音樂人才

本行自20 1 9年起贊助偏鄉音樂人才培育計劃，

2020年初因COVID-19疫情，Taiwan Connection（簡

稱TC）暫緩執行上半年的校園音樂推廣活動，並取消

「2020 TC音樂節」演出與系列活動，直至７月起疫情

趨緩，才逐步重啟校園音樂人才培育計劃，進駐10所

偏鄉學校，與計1,155位師生共同創作音樂，種下希望

種子，開啟學童的音樂藝術美學之窗

    邀請名家開講

為提升同仁的視野，除了持續性的金融專業訓練，本行長期舉辦「名人開

講」，邀請新書作者來行演講，藉以推廣企業內部閱讀的風氣，並拓展同仁在金

融專業面向以外的知識廣度與人文素養。2020年邀請詼諧幽默的天后主持人陶晶

瑩主講「當冰冷AI取代人的溫度，我們還剩下什麼？」為題，分享科技已重塑我

們的經濟、工作和生活，新科技正在巔覆傳統市場，如何從被科技取代到與科技

協作及溝通，將會是我們未來學以致用的重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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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偏鄉校園音樂推廣活動之學校

          北東部                             中部                             南部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小

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小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民義國小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國小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國小

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小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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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的永續公益夥伴

對身心障礙同胞而言，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是幽谷中點亮生命的光，提供的服務包括失能者家庭扶助、就業等計劃與遲緩兒

早期療育，是國內運作穩健且執行績效有目共睹的社會福利機構之一。本行對伊甸的贊助始於1997年，一開始即朝永續合作的

模式規劃，建立伊甸愛心卡為核心平臺，發展多元、便利的捐款機制，以本行的回饋捐款加上匯聚自大眾的涓滴愛心，蔚為可

長可久的慈善長河，協助伊甸在穩定的財務後援下得以有計劃性的發展。

 發行伊甸愛心卡

    本行於1997年發行

伊甸愛心卡，以卡友刷

卡金額的0.3%捐贈伊

甸基金會，捐贈金額累計至2020年底

達49,505,272元。

年度 捐款金額(元)

1,871,3422018

1,564,3482020

1,684,3192019

遠東伊甸愛心卡近三年回饋金額

公益篇   讓愛生生不息

  永續捐款平臺

本行除藉由伊甸愛心卡的刷卡金回饋機制持續捐款伊甸，同時創新多元的客戶

捐款平台，利於社會大眾的愛心與伊甸的需求有效連結。自2003年啟動至2020年

底，匯聚大眾愛心捐款累計達34,034,1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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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8,280元

2,978,500元

19,573,392元

2,394,000元

希望存摺：帳戶利息自動轉捐款

信用卡紅利點數轉捐款

信用卡客戶促捐活動

伊甸榮譽卡卡友捐

捐款平台
2018

231,883元

188,000元

194,700元

87,000元

2019

246,884元

136,800元

440,451元

87,000元

226,936元

156,200元

         —

84,000元

2020

捐款金額

累計捐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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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喜憨兒

     本行除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進用視障按摩師3名，為同仁提供按摩抒壓的服務，也是第一家雇用喜憨兒的金融業，

2020年度持續進用2名成年喜憨兒，於北區10家分行大廳為客戶提供奉茶服務。本行與喜憨兒基金會合作創新的公益就業模式，協

助喜憨兒融入社會，得以自立生活。他們在基金會輔導員的專業教導下，學會自行搭乘公車與捷運到所服務的分行，他們對客戶的

真誠接待，為分行服務增添溫馨的氣息。

    與友善環境店家共好

     本行2020中秋節贈禮選自「Buying Power」社會企業平臺的禮盒，來自三家懷抱社會共好使命的微型企業，採購金額約143萬

元，展現以採購力支持友善社會與環境力量、合力追求共好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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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禮盒品項              店家                                     社會與環境共好理念

成真社會企業將獲利的50%捐助「非洲潔淨水計畫」，在非洲當地

興建水井並進行衛生宣導工作。

有聚生機運用保價契作、無息貸款及和歌山工法醃漬輔導，改善梅

農產銷失衡損失，使梅農收入提升與穩定，讓青年可以安心留在原

鄉工作，也使得山村家庭機能得以健全。

樂芽讓身心障礙同胞所烘焙的產品經由專業的餐飲顧問指導，讓客

戶因真心喜歡、認同而購買，創造永續消費的正向循環。

禮盒1

成真咖啡

禮盒2

有聚生機老梅酥

禮盒3

樂芽手工餅乾

成真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有聚生機實業有限公司

樂芽有限公司



企業與社會為共生共榮的循環，本行營運據點性質為提供金融服務，經評估並無噪音、污染、環境衛生或有損社區形象之虞，設置

時均與大樓社區管委會充分配合，並本著里仁為美的信念，不定期支援區里活動，維持良好的鄰里在地互動關係，如配合政府於「世

界無菸日」及「禁烟節」之宣導活動，於分行針對客戶與社區民眾進行宣導，或提供分行的樂活空間邀社區商家舉辦微型活動。此外

，總部則長年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合力，認養敦南綠園道之綠化工程，並贊助國家燈會，參與臺北與新北雙城耶誕點燈派對。在新冠

肺炎肆虐全球之際的2020年，持續不輟將愛與希望散播給共榮的社區。

104

公益長河

社區篇   點亮共榮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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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燈會在屏東              新北歡樂耶誕城                                      敦南遠企耶誕點燈                                為臺灣職棒加油

自「新北歡樂耶誕城」開

辦以來，本行年年贊助，

至2020年已是第九度參與

，該活動也成為北部民眾

期 待 的 年 度 歡 樂 盛 典 。

2020年活動自11月15日

在新北市府廣場開城，展

開為期48天的嘉年華，內

容包括巨星演唱會、音樂

會、電競大賽、耶誕市集

、毛寶貝幸福趴等，並首

度與迪士尼合作，重現電

影中的經典場景，燈區一

直延伸到府中商圈，吸引

大小朋友湧入，在新冠疫

情期間仍能感受喜樂幸福

的節慶氛圍。

本行持續23年不間斷點亮臺北敦南商圈，年年

與集團關係企業共同舉辦遠企耶誕點燈活動，

2020年以「幸福有愛，喜樂同仁」為主軸，除

了在高40尺的耶誕樹裝點紅色彩球及音符燈飾

，行員也巧扮耶誕小姐，穿插臺北市大安國中弦

樂團，帶來應景節慶弦樂演奏傳遞佳音，緊接著

歌手鄧廣福、蔣逸文與樂團帶來經典耶誕歌曲，

帶領現場觀眾進入歡樂、溫馨的佳節氛圍。遠東

集團徐旭東董事長偕同外交部田中光次長、臺北

市蔡炳坤副市長美國與六十多國的駐臺使節，一

起點亮耶誕樹，並經由里長與分行經理邀請社區

居民同樂；本行另依

往年安排伊甸基金會

、喜憨兒基金會駐點

愛心市集義賣，為佳

節增添分享與互助的

美意。

本 行 數 位 子 品 牌

B a n k e e 社 群 銀 行 於

2020年首度以logo露

出職棒味全龍隊球衣

之方式，加入贊助臺

灣職業棒球的行列，

與球隊、球迷共創職

棒永續經營之友善環

境。

2 0 2 0 年 臺

灣燈會在臺

中后里盛大

舉行，本行

與集團關係

企業再次協

力捐贈志工

專屬的可卸

式兩用背心

外套，讓數

千名志工可

因應氣候調

整穿著，得

以「暖心」

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