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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地球，人人有責！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均提出具體的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臺灣政府也承諾在 2 0 3 0年時，努力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
至2005年的八成。遠東商銀雖不屬於耗用大量能源、排放巨量廢棄物
的產業，但仍盡己所能以成為友善地球的企業為目標。在內部營運上，

持續推動各項可能的節能或無紙化等措施，更於2016年導入「服務業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取得認證，減少因業務運作而造成對環
境的影響；在業務方面，則自我期許成為灣臺綠色經濟的轉型推手，推

出綠色商品、無紙化服務，進行綠色採購等，2016年開始更邀請主要
供應商簽署社會責任承諾書，共同推動低碳綠色經濟與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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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產業低碳轉型
經濟部長李世光於「2017永續城市論壇」發表「綠色經濟在智慧城市中的實踐與發展」專題演講，指出臺灣GDP每成長

1%，就帶來１％的二氧化碳成長，而這不該是已開發國家應有的趨勢，也指出臺灣作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必須迎頭趕上，
挹注更多資源於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的發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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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授信
本行為提供資金協助推動臺灣企業低碳轉型，在授信原則中明訂授信對象及其資金用途應符合社會公益，不得承做污染產

業。除辦理徵信及授信審核，確實循遵此授信原則，並將相關媒體負面報導納入貸後重大事件通報範圍，以利監控、管理。

2016年對於太陽能、LED、廢污水處理等綠能及環境污染控制等綠色產業之放款，總計新增6家企業；2013至2016年綠色產
業往來企業客戶為65戶。

綠色投資
在投資標的的選擇方面，本行依循政府法令規定及內部管理規範嚴謹辦理，於符合投資相

關內外部規範及符合風險控管之前提下，可投資符合上述「協助產業低碳轉型」策略發展之產

業，新興高科技或傳統產業中具成長性與發展前景之產業亦得納入投資考量之範圍。同時對致

力於新能源開發、降低污染或節能減碳之企業願給予高度評價，並持續對風力發電、電動車、

水資源處理及其他再生能源與環境污染控制等綠能產業給予更多關注。

支持綠電
此外，為支持政府發展再生能源，本行於2016響應「經濟部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

劃」，認購綠色電力10萬度。綠色電力是指採用對環境友善的發電方式所生產的再生能源電
力，為100%再生能源，主要來源為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其生產電力過程之二氧化碳排放
量為零或趨近於零，相較火力發電等其他方式所生產之電力，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較低，估計

每度綠電可減少排放0.528公斤的二氧化碳，可以幫助我們邁向更乾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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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管理

綠色採購 

本行逐年汰換高耗能裝置，採購具環保節能、省水標章及綠建材標章等產品，

並加入行政院環保署及台北市環保局推動綠色採購行列，2016年度綠色採購總金
額較2015年成長一倍，約為463萬元。其中在照明方面，辦公大樓陸續將傳統日
光燈管更換為LED燈，並裝置LED緊急出口燈，新設分行一律採用節能燈具及高效
能變頻省電空調；在室內裝潢的招標工程標單上，特別規範廠商選用綠色建材，採

用具綠建材標章之裝修材料，包括使用低甲醛、耐燃建材、礦纖天花板及環保水泥

漆等，兼顧維護同仁健康與環境保護的雙重目的。

2968

資訊類

工程類

服務類

其他類

包含電信網路、電腦、
自動化設備及事物機器
等共39家

包含郵務、
物流、保全
等共7家

包含行舍裝修、維
護等共49家

計65家

供應商共同承諾 
本行支持在地採購，2016年往來的供應商統計達223家，共分為資訊、工程、服務、其他等四大類，2016年無發現供應

商有違反人權、勞動權益之相關負面新聞。本行優先選擇臺灣本地廠商，在地採購比例達98%，除提振在地經濟，亦節約運輸
能源，降低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

為與供應商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環境永續發展及維護基本人權，本行於2016年訂定「供應商社會責任管理
要點」，要求往來之主要供應商遵循並於簽訂契約或交易進行前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內容包含勞工與人權、健康

與安全、環境保護及道德規範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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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管理目標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全人類共同關注的

議題，本行以預防、預警和篩選原則進行碳

管理，期許達到碳中和為長期的管理目標。鑑

於本行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使用，

因此以節能為減碳方法，持續推動各項節能

計劃，最近一期係以2014年為基礎年，採三年
為一計劃期間，計劃於2017年達成減碳5%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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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頒發 ISO 50001證書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為使節能減碳行動與國際接軌，本行於2016年參與

經濟部能源局舉辦之「服務業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示範推廣輔導計劃」，以系統化、制度化及標準化的方

式，建置 ISO 50001系統，取得國際認證；並訂定能源
政策，成立能源管理團隊，由總經理領軍，規劃、整合

全行內部能源管理業務，每年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能源管

理策略、檢核節能行動方案成效，追求有效改善並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同時致力對環境保護的承

諾。在此計劃實施之首年，本行選擇位於桃園市的自有

大樓及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南雅分行為兩個示範據點，

設訂以2 0 1 6年為基準年，自2 0 1 7至2 0 1 9三年總節電
15%為目標，規劃並執行行動方案，例如更換LED節能
燈具、整合空調冰水系統管理、汰換冰水泵浦及低效率

之冰水主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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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成效
本行逐年更新節能設備，輔以推動辦公室節能措施，分別從節約用電、照明管理、資源回收等方面，於日常營運中一

點一度降低能源的用量。2016年全行用電較前一年度節省392,993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207,500KG，節電效益達
3.43%； 2016年全行用水較前一年度減少14,564度，省水效益為19.21%。

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總用電量度 11,065,856 11,458,849

5,843 6,050

3.43%

項目 減少2016年 2015年

註 : 電力排放係數依據2016年度經濟部能源局公佈之電力使用二氧化碳
排放係數。

總耗水量度 61,242 75,806 19.21%

項目 減少2016年 2015年

註 : 本行用水悉取自自來水。

全行用電量 全行用水量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管理代表

委員
個金營管部

幹事 幹事 幹事 幹事 幹事

委員
消金營管部

委員
法金營管部

委員
人力資源處

執行總幹事

             遠東商銀能源政策

提供能源改善資源，落實執行能源法令。

遵守能源相關法規，響應採購節能設備。

建置能源管理環境，全員參與節能減碳。 

定期審查能源指標，持續改善能源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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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主要分為一般垃圾、可回收資源、紙類三大類別。

定期執行文件銷毀作業。

影印紙雙面利用。

日常能源節約措施

節約用電

非營業單位之總行分支機構於午休時間，執行公共區域及辦公室內照明關閉。

走道及樓梯間等照明需求較低之區域，設定隔盞開燈。

營業單位於營業時間結束後，關閉多餘之照明與空調。

室內冷氣溫度平均值不得低於攝氏二十六度。

設置窗簾減少戶外輻射熱入侵。

電梯設定非尖峰時刻為部分使用，以集中載運。

舊換新的照明，以省電最佳的燈光為原則，如T8換T5或T5換LED燈。

個人電腦、公用OA設備設定低耗能節電模式，長期休眠則自動關機，且於每日下班前關閉電源。

辦公場所依實際使用情況，分區使用照明，並於午休時間關閉照明；保持照明狀態的大樓避難、緊急出口指示燈，優先改

採用高效能的LED燈具。

節約用水
水龍頭裝設節流省水設備。

以省水馬桶取代一般馬桶。

節約用油
公務外出非必要，以步行或搭程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以視訊或電話會議取代部份面對面會議，降低遠距交通往返次數。

資源回收

1

1

1

1

2

3

2

2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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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51,436 43,332

275 96,499 84,212 

40,6261752014

2015

2016

48,870

年度 總班次 上課人次 總時數

數位學習平台e-Learning
線上學習在全球蔚為風潮，本行開辦e-Learning學習平台，逐

年將新人訓練、專業訓練、英語學習、新種商品介紹及法令遵循等

課程，以線上學習的方式，替代教室訓練，不僅減少學員交通時程

的耗費、運輸造成的空污與碳排放，也節約紙張與人力資源。

無紙化作業
金融業在作業流程中所需的文件十分浩繁，向來為大量耗費

紙張的行業，而在廢除紙本作業的目標下，本行內外部公文流程、各

項作業表單、業務手冊、法令規章管理及公佈欄、稽核等陸續完

成流程ｅ化。2016年新增項目包括房信貸及分期付款授信徵審作

業、本行客戶申辦信用卡之徵審作業及收入估值自動化、信用卡

刷卡額度臨調作業、員工聘僱契約書發送、員工服務證明書申請

及發送、員工持股信託入會申請及提存金調整、職工福利委員會

社團評鑑及補助申請等。

e-Learning開課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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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服務
本行推廣無紙化服務並優化數位平台，持續提升數位交易平臺的使用率，以減少客戶親臨分行辦理金融業務的碳足跡及耗

費時間進行評估、溝通的不便。銀行不需再印製大量申請書，顧客亦不需影印身份或財力證明等相關文件，帶給客戶便捷、有

效率又能實踐環保理念的金融服務。2016年除了持續推廣電子帳單及自動扣繳等服務，新增無紙化服務項目如下：

項目 時程 升級或推廣活動

外匯保證金交易行動平臺

可轉債資產交易行動平臺

遠銀ｉ申請

理專智慧下單O2O服務

消金合作客戶帳單

服務電子化

mBilling行動收款通

2016年1月

2016年6月

2015年12月

2016年6月

2016年7月

2016年12月

提供即時報價、交易、成交回報及帳務查詢，客戶也可申請相關產品

之電子確認書、對帳單。

客戶向理專進行理財相關諮詢後，理專可透過手機啟動服務，於線上取得客戶
之投資確認，即時完成交易。

合作融資公司可自行上網查詢或列印帳單

‧提供有客戶收款需求之商家、社區管委會、公益團體等之服務，客戶可憑

   手機簡訊收到之行動條碼查詢帳單明細，或據以至超商繳費，毋須再列印

   帳單，可免除紙本帳單處理成本。

‧整合信用卡收單及全國繳費平臺，便於消費者於手機輸入信用卡號即可完

   成繳費或付款。

‧提供24小時線上申請服務，客戶藉由操作手機等行動裝置完成簡單步驟，

   即可申辦信用卡、信用貸款、房屋貸款、信用卡貸款等金融服務

‧全程數位化查詢申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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