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項目  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環保 

近年持續投入各項環境與能源政策，與集團共同合力辦理園區資源回收、水循環利用、環

境綠化、投資綠能、購買綠電等節能減碳環境永續措施。 

為強化環境永續的深度，台灣人壽具體做法如下： 

1. 國際認證：總公司、台中分公司、台中第一、第二區域中心及 19 個通訊處，於 2017 年

取得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認證，將透過數據分析了解排放源及排放量，以作為未

來減碳數值依據。 

2. 節能減碳：為落實推動節能效率，2017 年更新 LED 燈具計 926 盞。 

 節能成果：節電率 55%，節省度數 122,232 度，減碳 6.45 噸。 

3. 資源管理：進行基本分類減少浪費量，經由物業管理進行垃圾分類集中化，並委請專業

資源回收管理單位處置。 

 節能成果： 

2016 全年度資源回收：廢紙 69,135 kg、寶特瓶 908 kg、鐵罐 2,749kg、鋁罐 105kg。 

2017 全年度資源回收：廢紙 56,466kg、寶特瓶 2,166kg、鐵罐 378kg、鋁罐 239kg 。 

4. 綠色採購：以尋求最大化的資源效率為目標，選購符合環保標章、能源標章等對環境衝

擊程度較低之產品，讓環境永續的理念落實在日常的營運中。2017 年度，相較 2016

年度，增加了 1,522 萬元，成長幅度為 238.21%。 

 節能成果： 

2016 年度綠色採購總金額為 1,102 萬元。 

2017 年度綠色採購總金額為 2,624 萬元。 

5. 綠色建築：以綠色金融為服務理念，堅持給予顧客最具環保概念與效益的品質，特打造

臺中市惠國大樓為符合「申請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廢棄物減量、水資源、污

水垃圾」6 項指標，並獲頒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將於 2018 年取得 EEWH 銀級綠建築

標章。 

6. 綠色投資：自 2014 年起累計至 2017 年，已投資 3 個太陽能相關、1 座天然氣發電及 1

家廢物氣回收相關公司，累計已投入 17.135 億新台幣，每年可減少 83 萬噸碳排放，相

當於 3,181 座大安森林公園。台灣人壽透過投資太陽能、廢棄物處理、天然氣發電等綠

色產業，落實地球公民環境永續責任。 

7. 落實員工環境教育：提供內勤員工線上訓練課程，將永續觀念帶入每日生活模式，完訓

人數為 1,636 名。 

8. 推動 e 化服務活動： 

(1)持續推動保戶線上各類服務，鼓勵申請電子表單，減少用紙量。推動『台灣人壽 APP』

保戶隨時掌握保險資訊。 

(2)積極運用行動技術協助人員通路提升服務效率與專業形象，自 2014 年首波獲准開辦

業務人員『行動投保』服務至今，已陸續提供各種行動化工具提升服務客戶品質與效

率，如：行動投保、行動建議書、保單健診及需求分析，截至 2017 年年底使用比例

達到 3 成，預估 2018 年可達 9 成的使用率，大幅減省要保書等紙張成本，並縮短受

理送件時間。 

社區參與 
1.【『攜手捐熱血 台灣愛無限』公益捐血服務】：捐血救人為多年來台灣人壽不定期舉辦之

活動；為響應捐血助人公益理念，全台辦理 16 場，深入社區、校園宣導正確捐血觀念，



同時以實際行動參與捐血，並服務捐血民眾，2017 年總募集 4,224 血袋。  

2.【彩色健康好人生揪「肝」心】：台灣人壽積極推動國人肝病防治並有感於偏鄉地區醫療

資源相對缺乏，民眾對於肝防治警覺不足，導致偏鄉為肝病防治的死角，特與集團所屬

中信慈善基金會共同長期投入，攜手《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為偏鄉進行免費肝炎及肝

癌篩檢活動，也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更多企業加入肝病防治的行列，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提出的「2030 年消滅肝炎」之願景目標，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健康。2017 年針對雲林縣

臺西鄉、麥寮鄉及南投市舉辦肝篩活動，服務近 3,000 位民眾。 

3.【免費送藥到府服務】：為逐步打造友善高齡的社會，台灣人壽自 2017 年起提供保戶及

其家屬『免費送藥到府』服務，由專業藥師定時定點送藥，對於罹患多種慢性病而有分裝

藥物需求者，也提供「複雜性用藥分裝」服務，免除因為多重用藥產生副作用。 

社會貢獻 

1.【長照人才培育計畫】：台灣人壽於 2017 年攜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在台中大甲

建置『長照人才培育中心』，是全台灣第一間擁有專業長照教學設備及多種居家模擬教

室，進行擬真實作照顧培訓課程，取代過去只能聽課想像照顧畫面的模式，提升學習效

益；本計畫於 2017 年開辦課程共計 32 個梯次，培育人數逾 1,900 位 。 

2.【獎助學金】：自 2000 年起為鼓勵保戶及其子女努力向學，每年持續提供保戶子女獎

助學金服務，除定額之獎學金名額外，特別提供獎助學金予曾領取本公司長年期個人壽

險有效契約身故、或全殘保險金之保戶子女，或殘廢保險金之保戶本人申請，以及微型

保單有效契約之保戶子女。  

3.【40/70 世代五庫暨空巢經濟大調查】：台灣人壽有感於現今民眾對於快樂退休仍信心不

足，將該如何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所帶來的問題，所以與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黃泓智教授與遠見雜誌共同推出並發布『40/70 世代五庫暨空巢經濟大調查』，探討 40

至 70 世代間已退休族群與準退休族群針對「退休五庫」 的準備現況，包括身體、心理、

親人、金庫及財源五大面向。並邀請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新北市衛生局長林

奇宏、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綺及台灣人壽總經理莊中慶，產官學界共同發表

對於高齡社會下民眾如何因應的建議與做法，才能做到「財富累積」與「快樂退休」，

過無虞的退休人生。 

4. 【史丹福銀髮創新設計競賽】：首次攜手社會企業－《銀享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策

劃舉辦史丹福銀髮設計競賽亞洲區大賽，鼓勵亞洲地區的年輕人發揮創意，用新視角解

決「老」問題，為銀髮長輩設計出創新又能貼近實際需求的方案。 

社會服務 

深信持續的關懷行動才能具體匯聚力量，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積極 

參與各項社會服務：  

1.【『扶弱 X 樂齡安居 X 樂行』千人彩繪馬拉松暨保險宣導園遊會】：台灣人壽長期透過不

同方式讓民眾輕鬆了解對保險的意義與重要性，於 2017 年 10 月參與金管會保險局規

劃舉辦『扶弱 X 樂齡安居 X 樂行』千人彩繪馬拉松暨保險宣導園遊會，藉由小朋友發揮

無限想像力，精彩的繪畫創作，傳達正確保險知識。  

2.【老齡生活重視及家人陪伴】：台灣人壽連續六年舉辦祖孫三代活動，『2017 祖孫三代動

起來』系列活動更以陪伴為概念，強化代間情感，以期透過家庭支持力量，推動長輩重

視身心健康，並活化祖孫三代的親情，再次展現活力與歡笑。2017 祖孫三代動起來系列

活動，為擴大全民參與感特規劃前期募集活動及家人互動之健康歡樂園遊會；活動總觸

擊人次高達 77,434 人次 

3. 【到宅沐浴服務】：台灣最南端的屏東，因為位居偏遠地區，地廣人稀、幅員遼闊，以致

屏東偏鄉居民生活及交通不便，相對地醫療資源也分佈不均。台灣人壽為照顧屏東在地



鄉民，與屏東《畢嘉士基金會》共同推動到宅沐浴服務，將沐浴設備以「到宅沐浴車」

送到失能者家中，就算是沒有熱水的偏僻民宅，也能讓失能者有熱水可洗。 

社會公益 

1.【第 33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募款運動】：為扶助偏鄉弱勢兒童及弱勢家庭，台灣人壽積

極響應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第 33 屆的點燃生命之火募款活動，每年 12 月至隔年 3 月由

台灣人壽全體同仁自由捐款，本屆總捐款金額高達 232 萬元。全數款項捐至捐款專戶，

扶助偏鄉兒童及暖心年菜募集，為偏鄉弱勢兒童盡份心力。  

2.【『健康歡樂全家動起來』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向下紮根、培養兒童美學，長期舉辦兒童

創意彩繪比賽，每年均吸引數萬名國小及學齡前小朋友參加比賽。2017『健康歡樂全家

動起來』兒童繪畫創作比賽，以全家健康的概念出發，用繪畫表達出一家人享受活力的

氛圍，透過創作了解健康培養重要性。並結合社會關懷，滋養兒童公益助人概念，每張

完成的畫作，台灣人壽提撥 3 元，作為偏鄉小學圖書購買基金，讓偏鄉孩童也能透過閱

讀，開闊視野，豐富心靈。2017 年總計 28,229 位兒童參加，捐贈總價值逾 5 萬元童書

予《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同時得獎創作於台灣人壽官網及全台七家分公司進行巡

迴展出，讓更多民眾觀賞小朋友的作品。 

3.【公益禮盒】：每逢佳節送禮之際，秉持公益精神，選購社福團體禮盒致贈客戶，送禮者

的愛心讓收禮者備感暖心，將台灣人壽對社會的點滴關懷產生漣漪，帶動社會溫暖力量。 

年度總計購買 1,322 份公益禮盒，金額為 405,485 元，讓社福團體得以持續為身障、弱

勢者提供早期療育、職能訓練、終生照顧等服務。  

消費者 

權益 

1.【0800 服務專線】：為提供完善的保戶服務，特設立 24 小時保戶服務專線

0800-099850(久久保護您)，由專人接聽提供服務，也可透過客服信箱表達相關意見。  

2.【透明的申訴管道】：設立專責單位「客戶服務部－申訴服務科」，提供客戶透明且有效之

保戶申訴處理管道與服務。  

3.【資訊公開】：於公司官網設置各項商品及服務等專區，遵循資訊公開管理辦法，落實資

訊揭露之透明化。  

4.【滿意度電訪】：為持續提供保戶高優質服務，進行新契約滿意度電訪作業，隨時收集保

戶意見並改善，獲保戶高度之肯定。 

人權 

台灣人壽一向恪遵相關勞動法規與條款，以人為本，信任及尊重人權。提供健康與安全之

工作環境，並配合國家政策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就業，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員工。為能有效解決員工於工作

上有關個人權益或不公平待遇，以維員工公平權益，創造和諧的工作環境，特訂定「員工

申訴辦法」，員工可透過申訴專線、申訴信箱提出申訴；另如相關人員遭遇性騷擾之情事，

則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以優先保護當事人之權益為原則，予以

處理。 

安全衛生 

本公司定期安排職場巡檢，提供員工安全的工作環境，為維護員工身心健康，提供優於「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定期健康檢查，給予員工公假並安排全台大型及專業醫療健檢院所，

提供員工優質之健康檢查；本公司並提供同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並定期聘請特約醫師至

公司進行相關健康諮詢及衛教，以促進員工身心靈之健康，每月並提供同仁健康衛教宣導

及不定期舉辦健康講座及健康促進活動。  

其他社會

責任活動 

【響應推動微型保單】：響應保險局號召保險業共同發揮愛心並推動微型保單，台灣人壽提

供弱勢族群微型保險愛心專案，享有基本保險保障，這不只照顧了被保險人本人，更讓其

家庭於重大災難時，提高可承受之經濟風險。台灣人壽 2017 年度投保件數為 260 件，投

保人數為 25,49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