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概況概況概況概況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03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 

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 

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 

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 

經營績效經營績效經營績效經營績效 

客戶服務客戶服務客戶服務客戶服務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18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辦公室環保辦公室環保辦公室環保辦公室環保 

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 

22 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公益捐款公益捐款公益捐款公益捐款 

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 



 

2011 統一證券社會責任報告書 

⊙⊙⊙⊙集團概況集團概況集團概況集團概況 

 

 

統一證券創立於 1988 年，由母公司統一企業結合績優廠商所建立。歷經多年發

展，已茁壯成為「統一證券集團」。 

 

 

統一證券集團旗下有統一期貨、統一投顧、統一投信、統一香港、統一保代等公

司，這些子公司在不同的金融領域均表現優異，提供台港地區客戶完整而全面的

產品及服務，取得投資人的好評與信賴。多年來的經營，也使『統一』的品牌在

臺灣金融市場享有極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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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統一證券歷經持續新設、合併、購併分公司後，目前全省共有 35 家分公司。統

一證券不但扮演提供客戶現代化投資工具的角色，對於服務、品質及信用之追

求，更是不遺餘力。首先在 1995 年 12 月榮獲亞洲第一家通過 ISO 9002 服務品

質認證之證券商，並在 1999 年 3 月首度通過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等。2010 年

12 月公佈之長期債務信用等級為「 twA 」，短期信用評等「 twA-1 」，評等

展望為「 穩定 」。 

 

對於外界的肯定，我們視為一種社會責任，引領著我們更積極地在專業領域上創

新技術及服務水準。今日統一證券的投資已涵括投顧、投信、期貨、香港子公司

等關係企業，整體朝向業務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並以專業分工、資源共享之管理

體系持續穩健茁壯，統一證券正朝向全方位金融服務集團的目標前進。  

 

 

 

 

統一證券統一證券統一證券統一證券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成立日期：77 年 12 月 17 日 

 ‧資本額：123 億 2 仟萬元 

 ‧員工人數：1575 人 

 ‧子公司：本地 5 家，海外 3 家。 

 ‧分公司：35 家 

 ‧管理階層：名譽董事長：高清愿先生 

 董事長：鄧阿華先生 

 總經理：林寬成先生 

 ‧服務項目：經紀、承銷、自營、債券、金融商品、股務代理、財富管理暨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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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與組織結構 

 

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治理  

統一證券在公司治理方面，依循臺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證券商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範，以達到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

人功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及提升公司資訊透明度等為公司各項運營政策之最

終目標。為符合上市櫃公司之公司治理要求，健全統一證券整體風險管理制度及

強化公司治理精神，2008 年度股東常會通過公司章程修訂董事會增設獨立董事

席位及設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另外定期主動辦理公司治理相關課程，並邀董事及

監察人全員參加進修，使董事及監察人能進一步瞭解公司治理之精神及實務。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 

本公司置董事十四名，監察人三名，其中獨立董事三名、非獨立董事十一名，任

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由股東會依公司法之規定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其選任之資格，應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獨立董事之

選舉應採公司法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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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學經歷簡介成員學經歷簡介成員學經歷簡介成員學經歷簡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健勤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鄧阿華 
兼任健勤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寬成 

擔任本公司之總經理，兼任以下公司之職務： 

1.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 統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3. 統一證券(維京島)有限公司董事長 

4. 統一證券(代理人)有限公司董事長 

5. 統一財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 

6. 統一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董事長 

7.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股)公司董事長 

8. 華陸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 

9. 全華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 

10. 臺灣總合股務資料處理(股)董事 

董事 
來亨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張明真 
兼任來亨投資(股)公司董事 

董事 鄭碧華 無 

董事 
會統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畢見國 
兼任會統投資(股)公司財務部協理 

董事 李錫祿 兼任德隆倉儲(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大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杜麗鴦 
無 

董事 
凱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謝志鵬 
兼任統一企業副總經理兼任食糧群、速食群總經理 

董事 
凱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政德 
兼任統一企業(股)公司台北業務部經理 

董事 
凱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謝洪惠子 
兼任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凱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榮坤 
兼任統一企業(股)公司財務部經理 

監察人 杜柏蒼 兼任順福泰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監察人 陳國煇 兼任統一企業(股)公司經理 

監察人 
華陽綜合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李淑芬 
無 

獨立董事 吳再益 
兼任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經濟部兼任顧問、淡江大學副教

授及台餐電力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良澔科技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李光舟 兼任中國旺旺控股（中國）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傅開運 兼任久川科技董事長及董事 

 



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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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財務資訊透明化 

本公司於 2006、2008 及 2009 年榮獲『資訊揭露評鑑』等級 A+級，為該評鑑之

最高等級，2007 年獲評 A 級；並於 2009 證券商風險管理評鑑第一級榮譽。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網址：www.pscnet.com.tw）設置『投資人專區』，以利

股東、投資人及客戶參考，定期揭露財務業務資訊，提供相關中英文公司簡介、

財務報表資訊、公佈董事會議記錄，且定期及不定期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

各項財務、業務資訊。 

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多重溝通管道 

統一證券落實公司治理應有的規範，股東會年報除詳述財務報告外，對於公司治

理及社會責任也完整揭露向股東報告。 

本公司設置發言人，提供股東及投資人資訊服務；並設置投資人信箱，由公共事

務處專責人員負責回覆。 

本公司設有客戶服務部門---客戶服務中心，提供客戶申訴管道、專線及專人服

務，解決客戶問題，並於郵寄客戶之對帳單上提示相關產品風險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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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績效經營績效經營績效經營績效 

結合經紀、自營、債券、承銷、股務代理、金融商品及財富管理暨信託等業務均

衡發展，多年來平均每股盈餘領先台灣同業，股東權益報酬率名列前茅！ 

統一證券，20 餘年來聲譽卓著、業務均衡發展、獲利穩健，過去四年平均每股

稅後盈餘(EPS)排名臺灣前十四大證券商第四名，2010 年每股盈餘(EPS)在臺灣前

十四大證券商中排名第二。公司的服務專案主要有經紀、承銷、自營、債券、金

融商品、股務代理、財富管理暨信託等。 

經紀業務著重業務拓展、管道管理、客戶分級管理與服務及日常運作風險管理

等，近來強化電子下單業務之拓展與交易平臺功能之整合，交叉行銷之業務推

廣、折讓率之控管、爭取法人及外資客戶等策略，以降低成本並增加營運利潤，

獲得營業部單點市占率在臺灣前十四大證券商排名第一的佳績。 

債券業務方面，著重穩健獲利，推動債券相關交易業務，深化自營交易能力，創

造更高的附加價值，2010 年公債買賣斷交易市場佔有率在主要競爭券商中排名

第四，利率交換年交易量排名第二，且 2008&2009 年曾榮獲中央公債交易商績

效評鑒第二名；股票自營業務操作績效優異，連續五年居臺灣證券業前三名，在

證券同業中享有盛名；擅長利用期權建構多種策略交易與模組化之程式交易，並

運用跨足國際市場的股權商品，將獲利極大化、損失極小化。 

資本市場業務方面，2010 年主協辦案件合計 49 件，未來將以增加大中華區證券

上市、並購、私募及諮詢顧問等業務為首要目標。 

金融商品業務上，提供豐富的客制化商品，靈活運用相同標的之個股選擇權、可

轉債、股權選擇權等商品進行避險操作，嚴格執行風險控管制度，有效減低各種

衍生性商品之風險。 

財富管理暨信託業務則是開辦特定金錢信託/員工儲蓄與持股信託/集合管理運

用(全權委託&基金)/股權信託等業務，提供財富管理客戶效益與效率兼顧的量身

訂作服務，滿足財富管理客戶不同層次的需求。 

統一證券多元化的經營，除落實在經紀、自營、債券、等業務。近期還斥資建立

統一投資研究中心，自業界找尋優秀人才組成堅強研究團隊，致力於總經情勢及

各種產業前景的最新分析，提供客戶包含股市策略、量化分析以及投資組合管理

等服務，精闢的研究報告則是及時為客戶提供正確投資及選股決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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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證券近統一證券近統一證券近統一證券近 3 年績效榮譽榜年績效榮譽榜年績效榮譽榜年績效榮譽榜』』』』 

 

 

年 度 榮 譽 事 項 券 商 排 名 

經紀業務單點市佔率 0.1168％ 1 

買賣斷交易市佔率 4.44%％ 4 

利率交換交易（IRS）市佔率 17.30％ 2 

第七屆資訊評鑑 A+ 

榮獲 2010 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 - 

99 年 

榮獲 2010『人力資源訓練品質評核系統』認證 銀牌 

經紀業務單點市佔率 0.1154％ 1 

買賣斷交易市佔率 6.44%％ 1 

利率交換交易（IRS）市佔率 17.59％ 2 

中央銀行公債交易商業務評鑑 2 

主協辦承銷案件 5.39％ 3 

榮獲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卓越獎 - 

證券商風險管理評鑑 第一級 

98 年 

第六屆資訊評鑑 A+ 

經紀業務單點市佔率  0.096％ 2 

買賣斷交易市佔率 5.54％ 3 

利率交換交易（IRS）市佔率 14.33％ 2 
97 年 

中央銀行公債交易商業務評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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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客戶服務客戶服務客戶服務 

 

專業領軍專業領軍專業領軍專業領軍 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 

統一證券自成立以來，秉持『三好一公道』（品質好、信用好、服務好、價錢公

道）及『專業領軍、服務貼心』的理念，為所有投資大眾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提

供客戶多元化的專業產品、零缺點的服務品質。並設有客戶服務部門---客戶服務

中心，提供客戶申訴管道、專線及專人服務，解決客戶問題，並於郵寄客戶之對

帳單上提示相關產品風險警語。 

經紀業務上，全台共有 35 個據點，透過證、期、權三合一系統交易平台，以多

元化之看盤及下單環境，服務廣大客群；自行開發功能強大的客戶關係管理系

統，透過卓越的風控系統以及後勤支援，使市場佔有率不斷攀升，名列券商前

10 大，單點市佔率更拔得同業頭籌。 

自營部擅長利用靈活的交易策略，並跨足國際市場股權商品，將獲利極大化、風

險極小化。 

債券部以穩健獲利為目標，推動債券相關交易業務，使業務多角化，獲利多元化。 

期貨自營部以期權策略佈局多空皆宜，不受市場波動影響，追求穩健成長之絕對

報酬！ 

資本市場部成功輔導公司上市櫃及籌資案件無數，未來將強化大中華地區證券相

關業務，更將以國際化服務為目標。 

股務代理不僅專業深獲客戶信賴，並以股務系統為中介平台，提供其他業務的諮

詢與銷售，創造附加價值。 

為滿足客戶需求，統一證券不斷開發各式金融商品，並嚴格控管投資風險，提供

多元化、客製化商品服務。 

迎向客戶財富管理的嶄新時代，我們依據客戶風險屬性及理財需求進行資產配

置，為客戶創造豐碩的投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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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員工員工員工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統一證券員工人統一證券員工人統一證券員工人統一證券員工人數數數數、、、、平均服務年資平均服務年資平均服務年資平均服務年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及學歷分佈比率及學歷分佈比率及學歷分佈比率及學歷分佈比率 

單位：人 

 

（（（（一一一一））））勞動權益勞動權益勞動權益勞動權益 

統一證券勞資關係和諧，自成立以來並未發生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之情事，未來

亦將維持此和諧關係。並且重視員工表達意見的權利，於公司內部網站設置『員

工意見／申訴信箱』，由管理部指定專人瞭解及回覆，使員工意見能獲得充分的

反應，與公司溝通管道暢通無礙。 

因應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實施，於內部網站設置『性別平等網』，並

訂定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處理辦法，提供性騷擾申訴管道，且設置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負責有關性騷擾申訴、調查及決議等相關事宜，以防制性騷擾及保

護被害人權益，並提供免於性騷擾之環境。 

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制定工作規則，並通報台北市勞工局審核在案，各項規

範內容除隨時透過網路公告員工周知外，亦同時揭露於公司內部網站中以供員工

查閱。 

年    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當年度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止 

管理人員 107 104 103 

一般人員 1,460 1,475 1,483 員工人數 

合  計 1,567 1,579 1,586 

平 均 年 齡 39.2 38.31 39.82 

平均服務年資 8.55 7.77 9.05 

博  士 0.13 0.06 0.06 

碩  士 10.85 10.20 10.28 

大    專 71.92 72.89 72.89 

高  中 17.10 16.85 16.77 

學歷 

分佈 

比率 

（%） 
高中以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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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福利政策福利政策福利政策福利政策 

1.福利措施福利措施福利措施福利措施 

本公司勞資關係一向和諧。公司對於規劃員工福利，推動員工成長，塑造良好工

作環境，及建立順暢之溝通管道上，一直不遺餘力。目前除各項請休假、工作時

間等勞動條件皆依照勞基法，甚至優於勞基法之規定外，更規劃多項福利措施，

如員工團體保險，保障員工生計及意外醫療所需；團體旅遊補助金，增進員工情

誼，以及各項婚喪喜慶之補助，社團活動之推廣。另外，公司也努力去塑造一個

公平合理、和諧效率的工作環境，並建立良好的員工意見溝通管道，如設置員工

建議中心，以及不定期員工座談會等，使員工意見能獲得充分的反應。並於 93

年 1 月份起開辦員工福儲計劃，參加之同仁每月提存本薪一定比率至信託帳戶，

公司亦相對提撥本薪一定比率金額之獎勵金，以長期穩定之方式鼓勵員工，讓員

工養成儲蓄習慣，協助員工規劃退休事宜等。公司凡此種種，皆對勞資之間和諧

關係的促進有正面積極的功能。展望未來，我們將在各層面領域下，更加努力，

來增進勞資合作，促進公司及員工共同的成長。 

2.進修進修進修進修、、、、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99 年本公司在訓練發展上有著以往不同的突破，除了檢視全體業務人員的績效

改善訓練外；更注重人才的培育，舉辦了儲備經理人的養成訓練。而管理人員的

訓練亦是 99 年的重點，強調第一線主管經營能力及後線主管管理能力的提升。

且 99 年本公司申請「訓練品質評核系統」的認證，獲得銀牌的肯定，是唯一證

券業的得主。這在在顯示本公司對人才的重視。99 年亦積極爭取政府的訓練資

源，來培育公司的人才。一方面節省公司的成本，一方面也達成員工的培育，可

謂創造雙贏。從 97 年開始已連續三年擴大召募營業員，為公司注入新血。為期

二週的訓練，為新人做好十足的準備。此外，本公司為激勵員工成長，提昇同仁

專業知能及自我價值，除按時安排主管機關之派訓課程外，更定期舉辦各項訓練

課程，並鼓勵員工參與卓越機構所開辦之課程，以發揮員工之專業才能，使員工

有足夠能力來完成工作任務。另為使員工壓力有效抒發及注重健康飲食，公司舉

辦多場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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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 教育訓練人次及時數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人數 1579 人 1565 人 1540 人 

人次 946 人次 1,168 人次 1,378 人次 
主管機關派訓 

時數 14,190HR 17,520HR 17,914 HR 

人次 35 人次 36 人次 49 人次 
部門派外訓練 

時數 343HR 429HR 452 HR 

人次 839 人次 1462 人次 362 人次 
部門自辦訓練 

時數 9,798HR 9,412HR 1,086 HR 

人次 230 人次 593 人次 232 人次 
管理部主辦 

時數 900HR 2,103HR 1,242 HR 

總參訓 人次 2,050 人次 3,259 人次 2,021 人次 

平均每人參訓 1.3 次 2.08 次 1.31 次 

總參訓 時數 29,464HR 29,465HR 20,694 HR 

平均每人參訓時數 18.66HR 18.82HR 13.43 HR 

3.退休制度退休制度退休制度退休制度 

（1）本公司為鼓勵員工長期服務、專業任職，維護員工權益，提高工作效率，

經奉國稅局 78.11.12 (78)財北國稅審壹字第 112955號函核准職工退休辦

法。 

（2）於民國 83 年 10 月 11 日奉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准設立職工退休基金管理

委員會，87 年 3 月份納入勞動基準法之實施後，即依法成立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委員會，相關組織章程及退休辦法等，已獲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核

准備案，目前依精算師精算之退休金提撥比例，每月提撥至台灣銀行信託

部帳戶中。 

（3）94 年 7 月政府施行『勞工退休條例』之新制退休制度，以期照顧勞工退

休之生活，本公司至目前為止，已有一千三百多人參與勞退新制，公司並

配合政府政策之實施，每月依員工提繳工資之 6%提撥至勞保局退休金帳

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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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員工建立員工建立員工建立員工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提案制度提案制度提案制度提案制度 

本公司於內部網站設置『員工員工員工員工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及及及及『『『『員工員工員工員工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專區專區專區專區，，，，員工提案透過該網頁

機制提案，由提案中心轉至執行部門按提案可行程度評估執行。為了創造一個更

優良的工作環境，本公司鼓勵員工對於公司有任何的建議，踴躍提出；對於業務

降低成本、提昇業績以及增加工作效能範圍內提出建議方案。員工提出的方案經

執行單位評估採用後，將頒發獎金以資鼓勵。 

⊙員工建議 

年度 2010 2009 2008 2007 

總件數 15 23 34 27 

通過 13 7 30 26 

⊙員工提案 

年度 2010 2009 2008 2007 

總件數 7 24 18 18 

通過 2 7 5 15 

5.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公司自 1991 年起每年提供免費員工健康檢查。除了基本的健康檢查外，還提供

腹部超音波、乳癌檢查、癌症篩檢等，近年並增加腰圍測量，讓同仁可提早預防

心血管、糖尿病等疾病。並將健檢結果建檔追蹤管理，為員工提供個人健檢報告

並提供私人醫療諮詢，且於公司內部網站中提供各項醫療保健資訊，讓員工瞭解

自身健康狀況外，進而愛護與強化自己的身體健康。 

⊙從 1991 年開始，每年舉辦 全體員工免費健康檢查，優於法令之規定！ 

年

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醫

院 

宏恩

醫院 

國軍

松山 

國軍

松山 

國軍

松山 

耕莘

醫院 

耕莘

醫院 

宏恩

醫院 

宏恩

醫院 

署立台

北醫院 

台北醫

學大學 

署立台

北醫院 

署立台

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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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200 坪員工活動中心 

公司在總部設置 200 坪員工活動中心，規劃韻律教室、健身房、桌球室、撞球室

等，並搭配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提供員工全方位的健康照護。為加強同仁對健康

的重視，鼓勵成立各類社團，如：撞球社、瑜珈社、有氧舞蹈社、桌球社、羽球

社等，社團活動參加人數超過百人；B2 員工活動中心除了員工使用率高外，假

日還開放給眷屬使用。每年皆舉辦家庭日活動，達到健身又可促進同仁與眷屬間

的交誼。 

 

 

 

 

 

 

 

 

 

 

 

6.落實性落實性落實性落實性別別別別平等平等平等平等  

統一證券重視性別平等關係，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受僱者，都享有家庭照顧假、

產後兩年內的同仁均可申請育嬰假（不論男女）。 

公司另設有集乳室，提供完善的配備，鼓勵產後的女性同仁哺餵母乳，體貼女性

同仁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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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綜合證券榮獲統一綜合證券榮獲統一綜合證券榮獲統一綜合證券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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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友善工作環境建立友善工作環境建立友善工作環境建立友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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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就業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就業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就業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就業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統一證券為照顧員工健康並致力於營造健康的職場環境，在菸害防制法新規定上

路前，即實施全面禁菸，2008 年獲得台北市政府無菸職場認證，並於 2009 年榮

獲行政院國民健康局頒發『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啟動標章』，同時榮獲台北

市健康職場-健康卓越獎。 

 

 

 

 

 

 

 

 

 

 

 

 

 

 

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 

統一證券所有分公司，皆有遴選派訓員工取得防火管理人合格證照，且依法制定

各上班場所之消防計畫；藉以維護辦公場所消防安全。 

本公司所有分公司及上班場所，解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顯以維護客戶權益；並投

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維護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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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統一證券為服務業，並無環境污染情形。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環保樂活綠企業 統一證券的社會新使命！ 

本公司已全面停止使用紙杯，提倡辦公室、走道能源節約，珍惜資源垃圾減量、

如廁後將衛生紙丟入馬通內等環保宣導。 

2008 年度辦公區域翻修時，更採用擁有綠色標章之設備材質，全面達成綠色企

業的標準。2009 年度更響應政府推動節能政策，辦公區域更換節能 T5 燈管照明

設備，不但省下高額的電費支出，並可大量減碳，改善地球暖化，一同為世界節

能環保盡一份心力。 

為了讓同仁將環保節約的觀念融入日常習慣，統一證券在成立 20 週年慶時，更

大手筆的以環保概念發想，製作個人專屬的環保筷以及馬克杯贈予集團同仁，讓

所有同仁共同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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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環環環環保保保保 

⊙設置『環保樂活網』：於公司內部網站設置『統一環保樂活網』，提供各項環

保訊息，並不定時的以 Email 宣導，鼓勵每個人落實環保於日常生活中。 

 

⊙資源回收：辦公室確實推動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於每樓層設置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外，並將辦公室大量使用的碳粉匣由廠商回收後款項捐贈給心路基金會。 

 

⊙電子化運動：推動辦公室無紙化運動，將內部公文改以網路傳輸，全面使用電

子公文系統及電子表單系統，節省紙張列印成本，為保護森林資源盡一份力。 

 

 



 

2011 統一證券社會責任報告書 

 

⊙節能：各樓層梯廳給為感應式燈具；停車場在下班後時段（8 點後）僅留 1/5

燈具；男士小便斗使用感應式沖水；配合大樓整修規劃將洗手間改用「觸控式」

水龍頭。 

推動後勤單位午休關燈一小時運動：關燈一小時等於種 17 萬棵樹，統一證券

以『企業公民』自我期許，降低資源浪費。 

 

 

⊙夏季節能減碳措施：開放總公司非經紀營業單位男性同仁，除對外會議、拜訪

客戶或對外代表公司活動外，可不繫領帶。並提倡各項節能減碳措施，例如空

調設定適溫 26℃，以免過冷而浪費能源。電熱水瓶或開飲機可搭配日常作息，

採定時開關。養成隨手關電好習慣，長時間不使用電器設備時亦拔掉插頭，減

少待機時耗電。並推行步行運動，上下三樓層內儘可能不搭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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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發展永續環境 

本公司對於綠色環保之配合與支持不餘遺力，機器設備進貨時保護之防碰撞包裝

材料，皆要求廠商攜回再利用。辦公室之照明亦配合政府政策改用節能減碳之

T5 或 LED 照明設備，設備採購以環保能源為主要考量。對於辦公場所之室溫皆

配合政府相關措施進行調控，並配合檢查人員到場檢測。 

公司與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在各項裝修工程與設備採購，

制訂採購規範中所使用材料，必須使用符合綠建材及環保標章之設備，以提升本

公司對社會追求環保節能減碳之目標盡一份心力。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趨勢，「能源可以消費，但絕不可以浪費」

應是地球成員之共同道德規範，因此希望藉由節能減碳的推動，達到環境保護，

營造永續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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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熱心公益—榮獲第六屆國家公益獎 

統一證券集團自 2001 年起已連續 10 年，訂每年 10 月為集團公益月。因長期持

續地致力社會公益活動，於 2005 年獲得第七屆文馨獎 ; 並於 2006 年榮獲第六

屆國家公益獎，『統一證券集團』為 12 位得獎者中，唯一營利單位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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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捐款公益捐款公益捐款公益捐款 

統一證券在成立的過程中，不斷的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長期且持續地致力社會公益活動，1996 年統一證券為了嘉惠莘莘學子，特別捐

贈了 AS400 資訊主機並提供後續的維護工程，從此就展開了持續性的社會公益

活動。 

隔年（1997 年）中秋節前往金門守備區前線勞軍，贊助台北市政府辦理『關懷

中低收入戶花蓮山水情活動』；2004 年底所發生的南亞大海嘯，統一證券也發

揮人飢己飢的精神發起員工一日捐活動。  

自 2001 年開始，持續與公益團體合作舉行年度公益活動。秉持著回饋社會的動

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延續對公益活動的支持，並將此活動推廣為公司

及同仁年度之『送愛活動』。於每一年的十月號召所有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同仁一起參與，持續到目前已有 10 年的時間，活動方式不僅邀請集團員工及客

戶共同參與此項活動，集團本身依參與人數相對提撥每一人數贊助金，每一次的

活動都有相當豐碩的成果。 

統一證券集團長期且持續地致力社會公益活動，透過內部宣導在集團內塑造了良

好的企業文化，讓企業及員工藉著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對社會盡一份回饋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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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系列活動送愛系列活動送愛系列活動送愛系列活動 公益捐款彙總公益捐款彙總公益捐款彙總公益捐款彙總：：：： 

年度 活動主題 捐贈單位 金額 

2001 
跨越千山萬水的關懷 送愛到

宜蘭 

家扶基金會/宜蘭家扶

中心 
64 萬元 

2002 
來自島嶼最南方 感恩 祝福 

想念，送愛到屏東 

家扶基金會/屏東家扶

中心 
115 萬元 

2003 有愛無礙 用心關懷 家扶基金會 150 萬元 

2004 關懷無限 希望無窮 聯合勸募基金會 160 萬元 

2005 用愛 帶他們走更遠的路 罕見疾病基金會 150 萬元 

2006 
Don’t cry! It’s all right 

關懷 讓眼淚不再 
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150 萬元 

2007 
小小主人翁 

學習不留白 
家扶基金會 200 萬元 

2008 貧童助學—給孩子教育 家扶基金會 165 萬元 

2009 
88 水災重創南台灣---災區孩

童助學 
家扶基金會 270 萬元 

2010 用愛成就孩童未來 家扶基金會 250 萬元 

 

 



 

2011 統一證券社會責任報告書 

 

  

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社會關懷 

（（（（一一一一））））環保公益活動環保公益活動環保公益活動環保公益活動 

本公司連續多年參與好鄰居文教基金會之『Clean Up the World 清潔地球 環保

台灣』世界清潔日活動，希望藉由共同清掃，喚起大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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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 

統一證券團集團於 2006 年起首度舉辦員工捐血活動獲得熱列響應，每年與捐血

中心聯繫提供捐血車，方便同仁支持捐血活動，除了同仁熱烈參與外，社區居民

及路過之行人也都熱情參與，此一公益性的捐血活動。並於 2010 年起增加每年

度 3 月、8 月及 12 月持續舉辦三次捐血活動，且號召全社區居民共同參與。 

 

年度 月份 袋數 

2006 8 104 

3 120 
2007 

8 111 

1 86 
2008 

8 104 

2 120 
2009 

9 108 

2 112 

8 96 2010 

1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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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證券集團期許公益活動是長期且持續的，而非僅止於短暫熱潮。透過內部宣

導在集團內塑造了良好的企業文化，讓企業及員工藉著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對社

會盡一份回饋心意。今日統一證券集團所做的只是拋磚引玉，希望藉由這個開

始，發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讓社會大眾都對公益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結合大家的力量，從事公益活動，統一集團將來也將會持續舉辦下去。

未來，也將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將這有意義的活動一年一

年持續舉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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