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本報告書    03

經營理念    04

Top Message    05

校園安全宣導策略

校園安全音樂劇

公司簡介   

經營績效    

公司治理   

風險管理意識與文化   

• 營運持續專案  加強內部控制專案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回應  

創新商品

• 運動員團體傷害保險

• 寵物保險

信賴服務

•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專案

• Facebook粉絲團─明台安全聚樂部

人力概況

真心對待

• 完善的教育訓練

• 職場環境改造

• 順暢的員工溝通管道

01 誠信經營 以人為本 06

02 關懷族群 信賴服務  22

03 健康職場 共同成長  30

專題  校園安全 守護未來  38

CSR活動大事紀   42

總公司及分支機構    44

目錄 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明台保險 2013與 2014全年度在台灣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情形。明台保險以每兩年定

期發行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為與利害關係人

溝通的管道。為了與內、外部關係人進行更全面的

溝通，期許以更嚴謹的角度檢視公司整體營運狀況，

我們於本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詳實揭露更多明

台於企業社會責任各個面向的執行情形。

我們期望透過本報告書的編製，重新自我檢視， 

藉由對內、外部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進行盤點及 

評估，作為提升創新與營運能力的基礎，以提供 

社會大眾更可靠的服務與保障，並給予社會更多 

的回饋。

本報告書為中文版本，並公告於公司網站以供查閱，對於

本報告書有任何疑問與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聯絡資訊如下：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處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號
電話：(02)2772-5678
公司網址：http://www.mingtai.com.tw
電子信箱：chr@msig-mingtai.com.tw

報告書主軸

本報告書以「以人為本，關懷族群」為主軸，與利

害關係人溝通明台保險的願景。在當今社會對企業

的期待越來越高的環境下，明台致力於「展現企業

專業能力，為社會提供服務價值」，不僅要實現一

直以來所堅持的「最貼心的國際產物保險公司」，

更要落實企業對於經濟、環境、社會、往來伙伴及

員工與股東的責任，提供給大眾更安全、更安心的

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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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2005年 9月明台加入三井住友海上集團，成為其旗下一員，除持續致力於深耕台灣本土市場外，更配合產

業國際化腳步以及集團的經營策略，將多樣化的保險商品與綿密的服務觸角延伸至全球各地，提供國際化的

保險服務予全球華人。三井住友海上集團於 2010年 4月 1月起，與愛和誼損害保險株式會社、日生同和損

害保險株式會社整併，更名為 MS&AD保險集團。

明台保險的母公司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簡稱 MSI )為 MS&AD保險集團的成員，MS&AD保險

集團訂定的 Mission、Vision、Value是旗下所有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

MS&AD 保險集團追求的目標  Our Mission, Vision and Value

經營理念／ Mission
透過全球保險與金融服務事業，提供安心與安全，促進社會的蓬勃發展，創造穩健的地球環境。

經營願景／ Vision  (明台追求的企業形象 )
以身為世界頂尖保險集團「MS&AD」的成員為榮，成為台灣最貼心的國際產物保險公司，提升企業價值，

追求永續發展。

行動方針／ Value
客戶第一　我們的行動，永遠都是為了讓客戶安心和滿意。

誠信正直　我們以誠實、親切、公平、公正的態度對待任何事、任何人。

團隊合作　我們尊重不同的個性和意見，分享彼此的知識與創見，共同成長。

改革創新　我們傾聽利害關係人的聲音，時時反省檢視自己的工作。

專業素養　我們持續自我學習與要求，隨時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Top Message

 『透過全球保險與金融服務事業，提供安心與安全，促進社會的蓬勃發展，創造穩健的地球環境』

身為 MS&AD集團的一分子，明台在這個經營理念之下，務實地展開各項業務活動。2007年即訂定行動 

憲章，明確點出所有業務活動與發想的出發點應顧及七大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這幾年，除致力推動各項內部革新活動，加強公司治理與經營運作外，CSR活動開展至今，也從單純地 

捐贈或關懷弱勢，逐步轉向與保險專業結合，希望盡可能多面向地運用本業的資源，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 

心力。

這是我們首次將兩年 (2013年 ~2014年 )的活動內容獨立編製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藉由此報告書的 

發行，重新自我檢視，並了解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重點。我們期許自己在規劃未來之時，不忘秉持 

初衷，亦即，在經營理念與行動憲章的精神之下，持續提升企業價值，追求與利害關係人之共存共榮。

Vice Chai rman    Takada M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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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簡介

明台保險自 1961年成立至今已有 50多年歷史，為國內市占率第四之專業產物保險公司。2005年 9月成為日

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致力於成為台灣最貼心的國際產物保險公司，志在

守護客戶的託付，以人本精神出發，承諾客戶一個安心的未來，並以創新營運模式創造利害關係人的最大利益，

承襲母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投入各項社會關懷、環境保護與企業營業活動，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誠信經營  以人為本

日系處

日系營業部

會計部

車險業務部

董事會

總稽核

稽核部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總經理

系統企劃處

銷售區

企業經營處

營業推進處

銷售本部

銷售管理部

金融保險營業推進部

車險營業推進部

通路營業推進部

後勤支援本部系統企劃本部

財務處

資源管理處

人力資源部

業務流程改革推進部

資訊部

財務管理部

總務管理部

精算部

經營企劃部

商品本部

再保險管理部

核保一處

核保二處

理賠處

火災暨新種保險業務部

傷害暨醫療保險部

商業保險理賠部

海上保險業務部

個人保險理賠部

損害防阻部

商品企劃部
區
理
賠
中
心

區
核
保
中
心

股東會

監察人

董事長處

企業營業部

大台北銷售區 

北羅花銷售區

桃竹苗銷售區

大台中銷售區

雲嘉南銷售區

高鳳屏銷售區

台北分公司

板橋分公司
新莊分公司
羅東分公司
花蓮分公司

 桃園分公司
新竹分公司   
苗栗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
彰化分公司    
南投分公司  

嘉義分公司
斗六分公司     
新營分公司
台南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屏東分公司

經營管理委員會

法遵暨內控委員會

資訊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投資委員會

風控長

風險管理部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法令遵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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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船體及漁船保險

明台保險一直維持穩健的經營模式，期望以良好的

服務品質帶動業務成長，在經營團隊與同仁的努力

與堅持下，2014年 12月底時點，於台灣共設有 17

家分公司、29個通訊處，總資產新台幣 24,577佰

萬元；總負債新台幣 16,541佰萬元；股東權益 8,036

佰萬元。

服務項目與範圍

明台保險針對不同客戶的需求，提供多元的保險服

務內容，以回應不同族群的需要。個人險重點在

於提供客戶生活及娛樂的安心保障，包含汽機車強 

制險、汽車任意險、旅遊綜合險、住宅火災保險、

健康保險、個人傷害險及高爾夫球險；商業險則著

重於降低企業的營運風險，包含商業火險、商業工

程險、貨物運輸保險、船舶航空保險、商業新險種。

另外，還有特別的寵物保險與運動員保險，突破產

物保險的印象，立足人本精神，思考明台保險可以

提供給大眾何種保障。透過多元的服務類型，我們

期許能夠成為每一位客戶在生活上與工作場域中強

而有力的後盾。

02 經營績效

汽 (機 )車保險

其他保險

火災保險及附加險
貨物運輸保險

工程保險

各項服務比例

2014  |  合計 100%

55.89% 3.99 % 21.40 %

2.78%

2.43%
13.51%

服務網絡

分公司 |

台北、板橋、新莊、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嘉義、斗六、新營、台南、高雄、屏東、花蓮、

羅東

通訊處 |

中山、新店、南港、北投、基隆、松山、三重、樹林、

中和、土城、中壢、南崁、頭份、苑裡、豐原、沙鹿、

員林、埔里、北港、佳里、永康、鳳山、岡山、澎湖、

潮州、東港、玉里、台東、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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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公司治理

明台保險堅持「追求永續發展，提升企業價值」

的經營理念，以高標準擬定公司治理與相關 

規章，透過健全與有效的董事會以及各功能性

委員會運作，佐以稽核單位對內部控制制度的

查核與監督，推行公司治理事宜，主動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妥善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重

要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公司治理架構

董事會

明台保險董事會由七位於保險、商務與管理有豐富

經驗與專業的董事所組成，負責公司重大業務及 

營運方向之擬定，並設兩位具法律背景之監察人，

監督業務執行與財務狀況查核。董事會以倫理道德

標準為行動指標並恪守相關法令與規則。

為建立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制，並避免最高治理單位之利益衝突狀況，

明台訂有下記規章以為規範：

1.公司章程

2.董事會議事規範

3.經營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4.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

5.衍生性金融商品處理程序

6. 董事會各項議案確實執行利害關係人之迴避 

政策，並定期於公司網站及資訊公開觀測站公佈

揭露各事項 (包含財務、業務、股東、投資⋯等 

資訊 )。

董事與監察人名單  2014年 12月 31日

董事

熊谷真樹
日商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

董事

高田真樹

董事

鄭振榮

董事

古育民

董事

周志華

董事

吉田英夫

董事

河本圭介

監察人

連元龍

稽核

風控長

系統企劃

本部

後勤支援

本部
商品本部

總機構法令

遵循主管

風險管理

委員會

法遵暨

內控

委員會

人事

委員會

資訊

委員會

董事會

總經理

股東會

董事長 投資

委員會

經營管理

委員會

銷售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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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風險管理意識與文化

採行「由上到下」及「由下往上」遵循風險辨識、 

評估、因應、監控、報告、揭露之風險管理流程， 

以求全體員工對於公司所面臨之風險具有一定程度

的認知。並以風險管理政策為最高風險指導原則， 

加以風險管理準則進行整合性風險管理，再以個別 

風險管理辦法作為各業務單位執行個別風險管理 

之依據。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董事會

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承

擔整體風險管理之最終責

任。

風險管理部

獨立於業務單位外，負責 

公司日常風險監控、衡量及

評估。

風險管理委員會

擬定風險管理政策、架構、

組織功能，建立質化與量

化之管理標準，定期向董

事會提出報告與反應風險

管理執行狀況。

業務單位

依據現行相關法規揭露

各單位之風險狀況。

危機反應機制：營運持續專案

明台保險建置營運持續專案 (BCP)之目的在於當災

害發生並影響公司正常運作時，能迅速恢復公司的

秩序和營運。本專案內容包括專案的啟動程序及建

置恢復公司營運所必要的資源、步驟及系統的需求，

範圍適用於本公司所有內部活動。

營運持續專案九大準則

1.董事會和高階管理階層應負責公司之營運持續 

管理。

2.納入日常營運活動並具體實踐。

3.定期、徹底的測試。

4.制定恢復重要營運機能之對策並設定復原之目標

時間。

5.掌握並能適當減緩重要營運機能間相互影響之 

風險。

6.對大範圍之營業中斷事故規劃應變計劃。

7.採行分散對策，以減輕重要營運機能之集中風險。

8.普及化，並有保全基礎建設的措施。

9.確實演練。

營運持續專案 -軟硬體設施提升計畫
本計畫係預先針對災害進行事前準備，以確保營

運持續計畫之功能得以有效發揮。以人身安全為 

首要，其次為重要業務、IT及通訊等，規畫優先順

序及時程，未來亦將逐步進行提升。

目前完成項目有

建置員工安全確認系統

於災害發生後，能迅速確認員工安全及確保緊急時

通訊之方法。

員工個人緊急避難包

災害發生後，可確保員工能暫時自力救濟及維持生

命等待援助。

總公司建物抗震補強初步評估

主要為評估建物是否可經由補強提升耐震強度。

異地備援機房耐震提升

配合備援建物耐震強度進行提升。

• 維持公司營運
• 減少公司財物損失

• 重建營運機能
• 回復過往水準
• 準備承接新業務或營運活動

維持

重建

復原

• 規劃時程內復原
• 迅速重新啟動重要營運機能，以履行
未盡之商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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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內部控制專案 (ICP)
明台保險於 2001年 12月開始建置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並於 2009年成立法遵暨內控委員會，於委

員會中決議重新建置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並於同

年 8月完成，同時訂定相關規範，據以實施內部 

控制。2014年 6月起，為檢視內部控制作業機制

與強化內部控制架構，以達成提升作業品質、避免

發生不法不誠實案件、及預防作業疏忽造成金錢

損失或信用風險，明台保險啟動「加強內部控制 

專案」，藉以提升管理效率，進而使內部控制制度

更加地全面性並且具備防患未然之效果。此外也導

入顧問服務，以確保專案執行效能以及方向正確。

明台保險承襲 MS&AD集團之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於 2007年起導入行動憲章，作為公司長期發展的基礎 

及員工行動準則。行動憲章明確界定客戶、股東、通路伙伴、廠商、員工、社會及環境為明台之七大利害 

關係人，透過承諾以及行動的落實，積極溝通並回應關係人對明台之期待，並以之為明台業務與未來發展的

重要參考依據。

七大利害關係人

一、對客戶的責任  以「客戶滿意」為事業活動的原點，提供最高品質的風險解決與管理服務。
二、對股東的責任  透過企業價值的提昇與適當的利益回饋，回應股東的期待。
三、對通路伙伴的責任  和「重要事業伙伴」代理人、經紀人及其他通路伙伴相互合作，共創繁榮。
四、對廠商 ( 交易對象 ) 的責任  和廠商 ( 交易對象 ) 保持健全的關係，共同發揮社會責任。

五、對員工的責任  創造讓公司的重要支柱－員工，樂於工作的職場環境。
六、對台灣社會、國際社會的責任  與台灣社會、國際社會建構良好關係，追求相互的良好發展。
七、對環境的責任  面對未來，致力改善並維護地球環境。

ICP專案內容
以現行內控制度為基礎，納入主管機關要求項目一

併檢視，ICP透過重新檢視各作業流程，發現潛在

作業問題並進行更新或修正，亦檢視既有內控控制

點並針對不足處加強相關功能之建置，適時改善並

強化控制活動之管理，提高內控水準。明確訂定

內部控制作業細則，提供各部門執行方針及檢視 

項目，以評估其內控作業之涵蓋性、妥適性與有 

效性。本專案分為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於總公司

進行，執行單位為總公司各部門；第二階段係將內

控作業推展至分公司，執行單位為分公司，執行前

分公司得先於總公司相關部門試執行，以驗證執行

計畫之成效，再依其預定計畫方式執行。

加強內部控制專案四大特點為

導入顧問服務，與其進行諮詢、合作，

並請其提供建議，以確保專案執行之

方向正確及執行效能。

彙整統一內控文件格式之簽核流程，

以使專案具有彈性且得即時配合法令

函釋之變動。

導入
顧問

簡化
流程

加強
訓練

自行
評估

提供內部控制教育訓練之教材，以加

強各部門同仁內控意識並提升內控敏

感度。

為檢視專案成效，由各部門進行其內

部控制作業之簡報，並協助其重新檢

視自行評估機制，日後得以隨時改善

其內控作業。

董事會

客戶

通路伙伴

廠商

員工社會

環境

股東

明台
七大利害
關係人

總經理

法遵暨內控委員會

ICP專案工作小組

05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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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鑑別重大考量面

明台保險依循國際 AA1000標準與 GRI G4指南等兩項原則，針對各類型的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以界定出

明台保險需持續關注的重大議題，所採取的方式與程序如下：

核心小組盤點相關議題 統計問卷結果

議題重要性排序

評估重大議題

界定矩陣

針對考量面篩選

並制定問卷

核心小組盤點相關議題

核心小組透過各部門與各利害關係人互動回

饋，盤點出對明台保險相對重要的議題。

針對考量面進行篩選並制定問卷

分析各議題與 GRI G4指標考量面的關聯

性，排除與金融產業關聯性較低的指標並且

制定問卷。

01

01 1 12 23

2 13 24

3 14 25

4 15 26

5 16 27

6 17 28

7 18 29

8 19 30

9 20 31

10 21 32

11 22 33

03

02

04

02 03 04

統計問卷結果，議題重要性排序

提供問卷給各利害關係人，回收問卷後統計

分數，根據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將議題之重

要性予以排序。

評估重大議題，界定矩陣

設定議題最高總分之 75%為重大議題，確

認出明台保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重大性考

量矩陣，並依此做為報告書議題揭露的依循

方向。 

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間接經濟衝擊

採購實務

能源

水

遵守環境法規

雇用關係

勞雇關係

職業安全與衛生

培訓與教育

低

高

企
業
營
運
衝
擊
度

外部關注度程度 高

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性別同酬

供應商勞動條件評估

勞動條件申訴機制

負責的投資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約

童工

強迫或強制勞動

員工人權評估

供應商人權評估

人權申訴機制

當地社區

反貪污

不公平競爭行為

遵守公司營運法規

對社會衝擊之申訴機制

社區參與

顧客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標示

行銷傳播

顧客隱私權

遵守產品法規

2

3

4

20

56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7

13

8

18

14

9

12

11

16

15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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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考量面識別結果

類別
組織

內部 外部

經濟面

經濟績效 ● ●

市場形象 ● ●

間接經濟衝擊 ●

採購實務 ●

環境面

能源 ●

水 ●

遵守環境法規 ●

社會面

勞動條件

雇用關係 ● ●

勞雇關係 ● ●

職業安全與衛生 ● ●

培訓與教育 ● ●

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 ●

性別同酬 ● ●

供應商勞動條件評估 ●

勞動條件申訴機制 ●

人權

負責的投資 ● ●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約 ●

童工 ● ●

強迫或強制勞動 ● ●

員工人權評估 ● ●

供應商人權評估 ● ●

人權申訴機制 ●

社會

當地社區 ●

反貪污 ● ●

不公平競爭行為 ●

遵守公司營運法規 ● ●

對社會衝擊之申訴機制 ●

社區參與 ● ●

產品責任

顧客健康與安全 ● ●

產品與服務標示 ● ●

行銷傳播 ● ●

顧客隱私權 ● ●

遵守產品法規 ● ●

● 表示具重要性且具實質性

雙向溝通：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

類型 主要對象 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

股東

單一股東

(即母公司三井住
友海上火災保險株

式會社 )

• 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
• 獲取利潤與穩定成長
• 企業價值最大化

1. 組織章程。
2. 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
3. 定期揭露營運及財務等各類資訊於官網與保險業
資訊公開觀測站。

客戶

個人保戶

法人保戶

潛在客戶

• 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
• 產品內容與理賠服務
• 個人資料保護
• 緊急狀況時的應變能力
• 法令遵循

1. 設客戶服務部門、申訴專線及網站信箱並由專人
負責監看。

2. 建立客戶申訴案件 SOP，處理回報及追蹤控管
機制。

3. 定期公佈客戶申訴案件件數。
4. 24小時免費理賠服務電話及事故現場處理服務。
5. 完整資安措施 /設置資訊委員會 /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規範。

6. 定期揭露營運及財務等各類資訊於官網與保險業
資訊公開觀測站。

7. Facebook粉絲團。

員工

新進員工

在職員工

離職員工

• 自我成就與工作價值
• 薪資與福利政策
• 升遷公平與教育訓練制度
•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1. 直接溝通會議 (Frank Meeting)。
2. 成立企業工會，定期舉行勞資會議。
3. 人員績效考核方式制度透明化。
4. 性騷擾申訴專線。
5. E化線上學習平台 /定期發送內部溝通資訊 (電
子報等 )。

6. 定期宣導 (EIP等 )、導入家庭日等活動。

合作

伙伴

協力廠商

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

 • 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
 • 競爭公平 /業務配合
 • 法令遵循
 • 市場形象
 • 產品競爭力

1.廠商交易、價格議定，採制度化且公開透明之議
價會議方式。

2. 與業務往來對象，共同建立遵守法令與自律規範
之合作意識。

3. 定期往來拜訪，建立穩定長期的合作關係。

社區

營運所在地周圍

社區居民

NGO

 • 法令遵循
 • 誠實納稅
 • 回饋社會

1. 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性質之公益性活動。
2. 捐助學校、公益團體、政府機關團體之公益性 
活動。

3. 鼓勵全國各分支單位舉辦地區性弱勢團體關懷與
公益性活動。

主管

機關

金管會

保險局

同業公會

• 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
• 同業公平競爭
• 風險內控 /法令遵循
• 保戶理賠

1. 定期接受主管機關與母公司之查核與監督。
2. 定期公開揭露各種營運與財務相關資訊。
3. 建立內控組織與制度。
4. 積極參與公會活動並指派代表參與各委員會。

媒體
報章雜誌

網路

• 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
• 績效穩定成長
• 產品發佈、保戶理賠
• 法令遵循

1. 定期進行餐敘或聚會，暢通溝通管道。
2. 定期發布新聞稿，以及針對重大性事件發布新聞
與聲明稿。

3. 不定期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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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族群  信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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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族群  信賴服務

這兩年明台保險營運穩定發展，我們抱持以人為本的精神，積極關懷不同族群，透過風險管理和過去累積的

豐厚服務實力，看見環境趨勢、傾聽社會及客戶的聲音。

因此，我們發展出有別於傳統的創新商品，回應市場的需求，並加強個人資料的保護機制，提供值得客戶信

賴的安心服務，以及成立臉書安全聚樂部，分享全方位的安全資訊。秉持 MS&AD集團的經營理念，希望能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透過本業的力量，守護台灣無形的資產與精神。

事實上，很多需求都是被挖掘出來的，在開發設計

的過程多少都會經歷一些波折。明台的母公司日本

三井住友海上擁有豐富的商品設計經驗與資源， 

我們活用這項優勢，思考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種

族群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明台保險可以怎麼設計 

商品？所以，某些商品的開發不全然是為了實質的

利潤績效，而是明台想透過專業能力回饋社會，展

現我們的服務價值，例如運動員團體傷害保險與寵

物保險，這些商品雖然並非主力商品，但我們依然

決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資源，透過保險專業去

回應社會的需求。

長期支持與關心台灣棒球發展

明台保險與中華職棒的淵源很深，從中華職棒元年

開始承保公共意外險，為球迷朋友做球場意外事件

之最完善的保障與理賠服務，維護球迷進場觀賽的

權益；公司也持續贊助職棒的活動，也有同事自願

擔任中華職棒的志工。

但，公共意外險的被保對象是球迷，這也讓我們思

考除了關懷球迷之外，其實在球場上的選手也應該

是需要被保障的一個族群。雖然公司無法用大量資

金去投資一支球隊，但透過這個與體育署合作的 

機會，我們用不同的專業，不同的角度與方式， 

默默為國家的體育發展盡一份心力。

保險核心能力支持台灣運動

保險公司開發商品基本上都是為了公司營運與保費

收入，但開發這項運動員保險，其實背後蘊含著想

為台灣體育盡一份心力之意。回想當初，其他同業評 

估後，皆因難以對挹注公司營運有重大效益，而未 

展現積極開發意願。但因明台與棒球有很深的 

連結，秉持關懷各種族群的理念，我們決定承接這

個案子。

體育署希望明台可以透過保險上的專業與經驗， 

協助解決當時的困境。對體育署來說，最需要承保

的就是奧運或亞運國家代表隊，這些運動員都是台

灣各運動領域的菁英，希望能夠給予他們保障， 

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發揮所長。合作開發期間， 

金管會與體育署全力支持並協助對外溝通，像是發

新聞稿等。我們真心期望能為這些選手提供更好的

保障與運動環境。

01 創新商品

運動員團體傷害保險

2014年仁川亞運，中華職棒因顧慮球員受傷影響

例行賽，婉拒徵召參賽。這次事件，讓自 2000年 

以來即承接中華職棒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的明台 

深感惋惜，並接收到社會的需求，認為除了觀賽的

民眾外，也應對上場打拼的球員提供更多的保障。

秉持這份意念，結合母公司棒球相關的保險經驗，

為台灣運動員量身打造運動員保險，為球員的運動

傷害以及失能的風險提供保障，讓選手能安心地上

場爭取榮譽。

商品設計經辦

副理 楊士賢

傷害暨醫療保險部

經理 方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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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明台保險的溫度與高度

近年來大家開始關注寵物的議題，流浪貓狗、收容

所品質、寵物安樂死與呼籲「認養代替購買」等。

就我的觀察，其實台灣的飼主們對寵物險有著很高

的期待，尤其是寵物險在國外已經行之有年，但

也存在擔心與害怕，因為不知道政府的政策態度， 

寵物險的輪廓並不明確。

明台保險在這種大環境的氛圍之下，願意開發寵 

物險，協助寵物與飼主這個族群，讓我感覺明台

是個很有「溫度」的企業，真心願意去主動關懷

社會的角落。

寵物保險

台灣飼養寵物的人數越來越多，再加上台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的趨勢，大人將寵物視為孩子般呵護，小孩

將寵物視為手足般陪伴。然而，當毛小孩遭受意外及傷害事故時，醫療費用不僅高得嚇人，亦無管道取得保

障，往往讓飼主傷心又傷荷包。明台保險看到飼主將毛小孩視為家人的感情，希望透過開發寵物保險，減輕

飼主的負擔，延續寵物的生命也保障牠們樂活的權益。

關懷寵物族群 提出解決方案
我們發現一直有需要寵物險的聲音，同業們其實

也都認同且有研究，但畢竟不是主流市場，並沒

有特別積極發展。我們希望傳達寵物們不是物品

或是財產的概念，寵物是生命也有感情，牠們值

得人類付出更多關懷與照顧。

事實上，國外早有寵物險的服務，明台保險看到

台灣養寵物的人比例越來越高，也發現寵物的 

醫療費其實不便宜，因此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可以

發展的市場。同時我們的母公司在日本也有發展

寵物險的商品，所以對我們而言進入的門檻相較

容易。

推出的第一年我們參加了一個寵物展，當時就有

很多飼主主動詢問，並且花時間聽我們解說， 

這其實反映了部分飼主們的觀念已經在轉變，他們 

已把寵物當作家人或朋友對待，不單只是物品或

僅看成個人財產。

寵物保險

顧問醫師

傷害暨醫療保險部

經理 方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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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信賴服務

一直以來明台冀望成為最貼心的國際產物保險 

公司，我們認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才能獲取

客戶的信賴，進而為公司帶來成長。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專案

除了透過保險商品提供保戶財產及人身上的保障，

遭遇事故時提供快速的理賠服務及關懷，對於保戶

交付給明台的個人隱私資料，在公司內部也透過

嚴謹的管理制度層層把關，以保護保戶們的個資 

不外洩。這是我們的承諾，也是作為保險公司應盡

的責任與義務。為了加強對個資的保護，明台保險

自 2013年 1月 23日起啟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專案」(以下簡稱個資專案 )。

個資專案的目標是為了降低個人資料外流的風險，

並且確保各項作業皆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  

Facebook粉絲團─明台安全聚樂部
現今網路已成為大眾生活中最常接觸的平台，許多

企業也紛紛投入社群平台與消費者進行直接溝通。

明台秉持事前預防勝於事後補救的觀念，成立了一

個可以隨時提供大眾安全知識的臉書粉絲團「明台

安全聚樂部」，透過網路持續且及時的資訊發佈， 

補強安全宣導的不足，希望能達到教育大眾的目的，

同時建立明台是安全領域最值得信賴的專家形象。

此外，透過臉書上的互動，期望能夠更加貼近粉絲

的生活，了解粉絲的想法並且產生多元的火花。

平台成立之初，明台保險即賦予「明台安全聚樂部」

一項重責大任，其必須能喚起大眾對生活安全議題

的重視，並且廣泛溝通安全知識。因此，明台安全

聚樂部配合季節與時事，持續規劃各項安全專題，

如夏日戲水、颱風防災、就學期間之校園安全宣導

等，同時也嘗試將安全議題結合影音內容，以趣味、

幽默的短劇或短片傳遞各種安全議題與資訊，讓粉

絲用輕鬆的方式接收明台的安全訊息，在潛移默化

中提升對危險的警覺與對安全的認識，懂得自我保

護，減低意外傷害發生。

此外，明台也會不定時在平台發布員工家庭日活

動的狀況與公司獲獎的捷報，以及校園安全音樂

劇巡演的訊息，冀望能讓粉絲更加了解明台的品牌 

精神、更深入的認識明台，把明台運用專業回饋社

會的理念傳達給粉絲，拋磚引玉鼓勵大眾，讓更多

同時，為了保障個資當事人的權利，並避免面臨法

律或訴訟風險，明台保險也全力保全稽核紀錄。 

此外，公司內部亦落實執行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使全體員工嚴謹蒐集、處理及利用個資，進而使 

個資保護成為公司企業文化。

個資專案啟動後，目前已經建立公司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組織及工作職掌表，以加強保障個資當事

人之權利，落實個資保護管理之精神，全體員工 

皆為組織成員，並且明確其組織架構及職責。詳如

下表：

個資管理代表人

總經理

日常監督人員

副總 / 協理

專案管理辦公室

個資工作小組

個資保護管理人

組長 / 組員

個資保護代表權人

各單位
經理 / 主任

公司對外之個資代表人，

協助確認專案範圍、追蹤

專案進度、協調衝突與決

定必要之重大議題。

為個資管理相關的高風險

單位或系統。協助負責 

每日監督組織政策遵循之

人，並實際參與專案各項

工作。

於專案執行中負責各項工

作之進行及覆核產出。

實際管理個人資料之人，

並實際參與專案各項 

工作。

負責監督公司日常作業中

個資法之遵循狀況。

資源投入保障生活安全的各種行動中。同時，為了

增加粉絲對粉絲專頁的連結，提高互動與回應率， 

明台不定時會張貼日常生活的有趣資訊，或透過安

全問答抽獎活動提供粉絲各種重要資訊，藉由寓教

於「獎」的方式強化粉絲對安全的注意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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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台保險在招募員工時，秉持平等的就業機會原則，

不分性別、種族、年齡、宗教等，提供公平的工作

機會，男女性新進人員的起薪皆同，無差別待遇。

透過公開的方式徵選，考量應徵者的能力、技術、 

知識與任職意願等因素，與所有員工簽訂勞動 

契約，並遵守「勞動基準法」等各項規定，不侷限員

工的結社自由；員工可以依個人意願加入明台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工會」，

這也是台灣產險業唯一的工會組織）。公司與工會

簽訂「團體協約」，保障工會會員的權益並提供順

暢的溝通管道。同時，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扣除退休人員之離

職率為 4.25%，低流動率反映公司穩定與環境氛 

圍良好。明台保險希望持續創造公平合理的就業 

環境，並將社會關懷落實於公司人力架構。

性別比

總員工人數 1,253人

受團體協約員工

之保護員工

僱用身心障礙比

高於法定要求 1%

01 人力概況

健康職場  共同成長

02 真心對待

明台保險將員工視為最珍貴的資產，透過培養員工

的專業能力及對企業理念的認同，猶如為資產增值，

進而帶動公司的穩健成長。因此，明台將「人才」

定義為「人財」，透過公司內部與 MS&AD集團的

教育訓練培養「人財」，並持續打造溫暖且舒適的

工作環境，提高其工作效率，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

56%

98%

74%

2%

26%

44%

○ 男
○ 女

○ 非身心障礙員工
○ 身心障員工

○ 是
○ 否

例如：Frank Meeting、人事面談，讓員工的反饋與

建議，可以順暢且即時地獲得處理。明台保險堅信，

每位員工都是公司重要的靈魂，真心對待每一位員

工並且付出成本與資源，公司與員工才能一起茁壯，

攜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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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我珍貴且幸運的一年，於 7月派駐日本母公司國際業務部，

負責 MSI集團海外理賠服務，期間恰好發生泰國世紀大洪水，又獲指

派至 MSI Thailand Branch支援 FDC(Flood Disaster Control center)

理賠管理 1年，於 2014年 4月返回明台經營企劃部，目前主要負責預、

決算分析管理。

在海外的工作經驗帶給我相當多的收穫。在案件處理的過程中，了解各

國理賠實務的差異；並學習到從公司經營 (核保利潤、風險管理、客戶

服務等 )的角度，檢視理賠服務的提升；不僅擴大了視野，也精進了理

賠處理的經驗與管理能力。另外，透過與國際會計師、國際保險公證人、

律師、損害鑑定專家等國際專業人士的合作，也強化了理賠處理上的一

致性與專業度。

除了工作的歷練之外，生活上也有很好的體驗，海外生活的甘苦點滴，

與同事、朋友建立的友誼，都是我人生中最珍貴的經歷。

經營企劃部

襄理 陳威臻

完善的教育訓練

明台保險在規劃員工教育訓練時，依職務內容劃分

需求，設計教育訓練藍圖。針對新進人員舉辦入門

課程，旨在瞭解公司的經營理念、制度及保險基本

概念。除了職場內的 On the Job Training，為了有

組織、有計畫性地提升所有員工的專業能力，還備

有循序漸進的國內外各險種專業課程，並融入法令

遵循觀念，培養守法令重紀律的企業文化。針對委

任經理人與擔任管理職的員工，則設有管理職能訓

練課程。由於擁有 MS&AD集團的支援，充實的海

外訓練課程一直是明台的特色，每年派赴日本母公

司職場實習、制度性輪調，讓員工有國際化發展的

機會。

類別
2013-2014年
平均人次

2013-2014年
平均時數

新進人員
教育訓練

46 681

保險專業課程
-海外 26 573

保險專業課程
-國內 2,715 7,392

管理職能課程 214 1,483

E-learning 18,432 16,208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每年 5月與 10月會舉辦兩天一夜的新人訓練，主要 

目的是讓新進員工了解公司經營及保險的基本概念

與知識，2013-2014年間的課程包含：公司願景與

經營策略、基本核保、理賠與營業概念、人事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法令遵循、稽核、個資與壓力管理

等課程。

保險專業課程

明台在招募人財時並不限定保險金融背景，公司本身

會提供員工完整的專業培訓課程，也會依業務需求指

Emerging Leaders Program課程感想

這個課程全程使用英語，在新加坡管理大學舉辦，7天的授課當中分享

集團內主管領導的藝術及主管決策技巧。很榮幸於 2014年代表 MSIG

明台參與第九屆的課程，學員們來自集團內亞洲、大洋洲、澳洲等各 

據點，藉由個案討論，分享不同國家的經驗，從中學習到在目前快速轉

變的時代中，如何創造公司的品牌形象，另闢藍海市場，而非於既定的

紅海市場競爭。在本課程研習後獲益極大，我會與同仁們分享，期待為

公司貢獻己力。

火災暨新種

保險業務部

經理 朱文金

派員工參與產物保險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等外部專業訓練機構的課程。此外，明台保險也定

期參與國際再保險公司、國際經紀人公司、母公司與

MS&AD集團的海外訓練課程，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

並與國際趨勢接軌。2013-2014年間的課程包含：

車險理賠初級班、火災暨新種保險意外險研習班、

Guy Carpenter主辦之 Marine & Energy Insurance 

Seminar、MSIG Holdings(Asia)舉辦的 SMU-MSIG 

Emerging Leaders Program( 集團內小型 EMBA 

課程 ) 等。

其中，每年日本母公司都會舉辦職場實習活動，集合 

海外各據點的員工，透過實際體驗日本的職場與面

對面地交流，瞭解母公司各部門的運作，互相切磋

學習，進而創造集團共通的企業文化及價值觀。

2013-2014年間的課程包含：Global Accounting、

Marketing、Global IT、Global Claims Services、

Automobile Results Control等。

管理職能課程

針對公司管理階級，每年固定舉辦管理課程，其

目的是為了讓主管們對於經營與人財管理上有所 

增進，2013-2014年間的課程包含：當責執行力與

工作指導。

E-learning 

明台保險除了安排實體課程之外，也鼓勵員工多使

用線上學習，希望可以給予員工更彈性且更有效率

的學習方式。E-learning主要安排全體員工的必修

課程，課程內容：洗錢防制法、性騷擾防制法、客

戶申訴案件管理、員工申訴管道、員工不誠實或不

法行為之管理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此平台上亦

有保險專業課程，例如汽車肇責分攤處理原則、工

程保險簡介等，提供員工多元化多面向的管道，以

提升保險本業的專業。

制度性輪調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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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環境改造

明台保險希望能提供一個最溫暖的工作環境給 

員工，近五年陸續整修總公司與各分公司及通訊

處的辦公室，打造友善且安全舒適的辦公空間。 

此外，設立哺乳室，平緩新手媽媽員工哺乳的不適

應與擔憂。

更舒適的辦公環境

自 2009年起從總公司開始陸續整修了各分公司的

辦公室，採取相同的隔間規格與米白原木系的風格，

營造柔和、明亮、整齊的辦公環境。並且，照明燈

具全數採用省電裝置，2013年至 2014年完成了

12間分公司的整修，截至 2014年底為止，總公司

與全台 16間分公司的辦公環境已全數整修完成。

▲ 南港辦公室整修前

▲ 南港辦公室整修後

123小房間

明台保險於法規尚未強制要求需提供哺乳室給女性

員工前，就先在總公司設立了哺乳室，並且提供 

沙發、消毒酒精、母奶袋與衛生紙等，各辦公樓層也

都有配置冰箱，希望可以緩和哺乳媽媽的緊張和不 

適應，也減輕剛結束產假回到工作崗位的各種壓力。

當了母乳媽媽後才知道哺乳室的重要，我覺得在這

邊上班的媽媽們都很幸福，有這項專屬的福利， 

有時候我會在哺乳室遇到一些前輩媽媽，大家總是

可以分享兼顧工作和當新手媽媽的緊張和問題， 

甚至像哺乳媽媽最怕的塞奶或乳腺炎等相關問題， 

大家都會熱心分享，讓我在需要兼顧上班與照顧小

孩的這條路走的更加順暢。一開始總公司的哺乳室

是沒有隔間的，因總務部的體貼現在哺乳室已經有

了拉簾，隱私程度增加，雖然哺乳室設在會議室旁，

有時候會很不好意思，因為擠奶器的馬達可能會吵到

會議中的同事，但公司有這項貼心的設施讓我們這些

職業婦女更加能安心工作，令人很感動！

新手媽咪怎麼說

順暢的員工溝通管道

明台保險溝通管道多元，可透過直接與主管、法遵

部門、人資部門反映，或是透過內部網站及工會等

方式。除了於每年訂定個人工作績效目標時，由單

位主管與員工面談，共同訂定工作目標外，公司

也固定在各分公司與各部門舉行 Frank Meeting， 

採不設定主題且直屬主管不參與的方式，進行經營

層與中階幹部的多對多開放性對談。另外，以五年

為目標，人資部與全體一千多名員工進行一對一人

事面談，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同事對公司的想法， 

傾聽員工的建議，檢視公司發佈的政策，員工在

理解或認知上是否產生落差等。事實上，Frank 

Meeting及人事面談所反應出的問題，部分議題立

即獲得改善，而部分建議亦被納入今後決策之考量。

明台保險與工會

明台為目前全台唯一有工會的產險公司，並且固定

每季舉行勞資會議。明台保險與工會之間是和諧互

惠的關係，且由員工自行決定是否要參加工會，公

司並不干涉。而工會對公司而言也是重要的溝通管

道之一，工會會為會員爭取權益，並針對某些政策

與運作給予公司建議，也協助代為轉達公司的新政

策並與會員們溝通，工會並分享他們看到或是遇到

的問題，讓公司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更緊密也更和諧。

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黃金假

現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大，明台保險認為員工

需維持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才能在工作上有亮

眼的表現。所以除了優於勞基法規定的休假之外，

另外提供連續五天的帶薪黃金假，新進員工進入公

司第三年起每年享有該福利。黃金假起源於日本的

黃金週，公司規定黃金假可以自由的使用於全年的

任何時間點，但需一次連續休五天，不可分開使用，

單位主管亦負有督促員工確實休假之責。明台相信

長時間的工作之後，適時的休假有助於員工調整身

心狀況、釋放壓力、平衡家庭關係。另一方面，也

得以藉此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不因休假而讓業務

空轉。

特殊的獎勵機制

優秀員工至日本母公司觀摩學習

三井住友海上為鼓舞海外優秀員工、加強海外據點

間的交流、促進海外員工對日本及母公司的理解，

每年提供含明台保險的海外各據點一定名額到日本

母公司觀摩參訪 (明台近年來每年有三位名額 )， 

此活動的特色之一是無語言能力限制，即使沒有語

文優勢也能近距離體驗日本文化與母公司。希望透

過這樣的機制，為員工塑造一個 Role model，也激

勵其他同仁，促進員工們在工作上可以發揮更多的

潛力。

人力資源部

經理 蕭育仁

透過 Frank Meeting或人事面談有時會聽到一些

意料之外的聲音，例如前一陣子我們處置了一些不 

動產，員工知道之後，在他們心理埋下了一些不安

與困惑，部分員工擔心公司縮編、自己工作不保。 

我們在會議或面談的當下就說明了資產處置的 

原委，並且舉例跟員工溝通說明，他們了解之後， 

心情也就平緩了下來。其實，這種會議或面談 

之間，我們會蒐集到員工的很多想法，若有一些狀

況是通案，多數人都這麼認為的事項，視情況我們

會做為未來修正調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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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每一個兒童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孩子們平安健康

地成長茁壯是我們共同的希望。然而，根據教育部

教安中心及明台的理賠資料，小學生的校園意外

傷害事件不少，每一起造成學童受傷的意外傷害 

事件，對國家未來的人力資源與社會發展都是一個

重大的損失。

明台保險近年來持續承保校園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認為要預防學童校園意外傷害事故，除了制度面及

校園安全宣導策略

校園安全的維護，除了教職員的提醒與關注之外，

學生自己對危險的認識也極為重要，因此，依據宣

導對象，採取不同的宣導方式。

針對教職員舉辦安全講座及校園公共意外險說明會， 

提供保險觀念、損害防阻與緊急處置的資訊。面對

面提供諮詢，讓校園中的大人們對此議題有更深的

認識，加強對校園安全的重視。

專題
校園安全  守護未來

硬體面的配合，建立學童安全風險意識及自我保護

等觀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明台將「校園

安全」設定為 CSR活動的重點項目，希望運用保險

本業所掌握的意外事故資料，研擬出適當的對策，

以損害防阻服務的專業經驗，推動事前預防，減少

校園中意外事故發生的機率，降低學童遭遇意外傷

害的可能。

而對孩子們則採用打破傳統教條式教學的音樂劇 

演出方式，將最常發生的危險狀況及處理這些問題

的注意事項融入劇情與表演橋段內，讓學童輕鬆 

學習、自然吸收，知道如何避開危險自我保護。

除主軸活動之外，搭配其他配套活動，研發輔助教

材，以層層包裹的方式，加強訊息傳散的持續性，

擴大影響力。例如 :「志工進校」，由明台員工前進

小學班級，帶領學童學習安全知識；「微電影與教

案光碟」，擴大安全知識的接觸人數；「資料夾」，

時時提醒學童們注意自身安全；「校園安全網站」，

提供教職員最即時的保險諮詢及服務。

志工進校

天使惡魔資料夾

遊戲場檢驗員培訓班

惡魔搗蛋日記

微電影

惡魔搗蛋日記

教案光碟

外星寶寶

資料夾

安全地圖

安全檢核單

校園安全網站

Facebook
安全聚樂部

主軸活動

2011年
安全講座

2012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4年

2012年
惡魔
音樂劇

2014年

2014年

2012年

2014年
外星寶寶
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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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音樂劇

音樂劇為明台保險宣傳校園安全最核心的主軸 

活動，自 2011年起，明台保險開始推行校園安全相

關活動，2012年起與刺點創作工坊合作，用全新創

作的音樂劇「惡魔搗蛋日記」進行校園安全宣導， 

獲得熱烈好評。2012年至 2014年，全省巡迴演出

場次共 62場，總觀賞人數達 22,000人。

過程中，明台保險觀察到小朋友看著音樂劇時而緊

張、時而開心，充分融入音樂劇的劇情中，為了加

深印象，每場音樂劇表演結束後，會安排劇中人物

與台下小朋友互動，用有獎徵答的方式，強化音樂

劇中所傳達的校園安全訊息。

活動接洽與戲劇演出的期間，每當明台與學校老師

進行各種互動及討論時，都會得到「這種利用戲劇

演出來進行宣導的方式從來沒有過」、「明台還有

沒有其它的戲劇」、「今天能到場的學生太少，很

明台保險讓我們覺得這個企業是真的在回饋社會，而且很認真，且長期

有規劃性的在經營。合作了快 4年，目前已製作了兩部音樂劇，從劇本

到原創音樂，明台都給與我們很大的發揮空間。有老師寫信說到，小朋

友們都會記得天使爺爺跟惡魔姊姊，像是：如果你搗蛋我就叫天使爺爺

來喔！看到這些回饋，讓人很感動。

我覺得走訪校園也是我們劇團回饋社會的方式，也因為有明台，才讓我

們可以長期的執行這樣的活動。而且，明台並沒有鎖定巡演縣市及學校

規模，我們有去過一場 1,000多人的學校，也有去過一場只有 20人的

偏鄉小學，尤其去小學校時，看到小朋友臉上特別開心的笑容，就覺得

這樣的設定是對的。

明台保險用音樂劇宣導校園安全是過去少見的方式，宣導校園安全一

直都是校園裡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班導最為了解小朋友，對學校 

而言，班導就是第一線溝通的對象，所以校園安全通常都是先對導師進

行教育訓練，然後由導師在課堂宣導或解釋。如果是災害宣導則是由消

防隊或是警察局每學期固定來學校演習與教育。比起教條式的宣導， 

明台透過音樂劇等活潑的方式，跟校方合作去宣導這些生硬的教條，這種

跳脫傳統方法，我認為小朋友更有記憶點且效果更好。另外，我認為

對一個企業而言，會願意在小學投入資源宣導校園安全，這其實很不 

容易，很感謝明台在這一塊的付出。

刺點創作工坊

製作人 張宋耀

賽嘉國小

校長 曾有欽

可惜，應該讓全校都來看」、「是否可以加入某某

類別的內容」等熱烈回應，讓明台更深刻了解校園

對於安全教育資源的渴望與需求。

有鑑於此，2014年推出第二部全新音樂劇「外星寶

寶歷險記」，內容回應校方需求，除原本的安全宣

導外，加入防範霸凌的情節。

校園安全宣導是明台 CSR的長期計劃，下一階段以

逐步擴大接觸的年齡層為目標，針對幼兒園、國中、

高中生設計多樣化的活動，開發兼具教育意義及趣

味的教材。最終希望減少校園意外傷害事件，降低

社會的整體成本，透過保險公司在損害防阻的專業

能力，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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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活動大事紀

JAN 建立「明台產物保險行動憲章」，落實對七大利害關係人的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

SEP 舉辦高階主管 CSR 教育訓練。

JUN 響應紅十字會中國四川大地震賑災捐款，員工捐出一日所得，公司亦捐贈同額款項。

AUG 發行美麗台灣筆記本，落實環境教育。

JAN 導入黃金假制度 (5 天帶薪之連續休假 )。

APR 舉辦全體員工之 CSR 教育訓練。

AUG 響應紅十字會莫拉克颱風賑災捐款，員工捐出一日所得，公司亦捐贈同額款項。

DEC
參與環保署與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舉辦之「清淨家園顧厝邊」企業行動計畫，

榮獲企業組特優。

MAR 認養「我的一畝田」，捐贈約 1,800公斤之台灣優質米予家扶中心，協助需要幫助的家庭。

APR 響應紅十字會日本 311 東北大地震賑災捐款，員工捐出一日所得，公司亦捐贈同額款項。

OCT
與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合作在台北、桃園及新竹地區舉辦兒童校園安全講座，並捐贈

500件安全導護背心供導護人員使用。

2007 2012

2014

2009

2011

2010

2008

2013

JUL
-

DEC

在員工的主動籌劃下，推出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 -原住「明」希望系列活動，包括募集
二手衣、捐贈電腦設備、發起定期募款及進行面對面的文化與生活教學等活動。

SEP 推出兒童校園安全宣導活動 -音樂劇「惡魔搗蛋日記」演出 10場；志工進校宣導校園安全；
製作並提供各校安全教學手冊及教學光碟等宣導教材。

兒童校園安全宣導活動 -音樂劇「惡魔搗蛋日記」演出 22 場，除北部地區外，巡演範圍
擴大至中南部地區，總觀賞人數突破 8,000人。

持續推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原住「明」希望系列活動。

DEC 響應日本母公司發起之菲律賓風災募款活動，發動員工樂捐，公司亦捐贈同額款項。募得

款項全數捐贈台灣世界展望會菲律賓救災專案帳戶。

兒童校園安全宣導活動 -音樂劇「惡魔搗蛋日記」及全新製作之音樂劇「外星寶寶歷險記」
演出 30場，三年累計觀賞人數已超過 22,000人。持續製作各類宣導教材。

節能行動 Eco Smile
鼓勵全體員工於日常生活中隨手做環保，透過節能行動 Eco smile線上問卷調查，將員工
的參與轉化為實際的捐贈金額，贈予中華數位人文關懷協會及舊鞋救命。

持續推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小原住「明」希望系列活動。

高雄銷售區舉辦員工定期募款活動，捐贈高雄市甲仙區寶隆國小營養午餐經費。

MAY 發放緊急避難包予全體員工。

AUG 響應高雄氣爆捐款，發動員工樂捐，公司亦捐贈同額款項。募得款項全數捐贈義勇消防總

會高雄氣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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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及分支機構

地區 機構名稱 電話 傳真 公司地址

台北總公司 總公司 (02) 2772-5678 (02) 2772-6666 106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號

大台北

台北分公司 (02) 2561-2555 (02) 2531-8860 104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69號

中山通訊處 (02) 2561-2555 (02) 2561-2866 104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69號

北投通訊處 (02) 2820-1195 (02) 2820-0524 112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 342-2號 1樓

南港通訊處 (02) 2786-8106 (02) 2785-3587 115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67號 5樓

新店通訊處 (02) 2918-2330 (02) 2918-2340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 92號 3樓

北羅花

羅東分公司 (03) 957-4900 (03) 956-6817 265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96號

花蓮分公司 (03) 856-3369 (03) 856-3368 973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 578號

板橋分公司 (02) 2960-8888 (02) 2960-8311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51號

新莊分公司 (02) 2993-9777 (02) 2993-9699 242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73號 3樓

桃竹苗

桃園分公司 (03) 335-3161 (03) 333-7794 330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229號

中壢通訊處 (03) 494-5680 (03) 494-5650 320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 329號

新竹分公司 (03) 531-6171 (03) 531-6855 300新竹市北大路 95號 5樓

苗栗分公司 (037) 32-1256 (037) 35-7398 360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36號

大台中

台中分公司 (04) 2202-1818 (04) 2202-2828 404台中市民權路 222號

豐原通訊處 (04) 2532-1532 (04) 2532-1592 427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281號 4樓

彰化分公司 (04) 725-3161 (04) 722-9240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838號 8樓

南投分公司 (049) 222-0990 (049) 222-1231 540南投縣南投市育樂路 97、99號２、3樓

雲嘉南

嘉義分公司 (05) 277-8966 (05) 277-8288 600嘉義市吳鳳北路 381號 6樓

斗六分公司 (05) 533-9345 (05) 534-3037 640雲林縣斗六市建成路 105、107號 1、2樓

台南分公司 (06) 297-0319 (06) 297-0329 708台南市永華路二段 319號

新營分公司 (06) 635-0588 (06) 635-0788 730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 115號 15樓之 1

高鳳屏

高雄分公司 (07) 226-2277 (07) 226-3366 800高雄市中正三路 55號 21樓

鳳山通訊處 (07) 742-8111 (07) 743-7619 830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 93號

屏東分公司 (08) 734-5311 (08) 732-5445 900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 195之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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