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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華郵政迄今已走過兩甲子、跨越三世紀，歷經數次組

織變革，是個擁有 2萬 6 千多名員工的大家庭，在全國各鄉、

鎮、市、區及離島廣設據點，為全國民眾提供郵務、儲匯、

壽險的普及化服務，未來仍將秉持「榮譽、責任、承諾」的

信念，希望成為「卓越服務與全民信賴的郵政公司」，永續經

營與營造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 

郵政肩負普及化任務，採郵儲壽三業合營之企業化經營

管理模式，並秉持服務第一的精神，深入了解顧客多元需求。

自民國 92 年公司化以來，持續開發新種業務、改善作業流

程。近年更致力於局屋改造及資產活化，對內照顧員工生活，

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對外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 

本公司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大眾存款及簡易人壽保險保

費收入，資金運用人員應恪守自律規範，以確保公司之永續

及穩健經營。本公司投資符合社會責任之國內上市（櫃）公

司股票，藉由履行股東行動主義，促使被投資公司重視勞工

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及公司治理問題，以提升人民福祉。 

中華郵政投資策略除追求長期穩定及安全之報酬，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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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長期效益， 並重視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ESG)之

價值並拒絕投資賭博、色情及助長戰爭發展等對社會有負面

影響之公司，使本公司資金運用更符合社會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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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為落實本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業務之推動與執

行，展現在經濟、社會及環境等面向之經營績效，塑造良好

企業形象，2019 年特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CSR）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成立「企業社會責任（CSR）

推動小組」。CSR 推動小組編制含召集人、執行秘書，並下設

公司治理組、客戶關懷組、員工照顧組、社會承諾組及環境

永續組等 5 個任務分組。CSR 推動小組召集人一職，由總經

理指定本公司高階主管擔任。CSR推動小組之組織架構如下： 

 
 

CSR 推動小組為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決策與推動單位，

CSR 推動小組會議以每年召開 1 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利害關係人之鑑別、永續經營重大主題之鑑別

及各任務分組之執行進度與結果。與會人員除任務分組成員

外，得依議案內容由召集人邀集相關部門其他人員參加。 

 

        中華郵政 CSR推動小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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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責任投資之當責組織包括董事會、資金運用委

員會及資金運用處。董事會為中華郵政公司最上位的決策團

隊，除了對總體營運政策負起責任外，亦監督高階管理階層

的政策執行成果。本公司隸屬交通部，置董事 15 人，組織董

事會，依據法令及公司章程，為業務執行之決策單位。郵政

資金運用委員會乃依本公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二項及郵政

資金運用管理與作業辦法第三條規定由經理部門設置。該委

員會置委員 9 人至 13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由本公司總

經理兼任；其餘委員，就本公司副總經理、相關處室主管派

兼之。資金運用處除參與相關業務之推動及盡職治理報告之

編製，亦協助與董事會、資金運用委員會間之溝通，投入相

關資源推動盡職治理工作。 

 

           郵政資金運用委員會任務 

 

 

               資金運用處組織架構圖 

 

1.郵政資金投資之資產配置審議。 2.郵政資金運用授權額度之審議。  

3.郵政資金投資績效之檢討。     4.郵政資金投資決策之審議。 

5.郵政資金運用管理及作業辦法修正之擬議。 

6.其他有關郵政資金運用重大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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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聲明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主要業務為遞送郵件、儲金、匯兌、

簡易人壽保險、集郵及其相關商品、郵政

資產之營運及經交通部核定，得接受委託

辦理其他業務，係屬資產擁有人。茲聲明

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針對

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秉持「榮譽、責任、承諾」的

信念，為永續經營與營造更美好的社會

而努力，為達成此願景，本公司盡職治理

內容如下: 

(一)本公司以既有的郵、儲、壽三業合營

型態積極經營，並提供全國各地民

眾普遍、優質、在地與貼心之服務，

以契合社會民眾基本生活需求，成

為人民最信賴的機構。郵政資金匯

集民間游資，規模日趨龐大，所吸收

資金之運用悉依「郵政儲金匯兌法」

第 18 條及「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27 

條之規定辦理，透過資金之投資運

用，為資金提供者謀取總體利益，為

達成此一目標，本公司訂定內部控制

制度、法令遵循手冊及投資管理相關

作業規範等，以善盡機構投資人之責

任，保障資金提供者權益。 

(二)本公司盡職治理行動包括:關注被投

資公司、與經營階層對話及互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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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會以及行使投票權等議合方

式。本公司得依據投資目的、效益及

影響程度選擇適當的盡職治理行動方

式及頻率。 

(三)重視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ESG)之

價值，提升資金運用長期效益，並拒

絕投資賭博、色情及助長戰爭發展等

對社會有負面影響之公司，使本公司

資金運用更符合社會之期待。 

(四)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行為須符合廉能

及誠信原則，並保障資金提供者及本

公司利益，避免利益衝突之發生。 

(五)每年定期檢視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並於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盡職治理

守則遵循揭露專區」揭露。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資金提供者之利益執行業務，訂有相

關人員自律規範，包括執行職務應遵守原則及規定，並遵守

相關法令規定。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之資訊，以建立良好之投

資決策基礎，針對被投資公司之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

概況、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

司治理等議題，持續予以關注，並瞭解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

策略。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

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

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每年透過電

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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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當被投資公司

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ESG)原則

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

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 

 

原則五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資金提供者之總體利益，訂定明確投票政

策，並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票，以履行股東行動主義。

於電子投票或選派代表出席行使投票權之前，均審慎評估各

議案，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進行瞭解

與溝通，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

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

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 ESG議案，如:財報不實、汙染環境、

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原則不予支持，故並非絕對支

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原則六 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每年定期於網站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

本遵循聲明、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

事項。 
  

本公司身為投資鏈中之資產擁有人角色，為兼顧股東及客戶

利益執行盡職治理政策，並依「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訂定本公司相關遵循聲明，經檢視並未有無法執行或無法遵

循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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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盡職治理作為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105年 6月 30

日發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 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後，本公

司秉持落實社會責任投資精神率先簽

署，透過對被投資公司持續關注與溝

通，以敦促強化公司治理並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本公司盡職治理作為如下: 

 

（一）積極投資 ESG標的 

本公司基於責任投資原則，積極投資具永續價值之標的，

如符合 ESG指標之股票及綠色債券、永續債券，並禁止投資

爭議性產業或標的，如色情、軍火武器或菸草之標的。 

本公司支持注重永續發展之企業，並參考聯合國《責任

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 

PRI），於投資選擇時，將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等 ESG 議題

納入投資決策中，藉此慎選投資標的，以提升投資資產價值，

進而增進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 

本公司評估投資國內股票新股時，除分析個股基本面及

財務面外，並考量其是否為指標性 ESG 指數成分股。對已投

資之國內股票，每年定期檢視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之上市(櫃)

公司投資比例。107、108 及 109年本公司投資的國內股票，

經檢視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之上市（櫃）公司市值占國內股票

投資總市值比例，分別為 98.4%、97.79%及 95.97%。此外，

並積極扶植綠色企業、配合政府產業政策願景，致力五加二

產業創新，推動綠能科技及循環經濟方案，相關內容如下: 

 
扶植綠色企業 

⚫ 109 年買進玉山商業銀行 109 年度第 2 期一般順位金融債券 20 億元。 

⚫ 109 年買進東方匯理臺北分公司 109 年度第 1 期無擔保主順位金融券 18 億元。 

⚫ 109 年買進台電 109 年度第 2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6.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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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買進台積電 109 年度第 6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8 億元。 

⚫ 109 年國外投資買進紐約聯合愛迪生公司債面額 8,000 萬美元(約新臺幣 28 億元)。 

 

 

 
配合政府產業政策願景，致力五+二產業創新，推動綠能科技及循環經濟方案 

本公司截至 109 年底投資綠能科技產業相關之股票及債券總額約 1,466 億元，另投資循環經

濟產業相關之股票及債券總額約 366 億元，以協助促進產業之良性發展。 

 

 

（二）投資融入 ESG評估流程 

1.新標的投資篩選 

•遵循永續管理投入政策，持續投資符合社會責任之國內上

市（櫃）公司股票，提升郵政資金運用效益，支援政府重

大公共建設及民間投資計畫。 

•遵循認定不可投資之產業，如具爭議性、高污染、敏感性

產業(如:菸草、酒類及賭博行業) 依本公司國外投資處理

須知規定，自行操作禁止投資依 MSCI 全球行業分類標準

被分類為菸草、酒類及賭博行業之公司股票及所發行或保

證之國外債券；以菸草、酒類及賭博行業為指標及指數之

外幣計價共同基金及國外 ETF。另國外委外投資規定應書

面指示受託投資機構避免投資前揭股票，若已持有，應按

月提供書面分析說明。 

•參考入選具指標性 ESG 指標成分股(如: 係參考天下雜誌

公布的 CSR 企業公民、遠見雜誌公布的 CSR 企業、「臺灣

公司治理 100 指數」、「臺灣高薪 100 指數」、「臺灣永續指

數」、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櫃買「勞工就業 88指數」、

櫃買「薪酬指數」、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布的公

司治理評鑑前 50%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所做的公司治理

評量認證)。 

2.定期檢視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之 ESG 相關議題(包括環境保護、社

會責任、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 

・每年定期檢視已投資標的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之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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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占國內股票投資總市值比例。 

•每年定期揭露股東會履行投票情形與議合情形。 

3.被投資公司違反 ESG 議題時，於每日由「投資分析小組」

召開之晨會上進行討論是否需調整投資策略。 

 

 

（三）利益衝突管理與執行 

中華郵政公司為交通部 100%持股之國營公司，且其投資

資金主要來自大眾存款及簡易人壽保險保費收入。故投資過

程與評估，除需關注與股東間之利益衝突外，亦需關注與客

戶間之利益衝突，故相關潛在利益衝突態樣為: 

1.公司或員工為其私利，而對公司之股東或客戶為不利決

策與行動。 

2.公司或員工為特定人之利益，而對公司之股東或客戶為

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為建立員工廉能與誠信觀念以健全公司經營，本公司對

利益衝突管理包括: 

1. 訂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各執

行業務之道德倫理規範提供同仁行為準則依據外，亦積

極向同仁宣導與廉政相關之規範包含「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法規。 

2. 本公司設有政風處，每年進行機關廉政風險評估，109 年

本公司廉政風險評估結果無高度貪瀆風險。 

3. 本公司設有稽核單位，稽核單位隸屬董事會，以超然獨

立、客觀公正立場實地查核資金運用情形。 

4.舉辦專案法令宣導專題演講、針對內部員工辦理不記名

「廉潔現況問卷調查」並於郵人天地月刊編撰法紀宣導

文章或案例研析；每月亦編撰製作政風期刊，宣導各項

廉政法紀觀念與法律責任。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承諾與股東權益執行資金運用

業務，故訂有相關人員自律規範及避免利益衝突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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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國内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

自律規範」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金運用人員自律

規範」，並遵守「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 

資金運用人員執行本公司交易行為時，應遵守以下規

定： 

1.不得與其他交易商或主力大戶聯手炒作標的價格，意圖

影響交易市場行情。 

2.審慎評估交易對象之信用、財務狀況與交易標的，並應

遵循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3.不得透過操縱、隱匿或濫用之方式，藉職務所獲悉之資

訊作不實陳述，或以不公平之交易方式獲取不當利益。 

4.因執行職務獲悉任何可能影響證券交易價格資訊時，於

未經公開揭露前，應嚴格保密，並不得利用該資訊從事

內線交易。 

本公司之資金運用管理系統設有防火牆裝置，且僅有

權人員能進行特定交易之設定與下單，並留交易軌跡;每日

交易後系統自動檢核擬買賣與實際成交不符之異常交易。

若單日單一個股有大額買進交易，需另印報表述明理由。

國內股票之交易每日由「投資分析小組」召開之晨會上進

行討論，擬買賣交易報表授權分層負責，且交易室安置攝

影機、電話錄音系統及對交易員之行動通訊裝置進行控管。  

本公司相關人員皆遵守以上規範，買賣國內股票為交

易前核准、交易後申報等規定，避免其個人投資行為與公

司產生利益衝突，於 109 年並無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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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東會投票參與 

本公司基於資金提供者之最大利益，以親自派員或電子

投票等方式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票，109 年度參與股

東會家數共 110 家，其中上市公司 96 家，上櫃公司 14 家，

參與股東會比例達 100%。 

 

 

 

 

（五）出席股東會之各類議案投票情形 

本公司行使投票權前，均審慎評估各項議案，必要時得

於股東會前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通。為尊重

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

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

之違反 ESG 議案，如:財報不實、汙染環境、違反人權、剝

奪勞工權益等，原則不予支持；另，若被投資公司董事或監

察人持股成數不足，則其所提出之議案，原則亦不予支持，

故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本公司 109年股東

會各類議案投票情形及投棄權票情形如下表: 

 

 

參與比例

100%

未參與比例0%

109年參與/未參與股東會比例(%)

參與比例 未參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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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股東會各類議案投票情形表 

議案類型 

總投

票議

案數 

同意 反對 棄權 

議案

數 

占比% 議案

數 

占比% 議案

數 

占比% 

1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之承認 
110 109 99.09 0 0 1 0.91 

2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

補 
109 108 99.08 0 0 1 0.92 

3 

增資（盈餘/資本公

積/紅利分派轉增資

/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 

15 15 100 0 0 0 0 

4 

減資/現金減資(彌

補虧損或現金退

還) 

2 1 50 0 0 1 50 

5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12 12 100 0 0 0 0 

6 董事選舉 2 2 100 0 0 0 0 

7 董事解任 1 1 100 0 0 0 0 

8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 
50 50 100 0 0 0 0 

9 
修訂章程或作業程

序 
136 135 99.26 0 0 1 0.74 

10 私募有價證券 3 3 100 0 0 0 0 

11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 
8 8 100 0 0 0 0 

12 
低於市價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 
0 0 0 0 0 0 0 

13 
庫藏股低於平均買

回價格轉讓員工 
0 0 0 0 0 0 0 

14 

公司解散、合併、

收購、股份轉讓或

分割 

2 2 100 0 0 0 0 

15 其他 10 9 90 1 10 0 0 

 
109 年股東會投棄權票情形 

原因 棄權議案 

1 

被投資公司監察人持股未達「證交法」第 26條

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第 2條所定之成數標準 

對該公司所提全

部議案投棄權票 

2 

支持被投資公司審計委員會之意見 

 

對「現金減資退

回股東股款案」

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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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揮 ESG 影響力 

   本公司為落實社會責任投資精神，鼓勵被投資公司強化

公司治理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105 年簽署「機構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則」，並獲臺灣證券交易所頒發「率先簽署，足為表

率」獎座。 

為提升同仁對 ESG 投資之瞭解與實踐，並擴大發揮機構

投資人影響力，109 年本公司出席 ESG 相關會議如下: 

 

  
參與日期 會議主題 主辦單位 

109.8.6 ESG產學合作研

究報告 

國泰證券 

109.8.13 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 2.0 草案

研商會議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9.8.26 新修正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理

暨較佳實務評

比作業宣傳說

明會 

台灣證券交易

所 

109.11.6 從 CSR邁向 ESG

投資潮 

遠見雜誌 

109.11.18 ESG投資大趨勢 國泰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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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揭露 
 

本公司每年定期於「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首頁「訊息

中心」項下「公告欄」之「盡職治理守則遵循揭露專區」（h

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Message/in dex.

jsp?ID=1469584577524）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與

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社會責任投資比例、出席股東會與

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使大眾瞭解本公司社會責任投資

概念，以及盡職治理之推動情形。  

「盡職治理守則遵循揭露專區」之快速連結圖示設置於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首頁常用連結明顯處，可容易且快

速找到「盡職治理守則遵循揭露專區」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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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業務聯絡窗口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服務電話 

資金運用處 陶   敏 02-23931261 分機 3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