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全民信賴

伍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42

一、推動公司治理

42

二、維護社會公益

44

三、發展永續環境

45

四、保障客戶權益

46

五、落實員工關懷

47

六、加強資訊揭露及其他

110 年中華郵政年報

41

一、推動公司治理
（一）本公司管理階層的管理哲學係「以客為尊，致力於可靠、親切、效率、創新的企業文化，追求與
社會同步邁進」，配合政府政策，釐訂公司年度事業計畫，並衡酌環境變遷，定期檢討公司業務
政策及執行績效，適時調整經營策略與管理方式。
（二）定期召開部門管理會議，每二週由董事長主持高階主管會議、按月舉行業務會報及各處（室）工
作會議、按季召開擴大業務會報，以加強管理階層與營業主管間之互動，並為制定決策與貫徹執
行之依據。
（三）提供郵政資金 1 兆 6,126 億餘元，配合辦理政府重大建設及民間投資專案融資。
（四）董事、監察人 110 年參加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保發中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及本公司自辦之公司治理課程，共計 95 人次。
（五）為促進本公司健全經營，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董事會、管理階層及所有從業人員均應共同
遵行，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
1、促進公司營運效率、維護公司資產安全。
2、確保財務及管理資訊可靠性與完整性。
3、遵守相關法令規章。
（六）實踐企業倫理優秀之員工，可經單位主管薦報參與本公司傑出郵政人員或交通部模範公務人員之
選拔表揚，以激勵士氣。

二、維護社會公益
（一）長期提供內政部捐款帳戶相關賑災捐款免收手續費優惠；訂定並賡續實施「推展社會福利郵資折
讓要點」，優惠弱勢團體，110 年度折讓郵資共計 591 萬元。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與交易安全，110 年防制詐騙共計 969 件、金額 3 億 5,609 萬餘元。
（三）為善盡社會公益責任，持續設置適合輪椅族民眾及視障人士使用之 ATM，截至 110 年底止，適
合輪椅族民眾使用之 ATM，累計設置 1,468 處 2,460 台；適合視障人士使用之 ATM，累計設置
102 台。
（四）配合政府公益政策，提供身心障礙儲戶經向本公司申請後，可享 ATM 跨行提款每月 3 次免收手
續費優惠措施；截至 110 年底止，累計申請戶數 4,924 戶。
（五）配合政府扶助經濟弱勢家庭政策，協助辦理「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繳存款代收作業，
藉由政府與家庭共同合作儲蓄機制，累積兒少帳戶未來教育及生涯發展基金；110 年度代收繳件
數 95,286 件金額 1 億 786 萬餘元。
（六）協助原鄉及偏鄉地區民眾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
1. 原鄉地區：由鄰里長連繫當地鄰近郵局經理，協助原鄉居民、年長者造冊預約領券，並由當地
郵局協助民眾完成領券。
2. 無便利商店或郵局之偏鄉地區（屏東獅子鄉、花蓮萬榮鄉、臺東金峰鄉）：由當地郵局會同派
出所員警協助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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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賡續推動「郵局關懷獨居長者活動」，鼓勵投遞人員藉送信之便，順道關懷獨居長者生活起居，
110 年度計服務 90,418 人次。
（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COVID-19），本公司奉示參與口罩實名制配送專案，自 109 年
2 月 4 日起至全臺各地經政府徵用之工廠上收口罩，並透過本公司綿密郵務系統，提供上收及配
送防疫口罩至全國健保特約藥局、衛生所、機構、產業、部會及 8 大超商，截至 110 年底止，防
疫口罩上收數量約 34 億 6,766 萬片、配送數量約 30 億 8,642 萬片。
（九）110 年舉辦「捐熱血 郵愛心」及「熱血郵愛」公益活動，共募得 4 萬 8,564 袋血液（每袋 250CC）。
（十）110 年辦理「郵政壽險保戶子女獎學金」活動，共計發出獎學金金額 500 萬元，得獎名額 3,000 名。
（十一）110 年舉辦「中華郵政樂齡運動」系列活動，共計 3,346 人次參加。
（十二）為推廣臺灣優質農產品，扶植在地小農，整合郵政虛實行銷體系及宅配系統服務，計畫性協助
小農獲益，小農每箱提撥 10 元捐助給弱勢團體，達到「小農」、「消費者」及「公益團體」三贏。
110 年共辦理 27 檔關懷農產行銷活動，公益捐款金額約 51 萬元，捐助對象包含守望台聖經書
社臺灣分社、高雄在地公益團體、一心育幼院、社團法人台南市理想家庭促進協會、聖方濟安
老院、社團法人高雄市憨兒就業輔導協會、花蓮畢士大教養院、華山基金會、大樹區弱勢老人
溫馨送餐服務專戶、大樹區興田里弱勢家庭送餐服務專戶、天主教救星教養院、天主教聖母醫
院、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育院、臺中育嬰院、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彰化縣樂林食物銀
行慈善會、桃園市觀音愛心家園、華山基金會富里愛心天使站、旭海生活小學堂、財團法人基
督教芥菜種會、花蓮縣新社國民小學、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草屯分會、花蓮分會、斗
六分會、高雄分會等 25 個公益團體。

關懷獨居長者活動

母親節明信片活動

新春揮毫贈春聯活動

捐熱血郵愛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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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永續環境
（一）為落實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持續強化安全衛生，防止職業災害發生，總公司已於 110 年 12 月完
成第 2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TOSHMS 驗證。
（二）為提供員工安全健康之工作場所，辦公室設有中央空調系統，充足的照明設備，舒適合宜的工作
空間，設置緊急逃生路線及出口，定期進行電梯設備保養，備有消防設施並定期舉行消防演練，
實施門禁管制。
（三）為提升本公司工作環境安全性，遇有施工申請時交付承攬廠商「危害因素告知」，提醒其遵照辦理，
以減少職業災害發生，並定期辦理員工「一般勞工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高員工安全衛生觀念。
（四）110 年度全體員工接受 4 小時環境教育訓練。郵政 e 大學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線上課程，加強新進
人員對能源使用之認知。
（五）設有專責人員辦理辦公場所環境清潔管理、消毒及防疫工作。定期實施清潔打臘及清消工作，清
理廢棄物、更新花木盆栽、美化辦公環境，並派員定期巡查加強管理。
（六）配合政府綠色採購政策，110 年度綠色產品採購達成率為 99.97%，超逾年度目標（95%）。
（七）實施 E 化作業，建置「公開金鑰基礎架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提升電子公文交換比率，加速
公文處理，落實無紙化政策。
（八）推動「整潔企業文化」，透過整潔競賽與實地考評，創造舒適的辦公及用郵環境，以提升服務品
質及型塑本公司之企業文化與形象。110 年實地考評結果甲組第 1 名臺南郵局、第 2 名臺東郵局、
第 3 名三重郵局；乙組第 1 名臺中郵件處理中心。
（九）宣導節約用水，廁所採用二段式水箱，加強管線檢查與維護，汰換老舊給水管線，更換省水水龍
頭，與自來水公司建立漏水通報。
（十）配合交通部制定之「交通部暨所屬機關（構）節約能源行動計畫」推動各項節能措施，每半年召
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加強訓練及宣導節能措施。110 年度總用電度數 107,324,974 度，與
104 年度（基期年）121,607,112 度相較節省 14,282,138 度，節電率達 11.74%。
（十一）110 年度本公司金山大樓、基隆、板橋、三重、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屏東等責任中心局
（含 901 支局）及臺北莒光郵局、臺北大安郵局等 11 據點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本公司將持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營造節能安全環境，並擴大採購節能產品及支持節能創新設
計，以優化能源管理系統。
（十二）本公司自 108 年起逐步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110 年盤查範圍擴展至全臺責任中心局（中心），
共計 21 個營業據點。
（十三）本公司攜手中華電信及華碩文教基金會於 110 年 11 月 10 日舉辦「偏鄉傳愛 e 同守護」再生
電腦捐贈儀式。本公司報廢電腦由華碩文教基金會整修為再生電腦，捐贈偏鄉地區學校及公益
團體，中華電信提供資通訊服務，以提升偏鄉地區學子數位學習，縮短城鄉差距，同時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實踐資源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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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客戶權益
（一）自 103 年 3 月 20 日起，郵政存簿儲金靜止帳戶已自動恢復計息；通儲帳戶除得於各地郵局申辦帳
戶終止或轉移外，亦可於各地郵局免費辦理存簿或印鑑之掛失及更換後結清（非通儲戶至立帳局）。
（二）受益人申請死亡給付時，電腦連動查詢該被保險人所有未申請理賠且有效之契約保單號碼，以利
各局通知相關契約身故受益人儘速提出理賠申請手續。
（三）壽險理賠單位每日依據壽險公會傳送之身故被保險人資料，與本公司保戶資料比對，若發現該被保
險人已身故，且未申請理賠者，即通知契約經辦局，聯絡契約受益人辦理相關理賠申請及給付事宜。
（四）建置「應領未領資料庫」，於保戶臨櫃辦理相關壽險交易或洽詢本公司顧客服務中心時，如查有
應領未領保險金之資料，即時請保戶儘速領取相關保險金。針對有應領款項之保戶，每年定期寄
發通知單予保戶，並每月產製報表供支局以電話或郵寄方式通知保戶，另每半年對於未領取，有
申請地址異動之契約，再依新址寄發通知單。
（五）普設郵政機構：截至 110 年底，自辦機構 1,300 處，郵政代辦所 482 處，郵票代售處 312 處，
合計共 2,094 處。
（六）普及「不經濟用郵地區」服務，不分城鄉、離島及偏遠地區，提供即時、可靠及效率之服務與充
足之郵政設施、均一合理資費。全國不經濟用郵地區郵局約有 234 處。
（七）本公司基於國計民生、社會安定及配合國家政策之需要，提供社會大眾郵務、儲匯、壽險業務等
相關服務。為此，中華郵政資訊系統之資訊安全控管措施，在於保護個人及交易資料等資訊之保
密性、正確性及可用性。同時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營造可靠
的交易資訊環境、部署創新的資訊安全防護技術、落實推動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提供優質服務。
（八）本公司尊重顧客之個人隱私權，對於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與保護方法等事項，均
遵循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公司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採取必要措施。
（九）計畫建構雙主機平行處理架構（Sysplex）環境，有效利用主機平行處理特性，減少計畫性及非
計畫性停機次數與時間，以持續邁進資訊服務零中斷目標，提高用郵滿意度；本公司於 109 年 2
月完成單主機平行處理架構建置及上線，為使系統提供高可用度及更穩定運作，持續建置雙主機
平行處理架構環境，確保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發生時，仍可持續提供正常服務，
大幅減少服務中斷風險；於 110 年 11 月完成建置及上線。
（十）為提供自動櫃員機交易純 TCP/IP 通訊協定環境之主機連線架構，建置自動櫃員機 IP 交易閘道器，
強化本公司自動櫃員機各項交易穩定度、安全性與效能，以滿足廣大用郵客戶使用需求，維護郵
政信譽及提高服務品質，已於 110 年 8 月全面上線。
（十一）為強化本公司資訊系統平臺穩定度、安全性與作業效能，提供新功能滿足作業需要及系統操作
便利性，辦理主機作業系統暨子系統版本提升作業，以強化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功能，確保大
型主機系統作業平臺穩定度與作業效能，保障本公司客戶財產及用郵權益，維護郵政信譽及提
高服務品質，已於 110 年 9 月提升至 z/OS V2.3，並持續提升至 z/OS V2.5 及子系統至較新版
本，預計 112 年 1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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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員工關懷
（一）公司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建立適當之管理方法與程序之情形：
1、郵政員工各項合法權益均以法令明定，除依據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訂定工作規則及各項人
力資源業務作業規章外，並依法辦理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以及退休金提
繳等事宜。
2、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並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提供心理、法律、財務、
健康、管理面專業諮詢服務及多樣化協助性措施，使員工得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工
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二）為增進員工專業知識以提升競爭力，本公司依年度訓練計畫開辦各項業務教育訓練，並於郵政 e
大學提供豐富多樣之線上學習課程，以及舉辦名人講座和專題演講。
（三）本公司具有完善的薪資制度與公平的升遷管道，以及循序漸進培育人才的具體措施（基層、中層、
高層主管人員教育訓練學程和實施定期職務輪調），延攬並留住優秀人才，共同為公司效力。
（四）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勞資雙方針對勞動條件改善、員工權益或福利事項充分溝通協商，維持和諧
良好之勞資關係。
（五）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處理要點及成立性騷擾申訴調查委
員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處等相關措施，營造友善的職場環境並維護員工之權益及隱私。
（六）實施新進人員夥伴制度：
為提供新進人員生活照應及各項服務資訊，協助其儘早適應工作環境，融入所屬單位，產生歸屬
感，並培養服務熱忱，藉以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本公司實施「新進人員夥伴制度」，達到
有效傳承公司文化資產與實務工作經驗，並提升人員留用率及強化公司競爭力的實質效果。
（七）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110 年度辦理 40 歲以上員工及未滿 40 歲外勤員工健康檢查。
（八）每年定期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減少職業災害發生，確保員工身體健康。
（九）設立哺集乳室，以營造職場友善的哺乳環境，讓女性同仁安心哺育。總公司已取得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十）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或護理人員，定期辦理臨場服務。

蘇貞昌院長視察及慰勉郵政人員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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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強資訊揭露及其他
（一）於本公司網站充分揭露各項業務資訊及利率、匯率、費率。
（二）為維護顧客隱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本公司網站充分揭露向顧客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
確告知之事項。
（三）依「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之規定編製「壽險資訊公開說明文件」，除將其登載於
保險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全球資訊網站外，並以書面備置於各經辦郵局，以供
大眾公開查閱。
（四）本公司網站設立微型保險及高齡化保險專區，加強資訊揭露，使商品及銷售等資訊更加透明，以
推廣微型及高齡化保險商品，進而提高國人保險保障。
（五）公司產品或資訊服務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
1、分階段完成「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建置。第一階段以儲匯、壽險、i 郵購、資訊業務為
驗證範圍，於 101 年 8 月取得英國標準協會（BSI） BS10012:2009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證書；
第二階段推展至全公司各業務且將列印封裝業務列為擴大驗證範圍，於 102 年 10 月通過
BS10012 國際標準擴大驗證。104 年 6 月及 107 年 7 月及 110 年 7 月通過重審，續於每半年
通過複審，持續維持有效驗證。
2、電子函件列印封裝業務，於 95 年 8 月取得 ISO27001:2005 資安認證。104 年 7 月提升為
ISO27001:2013 版，104 年 12 月、 107 年 7 月及 110 年 7 月通過重審，及 ISO27701：
2019 隱私資訊管理通過驗證，續於每半年通過複審，持續維持有效驗證。
3、「儲匯作業系統」於 94 年 2 月取得 BS7799 資安認證，96 年 1 月提升為 ISO27001:2005 版，
98 年 11 月 27 日擴展認證範圍至臺中備援中心，104 年 1 月提升為 ISO27001:2013 版，104
年 12 月、107 年 7 月及 110 年 7 月通過重審，及 ISO27701：2019 隱私資訊管理通過導入驗證，
續於每半年通過複審，持續維持有效驗證。

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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