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計畫表與實施成效
利害
關係人
員工

2018 年推動計畫與方向
一、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實施成效

一、尚未完成 2017 年度員工健康檢查者，2018 年度 1~2 月
提供補檢服務，共有 26 人參加。並與聯安診所健檢中
心簽約提供員工優惠健康檢查方案。
二、尾牙旺年會（餐會、
二、群益金融集團 2018 年度尾牙旺年會（餐會、歌舞娛樂、
歌舞娛樂、摸彩）
摸彩），分北中南三區舉辦旺年會餐會，活動時間及地
點如下：
北區：2018/01/20(六)中午，假台北市南港展覽館 1 樓
辦理，參加人數 1597 人。
中區：2018/02/03(六)中午，假台中市女兒紅婚宴會館
辦理，參加人數 290 人。
南區：2018/01/27(日)中午，假高雄市寒軒飯店和平店
辦理，參加人數 298 人。
三、群益金融大學培訓人才 三、群益金融大學培訓人才：
舉辦期間：2018/07/03~2018/09/25、學員人數 28 人。
四、投資理財講座/教育訓練 四、為培育各類專業人才，依各層級人員不同職涯階段及組
織發展需求，規劃全方位的培訓計畫，提供同仁及時及
多元化的學習管道，以達到組織人才發展及個人職涯發
展雙贏效益。
․我願意，用形象加分！雙贏的個人形象&公司形象。
(4/18)
․我願意，創造雙贏！提升服務質量，提高客戶滿意度。
(5/9)
․我願意，勇於改變，學習網路行銷，增加業績。(6/13)
․經營社群 不可不學，如何用手機，拍出完美影像(8/22)
․用電腦玩創意，用點腦做設計，(10/3)
․影像串連生活事，妙用分鏡說故事(11/21)
五、健康職場系列活動
五、群益金融集團健康職場認證活動：
․健康飲食
․健康飲食：
於公司內部網站，提供健康盒餐資訊。
04/27 舉辦「上班族的健康午餐」講座，計 55 人參加。
․建構無菸辦公環境
․建構無菸辦公環境：宣導「菸害防制法重要規定」、於
公司內部網站架構「戒菸方式宣導影片」。
․體育性活動推廣
․體育性活動推廣：
群益金融集團設有體育性活動社團補助措施，2018 年計
有羽球社桌球社及舞蹈社申請補助。
於公司內部網站公告「工作體能促進伸展操」示範圖卡
8/23 舉辦「上班族肩頸腰痠怎麼辦?」健康講座及體適
能檢測；講座 65 人參加、體適能檢測 79 參加。
․員工健康檢查
․除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外，並與聯安診所健檢中心簽
約提供員工優惠健康檢查方案。
․每季安排醫師至公司為同仁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定期辦理勞工安全作業
環境檢測
․推動「人因性危害及不
法侵害預防」及「異常
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措施
」

․2018 年 4 月、10 月份定期辦理勞工安全作業環境檢測。

․訂定「人因性危害及不法侵害預防計劃」、「異常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措施」，並依計劃執行相關作業。
․10/31 舉辦台北巿政府衛生局「公費流感疫苗職場貼心
接種方案」，有 35 位同仁符合資格免費流感疫苗接種服
務。
六、福委會各項福利措施
六、群益金融集團福委會各項福利措施
․本人結婚
․結婚補助請領人數 19 人，補助金額合計 57,000 元。
․本人死亡喪葬補助
․員工本人死亡補助請領人數 1 人，補助金額合計 50,000
․家屬喪葬補助
元。
․本人住院及開刀慰問金
․喪葬補助請領人數 59 人，補助金額合計 295,000 元。
․生育補助
․住院補助請領人數 33 人，補助金額合計 310,000 元。
․旅遊補助
․生育補助請領人數 22 人，補助金額合計 69,000 元。
․急難救助貸款
․旅遊補助請領人數 1,871 人，補助金額合計 7,441,664
․天然災害慰問金
元。
客戶及 一、投資理財說明會
投資人

一、投資理財說明會：
․水波爐經濟學！迎接安倍續任 QE 延續的多頭行情！
(2018/01/16)
․全球通膨?! 搶油!搶金!搶糧食! 十年等待，只為這一
次! (2018/02/26、03/30)
․美中貿易戰開打!從外太空打到白宮! (2018/04/23)
․外匯趨勢與金融科技論壇(2018/04/27)
․贏家論壇–搶油搶金！通膨升溫！(2018/05/29)
․2018 日本經濟走勢分析及日盤交易策略介紹
(2018/06/04)
․川普吸金大法，全球資金乾坤大挪移！(2018/07/17)
․川普一兆基建大計啟動？黃金、金屬低檔布局機會來臨
！(2018/08/23)
․日本股市及日圓趨勢展望 (2018/11/28)
․上線課程：非農說明會、海期大作戰交易權世界、全球
投資 Talk Show、週週 EIA 原油交易樂、群益獨家觀點
二、舉辦公益關懷投資講座 二、群益金融集團公益關懷投資講座「大型健康富足講座」
共 6 場，合計參加人數共 1,260 人。
三、舉辦群益「FinTech 高 三、群益金融集團於 9 月 27 日於三創園區盛大舉辦「2018
峰論壇」
群益全球趨勢暨金融科技論壇」，聚焦人工智慧（AI）、
A 股趨勢，以及區塊鏈（Blockchain）
「2A1B」三大主題
，由金管會黃副主委天牧會同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謝金
河、群益金鼎證券上海代表處資深副總裁林靜華、台灣
網路認證公司策略長杜宏毅等專家，分析當前全球市場
趨勢與金融科技未來發展。會中發表群益觀點，聚焦當
前全球市場趨勢與金融科技未來；將持續積極發展 AI
智能理財科技及整合區塊鏈技術，提供即時精闢的市場
分析報告，為客戶打造全新的金融服務體驗。

四、舉辦各項交易競賽及行 四、舉辦各項交易競賽及行銷方案
銷方案
․群益獨家獻禮 Multicharts 專業版交易回饋活動
(01/01-03/31)
․2018 狗年旺旺來群益新春不打烊(02/12-02/21)
․2018 群益金盃爭奪賽(04/01-06/30)
․群益金盃頒獎雞尾酒會暨創新產品發表會(08/21)
․全球交易大賽-人機對決(2018/10/22-108/01/15)
五、推廣電子交易平台
五、推廣電子交易平台相關活動：
․群益推出的智能理財夥計－「GOODi」為國內第一位以
AI 為藍圖打造的「複合型理財機器人」，未來，目標在
整合群益金融集團所有投資帳戶可供查詢。未來，群益
客戶透過與 GOODi 交談，能取得快速精準的解答，並主
動學習客戶關注的理財新聞、財報公布、除權息、股東
會等資訊，成為客戶最信賴的智能理財夥伴。
․群益設有客戶服務中心，致力於電子交易之服務與推廣
，於 2018 年全年度電話進線 48,278 通，指定外撥 7,729
通，接聽率為 84%；服務內容主要為：電子交易系統操
作引導(43%)、異常處理(16%)、全商品資訊諮詢(31%)
三大類，而相較於過往須耗費大量人工處理之憑證註銷
與密碼作業，藉由客服人員參與流程設計之改善，提供
App、Web 線上自助服務檢核機制後，現已分別降至 6%
與 3%，讓珍貴之人力資源轉往系統規劃、客戶體驗、智
能服務建置方面進行發展。在每通客戶服務電話中，以
讓客戶便利使用電子交易工具，實踐財富人生為宗旨。
六、持續推動「環保愛地球、 六、環保愛地球(活動期間 2018/1/1-12/31)－推廣無紙化
幸福過生活」對帳單電
․提供客戶全商品電子對帳單，透過行銷活動持續推廣各
子化活動
電子對帳單，減少紙張使用，有效減少列印之紙張及油
墨等耗材，降低郵寄時因交通運輸所產生之成本及污染
․提供客戶使用網頁線上開戶與加開電子戶程式，並透過
教學影片廣宣推廣線上開戶，落實交易全面電子化，除
可朝無紙化之目標前進並減少客戶臨櫃辦理所需交通
及時間成本，推動節能減碳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支持環保、無紙化作業，持續提供多項 App、Web 申辦
功能，及錄製教學影片供客戶隨時點閱。
․2018 年期貨開戶數 22,236 上開戶數 4,782 戶，電子交
易戶比率達 22%。
․2018 年期貨交易戶數 22,881 戶，其中電子交易戶數
21,738 戶，電子交易戶比率達 95%。
七、擬建置服務型 APP，服 七、已建置「智選贏家」APP 並於 108 年開始投入服務。
務客戶以及廣大投資人
社會及 一、群益愛閱讀系列活動
一、為提升台灣偏鄉教育，縮短城鄉資源差距，群益金融集
社區服務
團捐款認養偏鄉小學-大成國小、龜山國小，並於 4/24
日舉辦「群益愛閱讀」啟動儀式；12/22 日歲末再獻愛
心前往新竹縣尖石國小，舉辦贊助儀式，年末共計新增
捐款 7 所小學。

股東

․4-6 月舉辦「群益與我」繪畫比賽，由小朋友畫出這幾
年來與群益的點點滴滴，並於 6/26 頒獎，得獎作品製
作成 108 年群益桌曆。
․4/24 日及 6/26 日安排大成國小和龜山國小年度城市之
旅， 贊助偏鄉學童參訪證交所、台北 101，讓國小學童
對金融市場有進一步認識。
․10/2 日龜山國小志工伴讀；11/20 日大成國小志工伴讀
及贈送桌曆。
․12/22 日歲末再獻愛心，前往新竹縣尖石國小獻上耶誕
祝
福。除了尖石以外，更將愛心觸角深入中南部，
贊助屏東高士國小、嘉義隙頂國小教育經費。不僅如此
，群益更在歲末年終之季，擴大公益範圍至南投縣、苗
栗縣、宜蘭縣、台南市。
二、群益 30 周年捐血活動 二、群益金融集團「群起獻愛心 傳遞幸福公益」捐血公益
活動，今年正式邁入第 11 年，群益金鼎證今年創立 30
周年，擴大規模啟動愛心專車，以「幸福熱血」為首站
，以「童心鞋盒」為第二站，傳遞更多幸福到社會各個
角落。群益愛心專車首站「幸福熱血站」，涵蓋北中南
一共 17 個捐血熱點，號召全體員工響應共募集 1403 袋
，為夏天血荒季節挹注一份心力，紓解血庫血源不足的
壓力；群益為擴大公益關懷，捐血贈品部分更與心路基
金會合作，認購心路基金會-庇護工場手作文具做為禮
品，民眾於指定地點捐血即可獲得心路基金會-庇護工
場禮品乙份。
三、群益愛心鞋盒活動
三、群益「愛心專車」第二站「童心鞋盒站」把愛送給都市
原住民弱勢家庭孩童們。群益號召全體員工及客戶於
2018/12/1 ~2018/12/20 將文具裝入鞋盒中署名「群益
童心鞋力聖誕老公公」
， 寄至至善都原小組，共計有 253
個輔導家庭受惠。群益以多元的實際愛心公益行動，結
合企業與社會資源，使愛心公益的服務精神得以傳遞並
延伸；如同心圓一般，以群益為圓心，把愛送到各個角
落。」
一、每年定期舉辦股東常會 一、2018/05/24 舉辦股東常會。
二、利用年報，企業社會責 二、每年定期出版年報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上傳至公
任報告書，公司網站向
開資訊觀測及公司網站。
股東做完整的資訊揭露
三、考量各董事與員工之專 三、公司董事共 7 位(包含 3 位獨立董事)，2018 年度共進修
業能力，選擇涵蓋各種
68 小時，選擇涵蓋各種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
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
務、商務、法務、會計、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倫理或內
管理、業務、商務、法
部控制制度、財務報告等相關課程。
務、會計、企業社會責
任、企業倫理或內部控
制制度、財務報告等相
關課程

誠信經營 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準則」
，落實誠信政策之承
諾，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
動中確實執行
環境保護 一、推動節能減碳政策，降
低水電及油料使用量

群益期貨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
，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運用各項 e 化系統舉
辦誠信經營之教育訓練。另於網站揭露誠信經營政策，使供
應商、客戶及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能清楚瞭解本公司
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一、推動節能減碳政策，降低水電及油料使用量。
․辦公室照明多採用節能燈具及防止炫光之燈照或格柵
，提升室內照明效率。
․採辦公室分區控管電燈開關，隨手關閉不須使用之照明
․區域辦公室設有空調控制設定，並為提升空調冷房效率
，於天花板裝設空氣循環扇，由改善風量以達室温求，
並提高改善室內空氣質量，減少能源耗損。
․增設小型空調主機離峰時替代大型主調主機。
․並定期請廠商清潔保養冷氣空調統，以提高冷房效果並
維持機械使用年限。
․加強宣導各項節水措施，珍惜水資源。
․飲水機設置時間控制，下班或假日時間關閉。
․推動作業流程電子化，以節省紙張使用。
公司內部進行網路公布欄公告各項訊息並以電子簽核
取代紙本簽核。
二、優先採用具環保標章廠 二、優先考量綠色採購，採用具環保標章廠商產品。公司裝
商產品
潢工程材料使用綠建材產品。
三、推廣資源回收，妥善處 三、推廣資源回收，妥善處理廢棄物。
理廢棄物
已落實公司內部資源回收並進行資源分類；回收碳粉盒
均交由專業廠商回收處理，避免造成污染及資源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