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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 永豐金控2020淨收益、利息淨收益、手續費淨收益創
歷史新高

• 現金股利配發比率逐年提升
• 金控集團信用評等創新高

財務表現穩健成長

1
• 永豐銀已於2020年2月簽署「赤道原則」，成為全球第102家赤道銀行
• 完成永續發展藍圖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連結，並統整為三

大永續承諾、設定短中長期目標
• 採用整合性報告書(Integrated Report)、SASB、TCFD等框架/指標，編

製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持續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2
• 獲證交所2019/2020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5%、菁業獎「最佳ESG

獎」優等獎、財資雜誌最佳ESG企業白金獎之肯定
• 入選多項指數成分股：FTSE4Good 新興市場指數、FTSE4Good TIP

台灣永續指數、台灣高薪100指數、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台灣就業
99指數，以及S&P Global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1 成員

永續成果獲外界肯定

3
• 七位董事成員在性別、年齡、專長與經驗具備充分多元性
• 在董事會的監督之下，有助於公司達成策略發展目標與深化公司治

理

董事會具備多元專業

4
註: 本份報告貨幣皆為新台幣計價

淨收益創歷史新高 現金股利逐年提升

股票

現金

強化董事
會結構與
運作

維護股東權
益及平等對
待股東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提升資訊
透明度

證交所
公司治理
評鑑

排序901家上
市公司前5%
(第一級)

名列2019/2020公司治理評鑑前5%

2019 2020

32.5 32.1
36.3 39.0

2017 2018 2019 2020

淨收益(NTD十億元)

2021

排序905家上
市公司前5%
(第一級)

註: 2020股利尚待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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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覽

設立於2002年總部位於台北

Bank SinoPac (BSP) 永豐銀行

SinoPac Securities (SPS) 永豐金證券

SinoPac Leasing 永豐金租賃

SinoPac Investment Trust 永豐投信

SinoPac Venture Capital 永豐創投

海外營業據點包含

香港、澳門、南京、上海、廣州、重慶、
銀川、天津、東莞、昆山、廈門、成都、
越南、泰國、緬甸、洛杉磯及倫敦等地

獲利持續成長

FTSE4Good 

台灣永續指數
成分股

台灣就業99

指數成分股
台灣公司治理

100指數成分股

2020 子公司獲利佔比

2018 2019 2020

S&P BBB/twA+ BBB/twA+ BBB/twA+

Fitch BBB/A+(twn) BBB+/AA-(twn) BBB+/AA-(twn)

外部機構肯定信用評等

台灣高薪100

指數成分股

強健資本結構

TWSE: 2890

2018 2019 2020 1Q21

CAR 124% 118% 132% 131%

DLR 114% 113% 112% 112%

NT$ 2018 2019 2020 1Q21

稅後淨利 9.4b 12.5b 12.2b 4.4b

EPS 0.84 1.11 1.09 0.39

ROE 6.72% 8.60% 8.05% 11.37%

銀行
75.9%

其他
2.2%

證券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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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結構

股東組成

政府機構 0.71%

金融機構及投信基金 5.82%

國內其他法人35.08%

國內個人 29.01%
外國機構及外國人 29.38%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86%

資料日期: 2020/6/17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15%

寶佳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0%

永豐銀行受託永豐金證券員工持股會信託專戶 1.98%

元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0%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6%

信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5%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1.68%

花旗託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1.46%

大通託管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專戶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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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成員多元化

• 第七屆董事在性別、年齡以及專業知識與經驗方面皆具備充分多元性
• 七位董事的專長與公司於2019年所制訂的中長期五大經營主軸緊密對應，在董事會的監督下，有助於公司達成策略發展目標

資料日期:2021/6/10

50-59 60-69 70-79

董事長 陳思寬
中華

民國
女 ● 2020/5/13- ● ● ● ● ● ● ● ●

獨立董事 薛琦
中華

民國
男 ● 2014/6/12- ● ● ● ● ● ● ●

獨立董事 許建基
中華

民國
男 ● 2014/6/12- ● ● ● ● ● ● ●

獨立董事 潘維大
中華

民國
男 ● 2020/5/13- ● ● ● ● ● ● ●

董事 朱士廷
中華

民國
男 ● ● 2017/12/5- ● ● ● ● ● ● ●

董事 葉奇鑫
中華

民國
男 ● 2018/5/1- ● ● ● ● ● ● ●

董事 曹為實
中華

民國
男 ● 2020/5/13- ● ● ● ● ● ● ● ●

註：第七屆董事會任期將自2020/5/13至20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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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成員學經歷

董事長 陳思寬 女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星展(台灣)商業

銀行獨立董事；兆豐金控董事；兆豐銀行監察人

獨立董事 薛琦 男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碩士
行政院政務委員；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獨立董事 許建基 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碩士

中華民國會計師高考及格
中信金控總經理；中信金控風險長

獨立董事 潘維大 男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東吳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系主任；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董事 朱士廷 男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國泰綜合證券董事長；臺灣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兼發言人；臺灣期貨交易

所副總經理

董事 葉奇鑫 男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工學士

中華民國司法官特考及格

中華民國律師高考及格

中華優購總經理；露天拍賣營運長；法務部及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董事 曹為實 男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學士

財務分析師執照(CFA)

富邦銀行台北總行資深顧問；巴克萊亞洲資本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大中華

區環球金融及風險策略主管；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

董事總經理；中華開發金控執行副總裁/ 集團固定收益業務主管

學歷 主要經歷職稱 姓名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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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股利與組成
近年以現金股利為主

(NTD/股)

0.34

0.50

0.64
0.70 0.70

0.35 

0.2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proposal

0.78
0.82

0.84

1.11

EPS

股票股利

現金股利

1.09

0.69總股利(元/股)

現金股利占比

0.70 0.64 0.70 0.70

50% 71% 100% 100% 100%

註: 2020股利提案尚待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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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五大營運重點

五大

重點深化公司治理、
永續發展與風險

控管

衝刺海外收
益，持續布
局海外市場

強化資產配置、
提升經營效率

擴大核心業務
規模

積極推展
數位經營

• 持續推動永續金融
• 建構金控法遵管理整合平台

與金控風險資訊整合系統

• 推展越南零售金融業務
• 持續優化跨境合作模式，

強化在地化與國際化人力
資本

• 強化內外部數據彙集分析，聚焦
發展AI各領域落地應用

• 於重要人力負擔大的營運作業導
入自動化 、雲端與先進研發系統

• 銀行拉升核心收益、並以經營數位
帳戶迎戰數位金融變革

• 證券擴大市占率、提升穩定性獲利，
包含提升自營投資操作績效

• 調整金控及子公司的資
產負債結構

• 最適化轉投資架構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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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成就
美好生活

企業願景、使命與方針

環境永續

致力於推動環境永續管理，降低企業經營
對自然環境之衝擊；關注氣候變遷之影響，
宣導資源循環再利用；積極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推動責任授信與投資

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投入弱勢關懷，推動社會公益計畫；深化
在地經營，積極回饋社區，支持各項藝文
活動，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共榮互
利

財富永傳

以熱忱之專業服務協助客戶累積並傳承
財富；追求創新與經營績效的永續成長，
重視員工的職涯發展與薪資福利，提供
友善的工作環境，為股東創造並增益長
期價值

誠信篤實

完善公司治理機制、重視道德、遵法守
紀，秉持廉潔、正直、透明、當責理念，
公平對待員工、客戶、股東及所有利害
關係人，提供卓越的金融商品與服務，
成為客戶喜歡、社會尊敬、員工與股東
引以為傲的幸福企業

社會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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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
共生活

• 促進文化平權
• 提升社會大眾的氣候意識
• 支持公益團體/社會企業，輔助弱勢就業

美好
綠生活

• 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行動
• 深化永續供應鏈管理
• 提升綠色採購、促進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美好
心生活

三大永續承諾及永續發展目標

美好
富生活

美好
誠生活

• 促進董事、高階主管性別平等
• 導入並持續深化氣候風險管理

• 促進員工性別平等
• 提升員工氣候意識
• 重視員工權益，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 提升金融服務可及性
• 支持再生能源產業發展
• 提升客戶氣候意識
• 支持中小企業的成長

以金融成就
美好生活

消弭不平等

減緩與調適
氣候變遷

促進共榮成長

詳細內容請參閱永豐金控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p.14-p.21
[1.2.2三大永續承諾及永續發展目標]

http://www.sinopac.com/upload/sinopac/reportDownload/173043696d4000003ec1.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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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治理作為榮獲各項肯定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完善風險管理架構

強化資訊揭露

• 有1名女性董事(兼為董事長)，為國內第一家由
女性擔任董事長的民營金控

• 納入新興風險與氣候變遷風險，完成相關內規
制定，並於2019年CSR報告書揭露「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之管理政策與因應策略」

• 2019年CSR報告書導入IR、TCFD、SASB(銀
行產業指標)框架

落實責任投資
• 銀行、證券、投信均完成盡職治理政策訂定，
並於網站揭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書」

落實責任授信
• 銀行2020/2簽署赤道原則，成為台灣第6家、全
球第102家赤道銀行

持續推動綠色金融
• 銀行太陽能設備融資市占維持第一(27%)，完成國
內第一筆綠電交易融資；

• 2020/11發行新台幣10億元之可持續發展債券
• 2021/5發行新台幣10億元之社會責任債券

致力發展普惠金融
• 持續優化農產智慧交易平台並完成導入SROI

• 新增推出外籍移工專屬信用卡(SEA信用卡)

推動永續金融

2020菁業獎最佳ESG獎優等

HR Asia亞洲最佳雇主獎

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前 5%

續獲選為FTSE4Good Emerging 

Indexes、台灣永續指數、公司治理
100指數、高薪100指數、就業99指數
成分股，初次獲選S&P Global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1 成員

財資雜誌最佳ESG企業白金獎

2020天下企業公民獎

前100強(大型企業組前50強)

TCSA台灣TOP50永續企業獎

CDP 問卷 A-領導等級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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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財務簡表

項目 指標 2017 2018 2019 2020 1Q21

資產負債

股本 110,501 112,711 112,711 112,711 112,711

合併資產 1,599,161 1,604,926 1,833,121 2,143,349 2,213,663

權益 138,260 141,821 148,366 155,870 158,784

評價

每股淨值(元) 12.51 12.58 13.16 13.83 14.09

股價淨值比(x) 0.77 0.82 0.99 0.83 0.91

外資持股比率 26.42% 28.29% 32.09% 26.67% 27.18%

資本結構

負債淨值比 (x) 10.57 10.32 11.36 12.75 12.94 

資本適足率 130% 124% 118% 132% 131%

雙重槓桿比率 114% 114% 113% 112% 112%

獲利

稅後淨利 9,085 9,428 12,477 12,241 4,411

每股盈餘 (元) 0.82 0.84 1.11 1.09 0.39

股東權益報酬率 6.68% 6.72% 8.60% 8.05% 11.37%

信用評等
S&P/ 中華信評 BBB-/ twA BBB/ twA+ BBB/ twA+ BBB/ twA+ BBB/ twA+

Fitch BBB/A+(twn) BBB/A+(twn) BBB+/AA-(twn) BBB+/AA-(twn) BBB+/AA-(twn)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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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榮獲《財資雜誌 》The Asset 
Triple A Sustainable Investing Award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 ETF, and Asset 
Servicing Providers 2020「Best ETF 
Market Maker in Taiwan (台灣最佳ETF造市
券商)」

【永豐銀行】榮獲 《亞洲銀行家（The Asian 
Banker）》雜誌International Excellence in 
Retail Financial Services Awards 2020「亞
洲最佳物聯網方案」肯定

【永豐銀行】獲經濟部能源局頒發「光鐸獎－優良金融服務
獎」，成為自2016年起、唯一連續5年獲頒光鐸獎肯定的
金融業者

【永豐銀行】榮獲《財資(The Asset)》雜誌頒發「The 
Triple A Private Capital Awards for Private Banks, 
Wealth & Investment Advisers, Solutions and Index 
Providers 2020」－「Best Bank for Investment 
Solutions, FX」與「The Asset Benchmark Research 
Awards 2020」－「Top Investment House in Asian 
Local Currency Bonds for 2020-Highly recommended」
及「Most Astute Investor- (Rank 8)」

【永豐金證券】榮獲《財資 (The Asset)》頒發The Asset 
Benchmark Research Awards 2020 -「Top Sellside 
Firm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 Corporate Bonds in 
Taiwan 第一名」、「Top Sellside Firm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 Government bonds in Taiwan 第
一名」等六項大獎

【永豐銀行】榮獲《財資雜誌
(The Asset)》2020年最佳國際
板公司債承銷案、2020年最佳
銀團貸款、2020年最佳併購融
資、2020年最佳槓桿收購

【永豐銀行】榮獲《德國iF設計大獎（iF
Design Award）》頒發「使用者介面
獎（User Interface Award）」及
「傳達設計獎（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永豐銀行】榮獲《路透（Refinitiv）》
頒發「Top 5 Trading Volume」、
「Top Asian NDF Entity」、「Top 
Asian NDF Trader - Vita Huang」、
「Top CNH (SPOT) Entity」、「Top 
CNH (SPOT) Trader」

【永豐金控】榮獲《台灣金融研訓院》頒發第10屆
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最佳ESG獎」

【永豐銀行】榮獲《台灣金融研訓院》頒發第10屆
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最佳數位金融獎」

【永豐金控】榮獲《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頒發2020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
TOP50永續企業獎」、企業永續報告 金融及保
險業-銀獎」及「卓越案例獎 資訊安全獎」

近期獲獎殊榮
【永豐金控】於臺灣證券交易所2020年度公司治理評鑑

中，名列905家上市公司中第一級(前5%)
【永豐金控】榮獲《遠見雜誌》頒發CSR企業社會責任傑

出方案「樂齡友善組楷模獎」
【永豐銀行】榮獲《遠見雜誌》頒發CSR企業社會責任傑

出方案「環境友善組楷模獎」及「社會創新組楷模獎」【永豐金控】榮獲《HR Asia》
2020 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永豐金控】榮獲《 AREA 》
綠色領導獎、健康衛生推廣獎

【永豐銀行】榮獲《 AREA 》
社會公益發展獎、人力投資獎

2020

JUN OCT JAN

MARSEP

【永豐銀行】榮獲《亞洲銀行及財
金》頒發-年度品牌行銷創新、年
度最佳數位科技及營運、年度最
佳創新服務

NOV

【永豐金控】榮獲財資雜誌最
佳ESG企業白金獎

【永豐金控】榮獲《CDP》頒
發2020年度CDP碳揭露問卷
評比成績「領導等級A-」

DEC
2021

AUG

【永豐金控】榮獲《經濟部》
台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TIPS)授證「智慧財產管理
制度TIPS（A級）」為首家
「全公司」導入之金控

APR

May

【永豐銀行】榮獲《財資雜誌(The 

Asset)》頒發 The Asset Triple A 

Digital Awards 2021 最佳數位協作專
案、最佳社群媒體專案、 最佳ATM用
戶體驗
【永豐金證券】榮獲《財資雜誌(The 

Asset)》頒發 The Asset Triple A 

Digital Awards 2021 臺灣最佳API專
案：AI幫你顧、臺灣最佳數位財富管
理專案：豐存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