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國泰對 SDGs積極貢獻 

SDGs 說明 2021年具體貢獻成果 國泰三大主軸 

1 消除貧窮 推動普惠金融，協助弱勢脫離貧窮  2021 年社區與金融包容性主題性投資金額為 37 億元；社區與金融包容性主題性授信金額為 45

億元 

 截至 2021 年推動微型保險，累計承保金額約 904.8 億元，承保 27.1 萬人，總計理賠 1,095 個弱

勢家庭 

 放貸予微型金融機構(MFI)產業餘額達美金 38.88 百萬元 

健康 

 

3 健康與福祉 

 

以健康促進及財務健康為核心，鼓

勵大眾積極落實健康管理 

 2021 年高齡健康主題性投資金額為 4,119 億元；高齡健康主題性授信金額為 352 億元 

 至 2021 年底，Cathay Walker 與 Cathay Walker Plus 已累積 40 萬會員人數，為業界最多人參與的

健康計劃，用戶走路總步數累計達 5,665.8 億步，約可來回月球 453 趟 

 大腹翁小腹婆減重競賽之累計人數逾 7.2 萬人，共減重近 129,410 公斤 

 「校園遊戲化反毒宣導計畫」已有超過 111 萬人次的學子受益，也於 2021 年獲得海內外多項大

獎肯定 

 2021 年安養信託 (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 信託財產本金為 24.93 億元；2021 年安養信託 (高齡

者及身心障礙者) 有效受益人數為 317 人 

健康 

 

4 優質教育 

 

運用核心職能、鏈結金融商品服務

及金融教育，實踐金融包容性；培

育孩童與青年創新與挑戰的能力與

態度 

 國泰大樹計畫累計扶助逾 12 萬名學童，捐助逾新台幣 1.8 億元。 

 國泰圓夢計畫於 2021 年幫助 479 位孩童築夢，共發出 371 萬元的圓夢金。 

 國泰卓越獎助計畫遴選 91 組得獎者，總計頒發 747 萬元，支持高中品學兼優以及熱衷投注環境

永續、銀髮關懷、社區營造的青年學子們。  

 新二代多元智慧培力計畫 2021 年共陪伴 624 人次學生成長，SROI 為 2.36 元。 

 國泰暑期實習計畫(CIP)共錄取 134 名；國泰敏捷實習計畫(CAP)共錄取 33 名。 

 舉辦「國泰氣候變遷青年論壇」，吸引超過百位青年報名參與。 

氣候、健康、

培力 

5 性別平等 

 

建立多元女性典範，營造不因性別

而侷限職涯發展的文化 

 首次入選彭博性別平等指數 

 提供女性員工優於法令規定的流產假給薪制度 

 連續 3 年舉辦女力活動，透過靜態講座課程結合動感的健康運動課程，為女性打造自信發聲舞台 

 培育 59 位女籃球員，於 WSBL 蟬聯 11 連霸 

 培育 45 位女桌球員，其中 2 位選手代表國家隊挺進 2020 東京奧運八強 

健康、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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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負擔能源 挹注金流，協助降低再生能源成本  離岸風電累計融資之裝機容量達 1,373MW 

 太陽能電站海內外累計融資之裝機容量 758MW 

 2021 年再生能源工程及設備保險 (水力、太陽能、風電) 承保金額為 1,488 億元 

 建置超過 6780kw 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並訂定 2025 年生產並使用再生能源達 500MWh 之目標 

氣候 

8 優質工作與

經濟成長 

 

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結合金融商品

服務，支持中小企業、社會企業與

弱勢族群；規劃員工及青年職涯發

展，並保障多元族群之工作權利 

 國泰共有 279 位具原住民身分的員工、450 位身心障礙員工 

 過去三年薪資平均調幅 3% 

 至 2021 年底止，已有 17.8 萬人使用國泰證券台股定期定額的扣款申購服務，其定期定額扣款

金額達新台幣 149.3 億元，與 2019 年相比成長 14 倍 

氣候、健康、

培力 

9 產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為成長中的企業提供基礎資金與保

障，並開發新型態金融商品，提升

金融包容性 

 2021 年基礎建設主題性投資金額為 7,377 億元；基礎建設主題性授信金額為 711 億元 

 2021 年小型企業放貸總餘額為 1,032 億元；2021 年小型企業放貸總件數為 9,117 件 

 社會企業優惠融資餘額為 2,532 萬元，共貸放給 11 家社會企業 

 農作物保險累計承保金額達 7,371 萬元 

氣候、健康 

13 氣候行動 將氣候變遷對自身營運及業務發展

的衝擊，納入策略規劃，並積極行

動 

 2021 年低碳主題性投資金額為 2,076 億元；低碳主題性授信金額為 314 億元 

 台灣唯一參與「CDP 未回覆企業議合倡議」之金融機構，2021 年共議合 40 家企業，議合企業之

回覆率為 25% 

 連續五年舉行「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2021 年報名企業占台股市值 76%，佔台灣總碳

排 51%，論壇同時在線人數超過 1000 人 

 國泰 Climate Action 100+三個議合對象皆承諾淨零碳排或碳中和，其年總碳排約 5000 萬公噸。 

 2021 年推動行動保險及電子化服務，共減 2.9 億張數 

 國泰共有 17 棟綠建築，其中更有 6 棟為美國標章之 LEED 綠建築 

氣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