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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逾九成是中小企業，數以千計的中小型公司，支撐我國八成的就業人口，也是台灣
經濟成長重要的後盾，國泰秉持金融服務專業職能，扶助中小企業使其茁壯，更支持樂
齡長者、青年及士農工商各階層普羅大眾創造財務自主，進而擁有健康無憂生活。

4.2   財務健康

國泰注意到近年來長者詐騙事件頻傳，且國人對於退休金準備顯有不足，恐影響未來銀
髮樂齡生活。因此，國泰積極建構完善的高齡社會金融安全網，希望提升高齡者財務自
主權及保障財產安全。

4.2.1 建構樂齡財務自主與保障網

  專業信託團隊守護長壽世代財務安全 

國內信託業務起步之初，國泰世華銀行即成立專業團隊，走入企業、醫院或社區照護機
構，推廣以信託保障財務安全的觀念，領先同業朝著「全民信託」目標邁進，2021 年
疫情期間亦規劃一系列信託線上教育課程，並鼓勵同仁參與「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培
訓，強化團隊服務量能及效率。

信託是財產管理的守門人，在國泰金控永續發展中亦扮演著守護「長壽世代財務安全」
的關鍵角色，透過「服務場景化、產品多元化、契約模組化」三大策略，讓信託真正發
揮普惠價值。早在疫情之前，國泰即設立信託線上諮詢平台，提供民眾 24 小時預約諮
詢信託服務，有如守護財產安全的定心丸。2021 年國內保險金信託業務規模中，國泰
世華銀行占了近三成，更為業界唯一 4 度榮獲菁業獎最佳信託金融獎肯定的金融機構。

  微型安養信託成社會經濟安全網的一環 

隨著近年安養照護糾紛、高齡金融詐騙等事件時有所聞，使保險金信託及安養信託服務
需求快速成長，社會大眾更加重視專款專用性質的個人信託服務。國泰世華銀行 2021

年推出「微型安養信託服務」，積極實現全民信託的普惠價值，不到千元的簽約金以及
未設立信託財產交付金額門檻等條件，有助於消弭民眾對信託進入門檻高、收費貴、是
有錢人專利的迷思，加速信託成為社會經濟安全網的一環，讓子女能將用於照護父母的
資產或長輩能將辛苦打拼一輩子存下的退休金交付信託，以避免遭不當挪用或詐騙。

  時間複利魔法 打造安心退休計畫

有鑑於國人對退休準備明顯不足，以及忙碌沒時間針對不同年紀規劃退休金，國泰投信 2019 年推
出泰享退系列（202/2039/2049）目標日期組合基金，讓民眾只要輕鬆選擇與本身期望退休年份相
近的基金，每月定期定額或單筆方式投資，操作策略則交由專業投資團隊依生命周期配置股債等資
產比例。同時也透過專為退休規劃設計且試算項目包含勞保、勞退及國民年金的「國泰泰享退魔法
學院」平台，讓民眾快速計算個人退休準備關鍵數字，清楚瞭解退休後的財務缺口，提早做財務規
劃，也提供軟性生活議題知識，讓民眾能充分享受豐富的樂退人生。此外，2021 年疫情期間，推
出「泰享退」退休金規劃線上課程，藉由課程內容傳遞實用的退休金準備概念，使民眾掌握最新理
財觀念不受限。

國泰世華銀行推出具有可預辦、無交付金額門檻、低
額簽約費的「微型安養信託」，讓一般民眾也能享用
信託服務，實現全民信託的普惠價值。

國泰針對一般國人、弱勢族群、中小企業與社會企業、青年人或長者，不論是從傳統或數位等不同
通路，都公平地提供其社經地位領域中，可負擔的金融商品與服務，以實現普惠金融目標。

4.2.2 實現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保險

國泰長期致力於弱勢族群關懷與普惠金融推動，領先業界開辦微型保險已超過 10 年，於此期間與
縣市政府及社福團體共同合作推廣，讓更多真正需要微型保險照顧的民眾可以獲得基本保障。截
至 2021 年底，國泰人壽與國泰產險承作之微型保險有效契約共承保 18.2 萬人；微型保險開辦至
2021 年底以來，累計已提供 27.1 萬名民眾基本經濟安全保障，總計承保金額達 904.8 億元，也讓
1,095 個家庭在經歷不幸事故意外時，可獲支持度過難關。

https://www.cathaysite.com.tw/retireplanWeb/
https://www.cathaysite.com.tw/retireplan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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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棒防賭基金信託

國泰世華銀行於 2009 年首創「職棒球員防賭基金信託」及「職棒聯盟球員簽約金信託」，透過
設立防賭基金並為球員規劃儲蓄退休金，提升台灣職棒環境，累計至 2021 年止，參與的現役球
員已達 220 名，信託資產規模則超過新台幣 1.55 億，且整體信託規模仍持續成長中。

在信託期間，若球員有臨時提領資金的需求，需經工會同意，銀行才會進行撥款，充分藉由信託
機制展現職棒球員防賭的自律決心；待球員退役後，信託資產將全數返還供其生活使用，達成確
保球員退役生活品質的目的。

國泰世華銀行在發揮金融本業職能、守護職棒環境的同時，也與職棒球員工會成為公益合作夥伴，
偕同職棒球星們為回饋地方鄉里共盡心力，開啟「職棒工會回饋列車」，至 2021 年底，已舉辦
超過 50 場、走過逾 100 間機關學校、超過 8,000 人次參與。

  農作物保險

國泰產險以核心職能協助台灣各族群面對氣候變遷議題， 2016 年推出首張芒果農作物保
險（政府災助連結型）保單，承保芒果之颱風、豪雨、寒害、高溫（焚風）、霪雨損失，
之後陸續推出芒果農作物保險（區域收穫型），以及番石榴農作物保險（颱風風速及降雨
量參數型），承保不同農作物產品。

農作物因栽種季節、開花季節，及受災狀況等不同，需設計符合作物特性之保險，並根據
氣候、收穫變化，調整保單內容，例如，2017 年，「芒果農作物保險 ( 區域收穫型 )」以
區域收穫量做判斷，當實際收穫量低於保證收穫量時，即可理賠，使農民得到更符合實際
種植情況的彈性理賠條件。

此外，國泰產險為了精準提供理賠服務，農業保險導入數位自動化服務、推出理賠即時通，
並調升賠付比例，幫助農民減少颱風、豪雨所帶來的損失。2021 年「番石榴農作物保險」
已適用理賠即時通工具，在符合天災豪雨標準時，國泰產險第一時間便啟動保險理賠機
制，主動發送關懷簡訊通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保險給付，使農民儘速完成復育及恢復以
往產量。截至 2021 年底止，番石榴保險已理賠 178 件，理賠金額約新台幣 35.3 萬元。

國泰產險也積極參與農民座談會，協助農民建立保險觀念、風險意識及蒐集市場需求，透
過定期檢視保單商品，調整商品內容，提供農民更完善保障，且遇天災後，能善用保險補
償機制，迅速復耕。

 社會責任債券

國泰世華銀行於 2021 年 3 月參與承銷 Woori Card 社會責任債券，資金用途為對於長期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之中小型會員商家提供財務支持，發行規模共計美金 2 億元；於 2021

年 6 月，國泰世華銀行亦參與承銷韓國最大的信用卡公司 Shinhan Card 的社會責任債券，
該檔債券的社會效益投資計畫，全數用於社會基本服務需求之投資項目，包含提供公衛醫
療機構、低收入弱勢族群之放款，以及補貼環境友善之基礎交通建設融資支出，總發行規
模達美金 3 億元。

此外，2021 年新冠疫情影響眾多民眾的生計，國泰人壽感同身受，推出「經濟弱勢紓困保險單借
款專案」，保戶可藉此緩解經濟壓力，以支應即時資金需求，且透過線上或國泰人壽首創的「CVX

泰好保」零接觸管道即可完成，以具體行動協助保戶共度疫情期間資金壓力難關。

國泰在普惠金融保險上的用心耕耘與創新服務，獲得主管機關認可，於金管會 2021 年度保險競
賽中，國泰人壽獲得微型保險競賽「保險公司組第一名」、「業務績優獎」以及小額終老「友善
高齡獎」，更勇奪本屆新增項目「紓困績優獎」，也展現國泰在弱勢照顧及高齡長照議題面向，
積極響應政策推動；國泰產險亦榮獲「業務績優獎」及「身心障礙關懷獎」，藉保險核心職能發
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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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提倡青年理財與小額信貸

  定期定額投資

2019 年，國泰證券 APP 首創推出台股定期定額投資，讓小額投資人每個月最
低 1,000 元就可參與台股，1 萬元以下申購手續費只 1 元，降低理財門檻，以
少量資金，長期參與台股市值前五十大標竿企業獲利成長，小資族有紀律投資
存股，增加收入，國泰則能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國泰證券有一半客戶在 35 歲以下，顯示青年世代對小額投資的需求，由於年輕
人慣用數位工具，國泰證券導入智能客服阿發優化服務，投資人僅需幾個對話，
就能在 APP 上完成台股定期定額的申購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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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證券也在經營定期定額業務時發現，有 60% 的客戶都在利用定期定額的方
式，固定持續買進 ETF，目前國泰證券提供定期定額的 ETF 標的多達 83 檔，
ETF 就是指數型基金，被動追蹤相關指數，買進一籃子股票，對於投資人來說，
定期定額買 ETF 解決了投資的兩大難題，就是「選股」跟「擇時」，一籃子股
票解決了選股的難題，定期定額規律投資，解決了選擇買進時機的難題，因此
國泰證券推出這項普惠金融的服務，解決投資人的痛點，廣受投資人青睞。

  小額信貸

傳統銀行借貸手續麻煩費時，緩不濟急，往往讓人望之卻步，尤其年輕族群、
創業青年人脈及不動產等擔保品資源不足，借錢周轉不容易，國泰世華銀行洞
察客戶需求，2019 年針對行動用戶推出「彈力貸」循環型信用商品，為需錢恐
急的客戶體貼設想，不必拉下顏面求人或歷經冗長程序，而且彈性借還，讓客
戶資金運用更靈活。

申請「彈力貸」的用戶只要在國泰世華網銀 APP 上申請操作，最快 5 分鐘就能
開通貸款，貸款戶未動用款項不計息，動用後以日計息，隨時可透過網銀一鍵
還款，還款後可貸額度立即回彈，用戶可多次循環使用，有如口袋裡隨時取用
的備用金。

  金融服務站

因應科技時代來臨，國泰世華銀行秉持「What if We Could」開創無限可能的品牌精神，成立「國泰世華金
融服務站」，設置初衷是希望讓還沒有接觸到數位金融的民眾也能體驗其便利性，讓金融主動走入客戶的
生活場域，落實普惠金融目標。

國泰世華 2020 年攜手全聯福利中心推出「國泰世華金融服務站」，打破傳統銀行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服
務時間最晚延長至晚上 9 點，創下銀行先例於營業據點以外之場所，提供開戶申請收件、數位服務推廣與
諮詢、信用卡申辦及優惠諮詢、自動化設備諮詢與教學等四大業務。

國泰世華銀行全台擁有近 5,000 台 ATM，針對小額信貸、保單質借、預借現金等貸款項目，更首創無需面
對面的「電話 VIP 專屬諮詢」，客戶利用 ATM 附掛電話即可享專人說明、快速便利、隱私度高的資金專屬
服務，免去國人不願真接開口向人借錢的心理負擔。

國泰世華銀行也因利用數位工具，設計貼心金融商品，轉型有成，再獲國際認可，榮獲 2021 年《財資雜誌》
（The Asset）「台灣年度最佳數位銀行」、「最佳行動銀行體驗」、「最佳數位支付體驗」、「最佳公共
服務系統應用」、「最佳 ATM 專案」及「最佳風險管理專案」等六獎項。

國泰世華銀行金融服務站總服務人數已突破 4 萬名，成為補足金融
服務缺口的最佳據點。

金融服務站自試辦起深入住宅區、工
業區及商業區，觀察不同社區對金融
需求的差異，於正式開辦後更積極進
駐分行密度較低的區域，補足金融服
務缺口。面對國泰世華金融服務站的
設置，客戶多表示很開心下班時間能
在居住社區附近享有便捷的金融服務，
也希望能在更多區域看到國泰世華金
融服務站。民眾對服務站的態度，也
從只是經過順便詢問，轉變為主動前
來諮詢如何開戶及了解 ATM 各項功能
等。截至 2021 年底，金融服務站總服
務人數已突破 4 萬名，自發性推薦親友
前來諮詢的比例也自 2020 年開辦初期
的 6% 上升至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