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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友邦人壽（前身為美國人壽，民國98年6月更名為友邦人壽）

成立於1990年11月，早期以電話行銷和銀行保險業務為主，之

後結合電話行銷和大眾媒體的直效行銷，以醫療和意外等保障型

和老年保障型商品為主，是國內大眾媒體直效行銷新業務型態的

領導品牌。

結合友邦保險豐沛的資源與在地經驗，AIA友邦人壽以優質的保

險商品及服務，提供客戶保障和長期儲蓄的保險規劃。截至

2019年12月底，AIA友邦人壽為業界唯一連續十四年獲得金管會

「提高國人保險保障方案」績效優良獎勵之保險公司。深耕台灣，

自2011年始已八度獲保險信望愛獎之『最佳商品創意獎』、

2018與2019年連續獲HR Asia 『台灣最佳企業雇主獎』、2017

年獲得台灣保險卓越獎『人才培訓卓越獎』、2015年『人才培

訓專案企劃卓越獎』與『公益關懷專案企劃卓越獎』、2014年

獲得現代保險雜誌『保險品質獎』、第68屆全國商業總會『優

良外商』金商獎、2013年7月台灣保險卓越獎之『外商保險分公

司卓越獎』。致力落實「健康長久好生活」的品牌承諾，克盡企

業公民的責任。

關於AIA友邦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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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友邦保險」
或「本集團」）是最大的泛
亞地區獨立上市人壽保險集
團，覆蓋亞太區內18個市場，
包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泰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
國內地、南韓、菲律賓、澳
洲、印尼、台灣、越南、新
西蘭、澳門特別行政區、汶
萊、柬埔寨和緬甸擁有全資
的分公司及附屬公司、斯里
蘭卡附屬公司的99%權益及
印度合資公司的49%權益。

友邦保險今日的業務成就可
追溯至1919年一個世紀前於
上海的發源地。按壽險保費
計算，集團在亞太地區（日
本除外）領先同業，並於大
部分市場穩佔領導地位。截
至2019年12月31日，集團總
資產值為2,840億美元。

友邦保險簡介

友邦保險提供一系列的產品
及服務，涵蓋壽險、意外及
醫療保險和儲蓄計劃，以滿
足個人客戶在長期儲蓄及保
障方面的需要。此外，本集
團亦為企業客戶提供僱員福
利、信貸保險和退休保障服
務。集團透過遍佈亞太區的
龐大專屬代理、夥伴及員工
網絡，為超過3,600萬份個人
保單的持有人及逾1,600萬名
團體保險計劃的參與成員提
供服務。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股份代號為「1299」)；
其美國預託證劵(一級)於場外
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交易代號
為「AAG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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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致力於瞭解環境、社會及公

司治理問題、減少我們對環境的影響

並解決我們所處各個市場所面臨的重

大的健康挑戰。並善盡機構投資人之

責任，以及專注於永續發展及長期投

資成果。

AIA友邦人壽於2017年04月26日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

治理中心發布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本報告為AIA友邦人壽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

則」的「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 「原則

二、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原則三、持續

關注被投資公司」 、 「原則四、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

及互動」 、 「原則五、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

形」 、 「原則六、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

理之情形」 ，並依據原則六，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

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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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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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永續發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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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永續發展概覽

2018年友邦保險成為首家

總部位於香港並以資產持

有 人 身 份 成 為 負 責 任 投 資 原 則

（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或「PRI」）簽署方的公司。

這使我們能夠受益於PRI的資源，持續

將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的考量融入

我們的業務流程並彰顯我們在可持續性

投資方面所付諸的努力。友邦保險將於

2021年提交首份PRI報告。友邦保險亦

於2018年加入了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

作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或TCFD），持

續尋找不同方法解決我們投資決定中所

牽涉的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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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永續發展概覽

我們為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的永續經營所付出

的努力已獲得了國際認可。2019年，在評級機構

Sustainalytics評選的253間在ESG風險管理方面表現出

色的保險業公司中，友邦保險集團躋身前百分之一的行

列並名列第二。同時，我們已連續第三年入選富時社會

責任指數系列 (FTSE4Good Index Series)並參與了

Climate Action100+(Climate Action 100+是一項由投

資者參與並執行的方案，旨在確保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

排放公司針對氣候變化採取必要的措施)。將ESG的考量

融入友邦保險集團的公司治理之中，亦是本集團得以管

理可持續性發展帶來的挑戰的重要原因。



管理層面的公司治理

本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由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組成。

負責監督制訂本公司的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策略及計劃，

提供有效管治、綜合並處理我們業務中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

各種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問題。此委員會最少每季舉行一

次會議，在監管本集團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策略、政策以

及披露包括一年兩次向董事會匯報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

用。同時，此委員會考量由包括機構持份者在內的重要持份

者就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提出的研究及反饋意見，評級機

構發佈的報告並就與本集團相關的實質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問題提供建議。2019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討論

了氣候變化方面的反饋意見，並向本集團董事會歸納並呈報

了其中的重要結果。同時，友邦保險環境、社會及管治團隊

每日與本集團投資團隊分析員緊密合作，制定統一的更好的

解決氣候風險問題的方法。

董事會層面的公司治理

友邦保險董事會擔負監管本集團風險管理活動

的最終責任，同時，董事會監控整個集團的實

質風險，無論此等風險屬於行業風險還是本集

團及其業務所面臨的風險。董事會由我們董事

會成員組成，並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

風險委員會、以及由我們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

營運風險委員會和財務風險委員會提供支持。

友邦保險的風險管理框架確保我們具備識別、

量化、監控、管理以及報告風險的能力和流程。

董事會負責審核此框架，確保其在本集團的業

務環境及範圍下行之有效。我們根據風險管理

框架下的流程處理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風險

並依據營運風險類型將此等風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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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在友邦保險，我們瞭解我們的投資對大眾生

活的影響，以及為了推動創造長期價值在我

們的投資決定中檢視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因素的重要性。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問

題的考量始終貫徹於友邦保險的投資框架之

中，並由本集團必須遵守的「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標準」予以展現。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標準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標準」是根據本集

團總部辦公室投資長以及我們各個附屬公司

投資長的詳細意見而制訂。這個領導團體負

責掌控我們的方針，其中包括正確歸檔以及

培訓和培養各個附屬公司的投資經理及分析

員的方針。透過我們的投資，我們能夠鞏固

投資收益， 滿足我們客戶的儲蓄和保障需

要，同時為我們所在市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做出貢獻。

10

公司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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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我們各個市場的經驗豐富的固定收益及股票分析員負責

考量投資決定中的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事務。他們透

過運用包括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報告、研究報告、新

聞以及其他公開訊息在內的多種資源，密切留意與他們

的投資組合相關的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問題，並向投

資經理匯報最新情況。

友邦保險經常在作出投資決定前就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議題及其後的任何重要考慮，與各個企業進行溝通。

友邦保險的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團隊持續與本集團的

投資團隊緊密合作，分享及運用行業知識及趨勢，同時

共同設計、實施並提高對特定投資領域的投資手段及成

果。

納入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考量的投資流程



剔除的投資對象

友邦保險致力於協助亞太區大眾實現健康、長久、

好生活並將此承諾貫徹於業務的各方各面。

我們於2018年採取重大措施，將煙草製造業從我們

的投資組合中剔除，其中涉及的企業股票及債券的

剝離投資金額達至5億美元。

我們亦將集束彈藥排除在我們的投資之外。集束彈

藥是一種富有爭議的武器，導致嚴重的平民傷亡，

我們所處的部分市場已經簽署協議禁止生產集束彈

藥。友邦保險不會投資於集束彈藥行業，而且我們

的不予投資清單彰顯了我們為之付出的努力。

我們所有的投資營運，包括由我們的外部經理人管

理的資產，均需要遵守友邦保險的不予投資清單。

我們對棕櫚油行業採取的方針

如果透過可持續性生長，棕櫚油可以產生社會及經濟效益。然而，不可

持續性的生產則為社會和環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中包括森林砍伐、

環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

友邦保險於2019年加入PRI可持續棕櫚油投資者工作組（PRI Investor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Palm Oil），致力於和處於棕櫚油價

值鏈上的公司合作，支持可持續性發展。我們亦對我們固定收益及股票

資產類別所屬的投資組合下的從事棕櫚油生產的公司進行評估，並與此

等公司溝通，改善他們在營運和供應鏈方面所採取的可持續性發展措施。

友邦保險亦為我們的分析員制定了額外的內部指引，與不同資產類別下

的棕櫚油種植園或加工廠進行溝通，並進行可持續性發展評估。

12

盡職治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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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投資後續追蹤管理

不斷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表現的公司長遠而言能夠獲得更高的收益、展現更高的風險

管理水平並創造可持續性發展價值。作為一間保險公司，我們致力於滿足我們客戶的需要，這項工作不僅需

要投資於公司治理表現良好的公司，而且還要瞭解社會及環境因素對這些公司營運的影響。因此，我們不僅

於投資前導入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的評估，更於投資後，定期追蹤被投資企業之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

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表現及相關新聞，以股東身分透過對

話、議合、積極出席被投資企業之股東會、法說會或不定期與被投資企業進行溝通，積極展現資產擁有人之

盡職治理作為。



2019上市櫃資產分佈

依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公布上市(櫃)公司之治理評

鑑等級，本公司投資於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

之資產佔整體投資於上市(櫃)公司資產之52.9% ，

投資於排名前20%之資產佔投資於上市(櫃)公司

資產之 92.37% ，足以說明對環境、社會及公司

治理問題的考量始終貫徹於本公司的投資框架之

中，以及其於投資決定中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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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所有入職友邦保險的員工都必須參加培訓熟

悉守則的內容。所有員工每年都必須完成熟

知和遵守該準則的認證。準則方面的培訓與

業務誠信領導課程相輔相成，為友邦保險的

領袖在處理牽涉道德的兩難局面時提供實用

的技巧。

行為準則

我們優良公司治理方針的核心在於我們的行

為準則。該準則為我們如何在任何時候開展

業務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並適用於友邦保險

的所有員工。該準則彰顯了我們「與對的人，

以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成果將隨之而來」

的營運理念，亦明確了我們應該如何保持最

高水平的職業操守，此舉對保持客戶、代理、

分銷夥伴、監管機構以及投資者在內的所有

持分者對我們的信任並與之建立可持續性發

展的關係至關重要。

友邦保險期望所有員工都履行最高誠信及行

為準則的責任並舉報所有違規行為。我們相

信我們提供的環境以及我們所具備的處理流

程使得員工無需懼怕或猶疑地發現及舉報違

規事務。所有違規行為將受到紀律處分，其

中可能包括視乎情形而被解僱。友邦保險的

業務合作夥伴，包括代理人、供應商以及分

銷夥伴，均應採用相似的準則並遵守和我們

的員工一致的盡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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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防止賄賂及貪污

根據我們的政策，代表友邦保險的員工和其

他人士嚴禁在所有牽涉友邦保險、政府官員、

客戶或員工的業務往來中提出、收受、支付

或授權任何賄賂或任何形式的貪污。

16

本集團的反貪污政策（「該政策」）訂立了在我們所有營運中均須遵

守的嚴格準則。所有員工必須參加反貪培訓。我們不時進行審核和評

估，監督員工是否合規。規定亦明確了為確保合規員工所需承擔的職

能及責任。我們的各個業務部門負責流程實施及管控，降低貪污風險，

確保符合本集團準則及當地所有相關法規。

盡職治理情形



防止欺詐

友邦保險致力於遵守準則中所規定的高標準

的道德規範，並支持採用零容忍的方法處理

欺詐。友邦保險的反欺詐規定中列明了管理

欺詐風險的準則，其中包括培訓、防範和監

察措施。我們的營運單位根據此規定採取行

動，防範並促進盡早發現欺詐行為，保障客

戶以及友邦保險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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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評估及調查欺詐相關的事件、指控或嫌疑。如果指控或嫌

疑屬實，友邦保險會盡力以公平及均衡的方式採取紀律行動。其他

有可能採取的措施包括取消員工相關福利、向執法機關通報欺詐行

為並要求予以懲處或就員工所觸犯的欺詐尋求司法援助。

盡職治理情形



舉報政策

友邦保險為我們的所有持分者，包括員工、

分銷商、客戶以及供應商提供渠道，反映他

們對有違準則或其他未能達至本集團所提出

的高標準的行為的擔憂。

友邦保險堅持實施完善的舉報制度，旨在透

過多重舉報渠道處理對違規及不當行為的舉

報，其中包括由第三方管理並容許匿名舉報

的二十四小時、多語種的合規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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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調查和評估所有指控。本年度透過內部渠道（ 如人力資源

部、稽核單位及法令遵循單位）的舉報個案佔總舉報個案的57%。

透過道德熱線的舉報由本集團的法令遵循單位處理。本集團的審計

委員會負責監督舉報制度。本集團的內部稽核單位及法令遵循單位

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舉報個案種類、數量以及調查此等個案所取

得的進展。友邦保險對舉報人的保護政策嚴禁對本著良好意願舉報

違反或涉嫌違反守則的員工實施任何形式的報復。

盡職治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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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友邦保險致力於嚴格遵守所有適用於反洗錢

╱ 反恐融資的法規，並防止產品及服務為清

洗黑錢和恐怖活動融資所用。

我們針對反洗錢及反恐融資實施的方針

友邦保險的反洗錢 ╱ 反恐融資規定及指引制定了本集團反洗錢 ╱

反恐融資制度的詳細要求。制度中包括根據風險評估方針進行客

戶盡職調查、持續監控、舉報可疑行徑、培訓以及存儲紀錄。友

邦保險使用完善的反洗錢╱ 反恐融資監控軟件及網絡工具監察風

險狀況並監控客戶活動。

所有新入職員工都必須完成反洗錢和反恐融資培訓。專屬代理亦

必須接受相應的反洗錢 ╱ 反恐融資培訓。此外，本集團經濟制裁

合規規定及指引制訂了相應準則並根據制裁制度管理與政府、個

人以及企業實體的交易風險。



• 運用保險業資金買賣國內股權商品時，

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買入或賣出，或無

正當理由，與所屬保險業為相對委託之

交易。

• 於公開場所或傳播媒體，對個別國內股

權商品之買賣進行推介，或對個別國內

股權商品未來之價位作研判預測。

• 其他影響保險業之權益或經營者。

利益衝突管理說明

為規範督促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善盡

忠實誠信原則，避免利益衝突之情形，依

「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之規定，友邦

人壽訂定「投資人員個人交易管理政策」規

範，對於代表公司進行投資交易及交易決策

形成中參與之人員及雖非上述人員但能在交

易前知悉相關交易之人員不得:

•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洩漏予他人或從

事國內股權商品買賣之交易活動。

相關人員從事個人股權商品交易前，需向法

遵部門提出申請並取得核准後，始得進行相

關交易。

同時，事前知悉交易相關內容之人員應於每

月結束後至次月底前申報其本人、配偶、未

成年子女及被本人利用名義交易者之國內股

權商品交易情形，以檢核是否有利益衝突之

情事；非實際從事投資交易人員，得就其知

悉交易相關內容之國內股權商品辦理申報前

述相關當事人之交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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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情形

註1:友邦人壽的國內股權商品於本次報告期間未有重大利益衝突事件發生。



我們鼓勵各個公司主動瞭解潛在風險並利用氣候變化帶

來的營運機遇，其中包括直接或間接評估及管理各個業

務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足跡及氣候影響。

在2019年，友邦保險與本集團投資組合下的超過1400間

公司合作，包含友邦人壽合作的47間公司，評估他們的

業務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風險並採取措施監控及減少他們

的環境足跡。本集團根據過渡性通道措施( 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制定了問卷。過渡性通道措施是一項

全球由資產擁控公司引導的措施，用以評估各個公司在

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是否已為應對人身及轉型風險

準備就緒。

友邦保險持續與業務夥伴合作，提高

對環境風險問題的意識並鼓勵他們透

過透明的方式解決此類問題，從而為

向低碳經濟轉型做出貢獻。同時，在

向低碳轉型以及改善氣候的未來之路

中，我們關注我們營運市場的投資機

遇，協助我們的各個社區實現他們的

環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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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投資企業對話互動及議合

回覆率19%

友邦人壽2019年氣候變遷ESG問卷回覆情況



股東會投票部分，本公司取得被投資企業之股東會議程後進行評估分析，審視公司提案是否有符合公司治理、或

對本公司客戶/股東長期價值及被投資企業之發展有益等進行內部溝通並取得核准，以利本公司股東會出席人員

表達立場。於2019 年，本公司與參與被投資企業之股東會、電訪、座談會、法說會等相關互動數據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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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投資企業對話互動

項目 參與股東會 電訪、座談會、法說會

家 / 次 31 家 約 300 次

註1:友邦人壽國內股權商品相關事項均由內部研究團隊負責，並未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



2019 年本公司100%參與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並表決 229 項議案，投票情形依議案類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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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股東會出席曁投票情形揭露

類型 議案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財務報告相關 31 100% 0% 0%

資本相關 41 100% 0% 0%

營運管理 108 100% 0% 0%

董監事：選任相關 11 0% 0% 100%

董監事：非選任相關 38 100% 0% 0%

薪酬 -- 100% 0% 0%

併購 / 企業重組 -- 100% 0% 0%

其他 -- 100% 0% 0%

總計 229 95.2% 0% 4.8%

註1：依保險法第146-1 條規定，保險業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權，故董監事選舉之議案採棄權方式處理。
註2：於本次報告期間未有歸屬於重大之議案(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勞工、客戶及股東長期價值之虞)。

財務報告相關 資本相關 營運管理

董監事：選任相關 董監事：非選任相關



➢ 友邦保險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方針

https://www.aia.com/zh-hk/about-aia/esg.html

➢ 友邦保險2019年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

https://www.aia.com/content/dam/group/zh-hk/esg/HAR20020050_C_AIA_ESG19(1639)F_.pdf

➢ 友邦保險負責任的投資方法

https://www.aia.com/zh-hk/about-aia/esg/governance/responsible-investment-policy.html

➢ 友邦人壽「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https://www.aia.com.tw/zh-tw/about-aia/info-declaration/corporate-governance.html

➢ 友邦人壽投票情形揭露報告

https://www.aia.com.tw/zh-tw/about-aia/info-declaration/corporate-govern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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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友邦保險永續作為可參考

https://www.aia.com/zh-hk/about-aia/esg.html
https://www.aia.com/content/dam/group/zh-hk/esg/HAR20020050_C_AIA_ESG19(1639)F_.pdf
https://www.aia.com/zh-hk/about-aia/esg/governance/responsible-investment-policy.html
https://www.aia.com.tw/zh-tw/about-aia/info-declaration/corporate-governance.html
https://www.aia.com.tw/zh-tw/about-aia/info-declaration/corporate-governance.html


客戶服務專線 : 0800-012-666

機構投資人 : TW.INV@aia.com

盡職治理 : Joseph-YP.Fang@aia.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