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信託2015年刷新紀錄 海內外榮獲147項大獎
 「台灣併購金鑫獎」最大贏家 8度獲《The Banker》「臺灣最佳銀行」

日期：2015/12/28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簡稱「中信金控」）2015年得獎數突破歷史新高，總計獲得海內外147項大獎肯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

稱「中信銀行」）8度獲得《Financial Times》（英國金融時報）旗下《The Banker》（銀行家雜誌）評選為「2015年臺灣最佳銀行」（B

ank of the Year in Taiwan 2015），亦為臺灣唯一金融業者所創之紀錄，業務部份表現更為亮眼，中國信託呼應主管機關打「亞洲盃」政

策，積極布局海外市場，尋求跨業結盟，更以中國信託金控併購台灣人壽、中國信託銀行併購大陸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有限公司等案，獲

得臺灣最具權威之「台灣併購金鑫獎」頒發「年度最具代表性併購獎」等4項大獎，為該獎項今年度最大贏家。

令人振奮的是，中信銀行洞察先機，積極著眼於數位社群媒體溝通，為臺灣唯一同時獲得《Globle Finance》（全球金融雜誌）頒發

「全球最佳社群媒體銀行」、「亞太最佳社群媒體銀行」及「臺灣最佳企業金融網路銀行」3項大獎肯定之金融機構，再度為臺灣在國際寫

下佳績。中國信託金控已經連續4年得獎破百，持續位居臺灣金融業領導品牌地位。

中信金控由於營運績效、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優異表現，堪稱得獎常勝軍，2015年，中國信託在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相

關獎項得獎數再創新高，共獲得38項大獎，包括3度獲得《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連續5年位居《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

獎」前10強，以及首度獲得《財訊雙周刊》「2015年財訊金融獎金控CSR優質獎」外，中國信託也因公司治理業務經營有成，3度囊括《A

siamoney》（亞洲貨幣雜誌）「亞洲最佳公司治理企業」、「臺灣最佳公司治理企業」等10項大獎第一名、5度勇奪聯《The Asset》（財

資雜誌）「亞洲銀行及金融界最佳財務表現、管理、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及投資人關係白金獎」，展現中國信託長期耕耘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之努力，已受到海內外專業機構認可。

在品牌形象方面，中信銀行由於服務「創新力」，於《天下雜誌》所主辦之「金牌服務業調查」評鑑中勝出，勇奪銀行類第一名，

亦獲得《遠見雜誌》2015服務業大調查金融銀行業第二名，8度獲得《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賞」銀行品牌第一名，且在本（12）

月中旬由《財訊雙周刊》主辦之「2015年財訊金融獎」奪下「最佳本國銀行形象優質獎」、「最佳本國銀行服務優質獎」、「最佳本國銀

行產品優質獎」、「最佳網路銀行優質獎」及「最佳行動銀行優質獎」等5大獎項。除了國內獲獎無數外，中國信託品牌形象於海外亦獲高

度認同，如8度榮獲《The Banker》（銀行家雜誌）評選為「臺灣最佳銀行」，連續3年獲得英國品牌調查機構Brand Finance「全球500大

銀行品牌調查」評選為臺灣銀行品牌之冠，可謂金融業模範生。

在法人金融業務表現上，中信銀行表現出眾，5度獲得《The Asset》（財資雜誌）「臺灣最佳衍生性金融商品銀行」、12度摘下《G

lobal Finance》（全球金融雜誌）「臺灣最佳外匯交易銀行」榮銜，5年來獲《Global Trade Review》（全球貿易評論雜誌）頒發「臺灣最

佳貿易融資銀行」，展現中信銀行於法金業務的強勁實力。

此外，中信金控旗下保險、證券子公司亦表現優異，中國信託人壽榮獲第12屆國家品牌玉山獎「傑出企業」、「最佳產品」、「傑

出企業領導人—全國首獎」等12項殊榮，中國信託投信則獲得第18屆金鑽獎「債券股票平衡型基金價值型股票（三年期）傑出基金」等4項

大獎，中國信託證券亦獲得第13屆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傑出風險管理獎」，總計除了金控、銀行之外，其他子公司部分今年共獲得17項

大獎，為金控得獎版圖增添新紀錄。

【附表】中國信託2015年榮獲海內外獎項一覽表

類別 頒贈單位 獎項名稱

最佳銀

行及品

《Euromoney》 臺灣最佳銀行

銀行與金融領域最佳企業



牌形象

《The Banker》 臺灣最佳銀行

《FinanceAsia》 臺灣最佳銀行

《Asiamoney》
臺灣最佳管理企業─大型企業類

臺灣最佳經理人─中信銀行總經理陳佳文

《The Asian Banker》 臺灣最強銀行

《World Branding Forum》 臺灣年度品牌—銀行類

《Corporate Livewire》 臺灣創新傑出銀行

經濟部工業局

2015臺灣創新企業調查

前20強企業

《天下雜誌》2015金牌服務業調查 銀行業第一名

《遠見雜誌》2015服務業大調查 金融銀行業第二名

《讀者文摘》
 

信譽品牌（Trusted Brand）
銀行類金獎

《經理人月刊》 影響力品牌銀行類第一名

《今周刊》

第8屆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賞

銀行品牌第一名

《管理雜誌》

2016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調查

銀行類第一名

《財訊雙周刊》

2015年財訊金融獎

最佳本國銀行形象優質獎

最佳本國銀行服務優質獎

最佳本國銀行產品優質獎

最佳網路銀行優質獎

最佳行動銀行優質獎

最佳

併購

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2015臺灣併購金鑫獎

年度最具代表性併購獎─中國信託銀行併購大陸中信銀行國際（中

國）有限公司

年度最具代表性併購獎─中信金控併購台灣人壽

最佳創意併購獎─中國信託銀行併購大陸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有

限公司



最佳海峽併購獎─中國信託銀行併購大陸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有

限公司

法人

金融
 

 

 

 

 

 

 

 

《Global Finance》

臺灣最佳外匯交易銀行

臺灣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臺灣最佳資金及現金管理銀行

臺灣最佳投資銀行

臺灣最佳次保管銀行

臺灣最佳企業金融網路銀行

《Global Trade Review》 臺灣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The Asset》

臺灣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臺灣最佳風險管理銀行

臺灣最佳保管銀行

臺灣年度最佳衍生性金融商品經營機構

臺灣最佳衍生性金融商品執行平台機構

臺灣最佳利率衍生性金融商品經營機構

臺灣最佳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經營機構

臺灣最佳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經營機構

2015年亞洲貨幣債券—最佳投資機構第三名

臺灣最佳聯貸及結構融資銀行

臺灣最佳併購交易

臺灣最佳融資交易

印尼最佳聯貸融資案

《The Asian Banker》

臺灣年度最佳次保管銀行

臺灣最佳貿易融資銀行

臺灣最佳交易對手銀行

臺灣最佳企業支付專案

《Asiamoney》 最佳新臺幣現金管理服務銀行

《FinanceAsia》
臺灣最佳外匯交易銀行

臺灣最佳交易案

《Asian Banking & Finance》 臺灣最佳外匯交易銀行

 

 
《Global Finance》 全球最佳社群媒體銀行



個人

金融

亞太最佳社群媒體銀行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Retail Banker International 亞洲最佳網路銀行

IDC Financial Insights

金融創新大獎（FIIA）
亞太區最佳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

《Euromoney》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臺灣最佳淨值客戶服務

臺灣最佳資產管理服務銀行

臺灣最佳投資銀行業務管理

臺灣最佳商業銀行業務管理

臺灣最佳研究及資產配置

臺灣最佳國際客戶服務

臺灣最佳資產傳承規劃與建議

《The Asian Banker》

臺灣最佳個人金融銀行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臺灣最佳行動銀行

臺灣最佳數據與分析專案

《Asiamoney》

臺灣最佳本國財富管理銀行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第一名（客戶資產100~500萬美元類別）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第一名（客戶資產501~2,500萬美元類別）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第二名（客戶資產2,500萬美元以上）

《The Asset》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臺灣高度推薦財富管理銀行

《FinanceAsia》 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遠見雜誌》 財金管理五星獎首獎

《今周刊》

2015財富管理銀行評鑑

最佳財富管理銀行獎

最佳數位發展獎第一名

信用卡

與消費

金融

《CEPI》
亞洲最佳數位錢包項目

臺灣高度推薦最佳信用卡

《數位時代》 評審團大獎



2015商務創新獎 最佳平台應用首獎

最佳傳播整合優選

《30雜誌》

2015《30》Young世代品牌大調查

信用卡類別最常使用品牌第一名

公司

治理

《Asiamoney》

亞洲最佳公司治理企業第一名

亞洲資訊揭露透明企業第一名

亞洲經營責任與最佳董事會企業第一名

亞洲最佳股東權益及公平待遇企業第一名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企業第一名

臺灣最佳公司治理企業第一名

臺灣最佳資訊揭露透明企業第一名

臺灣最佳經營責任與最佳董事會企業第一名

臺灣最佳股東權益與股東公平待遇企業第一名

臺灣最佳投資人關係企業第一名

《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亞洲最佳執行長─中信金控總經理吳一揆

亞洲最佳財務長─中信金控資深副總經理高麗雪

最佳臺灣投資人關係獎

公司治理亞洲最佳典範獎

亞洲企業成就領袖獎─中信金控總經理吳一揆

《The Asset》
亞洲銀行及金融界最佳財務表現、管理、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

任、環境責任、及投資人關係白金獎

企業社

會責任 《Asiamoney》
亞洲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第一名

臺灣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第一名

《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獎

《The Asset》
亞洲最佳企業社會責任

亞洲最佳環境責任

金管會

投資創意產業績優—金融機構第一名

贊助創意產業績優—金融機構第一名

內政部 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環境保護署 103年度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企業

教育部體育署104年體育推手獎 贊助類金質獎

文化部第12屆文馨獎 長期贊助獎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績優表揚

《遠見雜誌》

第11屆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

公益推動組楷模獎

《天下雜誌》 2015天下企業公民獎

《卓越雜誌》

2015最佳銀行評比大調查

最佳社會責任獎

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15臺灣企業永續獎

臺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大型企業金融業金獎

創意溝通獎

創新成長獎

社會共融獎

《財訊雙周刊》

2015年財訊金融獎

金控CSR優質獎

英國標準協會 綠色企業典範獎

證券

業務

第13屆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金彝獎

傑出風險管理獎

保險

業務
 

中華民國國家企業競爭力發展協會

第12屆國家品牌玉山獎

傑出企業

最佳產品

傑出企業領導人（全國首獎）─中國信託人壽董事長凌

cid:image001.png@01D14199.6AE1A6F0寶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第6屆臺灣保險卓越獎

保戶服務專案企劃卓越獎—金質獎

資訊應用卓越獎-銀質獎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第4屆保險龍鳳獎
畢業生最嚮往的壽險公司「內勤組」及「外勤組」優等獎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第17屆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保險專業獎

最佳商品創意獎

最佳通路策略獎



  

最佳專業顧問獎—內勤組

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15臺灣企業永續獎

金融及保險業銅獎

投信

業務

《遠見雜誌》

2015基金公司品牌形象大調查

最佳基金公司品牌形象楷模獎

最佳交易人氣楷模獎

《卓越雜誌》

2015最佳投信評比大調查

服務獎

財團法人臺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第18屆金鑽獎

債券股票平衡型基金價值型股票（三年期）傑出基金

其他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商用建築類卓越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優良獎

臺灣科技化服務協會 傑出科技化服務管理專案獎

 

資料來源：各評選機構、中國信託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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