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一組 最佳企業金融獎（共計 3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一條龍服務策略 臺灣企銀展翅高飛 臺灣中小 
企銀 10:30~11:00 

2 
企業的最佳夥伴-滙豐台灣以全球資源及
客製化方案，打造創新永續金融之標竿 滙豐銀行 11:00~11:30 

3 
聚焦數位協助企業轉型，支持綠色融資響
應永續 星展銀行 11:30~12:0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一組 最佳中小企業金融獎（共計 4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融輔投並行策略 扶持小微+新創企
業 

臺灣中小 
企銀 09:15~09:45 

2 微企 e 時貸 第一銀行 09:45~10:15 

3 
永續臺灣－引領中小企業邁向永續
經營服務新模式 玉山銀行 10:15~10:45 

4 
擴大深耕中小.聚焦經營微型信貸工
廠營運模式 

台北富邦 
銀行 10:50~11:2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一組 最佳票券金融獎（共計 2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面對開放挑戰、堅持領先創新─國際票券
金融公司 國際票券 09:15~09:45 

2 
兆豐磐石 票券菁業 變動中穩健獲利  
整合中持續創新 發展中善盡責任 危局
中掌握風險 

兆豐票券 09:45~10:15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一組 最佳綠色專案融資獎（共計 4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達德能源-允能雲林離岸風場 國泰世華 
銀行 13:45~14:15 

2 
整合專家團隊，引領金融創新，共創台灣
綠色金融新價值 玉山銀行 14:15~14:45 

3 離岸風力發電專案融資 台北富邦 
銀行 14:50~15:20 

4 
「落實永續金融─在地深耕放眼國際發展
綠色金融」 

中國信託 
銀行 15:20~15:5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二組 最佳消費金融獎（共計 7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以數據驅動，AI 賦能， 
打造互動式金融新體驗 

國泰世華 
銀行 13:45~14:15 

2 智慧鑑價引領線上房貸服務進化 兆豐銀行 14:15~14:45 

3 
「玉山 Wallet」- 集支付、生活與金融為一
體的數位平台 玉山銀行 14:45~15:15 

4 
永豐 SPORT 卡─以物聯網串聯運動生態圈 
以金融創新成就美好生活─ 永豐銀行 15:15~15:45 

5 Richart 全線上金融服務 台新銀行 15:50~16:20 

6 消金筋斗雲-AI 智能平台 台北富邦 
銀行 16:20~16:50 

7 
「LINE Pay 卡點數生態圈，最佳金融支付體
驗」 

中國信託 
銀行 16:50~17:2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二組 最佳財富管理獎（共計 8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遠銀首創「樂齡理財學苑」翻轉數位力 樂
享黃金橘 遠東銀行 13:45~14:15 

2 
專業加數位 理財更到位-全方位數位理財
服務 渣打銀行 14:15~14:45 

3 
一銀知您薪 打造最透明且個人化的薪資管
理平台 第一銀行 14:45~15:15 

4 以人為本，創造財富管理新(心)體驗 星展銀行 15:15~15:45 

5 
台商資金回流一把兆(專業團隊引領台商境
外資金匯回，擘畫財富新藍圖) 兆豐銀行 15:50~16:20 

6 台新銀行全方位財富管理服務 台新銀行 16:20~16:50 

7 
台北富邦銀行奈米投智能理財服務_攜手國
際、創新賦能，小錢也能投資大未來 

台北富邦 
銀行 16:50~17:20 

8 
「全民智能理財諮詢服務:全客群、全方位， 
安心有溫度的智能財富管理與退休理財解
決方案」 

中國信託 
銀行 17:20~17:5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二組 最佳信託金融獎（共計 4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掌握社會趨勢 創新友善信託平台 營造
安心社會 

國泰世華 
銀行 09:15~09:45 

2 
創構都市更新及危險老舊建物重建 
之前置信託與異業結盟業務平台 

合作金庫 
銀行 09:45~10:15 

3 「留房養老安養信託」-銀髮經濟新基石 兆豐銀行 10:20~10:50 

4 
「老師的付出，值得我們守護 
─私校退撫信託自主投資平臺」 

中國信託 
銀行 10:50~11:2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三組 最佳海外發展獎（共計 4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轉型 蛻變 構建第一金融領導品牌 
 - 與台商共創雙贏局面 第一銀行 10:00~10:30 

2 全球跨境延伸 在地深耕經營 國泰世華 
銀行 10:30~11:00 

3 「兆豐挺台商，贏在新南向」 兆豐銀行 11:00~11:30 

4 
服務創新╳在地發展- 
開創柬國 SMART 房貸新商機- 玉山銀行 11:30~12:0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三組 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共計 1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預定簡報時間 

1 瑞穗經營的創新與最適化的數位金融服務 日商瑞穗銀行 09:15~09:45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三組 最佳數位金融獎（共計 10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虛實合ｅ的雲端銀行大平台 臺灣銀行 09:15~09:45 

2 「AI」+「Open API」-打造跨通路 A+

平台 華南銀行 09:45~10:15 

3 「簡單、創新、最懂你的 iLEO」，百年
銀行的歷久彌新之路 第一銀行 10:15~10:45 

4 打造數據生態圈 落實數據即服務前瞻
策略 國泰世華銀行 10:50~11:20 

5 企業帳戶即時管理系統 RAPID 星展銀行 11:20~11:50 

6 
科技開戶嶄新體驗－STM 智慧櫃員機 
創新 18 分鐘開戶，成功推動分行數位
轉型與提升客戶服務體驗的雙贏策略 

兆豐銀行 13:30~14:00 

7 玉山智能外匯全方位服務 玉山銀行 14:00~14:30 

8 新世代 VIP 數位帳戶 大戶 DAWHO 永豐銀行 14:30~15:00 

9 台新多元行動收付整合平台 台新銀行 15:05~15:35 

10 「運用創新 AI 平台，實踐多元金融服務
─新型態紓困借貸平臺」 中國信託銀行 15:35~16:05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四組 最佳 ESG 獎-一般金融（共計 7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關懷員工、友善土地、回饋社會」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的永續經營承諾 滙豐銀行 13:45~14:15 

2 
「綠色金融的正向力量」富邦金控 ESG
願景工程 富邦金控 14:15~14:45 

3 
「厚植誠信治理，邁向永續未來」-綠色
金融、第一品牌 第一金控 14:45~15:15 

4 永續國泰 守護未來 國泰世華 
銀行 15:15~15:45 

5 轉動 ESG 花旗實現永續金融 花旗銀行 15:50~16:20 

6 共榮互利‧成就永續典範 永豐金控 16:20~16:50 

7 永續發展的智慧好夥伴-台新金控 台新金控 16:50~17:2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四組 最佳 ESG 獎-基層金融（共計 3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實踐蘆農「共好」願景 蘆洲區農會 09:45~10:15 

2 
戀戀蔬農 金色滬尾 濃情底蘊 生活共
美 淡水區農會 10:15~10:45 

3 一路相伴，信賴的好夥伴 淡水一信 10:45~11:15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四組 最佳風險管理獎（共計 5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普惠金融風險模型之變革與價值 凱基銀行 09:15~09:45 

2 
運用大數據分析建構消金產品風險警示
機制 

國泰世華 
銀行 09:45~10:15 

3 
「前瞻洗錢防制風險管理智能化全球風
險評估系統」 兆豐銀行 10:15~10:45 

4 
「玉山冒用風險預防機制」-智能風控創
新應用 玉山銀行 10:50~11:20 

5 
「全方位‧超智能 AML 鋼鐵守門員」以
創新法遵科技打擊全球跨境洗錢風險之
實現與典範 

中國信託 
銀行 11:20~11:5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四組 最佳人力發展獎（共計 4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建構自主發展模型、運用數位工具發展
未來金融人才 星展銀行 09:15~09:45 

2 玉山科技聯隊 AI 人才培育計畫 玉山金控 09:45~10:15 

3 
「打造人才發展的第二曲線- 
從訓練走向全方位發展」 永豐銀行 10:20~10:50 

4 
「產學領航，公益發揚─金融人才培育
計畫」 

中國信託 
銀行 10:50~11:2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五組 最佳合作金融獎（共計 2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在地金融最知心，貼心守護零距離 淡水一信 13:45~14:15 

2 
數位金融從「心」出發 
翻轉後山～看見地方金融的價值 花蓮二信 14:15~14:45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第十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 菁業獎 

複審時程表 

 
第五組 最佳農業金融獎（共計 5 件） 

複審會議時間：9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複審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 

編號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依字首筆劃大至小排序) 預定簡報時間 

1 世紀風華，薪傳永續 蘆洲區農會 15:00~15:30 

2 農業金融續創新 多元服務展新猷 新莊區農會 15:30~16:00 

3 永續經營 共好共榮 板橋區農會 16:00~16:30 

4 農情新活力 滬尾再出發 淡水區農會 16:40~17:10 

5 
跟隨行動科技，走出分行，走進客
戶生活裡 汐止區農會 17:10~17:40 

 
＊請各報告機構於預定簡報時間前十分鐘抵達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各獎項進入複審名單請查閱本院網站（www.tab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