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育與社會貢獻

勤業眾信將持續創造社會價值、落實永續經營，帶給社會正面影響力

事務所人力組成
• 年度同仁人數分布
2019年度

• 同仁性別分布

2020年度

2021年度

• 同仁工作地點分布

男性

女性

63%

地點分布

3,887人

性別

男

2021年度

台北所

男

1,180人

1,931人

2020年度

1,192人

2019年度

1,183人

台中所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
一段88號22樓

台南所

高雄所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一段189號13樓

3,894人

女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20樓

新竹市東區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6樓

37%

3,775人

台北所

新竹所

新竹所

女

男

68人

149人

1,917人

64人

1,854人

64人

台中所

女

男

64人

137人

153人

63人

137人

54人

台南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號3樓

高雄所

女

男

女

44人

73人

78人

170人

131人

45人

68人

90人

164人

136人

41人

62人

88人

1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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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分布

• 學歷分布

• 持有專業證照統計

碩士以上
37%
大學
60%

31%
18-25

50%

16%

其他
3%

3%

38-53 >54 歲

26-37

會計師執照
845人

律師執照
21人

• 職級分布
4%

合夥人

171人

41%

38%
女性

62%

55%

管理階層

41%
59%

男性

女性

1,593人

男性

非管理階層

32%
68%

男性

女性

2,130人
3

AP Future-Ready!

人才培育和發展
勤業眾信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育與專業養成，依據每位同仁職涯需求，打造個人發展計畫，

除了提供多元的外派工作機會，也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包括完整的線上與實體學習課

程、知識資料庫及學習平台，打造具有「全球接軌」與「數位革新」特色的學習環境，以提
升同仁競爭力並持續扎根精進專業知識。

持續學習的未來能力

建構六個持續學習的未來能力(Future-Ready Capability)，協助同仁從自我發展開始掌握
快速多變的局勢，並建立組織持續學習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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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Strategies During COVID-19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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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ps to developing a Growth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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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trategies for Thinking and Acting
Courag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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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ng Negotiations to a Remote World
Selling with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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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Build Trust on Your Virtual Team

Cross-Culture Work in a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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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how Deloitte is using Analytics to
serve it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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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On Cloud Podcast

•

The surprising habits of original 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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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your Risk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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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深耕台灣」的全球化學習環境
多元外派機會

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 (DUAP) Program

至分布於世界各地的會員事務所，每年皆舉辦內部甄選，歡迎符合條件的優秀人才參加，

劃完整的課程，將學習融入工作場景中，並以最有效的方式納入實際應用，建立扎實的專業能

為拓展同仁的國際視野，勤業眾信提供跨國界的人才流動機會，讓優秀同仁有機會轉調

取得申請資格後，同仁可於二年內，透過全球連線的Deloitte Global Mobility(GMP)線
上平台，隨時申請有興趣的職缺。另外自2007年起，有鑑於大中華區客戶對跨區域服務
需求與日俱增，事務所秉持「全球一心：服務無國界、專業無極限」之策略目標，積極與

Deloitte University致力於培養及發展專業頂尖人才，形塑國際化的商業領導者，專業團隊將規
力、管理能力和領導能力，同時透過與世界各國的同事交流，亦能進一步擴展世界觀。Deloitte

University已成功於世界各地成立，例如美國、加拿大、印度，2016年並於新加坡開設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提供亞太區同仁持續學習成長的機會。

Deloitte中國大陸區域建立新的台商服務營運模式(TSG)，2017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更建立東南亞服務團隊(SEASG)，派駐專職人員服務台商重點投資地區，例如越南、泰

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提供事務所優秀審計人才培養專業及業務開發之跨界服
務機會。

全球發展計畫Global Mobility Program (GMP)

台商專業服務Taiwanese Services Group (TSG)

東南亞服務團隊Southeast Asia Services Group (SEASG)
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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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管道培養自主學習力

為持續培養同仁的軟、硬實力，Deloitte全球透過SABACloud、LinkedIn Learning

Learning、Cura、Knowledge Exchange等各式線上平台，以及英語學習計畫，幫助同
仁不間斷的、便捷的獲得專業知識。

SABA Cloud

為Deloi t te全 球共同 使 用的學習平

台，SABA上有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可

搜尋各式各樣的線上課程自我精進，
彈性利用時間，課程種類包羅萬象，
例 如 管 理 類、專 業 技 術 類、品 質 管

LinkedIn Learning
Deloitte同仁專屬學習平台。

Cura

Knowledge Exchange(KX)

英語學習計畫

人工智慧、個人化學習、協同合作等功

資源及全球超過33萬名同仁的專業知

發送電子報，提升同仁英語能力、增加國

為學習導向的內容策展平台，具有AI
能，讓同仁能更快速、精準、容易地取
得無論是工作或學習上所需之資訊。

為Deloitte知識共享平台，提供多元的
識及客戶經驗分享。

透過舉辦實體和線上課程、主題講座及
際觀。

理、核心課程(誠信正直道德)等。

6

多元共融與平等
勤業眾信堅信多元職場的價值，致力於建構友善共融的職場環境，持續推動多元與包容
(Diversity & Inclusion)的共同價值觀，無論聘用或晉升同仁，皆不受其性別、種族、國籍、

宗教、年齡、背景、教育程度、政黨、價值觀、性傾向等而有所差別，我們尊重每位同仁的獨

特性並擁抱多元性。2019年由亞太區各會員所CEO組成亞太區共融委員會，期望營造一個

友善、不受歧視的安全工作環境。

多元人才招募

在產業環境的變遷與快速成長下，對於多元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因此，勤業眾信擴大人

才視角，以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計畫，期望透過積極

招募這些不同背景的專業人才，跳脫思惟，突破框架。我們相信，透過集結不同專長的夥
伴，更能發揮各自的強項，以達成1+1>2的團隊目標。2020年度及2021年度校園招募中，

會計本科系約佔6成，而非會計本科系比例提升至4成之多。

• STEM招募計畫

• 校園招募比例
非會計科系
40%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thematics

會計科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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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多元化
身心障礙同仁人數

原住民同仁人數
2021年度

29人
38人

2020年度

外國籍同仁人數

21人

2021年度

17人

2020年度

2021年度

18人

7人

日本

香港

7人

印尼

5人

馬來西亞

4人

美國

3人
中國大陸

2人
新加坡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加拿大

尼加拉瓜

菲律賓

越南

緬甸

澳洲

諾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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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與LGBTQ+友善職場

勤業眾信致力打造平等、多元與包容的工作環境，2021年度全

與生俱來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2020年6月首度發起「LGBTQ+驕

為：60%：40%，依近兩年新晉升的人數統計中顯示，晉升中

融觀點，進一步了解平權及接納多元的重要性，同年10月更邀請

所男性及女性人數比例約37%：63%，男性及女性合夥人比例
高階主管人數超過半數皆為女性，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
我們將持續努力，達成50%：50%的目標。而在多元與包容

(Diversity & Inclusion)的共同價值觀下，勤業眾信尊重每一個

傲月」活動，邀請人權律師至所內演講，為同仁注入不一樣的共
超過50位所內同仁身體力行走上街頭，用行動參與台灣同志大遊
行。未來，期盼勤業眾信在各項重要決策上，皆能更平等地納入
多元性別族群的聲音與想法。

ALL IN

“

根據Work place Pride Global Benchmark
所做的全球性企業調查，Deloitte連續三
年榮獲最高評比-Advocates(Top-level
achiev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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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

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

非薪酬福利

(Global Performance Experience)績效管理制度」，強化主管與同仁之間的即時溝通與對

為鼓勵優秀同仁培養自己往更專業之路邁進，勤業眾信每年定期舉辦美國、英國及澳洲等各

為了讓同仁獲得更公平公正且客觀的薪酬與晉升，勤業眾信自2020年度起，改採用「GPE
話，更直接地給予同仁工作上的協助與回饋，透過跳脫傳統的績效評核框架，更能夠發揮
每位同仁的長才及團隊優勢，再結合具有競爭力並超越市場行情的薪酬制度，給予同仁更
公平合理優渥的獎酬。

勤業眾信定期參與市場的薪酬調查，並彙集市場薪酬及福利制度等相關資訊，適時地調整我
們的薪酬架構，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以最近二年為例，勤業眾信各業務單位每年的薪資調幅
約為8~10%，皆在市場平均值以上。

除政府法令規定之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外，勤業眾信也提供各式非薪酬福利，其中
國會計師考照說明會，並邀請補習班名師至所內開設一系列台灣會計師考前衝刺班，另外也特

別提供至多兩個月的溫書假，協助同仁專心準備考取會計師證照。除此之外，如獲取台灣或他
國會計師資格，也將提供數萬元不等之獎金，以資鼓勵。
全方位團體保險

夜歸計程車車資

國際SOS緊急醫療服務

行動通訊費

員工健檢

專業證照獎勵金
資深員工獎勵金

Coach

Team Leader

給予Team Member即時反饋

與同仁無工作利益上的關係，以客觀、第三方
角度，聚焦於同仁的優勢與長處之發展，引導
同仁探索其職涯願景，並提供建議與輔導

婚喪禮金及生育禮金

協會會員費
員工餐敘

旅遊活動

Team Member
檢視一年內職涯目標與規劃，並於GPE
系統中呈現工作績效

Talent

協調績效管理之進行、根據成員之績效表現資
料提出洞察，並給予Business Leader們決策
上的建議

運動會

Business Leader
Business Leader作為領導角色，負責
GPE績效管理之決定，並利用績效管理
的資訊，做出適當的營運決策

家庭日

旺年晚會

春酒及志工活動

10

更彈性的休假制度

健康職場與EAP關懷

勞基法保障之特休時數，讓同仁可以更彈性的運用自己的假期；除此之外，為了感謝每一位辛

查、流感疫苗接種、企業按摩服務外，事務所內亦設立醫護諮詢室，由專業的護理師提供正

勤業眾信期望同仁皆能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創造一個身心靈的平衡，因此從報到當天，即享受
苦付出的同仁，在生日當月即可獲得一天專屬的生日假。而同仁們可依據自身需求請假，例如
特休、生理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等。

生日假

當月生日專屬一天休假日

勤業眾信關心每位同仁的身心健康，致力打造一個健康、安全的職場環境，除了提供健康檢

確的健康新知、醫療保健等各式服務，同時固定舉辦各式醫療主題講座及健走活動，以促
進同仁更專注於自身健康，並每週邀請執業醫生於事務所駐點提供健康諮詢服務，2021年
度參與人次較前一年成長80%。另外也推出EAP員工生活服務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當同仁遭遇困難或是感到壓力時，即可隨時預約，由外部諮商顧問團隊提

供一對一的專業輔導服務，諮商議題涵蓋健康、家庭、法律、財務、管理等多個面向。2021
年度使用人次較前一年成長36%。

健康主題講座參與人次

514人

2020年度

778人

2021年度

健走會參與人次
2020年度
2021年度

N/A

1,8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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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影響力

因應COVID-19衝擊，勤業眾信作為

成立疫情應變工作小組
!

隨著2020年初新冠疫情(COVID-19)爆發，全球經濟遭受嚴重衝擊，企業更面臨嚴峻挑

戰，在這關鍵時刻，勤業眾信秉持專業，即時監測疫情影響，內部防疫政策視疫情狀況滾

動式調整，同時蒐集、彙整第一手研究與觀點，積極推出各式解決方案，與社會、客戶一
同度過這艱難的時刻。

危害辨識

風險與衝擊
評估

擬定疫情
因應策略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觀點智囊包
實際演練
危機？轉機？ 從變化中的世界看台灣「新」契機
新型冠狀持續升溫，造成全球

製造業供應鏈面臨斷鏈危機，
成為2017年起美中貿易戰開打
後，再次打擊全球經濟成長的
關鍵因子。台灣應思考如何發
揮優勢、創造綜效。

專家

COVID-19
金融服務產業的防疫策略

洪國田｜審計與確信諮詢

客戶、產業與市場部門

新冠疫情對中國大陸企業影響彙整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歇息，但貿易戰背後的關鍵是
「科技戰」。台灣高科技研發
能力強並擁有地理戰略優勢，
應繼續加強產業鏈的技術研發
與應用，爭取世界分工中的關
鍵地位。

調降薪資所得稅率已為老生常
談，有效串聯產業鏈、建構生
態圈及提供優質的英文生活環
境，才能吸引及留住人才；

19）在年節期間從中國武漢爆
發疫情以來，開工延後及封城
舉措引發國際及臺灣產業供應
鏈有斷鏈的風險，因此影響臺
灣仰賴中國供應鏈甚深的企業
紛紛下修第一季的表現。
中國大陸自爆發疫情以來，也
出版許多第一手觀點，藉以回
應客戶所面臨的問題。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題目

為即時掌握疫情狀況，並於第一時間調整防疫政策，勤業眾信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即成立

齊力讓台灣成為
世界上「人才、
資金與產業」不
可或缺一員。

其次，美中貿易戰烽火雖暫時

4

摘要

科技抗疫，5G 助力

在疫情防治的關鍵時期，中國電信商聯合華為等設備商及合作夥伴，
快速布局全國各地疫情救治醫院的 5G 網路。本報告從疫情防控和
治療的環節，深度剖析各方資訊需求，及如何利用 5G 技術推動緊
急防疫體系及應變能力的數位化系統。

面對疫情，從容應對，企
業立刻要做的十件事

參考跨國公司在應對SARS等多個重大傳染性疾病的營運持續管理計
畫（BCP）、應急和重大突發事件管理的實務，建議十項措施。

進口關稅優惠政策解析

為了積極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國海關總署及各地海關從
一月以來下發一系列緊急公告，實施緊急便利措施，全力保障用於
疫情防控的進口捐贈物資快速通關。

見「疫」勇為，從容復工

隨著各地企業陸續開工，如何在當前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恢復業務
運營，確保企業儘快恢復正常的工作節奏，是在正式復工前每個企
業需要考慮的問題。

疫情之下：2020年中國
經濟與產業展望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相關的三大問題是—— 1）對中國經濟
的影響； 2）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 3）中國政策應對的影響。

面對疫情，汽車產業如何
抵禦風險

面對來勢洶湧的新型冠狀病毒，汽車業也在積極行動，從傳統汽車
廠商、新進入者、汽車經銷商、零配件供應商、汽車金融公司等理
性評估疫情帶來的影響，並積極採取措施，度過難關。

資料來源:Deloitte中國研究團隊

全球供應鏈「新」稅務機會與挑戰
新 型 冠 狀病 毒 （Covid-19 ）
疫情持續蔓延，除了直接衝擊
觀光餐飲業與航空業，製造業
也因原物料短缺、中國大陸復
工延遲，導致製造業供應鏈產
量預估值不斷下修，既有供應
鏈恐造成斷鏈危機。
本文連結

專家
徐有德｜稅務諮詢服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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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為王 留意供應鏈重整之
稅務管理及併購機會
併購機會將隨市場重新洗牌而
起

制定營運
持續計畫

第二，持續開放資本市場。

由於新創公司、未獲利的企業
首先，全球製造業分工生產模 本次疫情台灣防疫表現突出，
更需要資金挹注，藉由鬆綁法
式將產生變化，若台商對於中 加速奠定台灣生技醫療產業在
國市場依存度高，可保留中國 全球產業鏈之權威。建議政府 規、有限管理等政策，更能推
動研發型、價值型企業在台灣
產能以滿足其內需，但須加速 仍有幾項政策重點可加以評估：
資本市場募資、深耕發展。
生產自動化及供應鏈多鏈布局；
若台商屬於傳統製造或以出口 第一，強勢吸引高階人才及留
才。
外銷為主，則可將產能轉向擁
有競爭力的勞動市場及優質關 現階段台灣面臨人才非將台灣
稅貿易環境的東協地區；若以 列為首要就業地的問題，除了
製造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者， 低薪因素外，人才發揮的空間
台灣因擁有高端技術人才，應
將生產基地留在台灣。

表二、Deloitte中國對新冠疫情的研究觀點

因 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

設立緊急
應變計畫

二、消費模式改變加速電商崛
起，留意稅務管理及升級規劃

在疫情衝擊下，財務不佳的企 此波疫情使消費者增加網購及
業除了靠各國政府紓困或融資， 外送方式以減少出門機會。由
重整內部資源以專注在企業核 於電商的營業方式多為數位化，
心項目並增加營運資金，是度 在稅捐稽徵上備受考驗。企業
過難關的解決方案之一；而現 除了隨時調整商業模式突圍，
分散式VS. 高度集中 供應鏈重 金水位高的企業如何尋求更周 也應作好稅務管理。
整策略
全及完整布局的供應鏈，不失
三、評估跨國設立防疫辦公室
為轉換危機的策略方向。
之設籍課稅之風險
面對疫情，企業將加速思考是
否重新布局原有供應鏈；同時， 勤業眾信提出三點建議：
為因應疫情，公部門、專業機
除了生產及製造面向，採購及
構及許多大型企業陸續啟動防
一、現金為王，評估資金狀況
經銷等亦應列入考慮，以確保
疫備援計畫，異地設立防疫辦
供應鏈不受疫情影響而產生斷 檢視集團目前資金水位及各地
鏈危機。也有企業採取「顛覆 配置情形為目前首要課題，為 公室營業，需注意是否於當地
形成固定營業場所而需設籍課
供應鏈」思維，將研發、生產 紓解銷售下滑所帶來之現金短
稅的問題，若疫情持續延燒，
及製造、銷售及售後服務集中 缺、供應鏈調整及在併購潮中
於同一個體，以因應斷鏈危機。 出線的機會，現金成為不可或 更需檢視集團移轉訂價政策利
潤分配之合理性。
5
缺的關鍵。

疫情應變工作小組，購置防疫物資供同仁領用、加強辦公處所消毒、建立同仁遠距分流上
班制度、取消實體拜訪、更將所有實體活動轉為線上，並要求同仁每日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申

報，協助同仁做好全民防疫工作，減少人與人接觸頻率，降低疫情傳播風險。更於今年五月
本土疫情爆發時立即宣布，除部分因業務屬性或為維持事務所基本營運而必須進入辦公室
外，原則上所有同仁皆居家遠端工作，確保員工及客戶的健康安全。

疫情應變小組由總裁及各部門負責人所組成，因應政府最新防疫規範，每週開會即時調整
企業內部政策，採取緊急應變風險管理流程，掌握疫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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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疫情影響，協助企業將危機化為轉機

勤業眾信以行動力挺前線防疫人員

專業服務不間斷，積極蒐集、彙整資料，結合各部門專業，建立COVID-19專區，依照疫情

療體系，勤業眾信本著人溺己溺的精神，響應援助印度之抗疫計畫，鼓勵同仁們自由樂捐，

在確保員工及客戶健康之餘，勤業眾信於疫情期間，亦秉持業務持續營運之原則，提供

市場現況推出最新消息，藉以回應客戶所面臨之問題。譬如於疫情期間推出《疫情下企業
常見的十項勞動法令問題》專案服務，協助企業在疫情期間面臨減班、停工問題時，能理

解與確認勞動法令，避免不必要的勞資爭議。同時，為因應疫情帶來的變化，勤業眾信積
極研究、蒐集、整合市場狀況，發布多份專業報告，剖析各產業於疫情下所遇之困難、傳

遞最新趨勢觀點，並透過舉辦多場線上研討會，為客戶帶來第一手資訊，協助企業採取行
動，對抗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

全球疫情不斷升溫，尤其今年印度疫情狀況轉趨嚴峻，每日確診人數屢創新高，重創印度醫
最終共募集約150萬元，透過台灣紅十字會 印度募款專戶，送愛到印度。另外，面對本土疫
情迅速爆發，勤業眾信以實際行動支持第一線防疫醫療及警消人員，第一時間捐款台大醫

院防疫專戶協助防疫病房擴建之需求，並採購半身隔離衣與髮帽6,000套贈予新北市消防
局，支持前線的醫療及警消單位，盼能提高第一線人員在執勤時的安全，並為台灣抗疫盡一
份心力，同時持續散播正向力量和回饋社會「共創影響力」(Connect for impact)。

企業戰疫策略新思維 線上研討會

新冠疫情全球經濟與產業影響分析
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 姚勝雄 會計師

全球供應鏈在新冠疫情下的稅務
機會與挑戰
稅務服務部 張宗銘 會計師
稅務服務部 周宗慶 副總經理
稅務服務部 張瑞峰 副總經理

企業戰疫策略新思維 線上研討會
新冠疫情管理思維：韌性領導力
賴冠仲 總裁

企業危機處理方案：營運持續管理BCP
風險諮詢服務 / 吳佳翰營運長、溫紹群執行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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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lass未來人才培育計畫
面對全球經濟起飛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數位落差等社會問

未來人才，而勤業眾信將響應WorldClass行動計畫與聯合國永

全球會員事務所與各界資源，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與技能培訓，

更多的教育資源與發展機會。

題，Deloitte全球於2018年啟動WorldClass計畫，希望集結

100

幫助弱勢族群提升競爭力，並預計於2030年影響全球1億個

教育類
弱勢兒童關懷服務

WorldClass

續發展目標(SDGs)，共同為偏鄉孩童和資源匱乏的族群，提供

自2013年起，勤業眾信開啟「偏鄉弱勢兒童關懷服務計畫」，

勤業眾信考量偏鄉小學教育資源匱乏，學童往往較少有機會從

生活經費，更於2016年認養台東南榮「孩子的秘密基地」，關

成長的動力，透過每年舉辦充實的夏令營以及城市文化交流活

認養台中自由國小與屏東崁頂國小，補助兒童們的教育資源、

懷當地弱勢家庭學童，補助當地課輔班經費與所需資源，型
塑另一股教育學習支持的力量。

事文化休閒活動，為了擴充學童的生命經驗，提升其自我學習

動，讓學童感受有別於平常生活環境的體驗，拓展生命觸角、激
發孩子潛能、提升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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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台灣最大的偏鄉老師培訓機構，為更平等的教育努力

勤業眾信期待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與技能培訓，使弱勢族群不因軟硬體條件的受限，而阻

礙自我肯定與成長學習的能力，使其享有與他人相同的基本受教權益，適性發展，進而根
本性改善其生活。

基於這個願景，2020年8月起，勤業眾信發起「Pro bono」計畫，與台灣最大的偏鄉老師培

案項目，透過人資成熟度評估模型，提高組織人才資本及運作效率，並檢視資安架構提升組
織韌性，協助TFT優化組織效能，去影響更多的援助對象。

本計畫共累積了310小時的服務投入，並預估每年將直接、間接創造上千人的潛在影響力。

訓機構「為台灣而教TFT」合作，以「資訊安全服務」與「人事制度輔導」為核心開展3個專

符合法令
法規要求

優化
資安架構

提高組織
人才資本

提升組織
運作效率

擴大TFT影響力

偏鄉學生/家庭 4

TFT培訓教師以提供偏鄉學生學習機會，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每年影響學生人數達1600人

偏鄉教師/學校 3

TFT老師為學校帶入多元創新的資源， 每年影響學校達39所，影響教師上達百人

TFT員工/志工 2

TFT教師 1

TFT願景驅動員工及志工實踐自我價值，每年影響人數上達百人
TFT定期培訓駐點教師，每年影響人次達到100人，教師畢業後投入社會創新、社區營造等

領域，擴大影響力，影響人數上達千人

TF T作為一針對教育體系進行系統性變革的企業，致力於
解決教育不平等之社會議題，勤業眾信透過本計畫為TFT賦
能，擴大其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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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台大管院希望種子培訓計畫，推動台灣永續教育

勤業眾信響應台灣大學「CARDO希望種子培訓計畫」，2020年招募來自環工、財金、政

治、社會與工管等多樣專業科系的種子學生共15名，規劃為期七週、每週兩小時的永續精

選課程，藉由高階長官授課、經典案例分享、遊戲與團隊合作等多樣形式，引導學生瞭解
各項永續議題。

本次課程也特別邀請金融業、電信媒體業及傳統產業等客戶現身說法，分享企業的永續

願景與具體投入，不僅讓同學直接體驗企業在面對永續議題的挑戰與困境，增加了實務操

作的臨場感，也為即將步入職場的同學帶來一場場震撼教育；另一方面，企業也能在與學生
交流的過程中，更了解新興世代的思維。

「永續教育」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關鍵，勤業眾信希望藉由人才培育，深化學生對永續的認知

與熱忱，並幫助有志投入永續的學生開啟職涯的第一步，未來無論進入產官學研各領域，皆
可發揮永續價值與理念，對社會進行正面而有效的回饋，以創造學生、企業與社會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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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類
匯流涓滴．愛心滿溢

勤業眾信持續落實「共創影響力」(Connect for impact)的品牌定位，凝聚眾人的愛心力

量，提供偏鄉孩童與資源需求者日常生活所需，十餘年來，透過愛心義賣活動，募集企業各
界、會計師、商圈鄰友與全體同仁、退休會計師寶眷的愛心善款，貢獻義賣所得，資助偏鄉

學童的生活、教育和營養補助。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改以線上捐贈的形式，延續這份愛

與影響，最終募集232萬元的善款，全數分享予「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中華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協會、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等七個慈
善單位，讓社會各角落因愛與關懷而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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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Day
Deloitte全球認為回饋社會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積極從事社會關懷，因此自2000年開始，以「身體

予400個有需求的家庭，透過「食」在的陪伴，幫助學童免於飢餓、健康成長。第二場活動更串聯勤

區與社會服務，勤業眾信於過去數年舉行各種不同活動來響應Impact Day信念，2020年總計舉

協會合作，至各地服務據點，協助身心障礙者及兒童，透過粉刷牆面、實際陪伴與互動，共同營造

力行創造影響力」為出發點開啟Impact Day活動，鼓勵全球會員所及同仁盡一己之力，參與社

辦兩場，第一場活動與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食物銀行計畫」合作，同仁們化身「物資

指揮官」檢查效期與狀態，進而依據類型整備、裝箱為客制化的膳糧食物箱，並委由協會派送

業眾信北、中、南區分所同仁的力量，與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一個無障礙的友善環境，以實際的行動創造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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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

協助逾百間新創企業成長

度響應六師公會及台北內湖科技協會，共舉辦3場愛心捐血活動，總計捐出逾350袋熱血。

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整合跨部門資源，集結財會、稅務、顧問服務專業人士，提供新創企

為了協助紓解血荒，幫助更多需要的人，勤業眾信自2013年開始舉辦愛心捐血活動，2021年

對許多剛起步的新創團隊來說，經常面臨缺乏資金與資源的危機，為了協助新創業者，勤業
業財會服務與專業觀點，更透過財會管理進階計畫，培養新創領導人全方位的經營判斷能

力與觀念，完整建構團隊所需的專業核心；除此之外，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每月舉辦

一場Morning Pitch活動，協助新創業者與策略合作夥伴建立網絡交流平台以對接資源、媒
合機會，至今共舉辦22場Morning Pitch活動，協助逾百間新創團隊。

“未來，勤業眾信將持續加深對於社會之關懷，提供更多教育資源與發展機會，並努力結合組織之資源與
知識技能，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做到「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一同改變全球一億人的生活目標，
也希望透過拋磚引玉，攜手更多夥伴一同加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列，為更平等共榮的社會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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