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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

總論

為了奠定永續經營的基業，貫徹「成本

為首，工期為要，品質為重，安全為先」的

經營理念，工信工程立下了「立足台灣、胸

懷大陸、展望世界」的遠大目標，期勉全體

同仁能朝著這個目標凝聚力量與熱忱，戮力

實現、創造成功獲利的商機，使公司更加壯

大。

落實施工管理之自我提升，工信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率先國內大型營造公司獲得ISO 
9001品質管理及ISO 14001環境管理驗證合

格，並於2013年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CNS 15506及OHSAS 18001證書，在安

全衛生管理上更進一步。

基於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回饋精神，

在921大地震發生時，工信團隊率先進入災

區，調派所有重型機具及人力投入救災行

列，且在第一時間內運送可供急難救助用之

貨櫃屋協助成立臨時救治醫院，並協同國內

各大工程公司不計成本趕工完成南投縣中寮

鄉、名間鄉、水里鄉及集集鎮與台中縣東勢

鄉、大里市及太平市等所在地之40餘所學

校簡易教室，供學生及早復學上課使用。

八八水災、納莉風災以及近年蘇拉颱風為南

澳地區帶來的災情，工信工程亦皆於災後第

一時間調派機具至災區進行搶修、搶救工

作，投入人力、物力充分發揮貢獻社會、服

務社會之精神。

除急難救助外，於環境保護、社區服

務、社會公益上，工信工程均積極響應，善

盡企業之社會責任，達到促進經濟、社會與

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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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獲得獎項 
 

 

 

 

 

 

 

第二屆公共 

工程金安獎 

第11屆公共

工程金質獎 

機場捷運CE02 標

綜合評比第一名 

機場捷運CE02 標公共

工程品質優良獎特優 

台九線蘇花公路觀音隧

道施工查核成績優良 

本公司機場捷運CE02 標參加交通部

高速鐵路工程局102年度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查核計畫評選，榮獲優等。 

本公司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102

年度「交通維持、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觀摩會，圓滿完成，獲頒感

謝狀。 

本公司KCL211 標麟洛、竹田段鐵路

高架化工程獲環保優良營建工程。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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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概況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1941年由已

故創辦人陸爾恭先生創辦於上海市，1947年
來台設立登記，創立至今已有70餘年的悠久

歷史，1999年股票上櫃，2012年12月股票上

市，為國內大型營造廠率先獲得ISO 9001品
質管理及ISO 14001環境管理驗證合格公司。

工信工程具有豐富之施工經驗、高水準

之施工技術、靈活的資金調度能力、優良的

施工品質、優秀的營造工程人才、專業的工

程管理及界面整合能力等之多項優良條件，

歷年參與國家重大建設，承建高速公路、橋

樑、隧道、捷運系統及建築等各項公共工

程，對國家重大交通與地方建設及區域發展

以及工程技術之提升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且多次參加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各地

方政府舉辦之品質評鑑獲頒優良營造廠商或

最佳營建商。

就以承建台北大眾捷運系統路網為例，

本公司在淡水線、新店線、板橋線、南港

線、新莊線、文湖線、機場捷運等各路線皆

有參與，各標案於施工期間雖遭遇許多困難

及障礙，唯賴縝密規劃、專業技能及堅定毅

力與團隊精神之發揮，得以逐一克服，除目

前仍在建之機場捷運線外，每路段標案均已

圓滿完成並通車營運，足證施工品質確能符

合工程主辦機關之嚴格要求標準，本公司亦

同時達成善盡社會責任之經營理念。

主要業務：捷運工程、隧道工程、建築

工程、橋梁工程、機場工程、道路工程、海

事工程。

財務資訊

2014年工信工程個體營收為58.6億元，

集團合併營收為58.5億元。主要工程收入

為；台九線蘇花公路谷風隧道新建工程、

台九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林口電

近三年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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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更新擴建計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林

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出水口導流堤、北防波

堤、卸煤碼頭、連絡橋及相關設施新建工

程、KCL211標麟洛、竹田段鐵路高架化工

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CE02施工標工程。主要支出在工程成本

及勞務支出。

工信工程組織與在建工程

利害關係人範疇

工信工程將可能影響本公司或被本公司

所影響之個人、族群或組織，皆列為利害關

係人之範疇。由前述原則，本公司優先考量

之利害關係人為：

1.組織內：員工。

2.組織外： 股東、社區居民、供應商／協力

廠商、業主及政府相關單位。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林口施工所(機場捷運CE02 標) 

●林口電廠施工所(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 

    畫出水口導流堤、北防波堤、卸煤碼 

    頭、連絡橋及相關設施新建工程 ) 

●林口煤倉施工所(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   

    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  

南澳施工所(台九線蘇花公

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 ) 

漢本施工所(台九線蘇花公

路谷風隧道新建工程 ) 

竹田施工所(KCL211 標麟

洛、竹田段鐵路高架化工

程 ) 

雲林施工所(新闢斗六

聯絡道路改善工程 ) 

D20-工信.indd   4 2015/11/9   下午 12:30:57



— 5 —

利害關係人溝通措施、交流與回應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的溝通，是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件。因此本公司於

2011年，即於公司網站設立發言聯絡人之

聯絡窗口及建置投資人專區，供利害關係人

得隨時與本公司進行聯繫，如有任何意見及

建議，可立即與本公司發言人進行交流。為

更明確劃分利害關係人，本公司於2014年
開始規劃在公司網站另設立「利害關係人專

區」，並預計於2015年底前完成設立，相

信對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將更有助益。

CSR推動
本於加強本公司對CSR(企業社會責

任)的重視，且深信CSR之推動能為公司創

造更好的競爭力，因此在公司最高治理機構

(董事會)之監督下，由總經理命令行政部組

成CSR工作推動小組，負責協助及組織其他

部門進行CSR相關工作之推動、資料收集與

執行，並向公司最高治理機構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工信工程於2012年首度編纂CSR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2014年正式依照全球永

續性報告協會(GRI)報告指南訂定之指標編

製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將以每年固

定編製此報告書為公司政策，作為向利害關

係人報告公司永續發展之目的。

編輯概述

本報告書內容包括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於2014年1月至12月之活動，部分內容含

括工信工程之關係企業，將於報告書中加註

說明。報告書共分為四大主題：治理篇、經

營篇、環境篇、社會篇，各篇內容務求與

 

工信工程為奠基永續經營的基業，誠信履行「成本為首

、工期為要、品質為重、安全為先」之經營理念，以及

「安全、品質、進度、環保、成本」之公司經營方針，

並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使命，致力實現對投資人、政

府、消費者、員工、社區等利害關係人之企業社會責任

，謹揭櫫以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工程施工零事故，全員安全有保障。 

●提升品質管理，增進客戶滿意度。 

●整體工進控管，如質如期完工。 

●與自然為友，致力環境保育實踐。 

●精確成本管控，資訊公開透明，確保投資人的權益。 

●長期培育人才、照顧員工福祉、創造優質工作環境。 

●關懷社區發展，推動社會公益，保持良好鄰里關係。 

工信工程CSR政策  

董事會 

行政部 

CSR 工作推動小組 

治 

理 

經 

營 

組 

社 

會 

參 

與 

組 

環 

境 

保 

護 

組 

各相關議題執行部門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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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報告指南第4.0版(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4)相對應。

報告書中揭露之各項資料及統計數據係

來自工信工程自行調查與統計之結果，其中

財務資料之數據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簽證並依法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

司網站進行揭露。

與201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相較，

本年度報告書正式依照GRI訂定之指標進行

編製，無論於公司治理、經營財務、社會參

與及環境保護各項議題上，皆加強相關資訊

之揭露，使內容更加豐富化、多元化，提升

本公司向利害關係人報告公司在永續經營發

展上之作為，並對公司之經營管理做更完整

之陳述，以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公司治理

工信工程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理

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

之公司治理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特訂定誠信經營守則，用以建

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本公司

平時依照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精神

處理經常業務，將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理念

落實於日常運作中，除可減少企業發生危機

之可能性外，並保障投資者與債權人的權

益，長期培養優良企業體質及競爭力。

董事會運作與功能

工信工程之董事會係依據公司法及證交

法等相關法令設置，為公司之最高治理機

構，負責公司營運政策、監督管理階層執行

職務之成果。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五名(含

獨立董事二名)及監察人三名，由股東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董事組成多元化，具備不

同專業背景，藉由其相關產業經驗及經營、

財務方面之專長，提升公司營運制度及績

效，保障投資人權益，並規定議案如有涉及

董事個人之利害時，應自請迴避，且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其報酬方面，於公

司章程規範，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送

交薪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報董事會議

定。本公司並預計於2015年董事改選時，

增設獨立董事席次，將原本五席董事增設為

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名)，並由三名獨立董事

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能，獨立董事

的增設，相信更能加強董事會運作功能。

薪資報酬委員會

工信工程於2011年12月28日，董事會

通過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為董事會下之功

能性委員會，設薪酬委員三人，職責在訂定

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

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定

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

報酬，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成立，更加強化董事會功能，

也使公司治理更為嚴謹。

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

工信工程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將內部控制制度劃

分為五個組成要素：

1.控制環境。

2.風險評估。

3.控制作業。

4.資訊及溝通。

5.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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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五要素之檢查結果，對營運之

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

等)、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

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本公司稽

核室直接隸屬於董事會，設置稽核主管一

人，稽核人員一人，稽核主管除按月向監察

人報告稽核業務外，並列席董事會報告，遇

有異常事項及缺失現象時，督促相關單位修

正，至少按季追蹤至完全改善為止。

落實資訊揭露

2014年，本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成績為

A，在所有上市公司營建產業中名次排列占

前20%。又2014年辦理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本公司成績也在所有上市櫃受評公司

(共1,000餘家公司)中名列前20%，營建產

業中僅四家上市公司進入前20%，足見本公

司對於公司治理實施成效成績斐然，對資訊

揭露的公開、透明積極落實。

風險管理機制

1.產業風險

營造工程所需大宗物料來源及價格不

穩，易使工期延宕及成本增加。本公司為減

少此一風險，故所承攬之工程仍以公共工程

為主，主要係因大型公共工程均訂有預付

款，且行政院目前仍有物價指數調整，使工

程案可於得標後運用預付款與大宗物料廠商

簽訂供料契約，或由物調款彌補所增加之成

本支出，減少原料價格上漲之不利影響。

2.營運風險

(1)勞工安全衛生標準日趨嚴格，勞工

安全費用增加本公司為減少此一風險，特別

加強本身之勞工安全教育訓練，且對協力廠

商加以管理及宣導，以強化勞工安全觀念，

並施以自主檢查制度，確實遵守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以減少罰鍰並增進安全。

(2)氣候變遷、國人環保意識高漲，環

保支出增加本公司為減少此一風險，除積極

從事研究資源再利用、節能減碳措施，並落

實敦親睦鄰，力求建立共同生活體著手，減

少雙方對立，更積極增置防汙設備、增加環

保作業人力、加強員工環保教育訓練等配合

措施，輔以稽核及辦理環評獎懲著手，且本

公司已於88年取得ISO 14001國際環境管理

認證，以有效因應現行社會生態環境之變

化。

3.其他風險：經營團隊穩定性

為降低經營管理階層出現斷層之風險，

本公司除積極透過在職教育培養公司所需人

才外，並致力提供良好完善之工作環境，鼓

勵員工在本公司長期發展，以建立共同學習

及共同成長之企業環境，並藉由良好的福利

制度及員工分紅制度來留住人才，以強化經

營團隊之實力。

供應商管理

採購發包方面，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

有嚴格規範，建立供應商資料之管理模式，

促進供貨來源順暢及品質之確保，以滿足客

戶需求，並以嚴格的稽核標準對各部門進

行抽查。2014年工信工程材料供應商及工

程分包商共計176家廠商接受評鑑，全部合

格，皆繼續合作。

未來發展方向

公司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維持一貫堅

持，謹慎遴選工程標案，力求穩定之營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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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且不斷地求新求變，掌握先進技術工

法，強化本身之專業能力，擴展多元化的企

業價值，展現公司整體實力與持續動力，進

而凝聚員工向心力與股東認同感！

環境永續

本公司主要從事土木與建築工程之興

建，為落實汙染防治、整合各項環境管理資

源以及持續提升環境績效，本公司依據ISO 
14001國際標準之要求，並秉持「符合法

規、汙染防治、持續改善」之原則，致力於

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立、實施及維護。為此，

我們承諾做到：

(1)遵守政府環保法令規章。

(2)配合業主環保要求。

(3)加強各項監測措施。

(4)持續提升績效。

2014年，工信工程在環保支出費用

上，共計8,759,115元，包含環境影響評

估、汙染防治設備、廢棄物清運處理及水費

之清潔處理費用等。

資源再生利用，實踐環境保護

本公司承攬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

系統建設計畫CE02施工標工程，均致力於

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

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例如：

1. 再生瀝青混凝土回收、再生瀝青混凝土製

造以及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

2.預鑄原件使用。

3.鋼筋採用定尺料，以減少鋼筋裁切餘料。

4. 混凝土摻拌高爐石粉，以高爐石粉代替水

泥，減少水泥使用量。

節能減碳

工信工程以永續經營為理念，對環境保

護、節能減碳措施向來重視，積極落實工

作區域之節能。為加強能源管理、減少能

源損失和浪費，並因應台電全面調漲電費

的趨勢，工信總公司更換辦公室LED照明

設備，以期更有效益的減少電費支出，落實

「節能減碳」政策，並達綠色企業目標。

執行業務時因地制宜的環保措施

工信工程承攬台9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

新建工程，本工程開發主要目標：

1. 提供東部民眾往返北部區域一條安全、可

靠的聯外道路。

2. 以永續工程與環境保護進行建設，促進花

東觀光、產業及社會經濟之永續發展。

3.活化型塑既有蘇花公路成為景觀廊道。

計畫主要改善區域為南澳到和平路段之

觀音隧道新建工程，係為改善因颱風豪雨常

造成坍塌阻塞之計畫路段，本公司因地制

宜，依照相關法令規章(水汙染防治、空氣

汙染防制、噪音振動防治、廢棄物及土石資

源管理等)研擬提出環境保護管理暨執行計

D20-工信.indd   8 2015/11/9   下午 12:30:58



— 9 —

畫書，作為日後執行環保工作之執行依據。

項目包含：

1.空氣汙染管制措施。

2.噪音振動管制措施。

3.廢棄物及土石方清理管制措施。

4.水汙染管制措施。

5.生態保護管制措施。

6.文化資產管制措施。

7.景觀遊憩維護管制措施。

8.交通維護管制措施。

環境保護榮譽

工信工程1999年即通過「ISO 14001」國

際環境管理系統驗證。ISO 14000環境管理系

統，主要規範產品生產或服務過程中，減少

對環境的影響，兼顧與環境有關的各種利害

相關團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社會上對環境保

護演變中的需求，避免工程施作對生態環境

造成的影響。對內公司亦不斷進行對職員的

環保觀念宣導，務求讓環保不只是一種理

念，更能成為自發自省的行動。

員工與社會參與

建立優質工作環境

良好的工作環境，能讓員工身心健康，

不但提升工作效率，讓員工得到適時、適當

的職能發展，同時讓員工樂在工作，與公司共

同成長。因此，工信工程著重人才培訓計畫

的同時，在員工健康管理、福利計畫上也同等

重視，務求打造一個健康、優質的工作環境。

健全的人才培訓計畫

教育訓練為本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重點之

一，新進員工從通識教育至專業技術之養

成，皆依計畫階段性的進行，並按性別與職

級分別有不同的訓練課程。透過在職及外派

訓練，以提升其技術能力、領導統御能力及

職涯發展。公司並設有證照加給之獎勵措

施，鼓勵員工積極進修，強化其管理技巧並

培養其專心、誠心之工作態度。秉持本公司

任務，辦理教育訓練之政策目標為：持續進

行人員培訓計畫，期使員工之職涯規劃能與

公司整體利益共同成長。

保育類動物保護對策(局部摘錄)

物種名稱 工程影響情況 保 護 對 策 項 目(註1) 備註 

鳥類 

八哥 1.施工噪音、振動等干擾。 A、H 

赤腹山雀 1.施工噪音、振動等干擾。 
2.棲息環境的破碎化與阻隔。 

A、B、C、E、F、H 

黃山雀 1.施工噪音、振動等干擾。 
2.棲息環境的破碎化與阻隔。 
3.人為捕捉。 

A、B、C、E、F、H 

註1： A＝施工前、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進行定期監測工作；B＝避免於森林棲地開闢施工運輸道路；C＝利用場鑄
及相關減輕干擾工法進行工程，減少植被與棲地的破壞；D＝於施工區域設置工程圍籬或隔離綠帶；E＝施
工後補植當地原生樹種；F＝避開清晨與黃昏活動高峰期進行施工；G＝在高架路段架設隔離設施，減低道
路致死機率；H＝辦理施工人員生態教育訓練，教導認識保育類動物習性及其相關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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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不足的部分，鼓勵員工接受外

部課程的訓練，提升職能發展，課後將由部

門主管對接受派訓的學員進行學習狀況的評

估，評核學員於工作績效上是否有所提升。

內部教育訓練部分著重於管理、通識與核心

職能。無論內訓、外訓，都希望同仁能透過

學習與公司共同成長，能夠建立起持續學習

的企業文化，才能提升公司競爭力。

豐富完整的福利措施

本公司於1993年6月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每年皆訂定年度計畫及預算辦理各項

活動，包括：急難慰助、婚慶補助、獎助

學金、年節禮金、員工旅遊及定期健康檢

查(2014年健康檢查於7月份完成)，提撥每

年每人1,500~12,000元健康檢查費用，持續

監控員工健康，並辦理與健康相關講座。除

勞工保險外，另為員工投保團體意外險及醫

療險，使同仁享有多重保障。為使全體員工

能同心協力共創利潤，公司於會計年度結束

後，如有盈餘，除優先彌補歷年虧損並依法

提列法定公積外，再從盈餘提撥3%紅利予

全體員工分紅，並於每次現金增資時，依法

提撥一定比例供員工入股。

兼具健康與紓壓的社團活動

為讓員工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能放鬆心

情，紓解壓力，並生活得更加健康有活力，

工信工程特成立運動性社團──羽球社與桌

球社，工地亦設有籃球場和視聽娛樂室，供

員工於休息時間進行收看電視、歡唱卡拉

OK等休閒活動。未來也將結合員工們的興

2014年教育訓練統計 

項　　目 課程名稱 人　數 時　數 訓練費用 

工程專業課程(品管、勞安、工地主任及其他技術
性課程) 各專業課程外訓 242 5,503 1,034,688 

人資、行政、稽核、法務、資訊課程 各專業課程外訓 25 197 99,675 

財會、董監事教育訓練課程 董監進修及員工外訓 6 48 21,329 

內部教育訓練 中高階主管領導與通
識課程 75 12 42,280 

合計 348 5,760 1,19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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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成立更加多元化的社團，讓社團活動更

形豐富，並可增進同仁們彼此間之交流，讓

溝通更加和諧活絡。

重視人權的管理制度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工信工程本

國籍員工共計256人，依照正式的聘僱程序

成為員工，受僱當日即進行加保，受到保

障，且無論職務的獲得與職位的升遷，以及

加薪制度，均無分性別、年齡、種族、宗教

信仰、政治傾向，只要能力符合、達成績

效，人人皆享有平等的機會。而在外籍勞工

方面，至2014年12月31日止，外籍勞工共

計384人，對於外籍勞工的管理，皆依照政

府相關規範執行，並榮獲泰國勞工部頒發專

業管理、細心照顧泰籍勞工感謝狀之讚譽。

同時依照勞基法有關聘僱年齡的限制，工信

工程未曾發生聘用童工之事宜。

落實兩性平等及避免職場性騷擾

為落實兩性平等及避免職場性騷擾事

件，除平日加強宣導外，並訂定「工作場所

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針對性

騷擾事件之處理設置專線電話，明定申訴案

件自接獲時起，兩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且需善盡保護申訴人之保密責

任。2014年並未發生任何性騷擾事件。

勞資溝通

為保障員工權益，避免不法與不合理情

事之發生，本公司設員工意見信箱及「員工

申訴處理制度」，提供員工建言管道，以加

強勞雇合作關係。根據統計，2014年並未

發生任何申訴案件。

安全工作環境

本公司為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及基於「生

命不能重來，安全不容打折」之體認，並秉

持「對傷害疾病預防、持續改善及符合法

規」之承諾，致力於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建

立、實施及維護。為此，我們承諾做到：

1.尊重生命，體認生命的價值，安全優先。

2.管理階層的支持、承諾，提供適當資源。

3. 安全衛生工作持續不斷改進，達到優於法

規之成就。

4.全方位安全衛生預防策略。

5. 落實全員參與，達到「人人皆安衛」目

標。

嚴格的環安衛管理系統

工信工程1999年通過「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驗證，2013年取得CNS 
15506及OHSAS 18001證書，在環境保護

及職業安全衛生的管理上更邁進一步。工地

除了遵照業主對環境及安全衛生方面之規範

外，團隊人員每日早上進行工具箱會議、填

寫施工日誌、自主檢查表，並定期召開檢討

會議，檢討事項包括工作進度、遭遇的困

難、品質缺失、安衛缺失、工作分配、跨界

協調、各廠商之配合，以及改善的方案等，

務求做到能即時發現問題、處理問題，避免

發生延誤工程進度之情事。本公司曾榮獲第

二屆公共工程金安獎、屏東縣政府頒發環保

優良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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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工程施工品質

工信工程向以承攬政府公共工程為

主，在全國大型營造廠中率先獲得 I S O 
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並且建立良好的

自主品質管理制度，謹慎按照各項標準作

業程序檢驗施工及材料品質，曾獲得混凝

土工程優良獎、第九屆及第11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第八屆國家建築公共工程類土木

工程組金質獎、公共工程類全國首獎、金

安獎等多項榮耀，在在顯示工信工程施工

品質備受肯定！

2014年工信工程職業傷害(台灣地區)人數、傷害類型及工傷率： 
人數 傷害類型 工傷率(%) 缺勤率(%)

男 1 暫時全失能 0.034 12.63 
女 0 無 0.000 0.00 

職業傷害損失天數：19天，比率：5.21% 
2014年與工作有關死亡人數：0人
本公司與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之作業人員：隧道人員，可能發生之疾病為噪音之聽力問題及粉塵之
塵肺症。

本公司將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列入： 
1.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2.職業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會議。

 

 

 

 

‧OHSAS 18001: 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證書 

‧CNS 15506: 2011 台灣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ISO 14001: 2004 環境管理系統證書 

‧ISO 9001: 2008 品質管理系統證書 

2014 年工信已取得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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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參與及社會公益

工信工程除在工程專業上服務社會之

外，也主動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發揮敦

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關懷扶助弱勢，並

提供就業機會給身心障礙者。

專業參與學協公會

擁有工程專業背景，工信工程一直以

來均積極參與專業性質的學協公會組織。

2014年，工信工程共計參與21個學協公

會，為協助各學協公會之會務運作更順暢，

工信工程在廣告刊登費、會費及贊助費上共

計投入213,600元。

積極落實社會公益

近三年工信工程參與社會公益之活動舉

例如下：

發揮敦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

1.機場捷運CE02標林口施工所，為桃

園縣外社國小校外教學提供補助。

2.南澳施工所熱心捐助南澳鄉貧困鄉

民。

捐助醫療機構，促進醫學發展

1.微窗醫學基金會。

2.惠眾醫療救濟基金。

3.臺北醫學大學。

參與捐鞋到非洲，舊鞋救命計畫

2014年12月，工信工程行政部在得知

網路上有募集二手鞋並捐助給需要的組織與

第三世界的朋友的「舊鞋救命計畫」(活動

網址：http://www.step30.org/)，立即發起

向全公司同仁募集舊鞋的活動，並將募集到

無嚴重破損之舊鞋整理封裝，寄送至該活動

指定寄送地。

(資料來源：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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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於1947年的工信工程是全台灣最

老的營造公司，不少大台北地區的道路、橋

樑都是由工信工程施作，工信董事長陳煌銘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任何企業都要作的，

造橋舖路的公共工程能夠如期完工、嚴格要

求品質與勞工安全，促進城市與經濟的發

展，就是營造公司最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

身為工總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召集人、

始終相信因果論的陳煌銘表示，一旦工程延

誤，對於社會發展和資金流動，都會產生一

定程度的衝擊，工程品質不佳而造成公安意

外，也會造成家庭破壞，營造公司除了維持

工程品質之外，工程重視環保、避免對環境

的破壞，也是營造業者基本企業社會責任。

陳煌銘表示，工信20幾年來包括高速

公路、隧道、橋樑、捷運等工程，都是在這

個出發點上施作，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工程就

是捷運內湖線。當時馬特拉退出，台北市政

府決定由本土營造廠施作，當時馬特拉的自

動控制、號誌等系統都有其專利，進場的工

信工程必須在木柵線不停止運作的情形下，

將捷運內湖線與木柵線整合成一套系統，最

後工信總算順利完工，而且顧及進度、品質

及安全，讓社會大眾能使用便捷的捷運系

統，就是企業經營者為社會盡一點心力。

對協力廠定期評鑑

工信工程向以承攬政府公共工程為主，

在全國大型營造廠中率先獲得ISO 9001品
質管理系統認證，並且建立良好的自主品質

管理制度，謹慎按照各項標準作業程序檢驗

施工及材料品質，在採購發包方面也建立嚴

格規範的內控制度，並以嚴格的稽核標準對

各部門進行抽查，定期對協力廠商實施評

鑑，2014年工信工程材料供應商及工程分

包商共計176家廠接受評鑑，全部合格，皆

繼續合作。

重大災難 機具率先駛入災區

在重大災難發生時，營造業者因工地遍

及各地、擁有大型機具等資源，率先進入災

協助救援與重建，工信工程在台灣重大災害

發生時，都第一時間發動營造業者的機具，

協助救災與重建。例如在1988年九二一地

震發生時，工信就與營造公會聯合發動國內

營造業者，率先進入災區，共捐助267個貨

櫃到最嚴重災區南投縣中寮、竹山，除了作

為災民居所外，也提供秀傳醫院作為暫時安

置急症傷患的醫療場地和臨時救治醫院，同

時也與全國的營造廠在二周內在南投及台中

東勢、大里、太平等地興建了3,000多間的

教室讓學生能夠持續上課，學業不受震災影

響。

又如在近年來納莉、莫拉克等重大颱風

造成全台災情時，工地遍及台灣各地的工信

工程，透過營造公會的力量動員全國營造業

者，出動挖土機、調動機具至災區進行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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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快速清除垃圾，幫社區維持清潔。

陳煌銘表示，投入人力、物力協助救

災，充分發揮貢獻社會、服務社會的精神。

事實實，集合民間力量來救災的力量很大，

只是企業有心，但政府沒有完善的救災體

系，像近期的蘇迪勒颱風台北市吹倒了許多

路樹，恢復時程拉了很長，政府就是欠缺帶

頭整合民間與企業的力量來重建。

2012蘇拉颱風侵襲狂風挾帶的暴雨，

造成多處地方道路中斷、土石流甚至地基掏

空，形成道路坍塌。工信工程承攬台九線蘇

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在風災過後，第

一時間派出機具，搶救受土石流侵襲及道路

坍塌的金岳村道路和金洋產業道路，並圍起

坍塌路面，減少鄉民夜間出入風險。

主動參與社會公益 關懷弱勢

工信工程除在工程專業上服務社會之

外，也主動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發揮敦

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關懷扶助弱勢。

2014年底工信工程行政部的同仁得知網路

上人有募集二手鞋、捐助給有需要的組織與

第三世界的「舊鞋救命計畫」，就立即發起

向全公司同仁募集舊鞋的活動，將募集到無

嚴重破損的舊鞋整理封裝，寄送至該活動指

定寄送地點。

陳煌銘表示，在戰亂或發展較落後的國

家，常可以看到自殺、饑荒等畫面，對台灣

人來說，有不少物品都是隨手丟棄的，但如

果把它們拿來助有需要的人，其實都只是舉

手之勞。

此外，在工程施作時對於環境的保護、

減少對生態造成影響，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要環節，不但要遵守政府的環保法令，也

要配合業主環保要求、加強各項監測措施。

透過資源再利用、節能減碳、碳足跡推估調

查分析來達到對環保的要求，並且制定因地

制宜的環保措施。

工信工程在1999即通過「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驗證，2014年工信工程

在環保支出費用為875.9萬元，包含環境影

響評估、汙染防治設備、廢棄物清運處理及

水費的清潔處理費用等。以工信工程承攬台

9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為例，工信

除了制定空氣汙染管制措施、噪音振動管制

措施、廢棄物及土石方清理管制措施、水汙

染管制措施之外，也制訂了生態保護、文化

資產、景觀遊憩維護、交通維護的管制措

施。

加強施工人員生活管理 嚴禁狩獵

工信工程不僅加強施工人員的生活管

理、嚴禁狩獵與騷擾動物行為，也派員監看

施工路段沿線鄰近的「武塔遺址」、「漢本

新生地遺物出土地點」、「漢本清軍營盤

址」，使施工不會影響遺址保存或干擾文化

遺跡。而台9線屬於聯結宜蘭與花蓮的重要

交通動線，因為沒有替代道路，在施工運送

時，優先使用台鐵運輸及舊北迴隧道行駛貨

車、避免連續假日運送土方，才不會影響鄰

近的交通及觀光活動。 （郭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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