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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企業社會責任年鑑

為了促進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風氣，引導各方投資、創業參考，同時作為研究經

濟永續發展的權威典籍，經濟日報出版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專業性刊物《2016年企業社

會責任年鑑》。

一、本年鑑分七篇，第一編為總論，第二篇為專題論述，第三篇為公司治理，第四篇

為標竿企業故事─上市櫃公司，第五篇為標竿企業故事─未上市櫃公司，第六篇為標竿企

業故事─社會企業，第七篇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

二、本年鑑總論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國際篇，分別為國際永續發展主軸與報告

趨勢；聯合國氣候峰會(COP 21)與巴黎氣候協議；碳價機制的發展與全球碳交易近況；國

內外企業社會責任投資的新趨勢；企業永續合作案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台灣篇，分別

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永續制度的建立：重大法令的研擬、通過及執行；整合性

報導〈IR〉的架構及對於企業的意義；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推動；巴黎協定與台灣企業社

會責任。

三、專題論述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風險控制；企業社會責任與綠能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與勞動保障；永續發展：循環經濟的提出與實踐；創業創新的社會企業。

四、公司治理指數：包括公司治理評鑑；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暨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五、標竿企業故事：精選49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優良企業加以介紹，其中上市公司25
家，上櫃公司四家，未上市櫃公司十家，社會企業十家。依照產業類型，上市公司分別為

台積電、聯電、日月光、台達電、光寶科、康舒、宏碁、英業達、華碩、友達、鴻海、上

銀、國泰建設、漢翔、和泰車、上緯、台灣大、遠傳、玉山金、國泰金控、統一、特力、

遠百、旭富、中租。上櫃公司分別為普萊德、全家、太平洋醫材、崑鼎。未上市櫃公司分

別為中鋼運通、太平洋SOGO百貨、台北金融大樓(101)、台糖、臺灣銀行、石安牧場、

昇恆昌、瑞助營造、歐萊德、璨揚。社會企業分別為大智文創、台灣健康宅配科技、生態

綠、光原、多扶接送、社企流、鹿窯菇事、勝利潛能發展中心、黑暗對話、鮮乳坊。

六、49家標竿企業均附錄小故事，將其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歷程以故事型態呈現，期

能拋磚引玉，換起更多企業擴大參與。

七、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起訖期間為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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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永續發展主軸與報告趨勢

時間倒回至西元2000年，全世界各

國的領袖們，在聯合國高峰會共同通過發

布「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期盼透過15
年的努力，落實以下八項目標：消滅貧窮飢

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

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毒、確保

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

時至2015年，依據2015聯合國千禧年

發展目標報告指出，世界的貧窮人口降至

12%，孩童死亡率降低將近一半，愛滋病患

接受治療的人數多了15倍，已達學齡卻無

法就學的孩童數量減少了一半以上，而蚊帳

的設置，防止了600萬人死於瘧疾。過去15
年的些許成功，主要歸因於經濟成長，尤其

是中國與印度的高速經濟成長，大量減少了

貧窮人口。(註1)

然而千禧年發展目標中，仍有許多挑戰

及尚待改善的目標，其中包括氣候變遷及環

境持續惡化、貧窮與富足間的懸殊落差，其

中千禧年發展目標最失敗的則是性別平等的

表現。目前女性依然比男性更可能面臨貧

窮、不識字的人口中多達三分之二為女性、

女性晉升有薪階級的比率仍舊緩慢、甚至有

許多婦女在妊娠期間因併發症死亡。

而在企業永續表現上，根據2016年
3月，全球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 ing 

Initiative, GRI)的專案「2025永續與報告專

案(The Sustainability and Reporting 2025 
project)」所發表的報告「The Next Era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Digital, Responsible, 
Interactive」指出未來全球永續發展將面臨

五大層面的挑戰，其中包含：

1.全球議題(Global Issues)：全球人口

激增、氣候變遷、數據發展

2.社會發展挑戰(Challenges to Society's 
Development)：糧食與水資源的匱乏、貧

富差距、人權保護、提倡和平、衝突管理及

安全

3 .環境挑戰 (C h a l l e n g e s  t o  t h e 
Environment)：全球及區域的自然資源管

理、生態系統保護、廢棄物和汙染管理

4 . 效率的挑戰 ( C h a l l e n g e s  t o 
Efficiency)：產品及服務的生產和分配效率

性、能源生產和分配的創新模式與新科技

5 . 社 會 治 理 與 經 濟 模 式 的 挑 戰

(Challenges to Society's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Models)：例如喪失對機構的信

任與合法性、因為政治領袖缺乏創意，導致

企業及公民團體領袖的角色更顯突出、社會

為解決上述挑戰所產生的適當公司治理架

構、新世代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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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2015年9月世界領袖們齊聚聯合國紐約

總部，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於「聯合

國發展高峰會」，提出了所有國家都面臨

的問題，並基於積極實踐平等與人權，共

同承諾訂定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作為未來15
年內(至2030年)，聯合國成員國跨國合作

的指導原則。永續發展目標包含17項目標

(Goals)及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均分

布於環境、社會及經濟三個發展面向，包

含(如圖一所示)：1.消除貧窮、2.零飢餓、

3.健康及福祉、4.高品質教育、5.性別平

等、6.淨水與衛生、7.可負擔與永續能源、

8.合宜就業及經濟成長、9.工業、創新及基

礎建設、10.減少不平等、11.永續城市、

12.責任消費及生產、13.氣候行動、14.海洋

生態資源、15.陸地生態資源、16.和平正義

與健全制度以及17.全球夥伴關係等。

17項永續發展目標已在今(2016)年1月
1日正式生效，這些目標指出當今全球最緊

急的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也鋪陳如何解

決這些議題的整體路徑。SDGs被設計為可

應用至每個國家，而非僅適用於開發中國

家。任何團體及個人包含政府、企業、個

人、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等皆可致力於

實現這些永續發展目標。

在全球的商業市場上，公私部門正快速

且大量的連結合作，而SDGs是企業可以在

全球永續發展上有所貢獻的一個巨大機會。

事實上，如果沒有企業參與其中，SDGs也
很難成功地被實現。

資料來源：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圖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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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安永在2016出版的刊物Let’s talk: 
sustainability, bringing together the latest 
in EY sustainability insights and points of 
view，即建議企業面對SDGs，應該如何施

行的幾個步驟，如圖2所示：

1. 認知：認知對關鍵的利害關係者及

市場的目標與可能影響

2. 評估：評估對於企業而言，SDGs和
目標之間的相關性

3. 訂定優先順序：發展框架以建立企

業支持SDGs的優先順序

4. 合作：識別合作夥伴以支持永續發

展目標的實現

5. 衡量：識別出結果、發展KPI及衡量

進度

企業施行永續策略，將全面性地促進經

濟成長、社會平等和進步及環境保護，進而

顯現企業長期的價值。根據相關研究指出，

84%消費者在購買一個相似價格且品質相近

的產品時，願意從一般品牌轉換至具有企業

價值的品牌(註2)。事實上，在2013年，連結

至人類福祉相關的有意義品牌，其市場表

現勝過於平均的120%(註3)。根據安永的調

查，89%的安永客戶相信一家有目的性追求

永續發展的企業能產生出最高品質的產品和

服務(註4)。為此企業股東擴增新的標的，例

如投注旨在增進社會及環境的韌性及繁榮的

SDGs，可以產生比一般市場表現更好的長

期回收。

安永建議企業可以整合SDGs至其經營

策略、投資和商業模式之中，如此企業在變

化迅速的商業環境中，將擁有全面性的競爭

優勢。此外投資者對於非財務資訊及ESG資

資料來源： EY(2016), Let’s talk: sustainability, bringing together the latest in EY sustainability insights and points of view 
August 2016 | Issue 7 

圖2　SDGs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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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採取更具結構的、可衡量導向的方法，對

於企業而言，SDGs是可以展現企業在全球

永續議程的定位及貢獻的大好機會，同時亦

可清楚地表達企業宏觀的目標。

企業首先要自問，永續發展目標對企業

本身的意義為何。安永認為不論企業身在

哪個產業，SDGs都一定與企業本身息息相

關。企業必須將自身放在全球永續議程當

中，進而思索其對企業本身的風險及機會。

對於企業而言，為了實現長期的經濟、社

會、環境及道德的價值，如果將企業本身

的經營策略優先選項和全球永續發展優先

選項保持一致性，將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

會。SDGs代表永續發展的未來，因此保持

一致性和及早發展對於搶占先機至關重要，

如果企業界不集體性的面對並處理SDGs的
挑戰，或許沒有任何企業可以單獨處理。

SDGs對於企業而言是一個新的標竿值，而

考量全球永續發展議程將會對於企業在未來

創新機會及降低風險上提供一個新的觀點。

永續供應鏈的現況

隨著聯合國通過的2030年議程與永續

發展發展目標(SDG)，我們進入了一個世

界各國致力於終結全球貧困，保護我們的地

球和促進所有人尊嚴生活的時期。企業扮演

的角色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關鍵。永續發展目

標替包括商業在內的所有利害關係人提供了

一種新的共同語言，並確立目標和抱負。

2030年議程是一個喚醒社會大眾的鈴聲，

並為未來的商業世界提供一個新的基準。永

續供應鏈對於將全球目標在地化這一部分至

關重要，從目標／策略面延伸到企業的運

營，乃至於產品和服務的提升都能展現企業

面對地球危機時的實際作為，並同時在現在

與未來提供環境及社會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在聯合國全球年度實施調查中，受訪者認為

供應鏈實踐是提高其永續發展績效的最大挑

戰，由於供應鏈規模、供應商身處在法律標

準不嚴格的國家或地區以及與合作夥伴之間

的距離過遠等因素，導致將相關原則擴展到

供應鏈管理變成一項艱鉅的任務。

供應鏈永續性之優化成功與否取決於公

司高層是否積極參其中。如果企業執行長將

供應鏈視為公司員工和社區的延伸，可期望

該企業將針對關鍵區域配置相關資源以提升

供應鏈管理，例如選擇、培訓、稽核和補

救。同樣重要的是，在組織內部(例如法務

人員，產品開發人員和營銷部門)之間建立

更廣泛的理解，讓決策定案以前，公司高層

能夠更深入去探討其供應鏈除了價格以外的

其他影響。此外，公司必須將供應鏈視為一

個整體，包括第二層之後的供應商，這些供

應商在解決永續發展問題時可能面臨重大的

風險或挑戰。

供應鏈對於企業至關重要，隨著科技發

展，供應鏈現已經成為全球化、高複雜度和

規模巨大的議題或者風險。建立和維護具有

彈性的供應鏈是在全球化及快速變化的世界

中，實現業務成功的關鍵因素。品質技術、

成本效益、交貨速度和可靠性一直是供應鏈

和採購專業人員長期關注的重點。在過去幾

年中，許多公司的採購和採購標準增加了永

續性。勞動力健康和安全事件、勞動爭議、

地方政治衝突、原物料短缺、環境災害和新

的法律如衝突礦物和現代奴隸制都促進了客

戶、消費者、投資者、員工和當地社區的供

應鏈風險意識的增強。

儘管企業來自於利害關係人的壓力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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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許多公司仍然沒有全面了解其供應鏈

的績效、風險和永續性影響。聯合國全球契

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和安永合作，

透過採訪來自70家公司的100多家供應鏈、

採購和永續發展主管，探討全球永續供應鏈

的現狀。總體而言，研究結果表明，通過改

善整個供應鏈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

績效，公司可以加強流程、節約成本、提高

勞動生產率、發現產品創新、實現市場差異

化，並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訪談結果透過

下面的篇幅來簡短說明。

企業因為產業特徵、地理位置、組織文

化、領導承諾與供應鏈複雜性的差異，導致

其供應鏈在永續性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從

訪談結果可知，全球各地的公司都在持續透

過與利害關係人創造共同價值的過程中，朝

管理風險、實現產品和服務差異化等面向進

行努力。商業領袖們透過夥伴關係的力量、

技術創新、提高效率和供應商的多樣性來設

定理想的供應鏈目標以創造競爭優勢。

我們的訪談顯示創造永續供應鏈的歷程

可以分為五大步驟：基本、改善、確定、成

熟和領先。大多數受訪公司處於改善或確定

的類別。改進階段最大的特點是最低程度的

期望，也就是控制風險與合規，以及對高風

險供應商的基本稽核或評估。隨著永續供應

鏈由確定階段轉變為成熟階段，企業可深入

地了解供應商工廠的位置和與供應鏈相關的

永續性風險。他們對供應商設定了明確的期

望，並根據這些期望，開發觀察、選擇和管

理供應商的流程。隨著公司從成熟邁向領先

的階段，他們開始專注於將這些流程/目標

與採購作業無縫接軌，要求供應商也進一步

去管理自己的供應商，並辨識提高供應鏈績

效的機會。成熟的公司將這些理念與企業流

程和產品設計進行結合，以期望透過在產品

製造或服務交付期間所使用的材料或過程來

提升永續性的機會。目前，只有少數公司與

供應商建立共同價值，且將供應商視為其業

務的延伸並參與有意義的雙向對話來證明其

對於供應鏈永續的遠大目標。我們期待未來

會有更多的企業加入我們的行列，針對供應

鏈也能夠投注相關資源，讓企業的影響力不

只限於企業本體，更能成為真正對於環境與

社會有正面意義的永續企業。

永續報告：昨日與今日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曾經只是少數以綠

色或社區為導向的公司例行性報告，但隨著

社會風氣的改變，現在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變身成為全球企業之最佳實務。全球

250強的企業中有95%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註5)，很明顯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未來的角色將愈來愈重要。關注永續發展可

以幫助組織管理其社會和環境風險、提高營

運效率和自然資源管理，除此之外它也是維

繫股東、員工和利益關係人的重要溝通工

具。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公司數據能向

下鏈結數千個交易實體。而發行報告書的企

業也不斷尋求新的方法來提高非財務數據的

績效、保護其企業的名譽資產，同時贏得股

東和利害關係人的信任。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好處超越了傳統

財報所能提供的功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能協助企業降低浪費以提升競爭優勢、加強

風險管理、促進投資者信心與提高員工忠誠

度。產業分析師們經常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來評估企業的管理品質以及效率，因為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提供不一樣的面向來描

述企業，也因此讓企業的透明度大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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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能夠間接提供企業不一樣的資本途

徑。對來自全球的7,000多份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的審查中，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報告能

夠有效協助分析師確定公司價值，並可能將

預測的不準確性降低約10%(註6)。

全球有數千家企業撰寫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包含全球250強的企業。根據統計

2015年全球發行超過5,000本，與2011年的

2,200本相比成長超過一倍，年平均成長率

超過25%(註7)！在這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撰寫風潮之下，我們必須了解未來報告書的

趨勢，讓企業能夠利用報告書作為差異化的

武器。未來報告書的趨勢可分為兩大面向：

報告書確信以及整合性報告書；根據GRI
統計在2015年所出版的報告書中，有接近

30%的報告書經過外部確信(註8)，透過第三

方確信的把關，可以提高報告書可信性和合

規性，並提升競爭力以及降低企業風險。

整合性報告

整合性報告書是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與傳統財報合而為一的一種報告形式，許多

撰寫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企業，現在紛

紛開始撰寫整合性報告書。對愈來愈多的利

害關係人來說，傳統的報告模式已無法符合

社會大眾的眾多期望，其中相關期望包括公

司策略、企業價值以及與外部之間的互動等

等，都是財務報表無法提供給利害關係人的

資訊。對於更廣泛的理解企業價值，除了透

過傳統的財務資本外，尚有兩個須被確認的

資本範疇：第一，組織對於利害關係人所創

造之價值；第二，對於環境與社會所產生之

價值與影響。使用這三個價值範疇作為報告

書的指導原則將能協助企業更全面地了解他

們的風險及機會，尤其是機會。

研究指出，利害關係人對這種新方法所

構建的報導方式感到興奮，它讓公司使用獨

特的價值創造故事來描繪企業的全貌。它建

構一個更加全面的基礎，使企業和投資者能

夠改進決策。這正是為什麼投資者要求非財

務訊息的原因：他們了解它有可能彌合內在

價值和市場價值之間的差距。但是，將非財

務揭露作為事後財務揭露的補充並不是答

案：投資者需要更好，更多的數據。而企

業也正積極回應相關的資訊，首先，逐步擴

大被設定的價值領域，然後通過優先排序來

聚焦。各企業將會自行產生一個客製的方法

以報導相關內容，而不僅僅是依賴於標準公

式。這也同步創造了持續性觀察以及相關價

值創造的報告機制，如此一來可真正滿足投

資者或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國際整合性報告書委員會(I IRC)表

示，去年有1,200至1,500家公司發布整合性

報告。監管機關和非政府組織正在加速這種

改變。歐盟關於非財務報告的法令將要求全

歐洲6,000家公司揭露相關的環境和社會因

素，包括汙染物排放，腐敗和員工多樣性

(註9)。在法國，Grenelle II法案規定了公司

的環境和社會績效報告，需要第三方驗證此

類揭露(註10)。澳洲證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

司揭露其是否存在經濟，環境和社會永續性

的重大風險，以及他們如何管理或規劃管

理這些風險。在美國，Dodd-Frank第1502
條要求公司報告其衝突礦物的使用情況(註

11)，上海證券交易所制定了鼓勵所有上市

公司撰寫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報告的準則(註12)。這些

監管影響在未來只會逐漸加強並更廣泛地要

求企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我們也預期相關企業、社會與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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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於未來企業發展有著決定性的關鍵影

響，因此整合性報告書能夠協助企業及早面

對各項風險和機會。然而整合性報告書的發

展仍處於起步階段，在早期的企業領航者與

IIRC的努力下，它正獲得相當大的關注。

2010年，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交易所要求整

合性報告書必須符合「國王III治理原則守

則」(2009年)(註13)。這延伸了幾個重要的

發展，例如企業現在經常報告南非的技術工

人短缺是一種重大風險，因此進一步說明企

業對人力資本開發的方法(註14)。這對於公

司個別的成功至關重要，但同時也讓整個南

非針對人力資本開始重視並管理。

但是，雖然補充財務與非財務報告肯定

是一項進步，但它更是一個漫長的旅程，為

目的導向報告的第一步。而發布單獨的財務

和非財務報告指出，企業洞悉非財務數據及

其與數據相關的影響管理是獨立且明顯的。

越來越多的先進公司認識到這些問題是企業

管理方式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正投入更多

資源進行管理。他們理解各種各樣的問題對

績效和營運產生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也都相

互依存。在此狀態下，整合性報告書是必要

的，它可以用來描述一個組織所面臨的風險

和機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協助企業創造價

值與競爭優勢。

IIRC的整合性報告書框架於2013年12
月出版，為尋求利用報告基礎新概念的企業

提供指導，該框架建議採用多種資本方法：

即報告機構可能需要考慮影響性和受其業務

影響的所有價值。六大資本包括有財務資

本、製造資本、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社會

和關係資本與自然資本。透過在報告績效時

考慮這些面向，公司在提供其創造價值的計

畫時，能有更全面的說明。

永續報告的未來趨勢

面對現今全球快速變遷的環境，傳統思

維已經無法為企業帶來突破性的成長，而愈

透明的企業可以帶給投資者或利害關係人更

踏實的信任感。資訊揭露已經成為企業與利

害關係人不可避免的溝通工具，面對國際間

各類型資訊揭露的指引，企業應整合既有的

資源，除達到資訊揭露這個目的之外，如何

進行有效的溝通，並進一步強化資訊的應用

性，將是未來發展重點。

根據安永與波士頓大學企業公民中心

(Center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of Boston 
College Carroll School of Management)於
2016年合作共同研究的報告「永續報告的

價值」(Valu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指
出，永續報告書是企業與社會大眾溝通的重

要管道之一，其可讓社會大眾瞭解企業之價

值與未來發展性。企業永續報告書的未來發

展趨勢，包含以下幾點：

1. 整合財務性及永續性報告書的推動
為了提升永續報告書的標準化，推動企

業年報包括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的整合，將是

重要的步驟。因此整合性報告書的發行數量

預期將會快速成長。

2. 外部保證和一致性
當愈來愈多的企業發行永續報告書，分

析家認為大眾及投資者對於永續報告書外部

保證的需求會增強。獨立的永續資訊揭露外

部保證可以幫助企業的報告書更具嚴謹性及

可信賴性。GRI鼓勵發行永續報告者實施外

部保證，GRI認為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投資在

外部保證是一個有智慧的決定，因為此舉將

幫助正面資訊揭露的可靠性。舉例來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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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企業永續報告書中負面資訊的相信程

度相較高於正面資訊，因此為讓正面資訊與

負面資訊擁有相同的可信賴程度，正面資訊

必須受到檢驗。

由於愈來愈多的分析家、投資者和其他

利害關係人正關注著企業的永續報告，因此

許多企業已經理解透過外部保證所帶來的可

靠性相當重要。在安永和波士頓大學企業公

民中心所做的調查當中，約35%的企業已經

針對其企業永續報告採取外部保證，而其中

55%對於整本報告書進行外部保證，45%針

對部分指標進行保證。

雖然對於永續報告書的外部保證還未成

為強制性，但它對於企業而言仍是一件重要

的風險管理事件。隨著越來越多企業發行報

告書並尋求外部保證，對於報告書的可比較

性的需求很可能會增加。現今對於永續報告

指引已經出現越來越一致的趨勢，例如GRI
架構與ISO 26000、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及碳揭露計畫(CDP)將越

來越具一致性。

此外根據2016年GRI所出版的報告

「The Next Era of Corporate Disclosure: 
Digital, Responsible, Interactive」指出下一

個十年企業永續性揭露的主要改變將會是以

下三個面向：

1.  新形式及多方資訊來源(New format and 
multiple information resources)：從「年
度報告書」轉變為「永續資訊的交換」

企業永續資訊的揭露及企業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的形式將轉變為以數位和社群標籤的

方式呈現。企業不再僅限於透過每年出版報

告書向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也可能透過動

態且生動的溝通管道和分享平台，達到更頻

繁且即時地與利害關係人和公眾針對企業的

永續績效進行對話。例如產品的永續數據分

享，將可以即時分享給消費者及一般大眾。企

業和供應鏈之間的網絡關係，透過永續相關

數據分享，來管理風險並改善績效；搜尋引擎

幫助利害關係人獲取更客製化的資訊；創新

軟體協助企業和利害關係人找出數據之間的

相關性，並確保其一致性。未來企業對資訊

將有較少的掌控，因為績效資料的蒐集將透

過不同來源，而非僅僅來自於公司內部系統。

2. 新內容、新聚焦(New content ,  new 
focus)：內容著重在挑戰及供應鏈的揭露

隨著企業逐漸被要求揭露其對社會及環

境的影響力，永續性的資訊揭露及相關數據

將提供外界對於企業在氣候變遷、降低汙染

物、生態系統保護、區域自然資源管理等的

實質貢獻。相關資料也會揭露企業對於生活

相關品質，例如食物及水資源的取得、教

育、健康服務及公民權利等延伸到企業價值

鏈外，對個人和社區團體的衝擊及貢獻。而

在企業供應鏈中的影響也會被具體揭露。

3. 利害關係人的新角色(N e w  r o l e  f o r 
stakeholders, empowered by information)：
多元管道的即時互動

利害關係人將會透過更多元的管道獲得

企業績效資訊。重大性將成為更動態的觀

念，並由不斷互動且被充分告知的利害關係

人所定義。利害關係人將更完整的詮釋永續

性數據，讓他們可以更廣泛且有效地評估一

家公司的價值。因此，企業和利害關係人溝

通方式將改變，面對新的治理架構，企業必

須能夠更快速且一致的因應，並以更互動性

的方式轉化利害關係人議合過程。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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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1)與巴黎協定

聯合國氣候峰會概述與進程

199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中，簽署了

世界上第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國際公

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s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也是國際社會在應對

全球氣候變遷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

本框架，顯示各國政府開始對氣候變遷議題

的正視。此公約的目的係將溫室氣體的濃度

穩定在使氣候系統免遭破壞的水準上，於

1994年3月生效，至2016年10月已有197個
締約國加入。

為追蹤各國處理氣候變遷問題的進

度，自1995年起締約國每年召開締約方

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並針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做出協議或設

定相關目標。1997年於第三屆締約國大會

(COP3)中通過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已開發國家制定有法律約束

力的2008–2012(第一承諾期)排放目標，而

對發展中國家則沒有訂定減排義務。隨着

《京都議定書》的減排協議將於2012年屆

滿，各國希望於2009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

會議(COP15)決定2012–2017年全球減排協

議，惟當次會議未能就2012年減排目標達

成共識。《京都議定書》最終於2012年經

《杜哈修正》延長效力期限，確定第二承諾

期由2013年開始至2020年底結束。

2015年12月近200個國家集結於法國巴

黎召開COP21，此會議成功完成《巴黎協

定》的訂定，成為繼UNFCCC及《京都議

定書》後，全世界通過的第三份多邊氣候協

定，此協定現已獲多個國家，包括美國和中

國兩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及歐盟批准，預計

於2016年11月正式生效，將成為全球應對

氣候變遷的新路線圖。

巴黎協定的關鍵內容

聯合國第21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大會

(COP21)在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

巴黎舉行，這是在世界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

後全球最重要的氣候會議，因為氣候危機已

經到了必須採取積極行動的時刻。世界各國

與企業界均對此會議有高度關注，對達成新

的世界性減碳協議抱有期望，主要原因有：

●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已刻不容緩。

●UNFCCC的簽署國先前就已經同意在

2015年前，簽訂新的減碳協議。

●政治氛圍與過去大不同，尤其是排

碳總和占世界近四成的中國與美國，已在

2014年發布各自的減碳目標，美國宣布將

在2025年減碳達2005年排放量再減28%。

中國則宣布其排放量將在2030年前達到高

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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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技術的成本已大幅下降，潔淨能

源的發展快速成長，投資人也更有意願提供

再生能源的融資，而且新的融資工具也應

運而生，如綠色債券、群眾募資、Yieldcos 
(再生能源項目組合)等。

一如會前預期，大會在延長一天會議

後，終於在2015年12月12日正式通過了啟

動全球減碳之路的劃時代《巴黎協定》，制

定了短中長期目標、締約國減碳運作機制、

以及國家間的落差協助機制等主要關鍵內

容。

《京都議定書》與2009年哥本哈根會

議，都是採由上而下，想制定強制的減碳目

標，結果各國反彈，落實推行面臨阻力。甫

通過的《巴黎協定》則是採由下而上方式進

行，先由各國提交自行訂定的減碳目標(即

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簡稱INDCs)。
雖然不是要求一致的減碳目標，也不見得能

夠滿足控制暖化在2°C以內之需要，因為容

易度提高，卻形塑了一個很好、很有用的功

能：讓每個國家都能啟動減碳政策。

減碳行動一旦上路，釋放給企業的是政

策明確的訊號，會促進企業大幅加碼在低碳

創新上，這些訊號最重要的有：(1)可長程

投資在能源效率及低碳方案的時代來臨；

(2)可有效掌握國內外的政策風險與商機；

(3)可從低碳實力確保更公平的市場競爭；

(4)確保國際碳交易的可靠度，有助全球碳

市場與碳價發展。

透視巴黎協定背後的商業意涵

協定背後之低碳商機

依循巴黎協定，各國須共同努力將全

球溫度上升限制在工業世代前溫度的2°C以

內，對於國家、產業及企業而言，如何兼顧

經濟發展與降低碳排放皆為難題。專家估計

世界要轉型進入綠色經濟時代，全球每年

須投入1–1.25兆美元的資金，企業無不渴望

搶進，如基礎建設、低碳設備、消費商品與

服務、甚至金融投資與保險商品，預期會產

生龐大的商機，其中包括樂活市場、永續城

市、有機商品、及永續認證相關產品與服務

業等。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為達暖化

不超過2°C之目標，由化石能源轉型到綠色

能源的綠色投資，預計全球每年至少須額外

花費約7,000億美元，特別是在乾淨能源建

《巴黎協定》關鍵項目

關鍵項目 內容簡述

承諾制止全球氣溫持續上升 全球溫度上升限制在工業世代前溫度的2℃以內
努力限制上升溫度在1.5℃以內

世界在2050後將實現碳中和 各國同意溫室氣排放在2050 – 2100間達成碳中和(也就是排碳總量等於被森林、海洋與土
壤等自然吸收的總量，使得淨排碳量為零)

所有國家須訂定國家減碳目標，
並每五年檢視更新

所有國家須訂定「國家自定貢獻」(NDCs)的減碳目標
制定全球市場每五年檢視的周期，2018年將針對初期NDCs設定為2020之部分進行。於
2023年將針對全球市場對2025年所訂定的NDCs，進行正式及全面檢視

各國必須更透明揭露其減碳過程 此目標本身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協定要求各國透明彙報其減碳進展的情況，將間接迫
使國家履行他們的承諾

已開發國家將針對發展中國家提
供財政援助

貧窮且是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如小島嶼國家，需要財政援助，以避免和盡量減
少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損失
巴黎協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也就是說對於未達成相關要求的國家並沒有罰責

資料來源：KPMG, 2015; WBCSD, 2015a; WBCSD,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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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低碳交通運輸、能源效益及林業上。未

來20年，全球最大的700個城市，將投資30
兆至40兆美元在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世

界銀行也指出開發中國家必須在2030年前

每年投資1,400到1,750億美元，才有機會躲

過暖化2°C的巨大衝擊。

低碳將成為未來國家角力的主戰場，更

是今後國際貿易競爭的關鍵領域。例如日

本311大地震後，全日本電力供給吃緊的情

勢，進而刺激企業更往節能省電技術往更高

層次邁進，如「讀賣新聞」於2012年元月

報導，包括日立製作所(Hitachi Ltd)與富士

通(Fujitsu)等日本電子設備大廠，攜手研發

終極省電晶片，其耗電量僅為目前市面晶片

的10%，日本業者的目標是在2019年以前

推出各項超級節能的電子產品，此勢必會顛

覆既有的市場競爭。此外，各產業也因應低

碳趨勢，不斷創新，積極布局，如汽車產業

從車種的演進脈絡，由燃油、生質油、油電

雙動力、電動車到氫燃料電池車，幾乎可以

說已經為未來50～80年的車種做好藍圖規

劃。國際的營建業也不遑多讓，美國綠建

築協會所認證的綠建築，全球從2000年的

三棟，至今成長超過1,000倍以上。另，以

我國最引以為傲的ICT產業來說，國際最新

《智能2030報告》(SMARTer 2030)，就分

析指明ICT產業具有協助其他產業減碳的龐

大潛力，包括應用於農業及土地利用、建

築業、製造業、電力業、服務業、交通物

流運輸、健康照顧與學習的效益最佳。ICT
產業可以在2030年為全球減少總量20%的

排放，使全球排碳量維持在2015年水準。

其可在2030年協助其他產業減碳的潛力，

足足是本身排碳量(占世界排碳量1.97%)的

10.15倍。這麼龐大的低碳商機，都會在巴

黎協定生效的推進下陸續引爆。

碳金融與碳價格成為巴黎協定簽署後的新趨

勢

回應巴黎協定的要求，每年全球必須在

乾淨能源與清潔技術投資達1-1.25兆美元以

上才有機會，但目前相關資金僅到位3,000
億美元，缺口達百分之七十，亟須各國金融

機構的投入。相關的金融商品與服務，如綠

色債券，將有更多發展空間；而許多新的綠

色能源基金也在巴黎氣候大會期間正式成

立。期望私部門投入抗暖化，市場機制非常

重要，民間投資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因

此碳金融成為巴黎協定後真正啟動減碳行動

的一把鑰匙，所有市場中阻礙與促進低碳市

場發展的要素都須一一處理。換言之，巴黎

協定生效後，國際金融業幾乎已確定接棒成

為巴黎協定能否具體實踐的要角了。

既然有大氣中2°C的碳預算，碳就該有

所價格，碳排放量受到管制就表示碳將會成

為企業必然納入管理的資產，無論是以稅、

費或罰款的方式呈現，勢必會成為未來進出

口貿易的關鍵元素之一，也會改變產品計價

及企業商業模式。儘管2008年6月後全球金

融海嘯造成的景氣衰退仍未平復，但是碳交

易發展卻依然持續擴張。碳有價格已是不變

的趨勢，但是若考量了外部性，即因為氣候

變遷所產生的環境與社會成本，那麼碳的

價格將不容忽視。美國政府於2010年時估

算每公噸二氧化碳的社會成本為24美元，

目前歐巴馬政府估算金額則為36美元。然

美國史丹佛大學2015年元月刊登在Nature 
Climate Change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更精

準的二氧化碳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每公噸高

達220美元。二氧化碳的社會成本因地而異

可以理解，不過碳有價格這件事的最大意義

在於後續產品與服務計價會有大改變，商業

模式也會受到衝擊，企業不可小覷帶來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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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或效應。

根據位於倫敦由機構投資人組成的

CDP(原稱為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碳
揭露)2016年度調查結果發現，目前已知

有517家企業(包括微軟、BP、Shell、華德

狄斯耐等)在公司內部訂定排碳費用，依據

各部門自己的能耗所產生之排碳量由總公

司收取排碳費，每噸二氧化碳計價從1美元

(Nestlé)到150美元(AkzoNobel)不等，也

就是說各部門使用化石能源、用電及商務旅

行的排碳費用，都要算到部門的損益表。此

一發展引起國際重視，很明顯地，這些公

司開始由上而下善用內部碳費的機制，驅

動各部門進行低碳創新。在2015年世界經

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百大最永續企業(Global 
100 Most Sustainable Corporations)中，就

有85%的企業提供了財務紅利給達成永續目

標的高階經理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世界

500大在2015年更加帶動全球企業善用財務

誘因激勵企業減碳及永續相關目標的達成。

未來企業與產業全球投資布局，一定

會逐低碳基礎建設而居，尤其是低碳電力

的供應將成為政府發展低碳產業的基本條

件，在碳有價後此趨勢會更加明顯。果不其

然，專門針對投資人倡議永續發展的非營利

組織「負責任經濟體聯盟」(Ceres)與專門

從事清潔技術研究的公司Clean Edge，就在

2016年6月出版了「2016電力業清潔能源布

局標竿分析」(Benchmarking Utility clean 
energy Deployment: 2016)，主要目的就是

分析美國30家最大的電力控股公司在全美

旗下共119個發電事業的清潔能源布局，提

供給承諾100%使用再生能源的企業，做為

設立新廠時的廠址選擇參考。我國企業不可

忽視此報告的意義，其傳遞了一個務實的訊

號，那就是新營運據點的考量，已經明確與

綠電供應條件聯結在一起。

後巴黎協定政府與企業的因應
策略

與其觀察減碳壓力有多強，不如洞悉低

碳的商機有多大。減碳企業是要角，低碳更

是得仰賴企業的創新與技術，沒有企業的參

與及投入，任何政府要的低碳社會都不可能

達成。但是本世紀要能在極端氣候衝擊下活

命，就必須讓企業在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下，

提供更好的低碳創新與投資條件，使自己國

內的消費市場也能朝低碳的方向轉型。商機

會說話，領先企業要各國端出獎勵低碳企業

的牛肉，這個獎勵，卻能帶來人類可以活過

21世紀的保證。

政府應端出獎勵低碳企業的牛肉

●關鍵在低碳發展，需要對的主管機關

巴黎協定傳達最重要的訊號，就是世界

經濟向低碳轉型的發展已經啟動，不會有回

頭路，而且會改變所有的事，包括技術創

新、能源、運輸、建築、商業模式、金融商

品、投資、消費與生活型態等。因此，主管

部會不應以排放管制為出發點，應強化部會

間的合作，積極讓國家建設與經濟朝低碳發

展，需要許多跨部會的政策協調來支援低碳

經濟的布局，需要更多經濟發展與技術的專

業。台灣需要低碳的政治領導力，不僅需要

對的部會來主導低碳經濟的基礎建設，更需

要總統府將氣候與低碳經濟納入國家安全、

兩岸關係與外交層級的監督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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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主管機關應促進金融業導入碳金融

碳金融成為巴黎協定後真正啟動減碳行

動的一把鑰匙，所有市場中阻礙與促進低碳

市場發展的要素都須一一正視之。碳金融在

台灣尚未引起重視，沒有它，減碳只能做到

皮毛。世界要控制在暖化2°C以內，至2050
年前每年至少須投資7,000億到1兆美元在清

淨技術上，此商機大餅對政府而言，就是創

造GDP、振興經濟的大好機會。金融業的

融資與投資，是產業在低碳創新上的最大後

援，但是若沒有政府引導與協助，提供對氣

候投資友善的政策，金融業不可能願意投入

資金，因此該是金融主管機關跳進來掌握氣

候金融的議題與政策的時候了。

● 政府必須處理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補

貼的消長

目前提出自主減碳目標的國家，有超過

一半的國家強調應用碳價格來抑制碳排放，

這是一個台灣可以參考的選項。碳的價格會

反應在稅、規費或碳管制所衍生的交易價

格。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進行排碳管

制，須落實以價制量，一旦排碳要付費，大

家自然會有行為上的改變，如同油、水、電

價調漲，人民自然會節約能資源。

目前全球有39國及23個地區實施碳管

制及交易體系，占世界排碳12%的區域。中

國2013年至2015年七個試點，每噸二氧化

碳價格在新台幣100元到250元之間，2017
年全中國將實施碳排放交易。法國政府的碳

稅在2014年4月1日啟動二氧化碳稅，先針

對天然氣，重油、煤炭用戶為主，2015年
後逐步擴及交通用油及暖氣用油，法定的

二氧化碳稅從2014年每噸7歐元(新台幣245
元)到2030年的100歐元(新台幣3,500元)，

一路漲價的路徑規劃已經確立。碳有價格是

一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必須有稅負的通盤

配套考量，且弱勢族群仍然必須受到照顧，

故制度的設計很重要。根據IMF的估算，巴

黎協定通過後，依據各國減碳方案與目標，

可促成一噸二氧化碳的平均最低價格是30
美元(台幣近900元)，美國政府預估的均價

為36美元。如何兼顧稅負公平，是稅制設

計的重要課題。化石能源的補貼要降低或去

除，綠色能源的補貼則須提高及強化。中央

政府財政相關部會，必須開始正視碳價對於

我國低碳經濟的驅動效益。轉型邁向低碳經

濟，何其不易，眾多有野心的國家齊力脫離

困境，而我們的國家卻仍身陷在石油經濟的

老路中。若我們仍然看不到巴黎會議無所不

在碳有價的訊號，那真會錯失一個改革的好

時機。

台灣企業低碳轉型刻不容緩

根據上述的說明，巴黎協定正式簽署之

後，將會帶來下列必然的發展趨勢：

1.全球共同向減碳邁進訊號已明確

2.碳有價的訊號也明確

3.低碳投資將會大幅啟動

4.邁向暖化不超過2°C甚至1.5°C的低碳

經濟，會改變所有事

5.碳金融商品(如綠色債券)將會快速發

展

6.投資人將更加關注氣候相關的風險與

商機

我國的企業與產業必須先確認與評估

自己的公司和所屬產業，其短、中、長期會

面臨甚麼衝擊。由全球超過820家以上之金

融機構支持，調查全球3,000家上市公司的

碳風險與機會資訊的CDP，在巴黎協定通

過後，將強化特定產業之揭露，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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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油氣業及電力公用事業(2)交通：汽

車、鐵路丶航空(3)金融服務(4)一級產業：

食品、飲料、農業、金屬及礦業(5)次級產

業：成衣丶零售。外資對於高碳產業的持股

減碼趨勢越來越明顯，同時也會提高對於高

碳產業碳風險與機會資訊揭露的需求，這些

都是我國企業與產業必須高度關注的發展。

我國無論是大中小型企業，許多已有低

碳及能效的創新，但是業界的低碳行銷仍明

顯動能不足。當我國政府的低碳領導力未能

如中國、日本、韓國、德國、丹麥等國前瞻

與明確時，企業界只能積極尋求自保之道。

以下幾點建議供我國企業參考：

1.需要進行核心經營團隊甚或董事會的

「氣候治理」，從碳風險與機會的監控、低

碳商業策略擬定、到產品的低碳創新。

2.引進碳盤查的會計標準做好集團碳

帳，建立從企業本身、產品生命周期碳足

跡、到供應鏈與價值鏈碳盤查管理系統，如

圖二所示，為碳管理做好體質調查。

3.低碳行銷日益重要，可思考從碳溝通

建立差異化，若屬國際品牌的供應商，則須

對客戶的低碳策略、以及產品銷售的主力市

場之政府減碳管理政策趨勢有更精準的掌

握，才能透過低碳優勢獲取客戶青睞。

此外，根據CDP與由國際大企業所組

成的We Mean Business(氣候就是商機)的

分析，建議企業應該擬定下列的因應策略，

亦可供我國企業參考：

1.100%使用再生能源：目前全球已

有69家企業承諾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的

RE100，包括Google、BT、Microsoft等全

球領導企業，預計在2030年應有至少3,000
家企業加入。

2.訂定以科學為根據的減碳目標：目

前全球已有176家企業加入承諾，21家企業

已完成減碳目標設定(針對範疇一與範疇二

的排放，也有少部分公司針對範疇三的排

放)，包括AMD、Dell、Sony與P&G等全

球領導企業，預計在2030年應有至少2,000
家企業加入。

3.能源生產力：在2020年前號召至少

1,000家企業加入由The Climate Group(氣
候組織)所發起的倡議EP100，在25年內能

源生產力(單位能源的經濟產出)加倍。

4.發展與應用低碳科技：目前全球已

有84家企業加入WBCSD(世界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會)推動的「低碳科技夥伴倡議」

(LCTPI)，議合了158家企業，目標是促使

所有企業均能積極展現所推出的科技與產

品，能夠清楚展現公司的低碳實力與價值。

結語

2016-2020這五年稱為是台灣企業的新

抗戰五年，這五年我國政府與企業若可以激

發低碳創新上的動能，國內低碳市場的轉型

可以讓低碳創新獲得支持，資本市場願意高

度力挺全面低碳的企業，那麼台灣將可在

2020全球新的減碳政策架構施行後，確保

國家與企業的低碳競爭力；反之，則我們在

邁入21世紀後，要有心理準備將會面臨低

碳經濟萌芽以來的最大挑戰。我國企業對於

氣候風險認知過低，加上政府長期補貼化石

燃料，以致無感於油、水、電價須面臨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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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價的風險意識，對於低碳清淨科技的開發

與行銷著墨更是低。

我國目前已有18家上市企業名列在

2016年9月最新公布的美國道瓊永續指數

(DJSI)成分股中，在亞洲國家中表現極

為亮眼。目前也有七家金融機構簽署了

CDP，支持企業揭露碳風險與機會資訊的

要求，有51家上市企業回覆了CDP的氣候

問卷，81家企業回覆了客戶透過CDP所進

行的供應商碳揭露問卷。2020年巴黎協定

一旦開始生效實施，來自國際的碳揭露壓力

一定會快速增高，台灣的企業的確得仔細思

考應該如何將全球的環境與社會風險，轉化

為創造差異化的低碳商業策略。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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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價機制的發展與全球碳交易近況

壹、前言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的問題持續燃

燒著，成為國際間所關心之環境議題，碳價

與碳交易已漸成為國際語言。隨著京都議

定書的推動，各國政府與企業也陸續在近

年來達成共識，重視並推動關於碳交易之

政策及法規；2015年12月12日法國巴黎舉

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21屆締約國會議(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21)，195個與會國家代表通

過全球氣候公約之「巴黎協議」，要求所有

國家依國情、現況與自身條件各自提交減量

承諾(即國家自訂預期貢獻INDC,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以

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2016年10
月5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執行秘書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長埃斯皮諾薩

(Patricia Espinosa)正式宣布，法國巴黎協

議已達72個國家加入，占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57%，已達巴黎協議生效通過門檻之條

件，並將於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該協

議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

巴黎協議所關注議題廣泛，包括森林保

育、碳匯(carbon sink)交易、自願性碳排放

減量合作、全球升溫控制等議題，主要確立

全球走向低碳與地球共榮共存之目標，其中

全球升溫控制的因應以各國設定長期穩定提

升碳排放減量之方式，並每五年進行滾動式

檢討，更新不低於先前之國家自定排放量，

此外，透過先進國以金融或技術方式協助，

減輕開發中國家執行碳排放減量措施之壓

力。

為達成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之政策目

標，訂定碳價(carbon pricing)機制是非常

重要的政策工具，不僅能提高政府的收入

(2015年源自全球碳價機制之政府收入估計

約為260億美元)，亦有助於企業自行評估

碳排放所承擔之成本是否能達成企業營運的

效益，更重要地，透過碳價機制之建立，促

進低碳能源之開發與創新、低碳設備之投資

與創新，進而建立低耗能、低排放與低汙染

為基礎的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 
LCE)。

貳、碳價機制

碳價機制主要分為碳稅與碳交易兩部

分。碳稅是一種針對如石油、煤炭及天然氣

等能源之使用，依照其碳含量之比例而課徵

之環境稅。碳稅表彰一個清楚明確的價格資

訊，藉由其徵收能使二氧化碳排放對地球環

境及社會所造成之汙染成本轉嫁至排放者身

上，進而使排放者無論是企業或家庭主動的

控制並減少碳的排放，或者積極研究節能減

碳之方法。因能源中碳含量為碳稅課徵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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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故碳稅為管制產業鏈上游廠商之有

效政策。碳稅的實施雖然能夠減少碳的排放

量，並且增加政府稅收，但是由於碳稅率本

身價格不似市場交易價格靈活，僵固之稅率

對於排放者而言可能因碳稅價格高於預期而

將其生產與投資移轉至環境政策較為寬鬆的

地區，反而增加碳洩漏(carbon leakage)之
風險。

碳稅率的決定深深影響著碳稅實施的有

效性，當減少碳排放量的需付出之成本低於

碳稅的價格時，排放者才願意減少碳的排放

量。若稅率過低，排放者寧願繳稅也不願付

出降低碳排放量之成本；反之，若稅率過

高，則會引起人民的反彈，且嚴重影響企業

之營運，進而影響整個社會。

相較於碳稅，另一個在國際上廣為使

用的碳價機制為碳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碳排放交易制度

可分為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and-trade)
及基線及減量額度制度(baseline-and-credit 
system)之交易方式，其兩項機制交易方式

類似，皆係透過經濟誘因產生活絡之碳交

易；基線及減量額度制度(可與總量管制與

排放交易同時搭配)藉由汙染物排放量較基

線為低而取得減量額度，建立抵換(offsets)
以達鼓勵碳減量之目的，一般而言，基線及

減量額度制度的施行成本較高。碳交易的理

念是將碳排放權視為一種商品，並允許其在

市場上進行買賣。

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and-trade)
為例，政府會先設立二氧化碳之總量管制目

標(cap)，採用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參
考過去實際排放量作為基準，再分配適量之

二氧化碳排放許可權給予各排放者。排放者

便可藉由降低自行使用之碳排放量，將剩餘

未使用之碳排放權以拍賣或出售的方式獲取

利益，進而達到減碳的目標。不同於碳稅為

一稅率取向之價格工具，碳交易是能夠確保

並管制碳排放總量之數量工具。因碳交易制

度下碳排放權為一可自由買賣之商品，其價

格為公開市場所決定，此改善了碳稅稅率僵

固無法反應現實需求的缺點，但也增加了價

格變動幅度大的問題。

碳交易的施行是建立在碳排放權適量的

分配給排放者，排放者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甚

至免費的排放權，因此相較於使用者即付費

的碳稅而言，一般社會對於碳交易的接受度

普遍較高。然而，碳交易制度的設計有賴於

碳排放量的分配，如何公平合理且適當地分

配以及後續監督與追蹤之執行，將成為碳交

易施行需要考量的一大困難。

叁、國際碳價機制現況

汙染是不分國界的，尤其碳汙染更是如

此。人類享受著科技及文明的演進所帶來便

利的當下，地球正同時遭受嚴重汙染及破

壞，致使乾旱、洪水等極端氣候明顯增加，

進而影響糧食安全與生物多樣性，因此維護

地球環境全球有責。世界各國開始達成共

識，盼能共同解決碳汙染所造成空氣及環境

上所帶來的問題。在此前提下，經多年的

努力，於2016年已有高達40個國家和24個
城市及區域陸續推動碳稅或者碳交易的實施

(如圖1所示)，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的七個

(美國、中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及

義大利)採用碳價機制，而在碳價機制下所

涵蓋之所有國家，其總碳排放量約占全球排

放量之四分之一，然而，平均而言，於這些

採碳價機制之國家中，其碳價機制約涵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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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之總碳排放量，亦即，約為70億噸之

二氧化碳當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或約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之13%，惟若考

量2017年中國全國性碳交易之實施，則碳

價機制將涵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之20%至

25%間，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碳價機制國

家。不僅如此，不同國家或者相鄰地區的城

市之間，開始出現碳排放市場間相互整併的

情勢，可望藉由市場規模的擴大以更具成本

效益方式達到碳排放量減緩之目標。

近年來，又陸續有新的國家或地區採用

碳價機制，例如，南韓於2015年1月開始實

施全國性碳交易，葡萄牙於2015年1月開始

實施碳稅(涵蓋非屬歐盟碳交易範圍之能源

產品)，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原已有之碳稅

機制外，於2016年1月開始針對液化天然氣

廠之碳排放定價，此外，中國擬於2017年
實施全國性碳交易與智利擬於2017年實施

碳稅。

上述碳稅及碳交易機制為現今國際間各

個政府因應全球暖化並且推動綠色經濟之主

要策略。兩種方法在理論及實行上，各有其

優缺點，政府要採行何種政策也實難一言以

蔽之。因此，目前國際上許多國家或者地區

選擇碳稅及碳交易機制同時搭配之模式(例

如前述葡萄牙同時搭配歐盟碳交易機制與能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6),”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6”.

圖1  全球碳稅及碳交易機制實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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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產品碳稅機制，或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同時採用碳交易與碳稅機制)，藉由其優缺

點互補之特性，以規範溫室氣體中的碳排放

量。同時，為了降低政策所造成產業上衝

擊，其推動通常以階段性方式進行，盼能藉

此使產業逐漸適應碳價機制。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6),”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6”

圖2  國際間已實施或已安排實施碳定價之碳排放涵蓋率及產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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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要國家或地區碳價機制

在全球42處已實施或者已安排實施碳

定價機制者，其中受管制之碳排放量占全國

或該區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過半者共有16
處(如圖2所示)。一般常見稅率及碳交易涵

蓋之產業為工業及發電業。大部分國家或地

區皆對提供能源之化石燃料進行碳稅的課

徵，但已受ETS管制的碳排放企業可免除碳

稅之繳納。然而，不同國家或區域對於碳排

放機制所管制之產業及規定各不相同，以下

就歐盟、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及台灣為

例，分別介紹不同國家碳價機制的設立及現

況。

一、歐盟

歐 盟 排 放 交 易 體 系 ( E u r o p e a 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以下簡稱歐盟

ETS)是全球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溫室氣體貿

易體系，參與國家包含了28個歐盟國、挪

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是歐盟氣候變化政

策的中心支柱。自2005年開始實施，共可

以分為四個階段，關於各階段的發展以及不

同年度所設立的排放量減少目標(如表1及

表2所述)。

歐盟ETS目前著重於第四階段，由歐盟

委員會於2015年7月所提出之修訂。此次提

議之修訂旨在使其上限與歐盟2030年目標

一致，提供更好的目標，進一步支持低碳

創新和能源部門現代化。另外，歐盟ETS
於2015年制定了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以調配碳排放權

的需求及供給平衡。MSR將於2019年1月開

始運作，旨在穩定碳排放權價格之波動，並

提高歐盟ETS對未來事件發生的應變處理能

力。

二、美國

東北區域性溫室氣體倡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是由美國

東北區域於2003年所簽訂的區域性溫室氣

體倡議，包含康乃狄克州、德拉瓦州、緬因

州、馬里蘭州、麻薩諸塞州、新罕布夏州、

佛蒙特州、紐約州、羅德島州、紐澤西州共

十州，其中紐澤西已於2011年退出。RGGI
為美國的第一個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交易

制度。該方案的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2009

表1　歐盟ETS階段
階段 發展

第一階段2005-2007 此階段近乎100%碳排放權為透過溯往原則免費核配，所涵蓋之產業包含煉油、鋼鐵、水泥、玻
璃、陶瓷及造紙業等。

第二階段2008-2012 大部分碳排放權仍採溯往原則免費核配，部分排放權則透過標竿原則免費核配，也有少部分以拍
賣方式出售。另外，航空業自2012年加入歐盟ETS涵蓋之產業。

第三階段2013-2020 大約40%碳排放權透過拍賣方式出售，並有石化、製鋁業加入歐盟ETS涵蓋之產業。

第四階段2021-2030 2015年7月15日，歐盟委員會提議修訂歐盟ETS制度，以提高碳排放減少量和低碳事業之成本效
益。

表2　歐盟ETS減碳目標
年度 歐盟整體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020 低於199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20%
2030 低於199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40%
2050 低於199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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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現在處於第

三階段執行期間(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正如各參與國之間原諒諒解備忘

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所預見

的，2012年進行了一項RGGI計畫審查。根

據計畫審查，各州更新了其條例，以便制定

更嚴格的上限，並於2014年1月1日生效。

第二次方案審查也正於2016年間舉行。

在2009-2014年期間，原始碳排放總量

設定在149.7 MtCO2，相當於1.65億短噸，

2015年至2018年間每年減少2.5%。然而，

到2012年，RGGI的排放量比排放總量減少

了40%以上。由於以上排放量之減少，美國

各州在2014年將原排放總量下降至91M短

噸。之後，RGGI延續了年排放量減少2.5%
的目標，將2020年的排放總量設定為78M
短噸。

RGGI所含之各州將絕大多數CO2排放

配額分配於各季度，以密封式單一價拍賣。

拍賣開放給所有具有財務擔保的當事人，每

次拍賣的最高出價為當次排放配額的25%。

RGGI的交易期間又稱為控制期，共分為四

期(如表3所述)。

表3　RGGI控制期
減量期程 年　　份

第一控制期 2009-2011

第二控制期 2012-2014

第三控制期 2015-2017

第四控制期 2018-2020

三、日本

日本早於2005年開始推動自願性排放

交易機制施行(Japan's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在國內嘗試施

行碳排放權之交易。之後，又於2010年4
月啟動以城市為單位的東京排放交易機制

(Tokyo Cap-and-Trade Program, 東京CaT
或稱東京ETS)，並與埼玉排放交易機制

(Saitama ETS)相互連結。2010年12月，氣

候變化部長級委員會為政府未來發展全球暖

化制訂了三項政策，包含：1.考慮國內工業

的負擔和就業的相關影響後，重新考量碳

排放交易體系；2.對於海外ETS的持續發展

3.評估現有的主要氣候變化政策措施，以建

立一個主要排放國皆參與的公平有效的國際

平台。

東京ETS為日本第一個強制性的碳交易

制度，其將碳交易排放管制分為兩個階段

(如表4所述)，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東京

ETS主要針對大型商用建築物及工廠之碳排

放量制定規範，並於第二階段提高限制，

將商業排放上限從8%提升至17%，工業則

從6%提升至15%。東京ETS減排目標係以

2000年碳排放量為基準，目前已於2013年
度將其排放量減少了23%。目標於2020年
降低25%之碳排放量，於2030年達成碳排

放量減少30%之水準。

表4　日本ETS交易階段
階段 年　　份

第一期 2011.4.1-2016.9.30

第二期 2015.4.1-2021.9.30

四、韓國

南韓全國性ETS實施於2015年1月，其

交易於1月12日正式在韓國啟動。截至2015
年12月為止，累積碳排放交易量已達440萬
噸，換算為4,100萬美元。韓國ETS為東亞

第一個國家級碳排放交易體系，更是全球第

二大碳排放交易市場，僅次於歐盟ETS。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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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ETS涵蓋約525個全國最高碳排放個體，

換算為國家68%溫室氣體排放量。其ETS之
設立目前分為三個階段(如表5所述)。

基於ETS的設立是為了以成本效益之

方式有效降低碳排放量的立場，南韓ETS
所提供之碳排放量遠低於國內實際生產所

需，故以碳排放全作為衍生商品之交易也

隨之受限。南韓ETS將其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目標，設定在2020年減少30%之排放基

線(Business As Usual, BAU)，2030年減少

37%(BAU)為目標。

五、中國

中國大陸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碳排放國

家，於2011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體系納入其

表5　南韓ETS發展階段及近況
階段 發展近況

第一階段 2015-2017 根據2011-201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為基準，將100%碳排放權免費發放，無出售及拍賣機制。
此階段包含了水泥熟料、煉油及航空等產業。

第二階段 2018-2020 97%碳排放全免費核配，另3%改以拍賣方式出售。
第三階段 2021-2025 免費核配之碳排放權將低於90%，高於10%碳排放權以拍賣方式出售。

表6　中國七試點比較表
試點 起始日 門檻 涵蓋企業數 需報告門檻

北京 2013年11月 10,000 tCO2 490 2,000 tce
天津 2013年12月 20,000 tCO2 114 --

上海 2013年11月 工業： 20,000 tCO2

工業以外：10,000 tCO2
197 10,000 tCO2

重慶 2014年6月 20,000 tCO2 242 --
湖北 2014年4月 150,000 tCO2 138 --

廣東 2013年12月 20,000t CO2 202 10,000 tCO2 o
5,000 tce

深圳 2013年6月 5,000t CO2 635 3,000 tCO2

資料來源：https：//www.thepmr.org/country/china-0

表7　中國七試點配額分配方法比較表

試點

無償分配 有償分配

免費
拍賣

基準線 溯及既往法 占比

深圳
部分發電行業、天然氣、供水、
製造業

其他發電行業 100% N/A

上海 電力、航空、機場、港口 其他行業 100% N/A 
北京 新增設施 既有設施 100% N/A 

廣東

發電行業純發電機組、燃煤熱電
聯產、水泥行業的水泥粉磨工序
和熟料生產工序、鋼鐵行業的長
流程鋼鐵生產

電力行業熱電聯產機組、水泥行
業的礦山開採工序和熟料生產工
序、石化行業的石油加工和乙烯
生產、鋼鐵行業的短流程鋼鐵生
產

電力生產： 95% 鋼鐵, 石化, 水
泥： 97% 

2014年：
800萬噸 
2015年：
200萬噸 

天津 新增設施 既有設施 100% N/A
湖北 水泥、發電、供熱、熱電聯產 其他行業 100% N/A
重慶 按照企業年排放量 N/A 100% N/A

資料來源：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2016),” China Carbon Market Monit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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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個五年規劃(2011-2015)中，並於隔年

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應對法》草

案，後於2013年開始陸續推動了七個碳排

放交易試點，分別為深圳市、上海市、北京

市、廣東省、天津市、湖北省以及重慶市，

關於此七個試點之基本介紹及配額分配方

法，如表6及表7所列。從2013年6月深圳試

點啟動以來，至2016年6月為止，七個碳排

放交易試點累計交易排放量為4,979萬噸，

累計金額高達3億4,900萬美元，為世界上最

高排放量之倡議。

中國大陸預計於2017年啟動全國性

ETS，包含發電、石化發電，石化，化工，

建築材料，鋼鐵，有色金屬，造紙及航空等

產業。

六、台灣

台灣於2015年7月1日頒布了「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正式立法為維護地球環

境的目標盡一份心力。該法以2005年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為基準，目標於2050年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基準的50%以下。為達成

此目標，由台灣環境保護局負責制定適當的

氣候變化政策(如圖3所示)。另外，目前已

被多國所採納之ETS也被提及作為法律制定

的參考要素，包括其排放量之分配、碳抵換

以及在設定排放量上限時必須考慮哪些因素

等。台灣目前致力於強制每年排放量超過

25,000噸二氧化碳的公司須提出匯報之準備

工作，此匯報機制也於2013年開始進行。

當然，政府也非常鼓勵企業能夠自發性努力

減少碳的排放量。

伍、全球主要碳交易市場近況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公布之

最新數據，碳價在世界各國或者地區之市

場價格差異甚大(如圖4所示)。以2016年8
月1日之名目價格為基準，除澳洲排放減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2016，「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資訊網」

圖3　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三階段減量策略圖

「空氣汙染防制法」



— 30 —

基金、英屬哥倫比亞GGIRCA及日本東京

碳稅無相關資料外，其中最高價者為瑞典

碳稅，1公噸CO2e高達131美元，其次為瑞

士碳稅，1公噸CO2e要價86美元，而擁有

最低碳稅之國家為波蘭，1公噸CO2e小於1
美元；另外，碳排放價格之最高者為南韓

ETS、東京CaT及埼玉ETS，1公噸CO2e為
15美元，最低者為廣東、上海及重慶碳排

放試點，1公噸CO2e為1美元。由各國碳價

比較可見，北歐國家之碳價普遍較高，而東

歐國家及中國大陸各地試點之碳價較低，

2016年碳排放與碳稅總價值接近500億美

元。

當碳排放權之全球交易網絡建立之後，

若國際間碳排放權交易價格低於國內自行減

資料來源： World Bang(2016),”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6”

圖4　國際碳價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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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碳排放量所需之成本，國家將選擇成本較

低的方式，亦即向他國購買碳排放權，來解

決國內碳排放過量的問題。碳排放權資源的

流入及流出(如圖5所示)，可反應出各國家

或地區對於減少碳排放量之成本和目標之差

異。

根據各國之INDC，估計於2030年，全

球碳排放權資源之流入及流出將會達到24
億9,500萬公噸，相當於金額1,850億美元。

印度和南亞國家預估將提供出售超過全球銷

量半數之國際碳交易排放權，其餘則由俄羅

斯、中亞、中東、中南美洲、非洲及加拿大

提供。在全球碳交易排放權市場中，美國、

中國大陸以及歐盟國家為市場上最主要買

家，但不容小覷的是，南韓的購買量占其

GDP的比重為世界最高。

陸、結論

碳排放量的管制有賴於碳稅及碳交易制

度的實施，碳稅主要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對

排放者課徵稅負，而碳交易則以碳排放權核

配的方式供碳排放者自行調配其使用或者出

售。兩者互有優缺點，且皆能達到降低碳排

放之目的，故一般採用兩者相互搭配的模

式，來降低對企業衝擊，同時達到減少碳排

放量之目的。另外，碳交易市場的制度廣泛

運用國際間，並且有望於未來整合各國家及

區域間交易市場，建立一個國際性統一的碳

交易平台。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6),”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6”

圖5　2030年預計碳排放資源流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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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的是，隨著巴黎協議的簽訂及

生效，環保意識已受到全球愈來愈多的重

視。無論採行何種減碳方法，制定碳價機制

的規範儼然已成為國際間潮流。針對溫室氣

體之排放，我國雖已訂定法律，但就減碳相

關再生能源之開發及能源效率的提升等方

面，尚未純熟發展。因此，就以上各國制度

的介紹及探討，我國應以他國之經驗為借

鏡，尋找維護環境、生活品質及經濟發展之

平衡，除致力於減碳，也應積極尋求與周圍

國家建立區域性的市場連結，為全球永續發

展的目標共盡心力。

            (台大會計系教授劉啟群)

【註釋】

本文是以世界銀行所公布之「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6」及國際碳

行動夥伴組織所公布之「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16」為基礎所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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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投資的新趨勢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投資之發展
狀況

(一)「社會責任投資」起源

「社會責任投資」為一強調永續經濟發

展的投資哲學，亦被稱為永續經營性投資。

其投資理念不只重視收益，而且考量被投資

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治理與環境保護，在

創造財務收益時，亦同時兼顧企業永續發展

及社會性利益。

(二) 社會責任型投資(SRI)之意義與發展歷
程(註1)

依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SIA)之觀點，

社會責任投資(SRI)是指在選擇投資標的或

管理投資組合時，將環境因素、社會因素及

公司治理因素納入考量的投資方式。聯合國

責任投資原則(PRI)則認為責任型投資是投

資人意識到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因素

影響到市場長期發展而採取的投資方法。

實務上國際間有所謂的倫理投資(Ethical 
Inves tmen t)、永續投資(Sus ta inab le 
Investment)、永續責任投資(Sustainable 
Responsible Investment)均與社會責任在投

資理念上非常接近。

打 從 1 6 世 紀 起 美 國 桂 格 會 教 派

(Quakers)因信仰人權平等、反對暴力戰

爭，而將人權與和平納入投資規範之中。

19世紀初美國衛理教派開辦退休養老基

金，拒絕投資菸草製造、釀酒、武器製造與

販賣、博弈等產業。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

亦有拒絕投資與越戰相關之公司的案例。

1965年全球第一檔倫理投資基金(Ethical 
Fund)在瑞典發行；1970年代之後，英、美

也陸續發行倫理基金；1999年道瓊公司與

瑞典SAM永續集團共同推出道瓊永續指數

(DJSI)，並成立機構投資人或共同基金的

投資標竿。

2008年的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分析師

開始注意永續企業的績效表現。一個由管

理顧問公司A.T. Kearney所進行名為「綠

色贏家：在金融海嘯中永續型公司的表

現」(Green Winners: The Performance of 
Sustainability-focused Companies in the 
Financial Crisis)的研究，分析了99家在

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或高盛證券永續名單(GS Sustain 
Focus List)裡的大公司。它定義永續的企業

行動，必須是能夠「保護環境和促進社會

福利，又可兼顧股東價值」。分析結果顯

示，在2008年5月到11月為時六個月的資本

市場表現上，在18個產業裡有16個產業呈

現相同的結果。那就是對永續發展做出強烈

承諾的公司財務績效表現，比一般公司超

出15%。永續企業與其他競爭者相比，平均

每家公司的市值表現多出6.5億美元，這代

表永續企業展現了更有效率的特質來應付

2008年的經濟危機。報告的結論是「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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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經營績效在經濟危機中的財務表現，

比過去的任何時刻都更為顯著，而它們最終

將被長期投資的價值型投資人所擁抱。」

對此，金融市場上越來越多與永續議

題相關的主題基金以及SRI基金，也展現出

了投資人對相關議題的興趣，如世界銀行

(World Bank)於2008年成立氣候變遷投資

基金，該檔基金希望透過多邊發展銀行對

開發中國家提供必要的金融財務協助，使

開發中國家能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緊急情

勢，並於2008年底落實此基金援助的第一

個計畫；英國木星資產管理(Jupiter Asset 
Management)也於在2009年3月，針對環保

意識逐漸提升的中國市場，發行木星中國永

續成長信託基金(Jupiter China Sustainable 
Growth Trust)，並由木星資產管理中國及

亞洲基金經理人Philip Ehrmann進行操作

及觀測；香港泰山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Olympus Capital Holdings Asia)則發行了

第一支由私募基金公司所募集的基金，並投

資於環保產業，如再生能源和環境保護，於

2009年上半年投資於中國和印度市場。

2005年聯合國便邀請全球大型機構

投資人參與制定並簽署責任投資原則，

設計一套全球通行的「聯合國責任投資

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PRI)。該原則的目標是

將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簡稱

ESG)的永續議題，整合到投資策略中。經

過十年來的努力，到2016年4月為止，聯合

國責任投資原則在全球已有管理近65兆美

金資產的1,555個機構簽署加入(見圖1)。

社會責任型投資不僅在全球發酵，在

亞洲地區也逐漸萌芽，根據2014年11月
亞洲永續投資協會(ASrIA)發布「2014亞
洲永續投資評論」(2014 Asia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亞洲地區(不含日本)

之國家地區中，採取至少一種永續投資策

略的投資基金(SRI Fund)逐年攀升，目前

共有500檔，總資產金額達449億美元，規

模在過去三年間成長22%；其中，結合環境

永續(E)、社會公益(S)、公司治理(G)的

ESG整合選股是最普遍的永續投資策略，

資料來源：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http：//www.unpri.org/

圖1　依聯合國責任原則投資之機構數與資產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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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總資產為234億美元，占全部的52%(註

2)。若以國家地區來統計，2013年底SRI相
關投資以馬來西亞的151億美元最多、韓國

84億美元以及新加坡57億美元，台灣僅7億
美元，相對落後。

(三)國際社會責任投資發展近況

2014年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loba 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簡稱

GSIA)發布第一篇全球永續性投資調查報

告，根據該報告，SRI全球資產規模從2012
年的13.3兆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21.4兆美元

(見表1)，占專業管理資產(professionally 
managed assets)總額百分比則從2012年的

21.5%，上升至2014年的30.2%(見表2)。
且全球各地SRI資產不管是在規模或者占該

地區專業管理資產總額百分比皆有上升之現

象。根據表2，歐洲在2012年SRI規模占當

地總管理資產規模比已達49%之多，明顯高

於其他地區，顯示2012年的歐洲市場在選

擇投資標的時，已經較世界其他各地更重視

企業的永續發展；歐洲在2014年SRI規模占

比則增加至58.8%，增幅頗大。2014年SRI
規模占比依序為歐洲、加拿大、美國、澳

洲。而SRI資產占總管理資產比率最低的地

區為亞洲，2012年僅有0.6%，2014年則為

0.8%。(註3)

若從表1中SRI總資產規模而論，規模

最大者為歐洲地區，在2012年已有8.8兆美

元之多，而2014年更成長55%，使得規模

增加至13.6兆美元，約占世界SRI資產規模

64%。其次為美國，2014年總規模達6.6兆
美元，亦是所有地區SRI資產規模成長最迅

速者，兩年內成長76%。受前三大地區SRI
資產規模亦在兩年內增加8.1兆美元，成長

幅度為61%。

表1　各區域SRI總資產規模
單位：10億美元

國家                               年度 2012 2014 成長百分比

歐洲 8,758 13,608 55%
加拿大 3,740 6,572 76%
美國 589 945 60%
澳洲 134 180 34%
亞洲 40 53 32%
全球 13,261 21,358 61%
資料來源：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2014

表2　SRI相關資產占該地區總管理資產百分比
國家                                            年度 2012 2014
歐洲 49.0% 58.8%
加拿大 20.2% 31.3%
美國 11.2% 17.9%
澳洲 12.5% 16.6%
亞洲 0.6% 0.8%
全球 21.5% 30.2%
資料來源：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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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2、圖3可發現美國SRI資產在2012
年至2014年之間，兩年成長速度為全球之

首，因此其占世界SRI總資產規模比率呈現

成長趨勢，從2012年的27.6%增長至2014年
的30.8%，可見這兩年美國越來越重視社會

責任投資，才使其資產明顯迅速擴張。歐洲

SRI資產規模的全球占比則稍減0.8%，加拿

大地區占比大致不變，其他地區如：非洲、

澳洲、紐西蘭、亞洲世界SRI資產占比則有

減少的現象。

企業社會投資之指數化趨勢

具公信力的SRI資訊愈多且指標愈明

確，有助於吸引投資人進入該市場，因此

部分社會責任投資研究機構及國際知名投

資指數，紛紛創立「社會責任型投資」指

數。國際四大SRI指數包含1990年設立的

多美林社會指數400(Domini Social Index 

400, DSI 400)、1999年的美國道瓊永續

性指數(DJSI)、2001年的富時社會責任

指數(FTSE4GOOD)，以及2002年設立

的那斯達克社會指數(KLD-Nasdaq Social 
Index)。其中DJSI以及FTSE4GOOD在國

際上被廣為採用，對市場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企業入選此兩者SRI指數成分股名單，

成為市場對該公司社會責任評價的重要參考

依據。

(一)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
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是1999

年道瓊與瑞士蘇黎世的永續資產管理公司

(SAM)合作創立，以原有的道瓊工業指數

(DJIA)成分股為基礎，從公司的社會、環

境、經濟表現，挑選各產業在永續經營表現

最佳的前10%企業為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成

分股。若成分股公司出現問題，則DJSI的
負責機構將會對其進行媒體與利害關係人

圖2　2012年各地區占全球SRI資產規模比

非洲
1.70%

亞洲
0.60%

澳洲／紐西蘭
1.30%

加拿大
4.30%

美國
27.60%

歐洲
64.50%

資料來源：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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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公司在問題中涉入的程度與後

續處理情形，再決定是否將該公司從DJSI
中去除，例如：2015年TOSHIBA爆發不當

會計事件，內部高層皆涉入其中，此事使

TOSHIBA被DJSI-World除名。

目前道瓊永續指數系列共有七大類，分

別為道瓊世界永續指數(DJSI-World)、道

瓊亞太永續指數(DJSI-Asia Pacific)、道瓊

北美永續指數(DJSI-North America)、道瓊

歐洲永續指數(DJSI-Europe)、道瓊澳洲永

續指數(DJSI-Australia)、道瓊新興市場永

續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以及道瓊

韓國永續指數(DJSI-Korea)。

DJSI的評分由兩套審核方式組成，其

一為透過企業資訊的蒐集，主要來自對公司

管理階層問卷調查；其二為DJSI定義出評

分準則，依公司實際狀況給分。第一套透過

企業資訊蒐集的審核方式包含：線上問卷調

查，由企業提供相關文件、媒體報導以及訪

談利害關係人、管理階層、股東和員工。線

上問卷調查是此套審核方式最重要的資訊來

源，DJSI會要求問卷填寫人必須是公司執

行長或董事會成員或高階經理人。問卷回收

後，DJSI將根據填寫的內容與DJSI透過其

他方式蒐集到的資料內容進行交叉比對，審

查該企業問卷的真實性與準確度。

第二套審核方式則是根據DJSI制定出

的評分準則，給予該公司個別評分項目表現

相對應的分數。DJSI制定三層面的評分項

目，包含：經濟、環境與社會，一般企業首

重環境項目評分，而銀行、電力、製藥企業

則依各自產業特性有專有的評分標準。三大

層面下又細分第二階評分準則，每項準則再

依當年度情況進行比重配分，並明確列出個

別準則的給分標準。企業於細項準則獲得的

圖3　2014年各地區占全球SRI資產規模比

非洲
0.10%

亞洲
0.20% 澳洲／紐西蘭

0.80%
加拿大
4.40%

美國
30.80%

歐洲
63.70%

資料來源：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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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乘以配分比重，再將三大層面分數加

總，即為該企業的永續分數，DJSI再根據

這些分數選出表現較佳的企業做為DJSI成
分股。

(二)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為

倫敦證交所與金融時報共同成立，該指數系

列由全球公認的富時全球股票指數系列衍生

而來，它對企業的風險分類和主題層面進行

評分，計算出一系列的分數，主要著重於企

業的社會、環境、人權面表現，評估標準包

括環境管理、氣候變化、人權和勞工權利、

供應鏈的勞工標準、反貪汙腐敗、公司治

理。

FTSE4GOOD自2001年創立以來，

經過了四次的重要修訂，分別為2002年強

化環境面準則、2003年強化人權面準則、

2004年與2005年加入供應鏈勞動標準準

表3　FTSE4GOOD指數成分股篩選準則三類評估指標
(以環境、社會及利害相關者兩構面為例)

環　　境 社會及利害關係者

政策 核心指標：
●所有關鍵議題的相關政策
●董事會或部門對於相關政策的責任
●承諾訂定目標
●承諾進行監測與稽核
●承諾進行公開報告
建議指標：
●全球適用的企業標準
●承諾進行利害相關人議和
●處理產品或服務衝擊的政策
●邁向永續性的策略性改變

●採行公平機會政策或在年報、網站中包含一項公平機會的承諾
●採行一項道德規範或商業主責

管理 ●環境政策的呈現
●界定重大衝擊
●關鍵領域之目標與標的的建檔
● 過程與責任、指南、行動計畫、程序的簡要
說明
●依系統需求的內部稽核
●內部報告與管理階層審查

提供公平機會系統，此系統包括以下一個或多個功能：
●政策與勞工組成的監測
●彈性工作安排以有益於家庭
● 超過10%的經理人為女性，或經理人中為女性或少數民族的比率高於
五分之二
提供健康與安全系統的證據，此系統包括以下一或多個功能：
●獎賞
●健康與安全訓練的細節
●公布意外率
提供訓練與就業發展系統的證據，此系統包括以下一或多個功能：
●對員工的年度訓練審查
● 提供花在訓練上的時間與金錢的主要數據維持良好雇傭關係系統的證
據

報告 核心指標：
●環境政策的內容
●主要衝擊的描述
●量化的數據
●依目標進行績效量測
建議指標：
●簡要說明環境管理系統
●違法法規、被告發、罰款、意外事件等紀錄
●財務影響範圍
●獨立的簽證
●利害關係人的對話
●永續性議題的涵蓋度

●超過50,000英鎊的慈善捐助
●執行員工所的捐助方案
●提供慈善禮物或員工人力的社區方案
●對資深經理人指定慈善募款或社區關係的責任

資料來源： 莫冬立，追求典範：企業社會責任評等系統的發展與應用，證券櫃檯月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06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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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2005年與2006年導入反賄賂準則。

FTSE4GOOD指數成分股的企業必須

是既有FTSE All-Share Index(UK)或FTSE 
Developed Index(Global)的成分股，再

者，入選企業必須通過FTSE所定的五個構

面的篩選標準，這五個構面分別是環境、社

會及利害相關者、人權、供應鏈勞動標準、

反對賄賂。FTSE4GOOD再根據每個構面

從政策、管理與報告三個方向進行評估，

企業須符合個別構面的細項標準方可入選

FTSE4GOOD成分股。以環境、社會及利

害關係者為例，評鑑標準如表3所示。(註4)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投資之發展
狀況

(一)政府基金之SRI
社會責任投資者包括個別投資和機構投

資，如企業、大學、醫院、基金會、保險公

司、公私退休基金、非營利組織和宗教機構

等。以台灣的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勞退基

金、勞保基金為例，投資於社會責任相關評

選優良企業的金額，均占其投資國內股票部

位的93%以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比率

甚至曾高達99.02%(2015年12月)；勞保基

金社會責任投資比率亦曾高達99.10%(2015
年12月)(註5)。另外，在資金市場有「綠巨

人」稱號的中華郵政，坐擁6兆6千多億郵

政儲金與郵政壽險，也密切關注企業永續趨

勢，並強調未來將逐步強化社會型投資比

重。

由上述基金發起帶頭作用，為的就是希

望透過資本市場的投資力量，驅動台灣企業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使企業能在公司治理、

社會公益、環境永續等面向，找出屬於企業

未來的核心競爭力。或許，社會責任型投資

在短期獲利上比不上暴起暴落的短線基金，

然若加計長期穩定的投資報酬特性，社會責

任型投資仍將是許多風險迴避者的最愛。

茲將歷年來國民年金、勞保基金與勞退

基金之社會責任投資比率臚列於表4、表5
與表6。

表4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社會責任 
投資(SRI)比率

年/月 %
2014/12 97.99
2015/12 99.02
2016/01 98.71
2016/02 98.51
2016/03 98.67
2016/04 97.94
2016/05 97.79
2016/06 97.49
2016/07 97.22
2016/08 97.34

備註： 本表係指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於社會責任相關評選
優良企業(包括公司治理協會之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
證、臺灣就業99指數成分股、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
股、國家永續發展獎、企業環保獎及公司治理中心公
司治理評鑑前50%等)金額占國內股票部位比率。

資料來源：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http：//www.blf.gov.
tw/front

表5　勞工保險基金社會責任 
投資(SRI)比率

年/月 %
2014/12 98.65
2015/12 99.10
2016/01 98.77
2016/02 98.69
2016/03 98.67
2016/04 98.55
2016/05 98.50
2016/06 98.20
2016/07 98.03
2016/08 98.54

備註： 本表係指勞工保險基金投資於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良
企業(包括公司治理協會之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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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就業99指數成分股、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國家永續發展獎、企業環保獎及公司治理中心公司治
理評鑑前50%等)金額占國內股票部位比率。

資料來源：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http：//www.blf.gov.
tw/front
表6　勞工退休基金社會責任 

投資(SRI)比率
年/月 %

2014/12 94.84
2015/12 95.34
2016/01 94.82
2016/02 94.69
2016/03 94.77
2016/04 93.52
2016/05 93.75
2016/06 93.79
2016/07 93.53
2016/08 93.15

備註： 本表係指勞工退休基金投資於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良
企業(包括公司治理協會之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
臺灣就業99指數成分股、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國家永續發展獎、企業環保獎及公司治理中心公司治
理評鑑前50%等)金額占國內股票部位比率。

資料來源：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http：//www.blf.gov.
tw/front

(二)投信投顧產業之SRI
在台灣，除了第一金投顧在2008年6月

引進以歐元計價的英傑華(Aviva)歐洲社會

責任股票型基金之外，富邦投信與元大投信

也分別於2009年及2011年開始募集兩檔相

關的基金，即富邦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基金和

元大新興市場ESG基金，兩檔基金理念相

近，但投資方向上不盡相同，前者投資於國

內市場，以優質產業龍頭、節能減碳、中概

股、生技醫療四大類的股票為主；後者針對

企業對於環境保護(Environment)、社會公

平(Social Equity)以及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成果評估投資標的，並針

對最有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進行ESG投

資。

(三)台灣之SRI相關指數及其ETF
近五年全球的SRI規模成長速度驚人，

SRI全球規模占總基金資產規模已約兩成，

但台灣的SRI投資金額僅7億美元，在四小

龍中敬陪末座。台北大學CSR研究中心指

出，缺乏公正、獨立與客觀的CSR或ESG
指數，是台灣SRI發展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

的主要原因之一(註6)。台灣自2010年起也陸

續編製了台灣就業99指數、台灣企業經營

101指數、台灣高薪100指數、公司治理100
指數以及櫃買公司治理60指數，並將授權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ETF後掛牌上市，其

中公司治理100指數將於2016年年底前掛牌

上市。

公司治理100指數是以最近一年上市公

司治理評鑑結果前20％為主要篩選條件，

輔以流動性、三項財務指標(每股淨值不低

於面額、稅後淨利排名及營收成長率排名)

等條件後篩選出100檔成分股。

根據工商時報2016年10月5日之報導，

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於2016年10月4日
收盤5,205.27點，不但創歷史新高，且過

去一年(10.44％)、半年(9.24％)與一季

(7.65％)以來漲幅均優於同期間加權指數表

現(8.40％、8.87％與7.49％)。

2016年初迄10月4日，公司治理100指
數累積漲幅高達17.18％，顯示此檔指數規

則的選股能力佳，呼應台灣公司治理的優異

表現，在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9月底

最新出爐的亞洲主要市場公司治理評鑑調查

報告中，台灣由排名第六名躍升至第四名。

台灣指數公司強調，這也符合學術界所

提出落實公司治理有助提升企業營運績效的

研究結果，彰顯投資於公司治理程度較高的

公司，不僅能鼓勵企業落實社會責任，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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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能從中獲得良好的報酬。(註7)

結語

近年來全球SRI投資之資產規模成長快

速，逐漸蔚為風潮，然根據GSIA之統計，

亞洲地區(不含日本)之SRI投資僅占全球

0.2%，台灣在亞洲(不含日本)之SRI投資排

名又居末段班，亟需急起直追。

台灣的三大基金包括勞退基金、勞保

基金以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均有超過97%的

SRI投資比重，資金規模龐大的郵政儲金匯

業局也開始關注SRI，顯見政府已啟動了帶

頭作用，希望透過資本市場的力量，帶領企

業善盡社會責任。

然在投信產業所發行之公募基金當中，

SRI投資基金仍寥寥無幾，規模也不大，近

年來證交所與櫃買中心陸續推出好幾個SRI
相關的股價指數，未來透過投信來發行以

釘住這些指數為追蹤對象的ETF，並掛牌上

市，相信可逐漸引起投資人的關注，帶動

SRI投資之熱潮。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李存修)

【註釋】

註1：本節內容參考「資誠(PwC)企業

社會責任論壇」之新聞稿，2015年7月27
日，以及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朱竹元董事

長同日之「從全球趨勢觀點看台灣SRI的未

來」演講投影片。

註2：「2 0 1 4亞洲永續投資評論」

(2014 Asia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於2014年11月底發布，亞洲永續投資協會

係針對中國、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新加坡、南韓、臺灣、泰國

及越南等11個國家，截至2013年12月31
日在永續投資的市場分析，並進行專家與

經理人之問卷調查，以及「清潔能源」、

「綠色債券」、「保育及節約專案融資

(conservation finance)」、「衝擊投資

(impact investment)」等四個領域的投資

現況與未來趨勢的調查結果。http：//asria.
org/asias-sustainable-investment-market-is-
robust-and-growing/

註3：參考KPMG，氣候變遷及企業永

續發展電子報，2014年4月30日。

註4：參考莫冬立，追求典範：企業社

會責任評等系統的發展與應用，證券櫃檯月

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06年8
月。

註5：參考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網

站，http：//www.blf.gov.tw/front

註6：聯合新聞網2016年5月28日。

註7：工商時報201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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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合作案例

自 從 去 年 9 月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高

峰會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 ta inab 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全球正式

邁向2030年新的永續課題，然而如此艱巨

龐大的挑戰意味著跨領域、跨治理層級與

多元利害關係者共同合作的必要。因此，

SDGs的17個永續目標又以最後一項「全球

夥伴(Global Partnership)」，扮演串連其

餘16項目標的關鍵角色。永續議題不單僅

靠國家政府即可解決，而是仰賴企業、城

市、NGO與個人共同努力為前提。近年來

我們也已經看到全球各個產業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
重視，許多大型企業積極與同業、公部門

和NGO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藉由結合各方

資源和觀點，更能有效的反映永續議題在

廣納性及公眾參與的精神。聯合國也特別

針對SDG17建立「聯合國SDG夥伴倡議與

計畫」交流平台，累積現行國際間企業投

入永續發展達2,000多筆的合作件數。「低

碳技術夥伴倡議(Low Carbon Technology 
Partnership Initiative, LCTPi)」則是另一

個值得分享的交流平台，由世界企業永續

發展委員會(WBCSD)主導，與國際能源

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和聯合國永續發展解答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vwork, SDSN)共

同促成，目前已超過150家企業簽署支持聲

明，並透過專案小組的方式協助研擬低碳產

業技術發展策略，包含低碳貨運、再生能

源、碳捕捉與封存、建築能源效率、低碳運

輸燃料、氣候智慧農業、森林、水泥業、化

工業以及再生能源等面向。全球企業合作典

範不勝枚舉，故本文簡略介紹金融業、製造

業、零售消費與食品業主要合作倡議，藉此

拋磚引玉，冀期國內更多的企業仿效，並在

投入永續活動時獲取更大的回饋。

推動永續發展的動力來源─金
融業

聯合國環保署金融倡議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inancial 
Initiative, UNEP FI)

聯合國環保署金融倡議(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inancial 
Initiative, UNEP FI) 創立於1992年地球高

峰會，是聯合國環保署(UNEP)與全球金融

產業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至今超過40個
國家、200間金融機構參與合作，會員包含

銀行、債券發行者、投資者等，如大型企

業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集團

(Citigroup)、滙豐銀行(HSBC)、渣打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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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等，其主要目的為透

過金融產業的職能特性來促使永續發展。

UNEP FI的作為強烈聚焦在政策層面，

希望透過國家層級的對話，讓金融產業、金

融監管單位、立法者一同合作；在國際層級

方面，亦促使金融領域積極介入環境保護、

社會相關議題，如進行全球氣候協商等。

自1994年始，UNEP FI每兩年一次

舉辦全球圓桌會議(Global Roundtable)。
所有想要加入UNEP FI的金融機構都必

須簽署「UNEP金融機構永續發展宣言

承諾(UNEP Statement of Commitment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簽署後即承認金融機構

應扮演發展永續經濟及生活的重要角色，並

承諾將環境與社會考量整合進所有的商業營

運當中。

為因應不同金融產業的功能，UNEP FI
在銀行業、保險業、投資產業各有不同的合

作模式，共同推動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或倡

議。

Positive Impact Finance Initiative, PIFI
2 0 1 6 年 啟 動 聯 合 國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為達成目標，直到2030年為止估計每年會

有5-7兆元的資金挹注，包含在基礎建設、

潔淨能源、水及衛生、農業等方面的投資。

現階段全球銀行業負責管理超過140兆美元

的資產、機構投資人則超過了100兆美元，

資本市場包含債券及股票各超過了100兆美

元及73兆美元。這些擁有巨額資產的金融

產業透過融資、創投、影響力投資、群眾募

資、環境或社會導向的市場工具如綠色債券

等各種機制來連結資金需求及供給，然而

以現階段成果來說，這些方式都難以達到

DG 夥伴倡議與計畫交流平台 低碳技術夥伴倡議交流平台

資料來源：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artnerships/ 資料來源： http://lctpi.wb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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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規模，因此UNEP FI在2015年提出了

Positive Impact Finance Initiative。

PIFI透過規劃藍圖來指出銀行及投資者

與解決方案提供者、計畫發起人及利害關係

人能夠合作的兩個面向：正向影響力金融原

則以及正向影響孵化器，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最終建立正向影響力需求、解決方案及融資

友善的市場環境。

●Pr inc ip les  for  Pos i t ive  Impact 
F i n a n c e：為了建立清楚明確的市場，

UNEP FI預計2016年12月提出「正向影響

力金融原則」，提供一套共通語言來指引金

融服務和相關利害關係人如何針對永續發展

目標來貢獻所長，將為了評估正向影響力而

發展一套公開且透明的評估架構。

●The Positive Impact Incubator：
UNEP FI與PwC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合作，預計在2017年初提出一份

白皮書，內容包含如何量化SDG與現階段

之差距以及如何辨識創新、具影響力的商

業模式。根據白皮書的建議，The Positive 
Impact Incubator將提供一個公開空間讓銀

行、投資者、客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彼此交

流，在這個開放市場中尋找特定的需求及影

響力方案。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將創新商業

及財務模式進行測試，確認是否符合正向影

響力的條件以及是否能突破商業上規模、獲

利力的限制。

永續保險原則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永續保險原則 ( 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是保險業面對環

境、社會和治理風險及機會的一個全球指導

原則，任務是促進保險產業建立具有韌性、

包容且永續的社區及經濟。PSI於2012年聯

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發布，很快

的成為在聯合國及保險產業之間最大的合作

倡議，現今PSI的會員包含全球100間保險

業及相關組織，其中參與會員的保費收入占

全球的20%、管理超過14兆美元的資產。

PSI包含四大原則：

資料來源：UNEP FI, http://www.unepfi.org/banking/positive-impact/

Positive Impact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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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保險業之決策應考量環境、

社會與治理議題，並將ESG議題整合進保險

業務相關決策、運作當中。其中包含公司策

略、風險管理與核保、商品與服務發展、理

賠管理、銷售與推廣、投資管理。

●原則二：與客戶及企業夥伴共同合

作，加強對於ESG議題了解並有效管理風

險、發展出解決方案。其中包含客戶與供應

商、保險人、在保險人與經紀仲介機構。

●原則三：與政府、監理單位和其他關

鍵利害關係人合作推廣ESG議題全面性活

動。

●原則四：定期公開揭露執行PSI的進

度，以確保公司之課責性及資訊透明。

案例分享： BASIX與保險公司、顧問

公司合作推出保障農民生

計的保險商品

在UNEP FI所提供的平台底下，印度

小額信貸機構BASIX與世界銀行、私人保

險公司ICIC Lombard、再保險公司以及

CRMG保險顧問公司合作，推出世界上第

一個微型降雨保險產品，採用氣候、降雨量

等與農業收益或支出相關的指標，在約定

期間內指標滿足一定條件，無論損害是否發

生，即支付約定的保險理賠金。透過承保以

降雨量作為指標的天氣指數保險，確保農民

在缺乏降雨、無農產品收穫的情況下得到理

賠，保障農民的生計安全。

信託責任 (Fiduciary duty)
由UNEP FI、責任投資原則(PRI)及

Generation基金會共同合作規劃了一個三年

期的專案，來闡明、加強投資者整合ESG議題

進投資實務與決策的義務及責任。專案包含：

●與投資者、政府及政府間組織合

作，發展並出版「全球投資者義務及責

任宣言(Global Statement on Investors’ 
Obligations and Duties)」。

●在八個國家(澳洲、巴西、加拿大、

德國、日本、南非、英國及美國)中發佈並

導入政策變革地圖，立法規定要求將ESG整

合進金融業的投資實務中。

●擴大到六個亞洲市場(中國、香港、

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南韓)來進行投

資者義務及責任的研究。

永續股票交易  (S u s t a i n a b l e  S t o c k 
Exchange, SSE)

永續股票交易(SSE)倡議是一個同儕間

的學習平台，與投資者、主管機關及企業

共同合作，研究股市交易如何強化公司透

明，最終表現出ESG議題績效並鼓勵永續投

資，2016年有60個股票交易所加入SSE倡

議，代表了70%的上市股權市場。

不動產責任投資 (Responsible Property 
Investment, RPI)

U N E P  F I透過與不動產工作小組

(Property Working Group ,PWG)合作，發

展不動產責任投資，主要內容如下：

●驅動不動產責任投資的創新，協助使

用相關資訊及最佳實例並發展必要工作來加

強不動產投資者及專業人士系統性的應用整

合ESG條件進投資和放貸決策。

●推廣並鼓勵RPI收集提供證據顯示如

何在整個建築生命周期中減少不利的環境和

社會衝擊的當下來保護或增加財務表現。

●與立法者及不動產投資社群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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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RPI實務運作而發展並建立合適的政策和

監理架構。

落實永續發展的核心要角──
製造業與高科技產業

相較於前工業時代的自給自足式生產，

製造業自上個世紀開始已走向高度集中、大

規模的生產線與全球分工模式。也因此，如

此高效率的運作方式伴隨著顯著的環境和社

會衝擊如生物棲地破壞、森林濫墾、河川與

海洋汙染與溫室氣體排放，以及當地勞工權

益剝削與健康安全違規等議題。主要癥結在

於現行產品的開發，從原物料研發、設計、

生產、販賣、使用至拋棄往往缺少納入永續

考量，而現代社會生活與科技的緊密結合

下，ICT產品更是對永續議題雪上加霜。故

永續發展實則仰賴製造業與ICT產業與政府

和NGO攜手合作。

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聯盟 (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ZDHC)

紡織成衣業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汙染的

行業之一，有鑒於此，有害化學物質零

排放聯盟 (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ZDHC) 於2011年成立，致力

於改善紡織產業的環境永續性。成員包括

Nike、Puma、Esprit、Adidas以及Burberry
等76個品牌、供應商、零售業者，其目標

為2020年前達成紡織供應鏈有害化學品零

排放之環境永續目標。ZDHC已成為其他環

保計畫與組織夥伴合作的基石，因為其目標

對其他紡織成衣業者形成巨大壓力，使得他

們必須做出相同的承諾，如果沒有參與其

中，廠商就成為非主流，而逐漸淡出全球供

應鏈名單，這也讓減少環保組織及消費者對

該企業的支持。

水泥永續發展倡議 (Cement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CSI)

水 泥 永 續 發 展 倡 議 ( C e m e n t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由全球24個主要

水泥業者所組成，會員企業皆須簽訂CSI 
Charter，加入後有三年時間來完成永續

Agenda for Action，並在第四年由CSI來進

行查核，所訂定的目標涵蓋二氧化碳和氣候

保護、負責任地使用原燃物料、員工健康與

安全、空汙減量、降低對土地和社區影響、

ZDHC於2015年公布新實施政策
製造業限用物質清單

(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 List, MRSL)

廢水水質 稽核協議 研 究

MRSL中條列出國際禁用之化
學物質，其目的為管理供應商
使用有毒化學物質情況，並從
製造過程中逐步淘汰有害物
質。並將根據趨勢所需進行更
新，以擴大所涵蓋的材料和製
程，積極推廣MRSL化學物質
限制，確保供應鏈符合MRSL
限制要求。

ZDHC計劃正在創建一個超越
法規遵從且涵蓋所有廢水排放
標準的新準則。經由程序控
管、有效化學物質管理系統以
及建置廢水水質標準，以減少
廢水排放之有害化學物質對環
境及周邊社區的衝擊。

ZDHC審核協議工作由ZDHC
化學品管理系統（CMS）指導
手冊和ZDHC審核工具支持。
可持續服裝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 SAC）和戶
外產業協會（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一起為HIGG
指數（FEM 2.0） 化學品管理
模組提供驗證性支持，以確保創
建一套統一的化學品管理評估協
議。並邀請產業團體來推動稽核
工具應用，以確保整個供應鏈稽
核結果之一致性。

主動與學術界及產業協會
等機構合作，訂定各產品
之原物料濃度限制，致力
於研究開發較無有害物質
且更安全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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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對外報告和溝通、數據確信等

八大面向，透過發展各種原則、指引等，協

助會員企業逐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案例分享： A r g o s 與 C a r b o n C u r e 
Technologies針對永續建築

開發低碳水泥

哥倫比亞建築材料生產商Argos占有

該國水泥產業51％的市場，也是拉丁美

洲第四大水泥生產商。藉由產品研發，與

CarbonCure Technologies共同開發新型水

泥，注入從工業排放物的煙囪捕獲的二氧化

碳並形成碳酸鈣，同時提高預拌混凝土的抗

壓強度。

全球永續議題 e化倡議組織  (G l o b a 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目前國際以全球永續議題e化倡議組織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為
引領資通訊產業永續發展的最大組織之一。

該組織於2001年由全球主要的資通訊(ICT)
產業共同成立，目前全球已逾40家會員企

業。該組織針對環境變遷、通訊、公共政

策、供應鏈、電子廢棄物、能源效率等六大

產業永續發展領域，進行研究並制訂永續標

準，期望透過創新與合作的方式，引領全球

ICT產業永續發展。

該組織於2015年發表智慧2030報告

(#SMARTer2030 report)，以ICT產業提供

永續創新解答為主軸，提出未來ICT產業發

展趨勢，列舉如下：

●隨身醫療設備：以智慧型隨身裝置配

合ICT技術、應用程式等，讓人們得以隨

時監控自身的健康情形。目前英國電信公

司BT已與TotalMobile公司合作開發創新應

用程式，並應用於醫療信託機構(Humber 
NHS Foundation Trust)，讓工作人員能以

手機、平板電腦等取得最新的病患紀錄，並

隨時提供醫療協助。

●教育普及化：透過ICT技術持續擴大

線上學習的涵蓋範籌，讓所有人都能透過隨

身裝置、隨時取得各種教育資源。如微軟推

出免費的「Skype in the Classroom」作為

提供共享學習經驗的平台，連結全球超過

10萬名教師及講師，讓學生能夠獲得更多

元的學習機會，而不再受於文化、經濟等限

制。

●能源部門去碳化：運用ICT技術提升

智慧電網資料蒐集、分析、依據現況自動

調整電力供給情況並整合再生能源電力，

讓智慧電網更有效率。如目前微軟eSmart 
System即運用雲端計算技術，透過感應

器、智慧電表及監控與計算軟體等，將大量

的資料化為可用的資訊，協助電力公司進行

電力需求預測、供需平衡管理等，以達到電

網效率最佳化。

●智慧建築：目前全球建築部門約消耗

資料來源： Financial Post,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
entrepreneur/carboncure-makes-concrete-go-
green-without-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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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能源，而透過物聯網、智慧電表、自

動環境控制系統等技術，則可有效地管理建

築能耗，並提升建築內部環境的舒適度。如

日本福島縣伊達市的公共設施即採用富士通

的能源管理系統Enetune-BEMS，透過需求

預測及管理降低公共設施的耗電量。

●增加食物產出並降低浪費：目前糧食

種植的過程對土地及生物多樣性，往往帶來

負面影響，而ICT技術的應用將可助於改善

上述情形，如於農田內裝設感應器監控天

氣、農作物、牲畜、土壤等狀況，可以協助

農夫預測水、能源、肥料、飼料等需求量，

亦可提早發現並處理疾病及害蟲等狀況。

如日本Aeon Agri Create公司即與富士通合

作，運用其雲端技術管理日本超過15個農

場，工作人員可透過隨身智慧裝置，隨時監

控農場情形並預測收成狀況，以調整耕種方

式並提高收穫量。

●智慧運輸與物流：運用智慧偵測器、

GPS、物聯網等技術，可精準掌控交通流

量，讓開車、找車位等都變得更有效率，且

降低能源耗用。除此之外，發展自動駕駛

車輛、共乘平台等，也可協助達到交通管

理最佳化。如美國BLS Trucking公司採用

Verizon公司的技術，可隨時監控每一部運

輸車輛的位置、閒置時間、耗油量等，以提

升整個車隊的運行狀況透明度並降低損失。

●智慧工廠：透過物聯網技術連結生產

設備、原物料與產品管理，將可提升工廠生

產力、產品品質、資源效率及生產彈性。目

前雖然這樣的作法仍不普遍，但GeSI預測

當未來能資源面臨匱乏、需求持續上升的情

形下，將可望帶動智慧工廠發展。

緊扣永續發展的必要民生──
零售消費與食品產業

近年來，媒體報章雜誌經常可見諸多

消費與食品相關的永續負面新聞，像是服

裝和鞋業的血汗工廠與童工問題、紡織業

者採用黑心棉花、漁民使用不道德的釣法

濫捕等等。許多團體與產業企業因此成

立協會與組織，透過各方協議、或與政

府單位合作，企圖掀起一波改善的潮流，

The Consumer Goods Forum (CGF)的促

成便是其中之一，此外國際上還有許多將

標的放在民生消費產業或議題的組織，

以下將會介紹永續服裝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海洋管理委員會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以及雨林聯

盟(Rainforest Alliance)，均是社會與企業

重視永續議題的明顯趨勢。

The Consumer Goods Forum (CGF)
在民生消費產業間，CGF建立了環境

永續委員會(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該委員會的宗旨是在消費

品業的價值鏈中推動並傳達環境永續的信

念。此協會定期舉辦永續會議與制定計

畫，例如2016年10月底的永續零售高峰會

(Sustainable Retail Summit)，邀請會員企

業交流彼此心得，聯合利華、家樂福、嬌

生、萊雅等會員企業都有出席參與。此會議

針對產業主流議題像是食物浪費、強迫勞動

等，分享業界的永續新知及技術，並回顧

CGF過去在這些議題的投入與成果。

永續服裝聯盟  (Susta inab le  Appare l 
Coalition, SAC)

針對服裝，鞋類和家用紡織品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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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服裝聯盟制定了一個供應鏈的工具

Higg Index，能透過產品、品牌與設備三種

層面標準化的測量這些產業永續面的作為，

並讓業者們了解他們買賣產品時所造成的環

境與社會面的衝擊與影響。以產品層面為

例，由環境與社會兩個面向來衡量，環境面

將會透過採購、設計、製造、包裝、配送

等階段來計分；社會面則是經由工作環境

守則、供應鏈的社會與勞動管理、社區投

入、資訊透明度等來評量，企業可將此數

值公布給利害關係人，作為他們選購時的

參考標準。可參考下圖企業的測量範例。

除此之外，SAC也提供訓練與其他優秀作

為的分享，並鼓勵會員企業們在永續議題上

合作，如2015年的社會和勞動力融合計畫 
(Social and Labor Convergence Project) ，

要透過標準化社會與勞動力評估工具，來加

強供應鏈的透明度，並增加企業在永續面

的競爭意識，參與企業有Nike, H&M, VFc-
Timberland, Levi Strauss & Co.等知名的服

飾品牌。

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

棉花在全球紡織產品原物料中占了四

成，其主要生產國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如孟

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根據世界自然基

金會(The World Wildlife Fund)的資料，棉

花的栽種相當耗費水資源，製造一件t-shirt
與一件牛仔褲的棉花量，需要消耗15,000公
升以上的水來灌溉；此外種植棉花時噴灑的

殺蟲劑也造成土壤永久汙染的問題。

資料來源：http://anthesisgroup.com/how-sustainable-is-your-outfit/

品牌Anthesis使用Higg Index算出的產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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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此議題，世界自然基金會在

2009年提出了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希望提升棉花生產

的品質與資源使用效率，產出更有機、並

對環境友善的棉花。BCI設計了一套供應商

培訓計畫，讓會員企業可以邀請供應商參

加，指導他們永續棉花的技術面知識。BCI
更在巴基斯坦與75,000名農民合作，使棉花

種植用水量減少了39％、農民收入增加了

11％，並減少使用47％的農藥和39％的化

學肥料。除此之外BCI也會持續監視會員企

業，要求改善棉花的種植與永續採購，以確

保BCI的可信度。IKEA在加入BCI後，也

在2015年十月底宣布全產品線100%採用有

機棉花。

海洋管理委員會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非法、過度捕撈一直是漁業資源匱乏最

大的威脅，資源短缺不僅將影響人們重要

的蛋白質攝取來源，長期而言更會瓦解整

個產業鏈。因此，海洋管理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於1997年於英

國倫敦成立，致力於提倡漁業永續發展。

MSC藉由設立永續漁業認證標章/供應鏈監

管標章、第三方認證等具公信力的方式鼓勵

永續的生產與管理方式，並教育消費者進行

永續的消費選擇，進而回過頭來影響零售業

者和生產者，促使其加入認證、提供符合消

費者期待的永續海鮮產品。

而隨著近年對於人權保護的關注程度上

升，以及愈來愈多關於漁業奴工的調查報導

資料來源：http://bettercotton.org/get-involved/supplier-training-programme/

BCI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資料來源： https://www.pinterest.com/pin/171066485823541101/

獲得MSC認證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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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諸於世，MSC也在2014年正式將禁止強

迫勞動納入兩種標章的審核標準當中，將兩

年內有相關情事組織逐出認證之列，並持續

向利害關係人尋求強化勞工保障相關標準的

意見。

在台灣國人亦可買到標記MSC認證的

海鮮製品，其中IKEA便是一例。2015年
IKEA已宣布未來僅向獲得該認證的生產者

採購海鮮，此舉使得IKEA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永續海鮮產品提供者之一。這不單是

IKEA企業的自我宣示，亦是帶動產業鏈上

更多生產者轉向永續的漁業模式。

雨林聯盟 (Rainforest Alliance)
有鑑於黃豆與油棕的種植、製紙原料及

牛隻飼養等活動導致大規模伐林與生態破壞

的問題，雨林聯盟 (Rainforest Alliance)成
立初衷在於確保森林維護與健全的在地社

區，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和永續生計。雨林聯

盟也透過社群行銷、提供農人耕作的照片和

影片等廣告剪輯素材，以及提供雨林聯盟認

證和查核的服務，與企業深度而全面合作響

應雨林倡議和認證，其中好市多、麥當勞、

聯合利華集團等均是長期合作夥伴。另一企

業夥伴代表則是聯合利華集團，更是協助雨

林聯盟發展茶葉永續準則，並於2015年底

完成立頓(Lipton)100%使用雨林聯盟認證

茶葉的目標。聯合利華集團旗下使用雨林聯

盟認證原料之品牌還包含PG立體茶包、冰

淇淋使用的香草與可可、和康寶(Knorr)使
用的胡椒等。

案例分享： 卡夫食品(Kraft Foods)永
續咖啡

卡夫食品(Kraft Foods)與雨林聯盟共

同協助並發展中南美洲永續咖啡經營模式。

卡夫食品負責以經濟、需求的面向協助當地

咖啡農，不僅提供咖啡農經濟支持與訓練以

提升工作和生活品質，同時增加對經認證的

永續咖啡採購、並透過自身在歐洲市場品牌

力銷售百分百永續咖啡，提升消費者需求。

雨林聯盟則扮演對咖啡農產品永續程度進行

稽核的角色，確保該理念的可信度。此一合

作將過往被視為小眾的雨林聯盟認證產品，

一舉帶向主流市場，在教育消費者同時，也

為願意轉型的咖啡農創造足以維持生計的市

場需求。

資料來源：http://www.rainforest-alliance.org/business/marketing

獲得雨林聯盟認證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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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企業永續合作在於與利害關係人共同

致力於實現永續發展的價值和理念。隨著

SDGs及CSR逐步成為企業顯學，與同業、

政府、學術研究機構或NGO的互助互利關

係越顯重要。其他尚未跟進的企業，無疑將

受到間接形成的壓力迫使跟進並提出承諾，

或是在永續意識逐漸提升的環保組織及消費

者眼中遭到淘汰。然而合作夥伴的建立並非

一蹴可幾，也無一體適用的方法或途徑。儘

管如此，綜觀國際間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合

作實例，企業首要先找出自身在意或關注

的議題(Identify)、進一步思考及接觸與該

議題相關的組織或機構(Expand)、溝通描

繪企業預想訴求的意義與價值(Describe)、
勾勒可行的作為並組織適當執行的單位

(Structure)，最後建立成果的評量方式與報

告(Report)。透過上述的路線圖，企業仍可

循序漸進的發展出一套與利害關係人的長期

合作模式，更體現永續發展的核心精神。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參考資料

1. UNEP FI, http://www.unepfi.org/

資料來源： h t t p : / / w w w. v e n d i n g m a r k e t w a t c h . c o m /
product/10183722/kraft-vending-ocs-kraft-offers-
rainforest-alliance-maxwell-house-liquid-coffee-
concentrate

13

Identify Expand Describe Structure Report

Define the social
/envionmmental
impact your
organizations seeks
to create

Expand thinking to
potential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s stated
social/environmental
impact goals

Articulate a story
that resonates with
partners and
stakeholders

Align organizational
units and incentives
to achieve
partnership goals

Measure and report
on financi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created

Strategy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Measurement & Reporting 

Deloitte’s roadmap toward effective strategic social partnerships

https://dupress.deloitte.com/content/dam/dup us en/articles/the roadmap toward effective strategic social partner

Deloitte’s roadmap toward effective strategic social partnerships

資料來源：https://dupress.deloitte.com/content/dam/dup-us-en/articles/the-roadmap-toward-effective-strategic-social-partner



— 53 —

2. GeSI, SMARTer2030, http://smarter2030.
gesi.org/#

3. ZDHC，http://www.roadmaptozero.com/

4. 中央社，無毒環保全球趨勢  台灣紡織

業迎接挑戰。http://udndata.com/ndapp/
udntag/finance/Article?origid=2040532

5. Low Carbon Technology Partnership 
Initiative, http://lctpi.wbcsd.org/

6. CGF, http://www.theconsumergoodsforum.
com/

7. CGF, http://www.theconsumergoodsforum.
com/cgfs-first-ever-sustainable-retail-
summit-shows-collaboration-is-the-way-
forward

8. SAC, http://apparelcoalition.org/brand-
tools/

9. Anthesis, How sustainable is your outfit?, 
http://anthesisgroup.com/how-sustainable-
is-your-outfit/

10. SAC, http://apparelcoalition.org/worlds-
leading-apparel-brands-combine-forces-
to-transform-global-labor-conditions1/

11. IDB, https://proj.ftis.org.tw/isdn/News/D
etail/9B6C0A85ABD64552?dataIndex=5
8

12. BCI, http://bettercotton.org/get-involved/
supplier-training-programme/

13. MSC, About us, https://www.msc.org/
about-us?set_language=en

14. MSC, MSC Board announces clear 
policy on forced labour, https://www.msc.
org/newsroom/news/board-statement-
ensuring-that-msc-certified-companies-
are-free-from-forced-labour

15. M S C ,  M S C  t o  s e e k  s t a k e h o l d e r 
input on enhanced requirements for 
labour practices, https://www.msc.
org /newsroom/news /msc- to-seek-
s t a k e h o l d e r - i n p u t - o n - e n h a n c e d -
requirements-for-labour-practices

16. MSC, Sustainable seafood product 
finder, https://www.msc.org/where-
t o - b u y / p r o d u c t - f i n d e r / p r o d u c t _
search?country=TW&b_start:int=0

17. I K E A ,  I K E A m a k e s  r e s p o n s i b l y 
produced seafood available to over 600 
million customers, https://www.msc.org/
newsroom/news/ikea-makes-responsibly-
produced-seafood-available-to-over-600-
million-customers/

18. Rainforest Alliance, About, http://www.
rainforest-alliance.org/about

19. R a i n f o r e s t  A l l i a n c e ,  W h a t  D o e s 
Rainforest Alliance Certified™ Mean?, 
http://www.rainforest-alliance.org/faqs/
what-does-rainforest-alliance-certified-
mean



— 54 —

20. Rainforest Alliance, Rainforest Alliance 
for Business, http://www.rainforest-
alliance.org/business/

21. Unilever, Sustainable tea - leading the 
industry, https://www.unilever.com/
sustainable-living/the-sustainable-living-
plan/reducing-environmental-impact/
sustainable-sourcing/sustainable-tea-
leading-the-industry/

22. Deloitte, Roadmap toward effective 

strategic social partnerships, https://
dupress.deloitte.com/content/dam/dup-
us-en/articles/the-roadmap-toward-
effective-strategic-social-partnerships/
DUP413_Strategic-social-partnerships_
vFINAL.pdf

23. U N ,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Innovation Briefs: Issue 2, https://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
?page=view&type=400&nr=39&menu=1
841



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台灣篇





— 57 —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演進

由於全球性氣候變遷議題及能源耗竭危

機的增加，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成為近幾年全球受矚

目的商業議題之一，其代表的不僅是社會對

企業經營的期待，更是企業品牌形象及精神

的樹立。

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BCSD)，企業社會責任的

定義為企業在追求利潤、爭取股東最大利益

的同時，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改善員工

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及社會的生活品

質。古典的社會企業觀點認為追求最大的利

潤、為股東獲取最大利益是企業唯一的社會

責任，隨時代演進發展出社會經濟觀點，認

為企業除了追求利潤，社會福祉的保護及增

進也屬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份。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

也指出：「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在於企

業。」，除了努力取得經濟利益外，如何在

環保、工業安全衛生、人權及公司治理等面

向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且公開相關資訊、

發行非財務報告已是企業不可迴避的責任。

我國推動CSR的發展上落後歐美國家約十年

左右，自西元1990年代起，台灣政府開始

與企業及民間組織合作，積極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的概念，西元1999年底，中華民國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出版包含13家會員公司之

「環境績效說帖」可說是台灣企業非財務揭

露的先驅。台灣最早的非財務報告書於西元

2000年發行，2001-2002年期間，工業局優

先鼓勵與協助已建置ISO 14001環境管理系

統之廠商，以透過製作環境報告書的方式落

實管理系統的持續改善，直到今日，工業局

及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持續推動及協

助各家企業製作及出版企業環境/永續報告

書。國內遠見及天下雜誌先後在2005年及

2007年舉辦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公民獎，

將非財務/永續資訊的揭露列為獎項評選考

量。2010年，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等單位正式公告「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其中第五章第30
條鼓勵企業「宜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2012年起

上櫃企業除了相關文件的提供外，還需要提

出CSR自評報告書，並根據企業與利害關係

人的溝通管道及其權益的維護、是否訂立責

任政策及CSR自評責任報告書編製等三大指

標提出事實內容。

近年來國際品牌客戶愈來愈重視外包廠

商的企業社會責任，因此民間企業若未能提

早因應，揭露其在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上之執

行績效，未來可能喪失企業競爭力。為順應

國際趨勢並鼓勵企業編製與發行CSR報告

書，近年來政府及民間機構紛紛辦理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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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及非財務揭露報告書獎項，表揚績優

企業並提供企業相互觀摩的機會，以持續企

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管理的推廣。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現況

台灣為大中華區域內重要的經濟體，同

時也是全球製造業供應鏈的集中地。根據

2015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指出，2015
年共有202家上市上櫃公司符合台灣資本市

場監理單位要求條件，如：股本達新台幣

100億元以上、食品工業及餐飲營收達50%
以上、化學工業及金融保險業等，符合條件

的202家上市上櫃公司必須依循永續性報告

指南(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最新

指南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有鑑於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環境、社會與

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非財務資訊揭露在國際上

廣受重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2015年10
月公布「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其中第二條須

依法規編製與申報中文版本之企業責任報告

書之上櫃公司條件中的第三項，施用對象為

現行規範的食品工業、化學工業、金融業、

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及股本達新台幣100億元以上者，自民國

106年起適用對象，增加為股本達新台幣50
億元以上者，但未達100億元者，而年度決

算有累積虧損者，得自民國108年起適用。

符合規定之上市櫃公司每年須依照全球永續

性報告協會所發布的最新版永續性報告指南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除了符合法規，

透過編製及發布報告書，企業也可以檢視自

身對於供應鏈管理、勞資關係、環保政策是

否確實遵循與落實，並提供投資人做決策時

的相關資訊。

2015年台灣發行企業責任報告書的上

市上櫃公司共有406家，其中首次出版的企

業多達168家，相較於2014年自願發行報告

書的企業248家，成長率高達64%，而此爆

炸性成長歸因於2014年金管會所公布的法

規要求，此規定要求食品工業等營業活動對

環境及社會大眾影響層面較大之上市櫃公司

必須依照永續報告指南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2015年出版報告書的前三大產業主

要為受規範的產業，分別為金融保險業、化

學工業及食品工業，而2014年則為電腦及

周邊設備業、金融保險業及半導體產業(圖

1)。2015年受法規要求及自願發行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的上市櫃企業，總營業收入高

達24兆元，金額相當於台灣GDP的1.5倍，

占上市櫃公司的78%，而在企業中負責撰寫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部門大多數為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行政管理/公共事務、企業

社會責任專責單位，其中高層部門為年度成

長幅度最為顯著的單位，原因為編纂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需要各部門配合、提供相關資

料，透過企業高層比平行隊等部門更具實際

權力，不僅有助於各部門配合的程度也能提

升編纂效率。

台灣於2015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的406家企業中有384家依循GRI G4指南

編製，GRI為目前全球編製永續性報告書時

參考的原則，許多證券交易所及市場監管機

構要求或推薦上市櫃公司使用GRI標準進行

報告書的編製。

企業及政府的決策對社會有重大影響，

兩者間若能共同建立及保持市場信任度將能

實現社會永續經濟，其影響到的直接利害關

係人包括：金融機構、勞工組織、公民社會

組織及一般民眾等，而這些利害關係人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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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政府的信任度也會影響到後兩者的發

展。編製及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過程

中，企業可以檢討自身當前的政策及未來所

面臨的風險及機會，及早準備及因應，利害

關係人則在企業鑑別風險及機會時扮演著關

鍵性的角色，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發

行，企業在非財務資訊方面的透明度提升，

不僅提供投資人投資依據也有助於企業提出

更好的決策，進而建立及提升政府、企業、

利害關係人三者間的信任度。

GRI永續性報告指南透過全球多方利害

關係人共同參與制定，參與的利害關係人代

表分別來自於企業、勞工、公民社會團體與

金融市場，同時也包括各個不同領域的專

家，此指南提供編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

參考原則、考量面揭露及實施手冊給各種規

模、行業及地區的企業組織。其中主要包含

三大面向：經濟面、社會面及環境面，經濟

面的考量面包括經濟績效、市場形象、間接

經濟衝擊及採購實務，環境面則包括原物

料、能源、水、生物多樣性、廢汙水和廢棄

物、產品及服務、法規遵循、交通運輸、供

應商環境評估及環境問題申訴機制等，社會

面則分為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人權、社會

及產品責任四個子類別，企業可以依據自身

狀況選擇使用核心或全面依循，核心選項涵

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必要元素，如：企

業以何為影響其溝通經濟、環境、社會及治

理績效的基礎，全面性選項則以核心選項為

基礎，另外增加四個揭露標準為策略分析、

治理、倫理與誠信。

台灣2015年發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中使用GRI G4指南的企業占86%，其中

依循核心選項的企業占78%，5%依循全面

選項，其餘17%的報告書未聲明依循任何

選項，上市公司28種產業別中，共有259
本(90%)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依循G4原
則，其中205本(79%)依循核心選項、10本

資料來源：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及信義書院，2016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2016

圖1　2014及2015年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發行產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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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循全面選項，其餘則無說明(圖2)。
上櫃公司25種產業別中，依循G4原則的報

告書僅有58本，占全數報告書的76%，其中

核心依循的報告書占72%(圖3)。在38家食

品工業及餐飲營收達50%以上的企業中，重

大考量面揭露較多的類別為顧客的健康與安

全、採購/原物料採購實務、產品及服務標

示及經濟績效，對應GRI G4的指標，主要

為社會及經濟兩大面向，39家化學工業企

業中，主要揭露面向以環境為主，除了廢汙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15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研析報告，
2016

圖2　2015年台灣上市櫃公司報告書依循架構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15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研析報告，
2016

圖3　2015台灣上市及上櫃公司報告書依循G4架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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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及廢棄物、排放及法規遵循以外，屬經濟

面向的經濟績效及社會面向的職業健康與安

全也是化學工業產業主要的揭露考量面，法

規嚴格規定的金融保險業及台灣優勢產業資

通訊業，揭露比例最高的皆為經濟績效，社

會面的勞雇關係及訓練與教育也為此兩大產

業的主要揭露項，而產品責任也列為金融保

險業的一大揭露選項之一。

隨著主管機關發布「上市(櫃)公司編製

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企

業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版報告書，為了報告

書的品質並提升其可信度，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確信需求應運而生，第三方檢查機構

可為會計師事務所或BSI(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SGS(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及DNV(Det Norske Veritas)
等保證單位，BSI、SGS及DNV等第三方保

證單位所使用的原則為AA1000AS，而會

計師事務所的確信原則為ISAE 3000，兩者

的差異主要在於決定報告書查證主題範疇與

重大性的方式。AA1000保證標準採開放式

查證範疇(Open-scope approach)，由利害

關係人角度出發執行報告書的評估，並針對

企業利害關係人議題相關的制度或策略的完

整性及重大性進行檢視，ISAE3000標準則

是要求確信及參與兩方事先決定確信內容並

出具確信聲明書，再依據報告書中的相關數

據等範圍進行確信。2015年上市公司強制

名單發行的報告書中，58%取得第三方保證

/確信，為2014年的151%，在上櫃公司強制

名單中則僅有36%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

得第三方保證/確信，然而對於早期已通過

第三方保證的企業而言，轉換外部確信等

於需要轉換保證/確信原則，因此許多仍保

持觀望態度，根據調查2015年出版兩次以

上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的企業86%使用第三

方保證單位，而69%維持相同的第三方單位

(圖4、圖5)。

現今企業為創造競爭優勢，選擇合作的

供應鏈廠商時，經常需要跨越不同國家、文

化及政令法規，然而在這樣全球化的經營模

式下，潛藏了許多不確定性及風險，包括跨

圖4　2015年受第三方保證/確信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比例

資料來源：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及信義書院，2016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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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的合作及關係管理的困難等，若無法

妥善做好關係管理，企業所要面臨的將是無

法預知的後果。在GRI G4版本中強調重大

性分析的落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協助企業

了解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並在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中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望，使

其了解企業管理相關議題的政策及相關的績

效表現，以食品業為例，食品業者於2015
年實行重大性分析後，產品與服務標示、顧

客健康與安全及供應鏈管理等議題皆被列入

重大性議題中，其影響的不僅是利害關係人

更是企業的永續發展。

公司治理、財務表現與供應鏈管理是影

響報告書中經濟績效的關鍵，近年來許多台

灣企業紛紛將社會企業責任納入公司治理層

面，企業也開始思考如何將社會企業責任結

合到價值鏈中，以創造商業模式的永續性發

展，而企業推行及實踐永續發展的同時，需

要全體同仁的參與投入及跨部門相關資源的

整合，並規劃出與企業核心價值相符的永續

發展策略。將社會企業責任績效與薪酬作連

結，獎勵、鼓勵與激勵員工對公司的肯定及

努力付出配合企業推行的政策，同時也給予

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企業確實推行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的資訊，2015年僅有8%的台灣企

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揭露其企業社會

責任績效與薪酬考核的關聯性，然而在已揭

露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與薪酬考核的企業中，

已制定企業社會責任領導方針的占93%，已

設立委員會的占86%，69%將永續融入企業

各部門策略發展，中華電信在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管理架構中指出，每年的最終績效評

核由董事會負責，並在員工年度考核中將行

政管理永續績效、道德規範線上測驗及員工

行為及誠信經營的檢舉與申訴列入考核項

目，這也顯示出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與薪酬

作連結的企業是在永續治理上相對成熟的企

業。

隨著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
的簽訂，國際公私部門紛紛積極參與減碳行

動，如：CDP 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
在COP21會議前共同發起「Commit  to 
Action」，其中包含減碳目標、再生能源、

氣候政策、碳揭露及價格等倡議，台灣多家

資料來源：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及信義書院，2016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2016

圖5　2015年企業外部保證/確信轉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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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也參與此項倡議活動。根據調查，「節

能減碳/能資源管理」為第五大重大議題，

約30%左右的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

提及氣候變遷並對其可能造成的風險進行說

明，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及周邊設備業、電

機機械業從氣候政策的制定及宣導到供應商

的環境準則要求等氣候變遷相關的因應與落

實皆較其他產業完整，整體實行的比例也高

於其他產業。目前台灣出版的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中，超過80%揭露供應商管理政策，

然而大多數的內容皆僅簡單說明政策條文及

辦法，卻未針對供應商的管理方針提出具體

政策或深度揭露，使此揭露內容流於空泛，

台灣以國際供應鏈的中小企業居多，供應商

的選擇與管理攸關企業綠化的成功與否，因

此，許多國際大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列為遴選供應商的一環，若台灣企業能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並建構完整的供應鏈管理機

制，將能提升在國際上的商業競爭力。此

外，碳定價(Carbon pricing)趨勢與排碳者

付費觀念越來越普及，許多國際大企業已導

入並實施內部碳定價等制度，尤其在全球升

溫2℃的目標下，台灣企業難以置身其外，

產品生產過程中，將低碳與節能納入考量將

不可避免。

企業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也被視為其應該

承擔的社會責任，例如：尊重人權、環境保

護及關懷弱勢等，而企業使用創新方法來幫

助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被稱為「社會創

新」，其核心精神不僅是企業推出產品及服

務時必須考量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以結合企

業核心價值的方式解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社

會問題，目前台灣企業最關注的社會議題以

「教育與年輕人」及「社會福祉」的比率最

高，各為86%及72%，健康醫療及經濟發展

則為企業最少關注的議題，僅有44%及43%
比例的企業投入資源於此(圖6)，顯示台灣

企業投資於社會議題資源的分布不均。近年

來，台灣企業除了與非營利組織或公益團體

合作，與社會企業合作的比例也有提高的趨

勢，而企業對於社會企業及公益團體發展的

資料來源：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及信義書院，2016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2016

圖6　2015年台灣企業關注的社會議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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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也從以往的扶植轉型為媒合，除了以往

固定的捐贈、購買等行為，更與社會企業共

同建立新的生態系統，此方法不僅活化台灣

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內部的創新，同時也加

速及鞏固社會企業的發展，創造共榮共存的

社會。

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

由第一本環境報告書開始，至2015年
為止已有406家企業發行了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且依循GRI G4指引出為全球最高，

為台灣CSR進展中國際化的第一步。近年

來愈來愈多企業關注氣候變遷對企業營運過

程中的衝擊影響，COP21會議也提到企業

應與自身國家減碳目標配合，企業制定碳定

價來改善企業排碳行為，有效降低碳排的風

險。另外以整合性思維出版整合性報告的企

業家數也逐年提高，將企業資本配置更具效

率及生產力，為推動財務穩定和永續性的力

量。

(一)企業內部碳定價

根據安永在COP21期間的調查，2015
年全球已有超過430家企業採用內部碳定

價，遠高於2014年150家；另有583家企業

計畫將在二年之內採用。碳減量在大型企業

已經越來越普遍。四分之三的企業已經進

行自身碳排放量與同業水準進行對比，也

有四分之三企業表示已投資低碳技術，其

中60%為再生能源(圖7)。這些都表示企業

已開始轉變對於碳的態度，也可以從2015
年10月美國白宮公布68家企業加入美國商

業法的氣候承諾(American Business Act on 
Climate Pledge)，宣示透過施行內部碳定價

策略來減少企業的碳足跡，了解企業已經開

始正視碳定價的重要性，其中33%的企業說

明是為符合政府機關的要求，29%的企業依

循其經營策略及價值自願進行的，19%的企

業表示是目前全球已標準化施行，12%的企

圖7　何種行動是你的企業已經採取的碳排放減少策略?

資料來源： EY, Shifting the carbon pricing debate-Emerging business attitudes fuel momentum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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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了更了解未來碳排規範的衝擊(圖8)。
上述都說明了企業相信施行碳定價策略是未

來必須面對的趨勢。

超過80%的調查企業認為未來五年會受

到新碳定價法規的影響，對於這些企業須能

辨識出新的碳市場政策，並針對改變形成新

的優勢。安永提供幾個可以適應變化的步驟

供企業參考：

1.將碳風險與機會納入商業策略中

建立全面的氣候變遷策略是必要的，需

重新考量的項目有；現有的投資標的、減少

碳排放行動的優先順序、高效的能源效率及

創新低碳技術的機會選擇。

2.建立碳排放報告流程

設定監控、報告及認證的框架及設定碳

排放的基準年來監測整體的績效。

3.建立減少排放目標

監測及評估機制完善後，設定企業減少

碳排放目標。另外企業也可以尋求購買潔淨

能源，如再生能源。

4.針對結果和過程進行溝通

與企業內部及外部利害關係人溝通、理

解企業所面臨的碳排風險與機會已經進行適

當的管理。

5.建立內部碳定價

許多公司已經在策略規劃及融資專案中

施行企業內部碳定價來做出更好的商業決

策。內部碳定價可以幫助企業預測碳成本風

險，同時反映政策發展的衝擊影響。

(二)整合性報告

整合性報告的目的在於更清晰的說明企

業在社會上的長期價值。整合性報告的概念

係由IIRC(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在2010年底提出，其中報告應該包

含組織在財務、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之間

的交互關係，以清晰、簡潔、一致及可比較

性的方式報告。整合性報告可以視為一種管

理及溝通的工具去了解及量化企業長期創造

價值的能力。其目的不是為了提供更多的訊

資料來源： EY, Shifting the carbon pricing debate-Emerging business attitudes fuel momentum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 2015

圖8　何種為您國家實施碳定價策略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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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是提供更好的資訊。這樣的資訊也同時

提高增加投資人的關注。

整合性報告尋求解釋組織如何與外部環

境及資本相互作用，在短、中、長期創造價

值。資本會因組織的商業活動產出增加、減

少或轉化為價值存量。IIRC定義了資本的

類型包含財務資本、製造資本、智慧資本、

人力資本、社會及關係資本及自然資本等六

項。各資本之間會相互流動，如組織的價值

創造能力可使財務資本提供者獲得財務報

酬，財務報酬可以轉化為人力資本進行人才

招募或技術提供，亦可轉化為智慧資本研發

新的技術。

組織對於社會整體的正面及負面的衝擊

稱為外部性，在財務報告並未反映出外部

性，但內部及外部的利害關係人越來越關注

組織在非財務資訊長期的發展，而整合性

報告適當地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資訊。

當外部性是正面的，可以替組織增加長期

競爭優勢及財務回報，以2011年聯合國責

任投資原則及環境規劃署報告中提到2008
年人類活動產生的環境成本為6.6億美元，

占全世界GDP的10.97%，2050年為全世

界GDP的17.78%，其中溫室氣體排放的增

加5.39%，為增幅最大的環境影響因子(表

1)。

整合性思維融入組織活動越多，資訊的

連結性就能更完整的提供組織經營者進行管

理、分析及決策。內部、外部利害關係人也

能更清晰的了解組織所面臨的風險並思考因

應的方式。

結語

自西元1990年代起台灣政府開始積極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概念，1999年底由中華

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出版的環境績效說

帖可謂台灣企業非財務揭露的圭臬，直到

2014年金融監理機關公布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使台灣企業發布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在2015年有爆炸性的成

長，金融保險業為出版比率最高的產業，

出版的報告書大多採用GRI G4指南進行編

纂，揭露考量面則依不同產而業有所不同，

在公司治理方面則僅有8%企業將企業社會

責任與薪酬考核連結，現今企業社會責任的

落實被視為能否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下永續發

表1　環境成本與全球經濟的關係在2008年及2050年

環境影響因子
2008年外部成本
(US$ billions)

2008年外部成本
占全球GDP比率

2050年外部成本
(US$ billions)

2050年外部成本
占全球GDP比率

溫室氣體排放 4,530 7.54% 20,809 12.93%
取水 1,226 2.04% 4,702 2.92%
汙染(SOx, NOx, PM, VOCs,汞) 546 0.91% 1,926 1.20%
一般性廢棄物 197 0.33% 635 0.39%
自然資源
▲魚
▲木頭

54
42

0.09%
0.07%

287
256

0.18%
0.16%

其他生態系統、汙染、廢棄物 N/A N/A N/A N/A
總計 6,596 10.97% 28,615 17.78%

資料來源： Trucost pic, PRI Association and UNEP Finance initiative: "Universal Ownership: Why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matter t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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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台灣企業大都關注

於教育與社會福祉相關議題，結合企業核心

價值進行社會創新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青

睞，此做法加速企業內部創新進而創造共榮

共存的社會。

台灣企業在未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應

以更國際化的視野加入整合性報告及內部碳

定價等議題，將CSR的核心價值提升至經營

管理階層，結合國際重大風險議題來設定目

標，進行風險管控，推動務實、可行的做法，

在全球化的商業世界提高其永續能見度。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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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制度的建立：
重大法令的研擬、通過及執行

前言

近年來在消費者、環保及勞工人權團體

的推動以及國際客戶對於供應商的要求下，

再加以企業對自身在社會中扮演角色認知的

改變，愈來愈多台灣企業開始正視企業社

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重要性。

台灣從2002年起陸續透過台灣證交所

和櫃買中心訂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等建

議規範，敦促企業實踐社會責任，促進經

濟、社會及環境之永續發展。

2014年在一些食安、公安及金融問題

爆發後，金管會正式要求食品、化學及金融

保險業等對環境及社會大眾影響層面較大的

企業依規定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根據

證交所統計，最近一個年度國內編製CSR報

告書的上市公司比率已達三成，百大企業的

編製比率更高達八成。

近兩年來，國內在公司治理、勞工權

益、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等CSR領域都有

重大法令的研擬及修正。本文將藉由檢視台

灣企業社會責任規範的發展及重大法令之變

更，探討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軌跡，冀

能提供各界集思廣益之參考。

壹、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規範發
展與推動現況

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遵守道

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以改善

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

品質為目標，故企業應從事合於道德及誠信

的社會行為，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人負責，而

不只是對股東負責(註1)。」

近年來金管會、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為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陸續採取下列主要措施，

期望引導企業逐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一、規範發展

(一)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下稱

「公司治理守則」)

2002年10月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發

布「公司治理守則」，彙整公司法、證交法

及上市上櫃相關法令章則等公司治理相關規

範，協助上市櫃公司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

度。

除了提出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及

監察人功能等公司治理原則外，「公司治理

守則」也涵蓋以下幾項企業社會責任原則：

1.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第2條)

「公司治理守則」明定上市櫃公司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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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2.利害關係人溝通及權益維護(第51條
至第54條)

上市櫃公司應保持其與利害關係人(債

權人、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

利益相關者)之溝通管道暢通，並應對其提

供充足資訊，除鼓勵其表達意見及溝通外，

在經營與追求股東最大化利益的同時，也應

追求公司社會責任之落實。

3.提升資訊透明度(第59條)

上市櫃公司應每年揭露利害關係人之權

利及關係等公司治理事項。

(二)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下稱「社會責任守則」)

2010年2月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發布

「社會責任守則」，提供上市櫃公司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的行動綱要。2014年鑒於國內

接連爆發食品安全及環保事件，另配合金管

會頒定強制特定企業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之政策，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改「社會責

任守則」，更明確訂定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涵

蓋範疇；其後又經歷2016年7月一次修正，

主要內容如下：

1.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應充分考量利害關

係人之利益，督促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第7
條)。

2.針對發展永續環境，上市櫃公司應遵

循國際環保準則(第11條)，訂立水資源利

用與保護管理措施(第16條)，另考量國際

間日益重視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議題，社

會企業守則亦鼓勵企業設立減碳規劃(第17
條)。

3.針對產品或服務，要求以公平合理之

方式對待所面對之客戶及消費者，包括訂約

公平誠信、注意與忠實義務、廣告招攬真

實、商品或服務適合度、告知與揭露、酬金

與業績衡平、申訴保障、業務人員專業性等

原則，並訂定相關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第

22條之1)。

4.針對維護社會公益，有鑒於各種食安

問題，市場或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認同已延

伸到檢視企業產品及服務之運作流程，上市

櫃公司應於營運時，確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

透明性與安全性，並制定消費者權益政策，

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第23條)。

5.為增進社區認同，上市櫃公司應適當

聘用在地人力，並可經由多種管道將資源投

入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之組

織，或參與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

織、慈善公益團體及政府機構之相關活動，

以促進社區發展(第27條)。

6.針對資訊揭露，「社會責任守則」除

要求上市櫃公司應揭露企業責任相關資訊

外，也明定資訊之範圍，另外也要求企業編

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應採國際廣泛認可之

準則或指引，並建議取得第三方認證(第29
條)。

(三)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下稱

「誠信守則」)

2010年11月證交所與櫃買中心發布

「誠信守則」，協助上市櫃公司建立誠信

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實施反貪腐之內控機

制。2014年為與國際間誠信經營、反貪

腐等議題之發展接軌，並因應我國近年來

所發生之供應鏈管理、食品安全、吹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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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stleblower)制度建立等議題，證交所

與櫃買中心修正「誠信守則」，主要重點如

下：

1.「誠信守則」規範對象除了上市櫃公

司及其有實質控制力之企業或組織外，也包

含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等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第2條)。

2.「誠信守則」明定公司應針對以下行

為訂定防範措施：賄賂、提供非法政治獻

金、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提供或接受其他

不正當利益、侵害營業秘密及其他智財權、

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及產品及服務於研

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

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

與安全(第7條)。

3.參考國際及國內之供應鏈管理實務，

規範上市櫃公司應透過契約要求商業往來交

易對象遵循公司之誠信政策，契約中應包含

「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

契約之條款」之條款(第9條)。

4.為確保誠信經營政策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公司應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

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

執行，明定其主要執掌事項(第17條)。

(四)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相關規定

金管會頒布的「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和「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公開

發行公司應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中揭露企業

履行社會責任及誠信經營之資訊(如公司對

環保、社會參與、社會貢獻、社會公益、消

費者權益、人權及安全衛生等資訊)，使投

資大眾瞭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情形。

另外，有鑒於國內接連爆發食安問題，

金管會於2014年9月正式要求若干對環境及

社會大眾影響層面較大之企業善盡其社會責

任並依規定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由證

交所和櫃買中心配合制訂「上市(櫃)公司編

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歷經2015年10月修正，相關規定重點如

下：

1.適用主體：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及金

融保險業者；依最近一會計年度財務報告，

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50%以

上者；依最近一會計年度財務報告，股本達

新台幣50億元以上者。

2.編製參考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

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

之最新版永續性報告指南(目前最新版本為

GRI G4)、行業補充指南及依行業特性參採

其他適用之準則。

3.申報期限：每年6月30日前將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及該報告書檔案置於公司網站

之連結，申報至證交所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

申報系統。但最近一年未編製或未參考GRI
發布之指南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會計師出具意見書

者，得延至12月31日完成申報。

4.應揭露之內容：

(1)食品工業、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收

比率達50%以上之上市公司：應揭露企業在

供應鏈管理暨採購實務、保障顧客健康與安

全、產品及服務標示及法規遵循考量面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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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管理方針及績效指標。

(2)化學工業：應揭露企業本身及其供

應鏈為降低產品、活動或服務對於環境之負

面衝擊，及為保障員工職業健康與安全，以

及利害相關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而採取之具

體、有效機制及作為，至少應包含原料、物

料及本身終端產品之製造或運送過程管理、

廠區內外事故之緊急應變機制及其績效指

標。

(3)金融保險業：應加強揭露經濟績效

及企業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環境面與社會面之

具體管理方針及績效指標。企業金融商品或

服務至少應包含放貸、專案融資、共同基

金、保險及企業本身投資。績效指標至少應

包含：鼓勵客戶或其他往來對象遵循金融保

險業者對環境面和社會面要求之作業流程；

以及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人數、年度員工

平均福利費用及與前一年度之差異。

就CSR報告書未提出或記載不實之情

況，按公司之型態有不同之規範：

(1)上市公司：依據「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

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條及第6條
之規定，上市公司未依規定之時限申報，或

申報內容有錯漏者(包含未依規定採用GRI 
G4架構)，得處以3萬元違約金，個案情節

重大者，證交所得處以5萬元至100萬元之

違約金，並得函知公司依限辦理，每逾一營

業日課新台幣1萬元之違約金，至辦理日為

止。經按日處以違約金，仍未依限辦理且個

案情節重大者，得依營業細則第49條或第

50條規定，對其上市有價證券變更原有交

易方法或停止其買賣。

(2)上櫃公司：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第6條之規定，得處以新

台幣3萬元之違約金，若相關違反情事對股

東權益或證券價格具重大影響性者，最高

得以100萬元之違約金，並得函知公司依限

辦理，每逾一營業日課新台幣1萬元之違約

金。又其情節重大者，櫃買中心得按業務規

定，將該上櫃之有價證券列為變更交易方法

有價證券，或停止其有價證券櫃檯買賣。

(3)未上櫃及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就

此CSR報告書無特別規範，又因CSR報告

書並非證券交易法規定應申報或公告之文

件，故亦無證券交易法之適用，惟若因報告

書記載不實而致投資人誤判致有損失，仍可

依照現行公司法或民法視情況使公司需負擔

相關之侵權責任。

二、推動現況

根據台灣證交所2016年1月統計表示，

申報103年度CSR報告書家數總計255家(較

前一年度成長49%)，占全體上市公司比率

三成，而百大企業的編製比率更高達八成，

其中包含170家法規強制要求的公司，以及

85家自願編製的公司。自願編製的公司中

有三成是首次編製，顯示我國在推動相關永

續經營議題，已日益受到重視與關注。

以產業別來看，CSR報告書編製比率

最高的是金融保險業(54%)，其次是航運業

(45%)，鋼鐵業、電子業及其他產業的編製

比率分別達20%、19%及26%。

由於企業社會責任與非財務資訊揭露已

是國際潮流之所趨，在供應鏈、投資者及社

會輿論的期待下，證交所預期未來國內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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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編製CSR報告書的比率將日益提升。

除了鼓勵企業編製CSR報告書及訂定指

導原則外，政府部門(經濟部、金管會等)和

民間組織也持續透過以下方式宣揚企業社會

責任的概念，希望引導企業加強CSR資訊揭

露。

1.成立資訊平台

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和櫃買中心在官網建

立「企業社會責任專區」，提供CSR報告書

撰寫指標，同時也建立國內企業CSR報告

書資料庫供企業參考。另外，經濟部也建立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網站」，宣導企業社會

責任之理念。

2.建立評鑑制度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基會)每年定期針對上市櫃公司進行「資

訊揭露評鑑」與「公司治理評鑑」，現已將

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情形列為評鑑項目之

一。此外，中華民國公司治理協會的公司治

理評鑑也已將公司是否有實質回饋社會之作

為納入評鑑項目。

3.舉辦評選活動表揚優良企業

證交所、永續能源基金會及天下、遠見

雜誌等民間組織及媒體紛紛辦理企業社會責

任及永續發展等相關獎項，鼓勵企業重視企

業社會責任及其資訊揭露(註2)。

貳、 CSR相關重大法令之研
擬、通過及執行

一、公司治理

2016年度公司治理相關案件以樂陞

公開收購違約案為討論焦點。百尺竿頭數

位娛樂有限公司於2016年5月31日宣布以

每股128元(溢價約22%)，合計共48.6億
元公開收購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38,000,0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25.7%)。

本案經投審會核准、公開收購條件成就

後，百尺竿頭卻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公

告延遲三日支付收購對價時間至8月31日。

儘管金管會介入關注相關交易事宜，然百尺

竿頭於同年8月30日未如期匯入交割款，確

定無法完成交割，樂陞股價重挫，投資市場

餘波盪漾。

受樂陞案影響並且參酌G20/OECD
公司治理原則等最新國際發展，證交所於

2016年9月公告完成修訂「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此次修訂重點包括：

1.設置公司治理專職人員

參考美國、英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之

公司治理長制度(或稱公司秘書、董事會秘

書)，並考量公司規模大小及人員配置，建

議公司得設置公司治理專(兼)職單位或人員

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第3條之1)。

2.董事會組成及獨董兼任家數

為加強獨董行使職權，鼓勵獨立董事出

席股東會，原本並未強制要求獨董出席股東

會，此次也修改為股東會要有過半數董事出

席，「其中至少含一席獨董」(第6條)。

證交所表示，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有助於

董事會功能有效發揮，兼任經理人的董事與

非兼任經理人董事比例應適當，故兼任公司

經理人之董事人數此次也修改為「不宜逾董

事席次三分之一」，以提供不同角度思維與

貢獻(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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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修正後守則也要求「未來獨立董

事不宜同時擔任五家上市櫃公司董事(含獨

董)或監察人」(第24條)。

3.併購相關事項

未來上市櫃公司應注意併購或公開收購

計劃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等，以及之後

的公司財務結構健全性(第12條)。

二、勞工權益

為保障企業社會責任下勞工權益及勞雇

關係之強化，《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就勞動條件之基本保障予以明文。為

配合法定工時調整，並落實勞工周休二日

使其得與軍公教國定假日同步，勞動部於

2016年6月提出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修法

重點包含國定假日規範、彈性工時、增定勞

工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標準及一例一休等，

擬於2016年底前通過修正。

本次修法最受矚目的是「一例一休」規

定，為了落實周休二日，明定勞工每七日應

有之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勞工

只有在天災、事變和突發事件的前提下，才

可以上班，而雇主必須發給加倍工資，且補

假給勞工。另一日為「休息日」，勞工只要

同意就可以上班，工資部分，二小時內，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另給予一又三分之一，再繼

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另給予一又三

分之二。

不過，部分勞工團體對此修法方向高度

反彈，認為休息日停休的上班門檻低於例

假，補償也較少，勞工無法真正落實周休二

日，且又被砍掉七天國定假日，減少勞工休

息時間。企業界則呼籲考量產業的差異給予

一定的彈性空間。

由於凝聚共識不易，此次勞基法修正

草案提案版本眾多，截至2016年10月底為

止，尚在立法院審查而未有定案。

三、環境保護

因綠色意識之抬頭，環保議題亦成為企

業社會責任重要之一環，其內涵包含有害毒

物移除、環境保護及資訊公開與公眾監督之

落實。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環保議題之討論，

以某知名企業的廢水汙染案件最具代表性。

某知名企業工廠履次因稀釋廢水不合

標準遭罰，並於2013年10月違法排放含

重金屬物質強酸廢水嚴重汙染後勁溪，於

同年12月遭高雄市環保局依《水汙染防治

法》、《廢棄物清理法》(註3)、《行政罰

法》等課處罰金(含總計因排放廢水70餘次

而獲取1億餘元不法利益)並勒令該工廠停

工。

惟因裁罰當時，《水汙染防治法》並無

針對事業之罰則規定，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嗣後認為《廢棄物處理法》不應適用於本案

廢水之排放且《行政罰法》復受不當利得三

年裁處時效限制，因而判決撤銷依《廢棄物

清理法》所為裁處部分，且環保局計算不法

利得基礎錯誤，應由環保局另為適法處分。

由於修正前《水汙染防治法》立法疏

漏及刑罰、罰則過輕，立法院於2015年就

《水汙染防治法》新增若干規定，旨在強化

風險預防、強化相關刑責及罰則、追繳不法

利得、鼓勵檢舉並公開資訊。

首先，關於強化相關刑責及罰則部分，

修正前因罰則過輕不足抑制犯罪且無法針對

事業為處罰而迭受批評，修法後針對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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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其負責人)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

許可文件者、注入廢水於地下水水體或於土

壤者、繞流排放廢水者，罰金上限從100萬
元至1,500萬元(註4)。

另外，對於排放、輸送或儲存廢水發生

疏漏以致汙染水體而未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因而致人於死、重傷及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

疾病或嚴重汙染環境者，皆加重處罰，最高

分別得處無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及七年

有期徒刑，罰金上限也提高至3,000、2,500
及2,000萬元(註5)。前開行為，若為法人或

自然人執行業務所為者，《水汙染防治法》

並祭出重罰條款，科以10倍以下罰金，並增

訂沒收因犯罪所得財物、追徵價額或以事業

財產抵償，甚至酌量扣押財產之規定。此次

修法不僅大幅提高相關罰則，並消除不法利

得誘因、避免脫產，期能有效嚇阻不法(註

6)。

值得一提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

除了政府監督、企業自律外，公眾制衡影響

亦劇。在此廢水汙染案中，國際環保組織、

民間連署團體強烈呼籲綠色企業發展，亦為

水汙染防治法之修法程序中增添動能。

四、社會責任

自2008年發生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後，我國食安問題接續出現，塑化劑、毒澱

粉、胖達人香精麵包、混油風暴、黑心油等

各種事件，促使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原名稱：《食品衛生管理法》)迭經修

法，並帶動其他相關法規跟進，以符合企業

社會責任之國際潮流。

2013年5月31日修訂的《食品衛生管理

法》修法重點在：(1)登錄食品業者；(2)

建立食品追溯或追蹤系統；(3)促使食品從

業人員專業化；(4)進行食品製造廠商及成

分標示；(5)成立食品輸入管理機制；(6)
納入刑罰規範與提高行政罰鍰上限；(7)建
立保護吹哨者機制。並於2014年2月5日將

《食品衛生管理法》改為《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以符合因應現今生物科技、農業技

術、化學工業之蓬勃發展，不再將食品問題

局限於衛生問題，於法條名稱中宣示食品安

全之重要性。

2015年7月1日修訂的《證券交易法》

第156條，該條賦予主管機關得針對已在證

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若發生重大公害

或食品藥物安全事件，得命令停止其一部或

全部之買賣。觀其立法理由「企業社會責任

的概念是基於商業運作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想法，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

況外，也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

的影響的考量」，顯見本次修法欲將企業社

會責任之精神融入《證券交易法》，使主管

機關有權停止對社會和自然環境不友善之上

市公司之有價證券買賣。

又如前所述，從2015年開始，食品工

業及最近年度餐飲收入占總營收50%以上的

特定上市櫃公司必須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若內容有虛偽、誇大等情事，金管會將

糾正、公告及連續開罰違約金。如近期食安

問題中上市櫃公司誤買有問題的食品原料，

未確認供應商的品質等，未來都要在報告中

揭露。

五、反貪腐／商業道德

現行法律對於民營企業員工收賄或違背

職務行為，僅得以侵占、背信等罪為課責依

據，惟時常肇因舉證困難，而不易起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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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企業間不公平競爭，甚而影響企業體質，

破壞民主法治，進而影響我國公司競爭力。

立委遂於2013年提案制訂《企業賄賂防制

法》草案，期防止企業間貪腐賄賂事件一再

發生，並期有效遏止賄賂舞弊等不法行為。

近幾年，台灣幾間知名企業陸續驚爆企

業內部集體收賄案，據媒體報導，其中一家

企業因該主管及內部人員收受供應廠商賄

賂已長達七年，總金額高達新台幣1億3,000
萬，並因此事件而造成25名人員離職，其

中更包括甫上任之總經理，目前全案已由司

法單位介入偵辦。該企業並於第一時間表

示，肯定檢警的努力，同時也呼籲政府儘速

訂定《企業賄賂防制法》。

《企業賄賂防制法》草案以企業受僱人

為主要規範對象，針對企業受僱人關於不違

背或違背自己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各訂有三年或五年以下的有期徒

刑、拘役，並得併科一百萬或三百萬以下之

罰金。

可惜，《企業賄賂防制法》草案至今仍

擱置於立法院，尚未完成立法，此就健全台

灣企業經營環境而言，實為憾事。

叁、未來展望

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在台灣雖屬初步發

展階段，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企業主動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並積極編製CSR報告。而公司

治理、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等法令的修訂，

也有助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升。隨著CSR觀

念逐漸在台灣社會萌芽生根，我們可以預見

未來將有更多法令納入更多企業社會責任的

觀念。

國際間目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作法多

數仍以自律原則及獎勵手段為主，強制立法

的情況尚屬少數。我國也並未將企業社會責

任明文訂定於公司法或相關法規之中，而是

採自發性的原則規範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

任，並在若干法令中訂定企業的最基本行為

準則。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單以罰則或道德勸

說可能都無法完全達成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

目標，務實之道應是在法律可行之處繩之以

法，在法律不可行之處動之以理或誘之以

利，並透過資訊充分揭露的方式引進市場力

量來影響企業的營運。期盼本文能拋磚引

玉，提供未來台灣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考

依據。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眾達
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

【註釋】

1.角為穎，證券市場企業社會責任發展

現況簡介，證券暨期貨月刊，第30卷，第3
期，2012年，頁5。

2.李秀玲，淺談鼓勵企業編製社會責

任報告書之機制，證券暨期貨月刊，第30
卷，第3期，2012年，頁23。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4.水汙染防治法第36條

5.水汙染防治法第37條

6.水汙染防治法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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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報導<IR>的架構及
對於企業的意義

在今日多變的環境，光是財務資訊已無

法滿足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利害關係人

也希望能看見影響企業未來展望的非財務資

訊，了解企業全面性的價值和前景。資誠永

續發展服務(股)公司朱竹元董事長表示：

「以往企業必須出版許多報告或提供許多資

訊給外界，非財務面的報告包括企業永續報

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但資訊太多，

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不容易掌握重點及

了解其關連性，因此，倘能透過一本整合性

報告，簡要地讓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了

解企業如何透過策略持續創造價值，看見其

商業意涵與投資價值，並使所有關注企業持

續創造價值能力的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受益。

<IR>架構之源起

由於看到企業報導下一步的發展應該是

有關價值創造的溝通，包括財務及非財務資

訊揭露的重要性，一群由監管機關、投資

者、公司、準則制定機構、會計專業和非政

府組織(NGO)組成全球聯盟共同成立國際

整合性報導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簡稱IIRC)。

IIRC自2011年起邀請PwC Global(資
誠的全球聯盟所)、WBCSD(中華民國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的國際總部)以及國際間

的各標準制定單位，如財會界的FASB、

IASB、SASB、環境工程界的CDP碳揭

露專案、ISO，CSR報告書指引的倡議者

GRI、各國際投資機構等，共同討論出

一套可以整合這些標準的報導方法，經

由全球26個國家的140個企業及投資機構

率先參與(Pilot Programme)，並於2013
年11月正式發布「整合性報導架構(The 
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簡稱

The<IR>Framework)」。

<IR>架構目前已被翻譯為十種語言版

本，PwC Taiwan資誠教育基金會與BCSD 
Taiwan(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亦於

2013年與IIRC簽屬備忘錄，經由一年的時

間共同進行翻譯，經翻譯審議委員會的指導

及公開意見徵詢，於2014年12月1日舉辦正

體中文版發表會。

<IR>的願景

IIRC的長期願景是希望組織，藉由整

合性報導(<IR>)作為報導基準，將整合性

思維融入於公部門和私部門的主流商業實務

中，以簡明方法說明組織如何為自身及所有

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由於<IR>架構可以讓公部門及私部門

參考，並不限定只給企業援用，但由於本文

皆係以企業為探討對象，因此，對於<IR>架
構所提及之「組織」，皆以「企業」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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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的精神重在創造共享價值

談到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很多人都會引用麥

可波特所說：「我們要重新思考資本主義，

企業要當一個更好的資本家，在為某個社

會問題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

利益，創造共享價值，讓企業與社會達到

雙贏。」然而，到底什麼是創造共享價值

(Create Shared Value)？為誰創造？如何創

造？

為股東創造價值(Stockholder 
Value or Shareholder Value)

公司設立的目的就是為股東創造最大價

值，然而，是否注重企業社會責任且公司治

理較佳的公司能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從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來看，排名前5%
的上市及上櫃公司，其報酬率及股價淨值比

的平均值皆優於大盤，不論是評鑑當年往前

回溯的最近一年、三年或五年度皆然。可

見，若股東投資公司治理表現良好的上市櫃

公司，其獲利相對比投資大盤較佳。換句話

說，企業落實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將更

能吸引投資人青睞，為企業本身和股東帶來

好處。

為企業自身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創造價值(Stakeholder Value)

企業只要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追求企業

本身的永續成長，更要為其他利害關係人創

造共享價值，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員

工、客戶、供應商、商業夥伴、當地社區、

立法機關、監管機關和政策制定者。

圖1　為組織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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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自身和為其利害關係人創造的價

值是彼此具有相互關係的，除了透過與財

務資本變化直接相關的活動(例如：向客戶

銷售產品)而發生，還會透過其他營運相關

的活動、相互關係，以及相互作用而發生。

(例如：商業活動及產出會影響：客戶的滿

意度、供應商與組織交易的意願及交易條款

與條件。)

當這些相關活動、相互關係，以及相互

作用對於企業為自身創造價值的能力具有重

大性時，就應該在整合性報告中加以報導。

<IR>從報告(Report)到報導
(Reporting)

而所謂的相互作用，指的是價值創造之

過程，並非靜止的狀態，而是要定期檢視彼

此之間的相互作用，並聚焦於企業的未來展

望，加以修正和優化精進。

因此，整合性報導強調企業必須從過

去只是出一本靜態的、歷史性的報告書

(report)，轉換成持續掌握企業內外部動

態、並與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的企

業管理流程(reporting)，甚至成為企業經營

決策的一環。

價值創造的過程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整合性報導的價值創造過程就是企業以

使命與願景為背景，運用其商業模式，投入

六大資本，透過商業活動將其轉變為產出，

導致對六大資本的影響，使組織持續創造價

值，也就是永續創利的概念。

圖2　價值創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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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資本

財務資本(可透過股市或債市取得)、製

造資本(例如：建築物、機器設備)、智慧資本

(例如：專利權、著作權)、人力資本(例如：

人才技能、忠誠度)、社會和關係資本(例如：

品牌、聲譽)、自然資本(例如：水、空氣、土

地)。但是，並不是六種都一定要在整合性報

告中加以報導，可以因著是否跟企業具有攸

關性或適用性而選擇是否加以報導。

<IR>的內容要素

整合性報導的內容必須包括八項要素：

企業概述與外部環境、公司治理、商業模

式、風險與機會、策略與資源配置、績效、

未來展望及編製和表達的基礎。

企業對內部要設立治理單位，監督價值

創造的結構與過程，用以支持組織創造價值

的能力，也就是落實公司治理。

對於外部環境要持續的監控和分析，包

括經濟條件、技術變革、社會議題及環境挑

戰，構成組織的經營背景，以此辨認與組織相

關的風險與機會、以調整策略和商業模式，並

聚焦於組織的未來展望，加以改善精進。

企業可以透過商業活動，例如：開發新

商品或服務、提高效率和善用技術，降低對

社會或環境之負面影響，提供更好的服務，

創造價值。

整合性思維(Integrated Thinking 
)–資訊的連結性與相互依存性

整合性思維是影響企業如何在短、中、

長期創造價值的決策思維，在做決策之前，

要衡酌影響組織持續創造價值能力的各種因

素間的連結性和相互依存性。並考量不同營

運和功能性單位與其所使用或產生影響的資

本之間的關係，提出整合性策略及行動，調

整商業模式，以回應風險與機會。以資本表

達涵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組織活動、績效

(財務及其他方面)與結果。

由於資本之間彼此也會有連結，如何結

合財務衡量與其他資本組成，以展現財務績

效與其他資本績效之間的連結性也是整合性

報導強調的重點，例如：銷售額與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關係、提升人力資本是否帶來收入

的成長、降低碳排放量與水的耗用對財務資

本或自然資本產生的影響等。

當整合性思維融入組織活動越多，資訊

的連結性就越自然地彙入至管理報導、分析

和決策中，也將帶來更好的資訊系統整合，

以支持內部和外部的報導與溝通，包括整合

性報告的編製。

以<IR>創造共享價值

整合性報導架構幫助企業以六大資本來

表達企業活動的結果，透過衡量和評價攸關

的成本及獲利，來報導揭露(reporting)企業

創造的價值，也就是說，過去企業的外部成

本若內部化，將有助於投資人的資本配置更

具有效率及正確的判斷，進而作為推動財務

穩定性和永續性的力量。企業勝出的關鍵在

於「整合性思維」(Integrated Thinking)，
透過跨部門的協同整合達到最大的綜效，為

企業與利害關係人創造共享的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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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RC CEO說明<IR>

為了能讓關心<IR>的利害關係人更了

解<IR>的真義，PwC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李宜樺會計師更不遠千里，專程前往

PwC倫敦的專業攝影棚與IIRC的CEO Paul 
Druckman以對談的方式引導大家認識整合

性報導，並在2015年12月1日整合性報導架

構正體中文版翻譯發表會中播映。Paul在正

體中文版發表會開場祝賀時說：「整合性報

導並不是要跟目前既有的報告準則競爭。其

次，它像雨傘，匯集並連結當前各種不同的

準則、架構及其他方法。請務必上IIRC網

站看看這些攸關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
討論的內容，他們可以幫助你更了解整合性

報導及IIRC如何促使企業報導的改善。」

此外，Paul也鼓勵台灣的企業加入IIRC不

同產業的企業網絡，讓臺灣的企業跟世界上

不同產業或不同地理區域的企業連結。

李宜樺會計師請問Paul：整合性報導主

要能為企業帶來什麼好處？Paul說：「整合

性報導可以是一種催化劑，促使企業思考事

情如何整合，如何連結，如何為組織創造價

值。」

Paul簡要提出整合性報導的三大重點：

1.IIRC指的是透過六種資本所創造出來

的財務與非財務價值。

2.就是如何將這些資本連結起來。Paul
指出他的觀察：「當我看企業的報告時，企

業的商業模式最大的弱點在於企業各部門通

常都獨立運作。整合性思維及整合性報告試

圖要把這些獨立運作的部門整合起來。」

3.整合性報導看的是企業策略的完整面

貌，也因此整合性報導是衡量策略成功與

否的關鍵。......Paul表示：「整合性報導對

我而言，是一種企業的思維以及報告。但

是，如果我們只看報告這部分的話，我們很

清楚，整合性報告將會變成企業的年報。

像IFRS、G4或其他的報告、或者是人權、

公司治理等，這些都是更細項的報告。整體

來說，整合性報導就像是雨傘，包覆了所有

的報告。因此，整合性報導不會取代其他的

報告，但會將他們整合在一起。因此，對我

們而言，企業的核心報告是整合性報告。可

以預見，整合性報告將成為市場的主要文

件。……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全球有超

過1,000家企業發布整合性報導......。」(註1)

<IR>編製的指導原則

編製整合性報導時必須遵循以下的指導

原則：策略聚焦和未來導向、資訊的連結

性、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重大性、簡潔

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一致性和可比性，這

些原則在<IR>架構中都有詳盡的說明。

整合性報導的效益

根據PwC的研究調查報告顯示，有越

來越多的投資機構對於企業的商業模式、策

略、資源的範圍、資本的種類、運用及效益

越來越重視。

國際間責任型投資也蔚為風潮，自

2005年起，聯合國便邀請全球大型機構

投資人參與制定並簽署責任投資原則，

設計一套全球通行的「聯合國責任投資

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目前全球已有來自5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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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超過1,400家機構簽署，這些機構代

表的資產總額達59兆美元。

PRI與其國際簽約機構一起攜手，六大

責任型投資(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原則付諸實踐，支持各簽約機構將

ESG議題融入投資和所有權決策過程中。

UN-PRI六大原則包括：

1.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

2.成為積極的所有者，將ESG議題整合

至所有權政策與實踐。

3.要求投資機構適當揭露ESG資訊。

4.促進投資行業接受並實施PRI原則。

5.建立合作機制，提升PRI原則實施的

效能。

6.彙報PRI原則實施的活動與進程。

此外，越來越多金融機構重視綠色金融

(Green Finance)議題，紛紛簽屬或參採赤

道原則進行綠色融資、開發綠色債券、綠色

保險、綠色基金…等。

整合性報導主要是給投資人看，特別希

望能獲得大型投資機構青睞。注重長期穩健

的投資機構會運用責任型投資的概念，考量

企業的財務及ESG表現，從策略、商業模

式、價值創造的流程，了解產業前景，預測

企業的成長發展、風險及信用評等，參考企

業創造的價值，投資財務穩健、資本管理良

好、永續成長的好公司。

PwC建議編製<IR>的要訣

從傳統的企業報導流程改變為整合性報

導流程，對企業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因為

所整合的內容非常的繁多且具有重大性，因

此，PwC從輔導企業的顧問經驗中，建議

編製<IR>需要掌握的三大原則及五大階段

(註2)：

《第一原則》重大性分析：了解投資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重大議題。

《第二原則》價值產生流程分析：了解

企業自身如何為主要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第三原則》影響分析：針對能夠反映

企業政策及營運的指標，進行持續性的監

督，並且利用指標的績效在報告中闡述企業

創造價值的過程。

基於上面這三大原則，可將整合性報導

流程區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說明企業可以怎麼有效率

地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以辨識足以影響

未來成功的重要議題。

【第二階段】從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

題開展，介紹如何與策略結合，建立「價值

創造過程」的架構，讓企業可依此來辨識企

業創造價值的流程。

【第三階段】協助檢視整合性報導流程

中所需要的管理資訊、風險及績效評估指

標，及其對於內部流程的影響。

【第四階段】更詳細的說明建置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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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評估平台的步驟，讓企業可以彙集管理

上所需要的資訊。

【第五階段】說明如何彙集前四階段的

成果，實際撰寫整合性報告，以期忠實並完

整的報告企業專屬的、創造價值的故事。

《國際案例》

案例一、星展集團(DBS)
星展集團(DBS)2015年報就是參考整

合性報導架構所編製的整合性報告，在此份

報導中說明了：

●擁有的資源(五力)：財力、智力、品

牌力、綿密的分行網絡力、科技力

●如何使用資源：策略、提供的服務

●如何與眾不同：如何在亞洲各地區做

市場區隔、提供差異化服務

●如何管理自己：透過公司治理、風險

管理、資本管理

價值來自於：目標導向、由關係來引

導、創新、決定性、讓每一件事有樂趣

●如何衡量自己：以平衡計分卡來衡量

績效指標(KPIs)

●為哪些利害關係人創造多少價值：包

括股東、客戶、員工、法令、社會

●星展集團對於六大資本在一年間明確

說明投入及產出，並描述如何管理其資源。

案例二、可口可樂的瓶裝工廠(Coca 
Cola HBC)

Coca-Cola HBC是可口可樂的瓶裝工

廠，是可口可樂公司非常重要的供應鏈，其

重大性議題分析，即對環境、社會和治理面

(ESG)衝擊最大且利害關係人認為最重要的

議題，包括：健康和安全的產品、包裝廢棄

物管理、水資源保護、商業道德及反貪腐、

透明的公司治理、責任行銷、員工安全與福

祉、直接/間接經濟衝擊、碳排放量及能源

使用效率…等，進行重大性分析。

即使只是供應鏈，Coca-Cola HBC AG
仍將其所創造出來的共享價值及與各方利

害關係人所共享的價值明確的在整合性年

報中展現，不僅連續七年榮獲DJSI成分類

股，並於最近幾年都拿下DJSI飲料產業

的全球龍頭寶座(Industry leader amongst 
beverage companies in the 2016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Coca Cola 2020永續宣言是從企業管理

整體大的ESG面項去看企業的永續發展承

諾，而我們都知道，一個品牌的成功，供應

鏈是功不可沒，我們若細看Coca Cola HBC
瓶裝工廠，為什麼可以成為DJSI Industry 
Leader並創造出共享價值這樣好的結果，主

要原因來自於它與Coca Cola品牌公司密切

的合作，從五大面項來考量，訂定明確如何

贏得市場的策略目標。

五大考量面向，包括：最根本要有高

績效思維的人才(Our People)，再來才是

考量最優成本(Cost Leadership)，因為畢

竟是飲料製造業，然後是贏得客戶的喜

好(Customer preference)以及消費者滿意

(Consumer relevance)，還有一定要贏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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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信任(Community trust)。

策略目標Strategic targets: How we 
measure our performance，包括：贏得當地

市場(Win in the marketplace)、讓價值成長

大於生產數量的成長(Grow value ahead of 
volume)、專注於成本(Focus on cost)、產

生自由現金流(Generate free cash flow)、

採取負責任的行動(Act responsibly)。

策略目標Strategic objectives，包括：

我們如何衡量績效、今年的績效表現、

KPI、明年的計畫(Our plan for 2016)。

<IR>很注重的是資訊的連結性，在分

析ESG重大性議題時，Coca Cola HBC也緊

扣著這五大考量面向去展開分析，點出該議

題為什麼重要、此議題與利害關係人的關

係、Coca Cola HBC如何解決此議題。資訊

彼此之間都是環環相扣、具有整合性策略思

維的概念，即<IR>強調的整合性思維。

<IR>對台灣企業的意義

儘管現階段主管機關已要求部分產業之

企業須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預

計逐年將適用範圍擴大，但對於整合性報導

仍採取觀望態度，短期內，主管機關還不會

強制企業須採整合性報導。

過去這些年來，主管機關所推動的強化

資訊揭露、公司治理藍圖、企業社會責任等

概念，甚至，在企業要上市前，也都會要求

說明其內控、董事會如何運作、外在環境威

脅與機會等，與整合性報導所強調的精神相

符。

朱董事長強調：「如同IIRC CEO Paul 
Druckman所說的，整合性報導就像一把雨

傘，把現有的財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等匯集連結起來，並非取代關係。企業可透

過這樣的工具與利害關係人做更完整的溝

通，同時，也從中思考將如何在短、中、長

期持續創造價值。

擔任翻譯審議委員證交所簡立忠副總認

為：「整合性報導提供了一套非常具體化、

系統化且非常適用企業實務操作的工具，值

得企業學習與參考。」

他也呼籲，若是財務報表、公司內控、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仍有待加強的企業，或

許可以先思考將上述基本面做好，再逐步往

整合性報導前進。

台灣企業導入<IR>現況

雖然主管機關要求國內特定上市櫃公司

遵循GRI G4編製CSR報告書，但國內已有

幾家引領CSR潮流的企業，除了遵循G4規
範以外，也已經開始導入整合性報導的元

素，選擇與自己企業攸關的幾種資本，揭露

其資本的投入與產出變化，展現所創造出的

價值於CSR報告書中，例如：

《國內案例》

案例一、遠傳電信

遠傳電信於2015年導入台灣第一本整

合性報導概念，發言人郎亞玲在正體中文

版發表會中笑談：「率先出版台灣第一本整

合性報導，最初的動機是希望能得到話語

權；但在編纂的過程才發現，對企業的幫助

太大了。」因為整合性報導中包含了六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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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這些都需要跨部門討論、逐一審視才能

完成的，在跨部門訪談與合作的過程中，可

發現若要邁向永續發展所遇到危機與風險，

進而去思考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因此，遠傳

電信在整合性報告中創造了包括成長力(Go 
Prosperous)、創新力(Go Innovative)、溝通

力(Go Caring)、影響力(Go Inclusive)等四

大永續力，創造了屬於遠傳自己的4G藍圖。

案例二、國泰金控

國泰金控2015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導入<IR>的概念，以五大資本進行議題

衝擊評估，財務與誠信資本、智慧資本、人

力資本、自然資源資本、社會關係資本，

根據利害關係人議合的結果及「員工滿意

度」、「客戶滿意度」(VOC)結果，詳述

各資本的策略、風險、機會、價值創造的

流程、重大性議題、與G4重大考量面之對

照、績效範疇，以及第三方確信範圍。

結語

整合性報導希望讓投資者不僅了解財務

報告資訊，更希望讓投資者能更清楚了解企

業如何創造價值，包括市場概述、公司策

略、組織架構、風險管理與機會、價值管

理、績效表現等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以提高

企業報告的透明度。

企業可以透過整合性思維和整合性報導

的循環，將資本配置更具有效率和生產力，

促進財務的穩定性和永續性，為企業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創造共享價值。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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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推動

自食安風暴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漸漸開始在台灣發酵，在媒體報導與民眾意

識覺醒的情況下，企業是否善盡責任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開始受到關注與檢視。企業社

會責任的目標是先確保「非股東之利害關

係人」的合理權益下，追求股東價值最大

(公司治理的目標)；並且在利害關係人議合

下，從事界定範圍的社會關懷、環境保護的

活動，藉以善盡社會責任與培養公司競爭

力，促進永續發展。 

金管會於民國103年起也逐步要求企業

開始編彙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以

提升直接面對民眾(B to C)公司之社會責任

及重振消費者對公司之信心。隨著企業執

行CSR狀態的揭露與評比的推動，企業的

CSR相關資訊漸漸充沛，而金管會亦準備推

出企業社會責任指數，提供給投資人做為另

一項參考指數標的。雖然台灣對於這類指數

的投資概念並不普遍，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

的相關指數在全球已頗為盛行，若搭配相關

ETF的發行，企業社會責任指數不僅能成為

投資人的參考指數，亦能為股市注入新的活

水。

壹、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基礎

國際社會責任投資(SRI)發展近況
社會責任投資是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基

礎。社會責任投資(SRI)，亦稱為永續性投

資，其倡導投資決策不應只重視被投資公司

的獲利，必須結合社會關懷與環境永續性；

亦即在創造財務收益時，同時兼顧企業永續

發展及社會性利益。

1999年，道瓊推出全球永續企業指

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主要從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層面

對企業的永續發展概念進行評比，在從參

與訪談與評比的企業中挑出前10%編製成指

數。2016年，台灣共有18家企業入選，占

全球指數的1.83%，而於DSJI的新興市場指

數中的95家成分股中也占了19%。

根據 2 0 1 5年全球永續性投資協會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ssociation) 
全球調查報告發現，SRI全球資產規模從

2012年的13.3兆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21.4
兆美元，占專業管理資產(professionally 
managed assets)總額百分比則從2012年的

21.5%，上漲至2014年的30.2%。

且全球各地SRI資產不管是在規模或者

占該地區專業管理資產總額百分比皆有上

升之現象。歐洲在2012年SRI規模占當地總

管理資產規模比已達49%，明顯高於其他地

區，顯示2012年的歐洲市場在選擇投資標

的時，已經較世界其他各地更重視企業的永

續發展；歐洲在2014年SRI規模占比則增加

至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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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SRI規模占比依序為歐洲、加

拿大、美國、澳洲。而SRI資產占總管理

資產比例最低的地區為亞洲，2012年僅有

0.6%，2014年則為0.8%。從上述數據可

知，當SRI資產管理規模持股增加，自然會

要求被投資公司強化社會責任績效；而上市

公司若要吸引SRI基金的投資，亦要提升社

會責任的落實程度。雖然亞洲SRI基金規模

最低，但是各國股市不遺餘力地吸引外資，

因此SRI基金的影響仍然會持續增加。

根據全球永續性投資協會的亞洲區報

告，亞洲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數目自2011年
的404檔上升至2013年的500檔，共23.8%
且持續成長中。此外永續性投資的總資產則

自300億美元上升至449億美元，共49.8%。

表1展示亞洲各國的SRI成長狀況。馬來西

亞是亞洲區SRI資產總額最高的國家，占全

亞洲的34%。亞洲四小龍中SRI資產占亞洲

區比重依序為，香港25%，南韓19%，新加

坡13%，台灣1.6%。就年化成長率而言，

印尼的39%為亞洲區最高，亞洲四小龍中

的排序則為，新加坡38%，香港24%，南韓

16%，台灣-1%，絕大多數國家皆為正向成

長，但台灣的SRI的資產卻呈現減少。

RobecoSAM是一家專門進行永續投資

的機構，道瓊全球永續企業指數(DJSI)便是

其與道瓊公司合作發行的指數。RobecoSAM
每年針對各國進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評

估面向為公司治理、社會、環境(即ESG)三

面向。其中亞洲區在全球排名最高者為新加

坡(第18名)，台灣在亞洲區則為第三名(全球

第31名，新興國家中排第八名)。

若比較ESG的全球排名狀況與SRI的投

資資產與成長狀態，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企

業社會責任發展在亞太地區或是新興國家中

都算名列前茅，然而我們對於SRI這類型的

投資卻並不重視。對於SRI投資台灣著實尚

有許多能努力的空間與成長機會。因此，若

能透過金管會領頭製成台灣地區的企業社會

責任指數，來提供給投資人更充足且透明的

資訊，不僅能夠吸引到台灣的自然人投資人

(散戶)的參與投資，亦能讓境外投資人擁有

能輕易追蹤之指數標的，勢必能為股市注入

全新的活水。

台灣現況

雖然社會責任投資的概念在台灣的自然

人投資人(散戶)中並未普遍盛行，但政府基

金投資於企業社會責任則扮演領頭羊的角

表1　亞洲地區社會責任投資(SRI)發展比較
國　家 2011(百萬美元) 2013(百萬美元) 2011-2013資產年化成長率 ROBECO ESG排名

亞洲 29,988 44,937 22%
馬來西亞 9,956 15,087 23% 37
香港 7,328 11,329 24% 20
南韓 6,288 8,426 16% 38
新加坡 2,967 5,660 38% 18
中國大陸 1,535 1,729 6% 59
印尼 595 1,142 39% 54
台灣 724 714 -1% 31
泰國 14 20 19% 58
資料來源：全球永續性投資協會、Robeco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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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主要的投資標的皆為企業責任相關評選

優良之企業(包括公司治理協會之公司治理

制度評量認證、臺灣就業99指數成分股、

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國家永續發展

獎、企業環保獎及公司治理中心公司治理評

鑑前50%等)，其中於民國105年7月，國民

年金投資上述入選企業比率為97.22%、勞

工保險基金比率為98.03%、勞工退休基金

比率則為93.53%。

台灣本土的投信投顧近年引進國外的基

金，亦自行募集資金成立相關基金。第一金

投顧於民國97年引進Aviva歐洲社會責任股

票型基金，富邦投信與元大投信亦分別於民

國98年與99年及富邦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基

金和元大新興市場EGS基金。富邦該檔基

金的投資目標關注於社會、道德、環境與公

司治理四面向，透過三大正向原則篩選社會

責任概念股：(1)市場具知名度或公信力之

法人機構或政府機構所遴選之社會責任優良

企業：(2)產品、營業項目或積極行為具備

社會責任概念(環保、綠能、減碳、生技醫

療、水資源等項目)：(3)國內外泛CSR指

數涵蓋之台股企業(如DJSI指數成分股)。

元大新興市場ESG基金則以環境成效(E)、
社會成效(S)與公司治理實踐(G)為三大分

析層面，在新興市場股票中挑出300檔EGS
相關的投資標的。

整體而言，台灣僅有數檔基金涵蓋社會

責任投資(SRI)的概念，與其他各國的SRI
的投資資產總額與成長相比，更是末段班的

成員，但這也顯示出SRI在台灣尚有極大的

發展空間。臺灣證券交易所目前僅編製了

公司治理100指數、高薪100指數與就業99
指數，雖然皆涵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部分概

念，但對於國際普遍使用的全面性企業社會

責任(EGS)評比的指數卻尚未出現。

貳、指數編製的推動與效益

全球證券交易所推動概況

自社會責任投資(SRI)的概念在歐美等

國漸漸普遍流行後，各國的證券交易所也

開始要求企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並要求提

出相關報告，揭露企業社會責任的資訊。加

拿大金融研究資訊公司(CK Capital)自2012
年起開始調查全球交易所對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揭露要求與狀況，該研究使用了七項永續

績效指標：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水

資源使用、廢棄物生成、工傷率(職場健康

及安全)、人事成本。該研究2016年的報告

指出隨著各國證交所要求揭露企業社會責任

(CSR)並給予相關指導守則，全球的上市櫃

企業自2010年到2014年對於CSR的相關資

訊揭露的家數上升了40%。整體而言，開發

中國家的企業對於CSR相關資訊的揭露比率

均高於新興國家。

近年CSR資訊揭露中最受矚目的便是

溫室氣體的排放，2016年全球交易所中的

大型企業的揭露比率平均為47%(已開發國

家55%，新興國家23%)，相較於2011年的

33%有所提升。而芬蘭的Helsinki證券交易

所中的大型企業全數(100%)揭露了企業相

關的排放。

臺灣證券交易所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資

訊揭露推動與要求是值得肯定的，但對於企

業揭露相關資訊的即時性或許尚有進步之空

間。臺灣證交所於CK Capital 2016年的評

比中，是CSR相關資訊揭露分數成長最高

的交易所，同時也是資訊揭露分數中的第三

名，但由於並未符合該研究所要求之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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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揭露原則，因此在整體排名中落於第30
名，相較2014年下滑了九名。

2 0 0 9 年 ， 全 球 永 續 證 券 交 易 所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SSE)在聯合國的輔助下正式成立，主要目

的即為推廣全球EGS的合作計畫，幫助各

國證券交易所與投資人、監理機構和上市公

司的合作，致力提高各國企業的EGS透明

度，強化永續性投資。SSE於2016年的報告

中指出，受訪的交易所中提供ESG相關指數

的比率為46.3%(82間中有38間提供)，是全

球交易所中推廣EGS的執行手段中最普遍的

一項，而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編製在全

球也逐年成長。 

指數的國際經驗

隨著社會責任投資(SRI)在全球漸漸盛

行，1999年道瓊與瑞士的Robeco SAM合作

推出了道瓊全球永續企業指數(DJSI)，是

第一支全球型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爾

後他們也持續推出了各地區或國家的永續發

展指數，大多是建立在SAM的全球調查與

研究，找出各國企業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翹楚(前10%至30%，依各指數而不同)。

DJSI評等的準則是從經濟、環境與社

會三個層面去評比企業的商機與風險，其資

料來源是以SAM問卷調查為主要的基礎，

主要可分為下列幾項：(1)公司文件(永續

性報告書、環境報告書、安全衛生報告書、

社會績效報告書、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司管

理有關的特定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等)；

(2)媒體、利害相關者報告或其他公開性資

訊；(3)個人對公司的接觸與訪談。問卷會

根據所屬產業不同而有不同數目與比重，

大致約為80-120題，搭配分析師與媒體報

導整合出各個企業永續性評估(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準則的分數後，

歸納入經濟(27%)、環境(38%)與社會

(35%)，加總後即能得到各企業的永續發展

評分，SAM會選取分數表現前10～15%的

企業編入DJSI中。

DJSI的相關指數皆在全球享譽盛名，

是許多基金或資產管理投資所追蹤的標的。

截至2016年9月止，僅Robeco SAM本身所

管理並投資在DSJI相關的指數下的資產總

額，便有873億美元，遠高於前一節所提及

之2013年全亞洲的社會責任投資(SRI)資產

總額，即便我們以年成長20%來估算目前的

亞洲SRI資產總值，還是低於Robeco SAM
所管理的SRI相關投資的873億美元，足可

見一個良好且有口碑的指數，能夠幫助投資

人投資在其所偏好的投資組合中。

倫敦證交所於2001年也與金融時報合

作在原有的倫敦金融時報指數(FTSE)中，

創立了另一系列的永續性投資指數，名為

FTSE4GOOD的指數。FTSE4GOOD的評

量準則共有三項：(1)環境準則(企業是否積

極推動環境的永續性)；(2)社會及利害關係

人準則(企業是否與利害關係人發展良好的

關係)；(3)人權準則(企業是否支持全球人

權的保障)。倫理投資研究服務公司(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 Service, EIRiS)是負責

協助FTSE4GOOD指數收集與評量企業的

公司，EIRiS亦採取問卷、檢閱公司所提報

告與訪問的方式來收集企業資料。

表2呈現DJSI與FTSE4GOOD的全球指

數近年的年報酬率概況，若與MSCI世界指

數比較，會發現MSCI指數的多數表現皆是

優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指數，但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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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指數的報酬率是相當接近的。非企業社

會責任指數的股價報酬優於致力進行企業社

會責任的相關指數，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

為目前所使用的會計方式是難以將外部成本

進行內部化的，所以為花費額外成本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在這樣的會計方式下，自

然會擁有較佳的會計表現而帶來稍佳的股價

表現。

然而，在股價表現的差異下，更值得思

考的是，地球的永續發展與企業善待利害關

係人是否能讓社會更加穩定的發展。社會責

任投資的崛起便是投資大眾對於企業社會責

任的重視，愈來愈多投資人考慮到的不是企

業未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表現，而在意的是

企業是否在善待利害關係人的情況下能夠獲

利。隨著全球政府與交易所推動或要求企業

揭露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狀況，未來將會有

愈來愈多企業將其所創造的外部成本進行內

部化。因此，當未來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普及

化後，相信在較為平等的績效比對下，致力

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與相關指數會更受

到投資人的青睞。

台灣指數推動現況

(一)證交所指數

受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衝擊，台灣失

業率大幅攀升，配合當時政府提振就業率的

政策，證交所於民國99年與銳聯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 LLC; RA)合

作推出台灣首支由證交所編製的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指數──「臺灣就業99指數」，指

數成分股主要囊括在台僱用最多員工的前

99名之企業。這檔指數於民國100年時成為

勞退基金投資的主要指標之一，民國100年
至民國103年的報酬率為22.01%高於加權股

價指數的19.74%。良好的報酬表現也成功

吸引被動型基金的追蹤投資，激勵上市公司

僱用更多員工，善盡其企業社會責任。

2012年證交所再度與RA合作，編製

「臺灣企業經營101指數」，主要篩選指標

有：(1)資訊透明度(資訊揭露評鑑)；(2)
董監股票質押比率；(3)獲利能力；(4)償
債能力。該指數的編製主要是為了激勵營運

良好且資訊透明的企業，激勵企業致力成為

指數成分股，以便吸引更多投資人注資、取

得較低廉的融資成本。爾後，於民國104年
時，證交所推出全新的公司治理評鑑，故

搭配財務指標與流動性等條件，選取公司

治理評鑑前20%的企業，重新編製了「臺灣

公司治理100指數」取代原先的「臺灣企業

經營101指數」。公司治理100指數編製以

來，一年的報酬率為4.05%，超越TAIEX的

2.37%及臺灣50的3.62%。

近年全球勞工權力的覺醒，台灣亦面臨

勞工薪水成長緩慢的議題，社會普遍對於薪

表2　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指數報酬比較
年化報酬 MSCI world DJSI world FTSE4GOOD

1Y return 4.40% 4.89% 2.15%
2Y return -1.68% -5.50% -3.81%
3Y return 15.49% 13.44% 13.36%
4Y return 29.58% 29.03% 27.85%
5Y return 44.31% 41.97% 42.26%
註：資料期間為2011.08至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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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漲存在期許。證交所於民國103年8月再

度與RA合作發行與薪酬相關的「臺灣高薪 
100指數」，選取高薪企業作為指數的概念

亦屬全球首創。主要為了激勵企業願意與受

薪階級共享營運成果，引導被動型或注重勞

工權益的資金投資於提供高薪之企業，鼓勵

企業將獲利分享給勞工，善待利害關係人。

民國105年，證交所為因應全球環保意

識與勞工人權的覺醒，規劃以第二屆公司治

理評鑑前50%之公司做為母體，編製企業社

會責任系列指數，期盼能搭上全球交易所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熱潮，亦激勵台灣上

市櫃公司更致力於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強化

環保與勞工權益。

(二)學術與民間機構指數

民國101年天下雜誌與元大寶來投信合

作，率先推出「天下CSR指數」，透過公司

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等四

層面來對企業進行評分，選出前25名編入

「天下CSR指數」，該指數績效表現亦非常

卓越，近年皆能擊敗大盤表現。

民國102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透過證交

所與櫃買中心公布的「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之六大構面(公司治理、環境

永續、社會公益、資訊揭露、其他企業社會

責任事項，以及CSR報告書或相關產品是否

通過第三公正單位認證)，找出24項衡量指

標，編製出「CSR TOP 50指數」，其編製

方式和表現皆與「天下CSR指數」相似。

民國105年6月，台北大學企業社會責

任中心於臺灣財務金融年會(TFA)正式發表

該中心所編製之「臺灣CSR指數」，其衡量

準則涵蓋社會(S)、經濟(E)、環境(E)與揭

露(D)，與全球常見的CSR的環境(E)、社

會(S)、公司治理(G)評量準則相似。其回

測之績效表現亦能擊敗大盤指數。

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正面效益

臺灣證券交易所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指

數，原則上能帶來數個正面效益，包含：

(1)幫助投資人辨識企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優劣狀況；(2)指數的推動能結合

金融機構推出ETF或相關基金等金融產品來

吸引投資；(3)吸引偏好社會責任投資的國

際機構投資人與團體；(4)強化企業的資訊

揭露與鼓勵企業執行CSR；(5)資本市場國

際化與社會和諧。

首先，台灣不論是機構投資人或一般散

戶投資人近年皆慢慢感受到CSR執行的重

要性。一個企業若不考量到利害關係人的權

益，在受到揭露後往往會引發社會大眾對於

其產品的抵制，而影響到其獲利狀態。最知

名的案例便是頂新集團所捲入的餿水油事

件，在事件爆發後，消費大眾對於頂新集團

旗下企業產品的抵制行為嚴重的打擊了其獲

利狀況。因此，在編製出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後，投資人便能更輕易的找出致力執行企業

社會責任的企業來進行投資，這類的投資不

僅能強化地球永續發展與社會安定，亦能幫

助投資人避開無良企業這類的地雷股。

第二，指數的編製若能結合相關ETF
或金融產品的推出，定能為股市注入更多

活水。如前節所提，道瓊永續發展指數

(DJSI)便成功吸引大量投資人的關注與投

資。誠然，目前台灣投資人相較國際投資人

較無社會責任投資(SRI)的觀念，亟需政府

推廣，最佳的推廣方式便是編製能讓投資人

輕鬆追蹤且獲利的指數。根據台北大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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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研究，該研究回測目前台灣EGS綜合

表現排名前50的企業所編製的投資組合，

其長期績效表現(10年、5年、3年)皆優於

目前台灣表現優於大盤且最受投資人喜愛

的臺灣50指數。元大證券所發行的臺灣50 
ETF(0050)不僅是台灣股市中交易額度最

高的ETF，亦引導出許多相關的金融相關產

品，如期貨、槓桿型ETF等。相信在政府結

合金融機構的引導與宣傳下，台灣企業社會

責任的指數所搭配的相關ETF或金融產品應

能成為台灣下一檔熱門的投資標的。

第三，目前全球尚未有追蹤台灣企業社

會責任的相關指數，證交所若能率先推出，

並牽引國內金融機構製成ETF，勢必能搭上

全球投資ESG相關指數的熱潮，而為台股

注入更多資金。再者，國外金融機構亦能自

行組成ETF或投資組合來追蹤台灣的企業社

會責任指數。此外，有些宗教團體或財團法

人由於本身信仰與信念的關係，會偏好投資

ESG相關的企業，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對他們而言將會是個吸引人的標的。整而言

之，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編製能吸引全球關

注社會責任投資的機構法人前來投資。

第四，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編製需要企

業揭露更多資訊，搭配金管會的規範，將能

使企業對待利害關係人的資訊更加透明化。

由於該指數的成分股將會得到更佳的社會名

望與較低的融資成本，因此想要被納為成分

股的企業將具備動機更致力於執行企業社會

責任，友善化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因

此，指數編製不僅能強化企業的資訊揭露，

亦能誘使企業更努力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最後，指數編製是目前的國際潮流，當

各國投資人開始關注企業是否符合永續發展

與社會福利等ESG要點時，若與世界主流

脫鉤將可能使台灣市場遭國際投資人邊緣

化。因此，推動指數能促進台灣資本市場的

國際化。此外，當每個企業都努力執行企業

社會責任時，整體利害關係人的福利將普遍

提高，社會的安定性將提升，人民與企業的

互信度將上升，整體社會的交易成本將會更

低，而社會亦將更和諧穩定。

叁、結語

社會責任投資(SRI)是近年漸行普遍的

投資策略。在歐洲，目前所有資產管理的資

產總額中，SRI的相關投資已占約六成。亞

洲雖然發展較慢，但大多數國家的SRI資產

成長率也都維持在年成長20%以上，台灣目

前屬亞洲區SRI投資觀念最不盛行與相關資

產管理總額最低的國家之一。甚至連近年才

開放資本的中國大陸都於2009年與2010年
分別編製了上證社會責任指數(S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與深證企業社會責任

指數(SZSR CSR Price Index)並推出了相關

的ETF。台灣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推動

著實需要加緊腳步。

如全球永續證券交易所(SSE)的報告所

指出，目前全球各大交易所皆努力強化企業

的企業社會責任執行與揭露，並編列ESG
相關指數。雖然各國發展程度不一，且所須

著重之利害關係人福利不同，但整體趨勢皆

朝向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而行。台灣的資本市

場在中國崛起後相對受到排擠效果，實不應

再脫鉤於目前全球投資發展的主流，而使自

身邊緣化。自民國103年起，金管會便已開

始要求大型企業編製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

隨著強制要求編製報告的門檻持續放寬，指

數的編製亦可盡快推動與之相輔相成，讓投



— 92 —

資大眾得到更多資訊，吸引國內外偏好投資

EGS相關企業的投資資金，強化並國際化台

灣資本市場。

環境的永續發展與勞工人權問題皆是社

會穩健的要素，企業在專注於最大化獲利之

前，應先考量到利害關係人的權利，致力執

行企業社會責任。編製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

一大效益便是提供企業誘因與動機去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被編入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企

業，不僅能獲得更佳的名聲，強化消費者對

企業的觀感，亦能獲得更加的融資機會與降

低融資成本。當欲被納入指數的企業致力強

化企業社會責任，如環境保護與勞工福利

時，整體社會的利害關係人皆能受惠，且在

資訊越透明的狀態下，整體社會的互信程度

會上升，伴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整體社會

將更加穩健。

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的編製，能為整體社

會與企業帶來正面效益，幾乎可謂百利而無

一害，實是勢在必行之舉。

(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葉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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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與台灣企業社會責任

巴黎協定引領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2015年11月的COP21巴黎氣候會議

中，共有高達197個締約國簽署《巴黎協

定》(Paris Agreement)，展現了全球在氣

候議題上前所未見的大團結。在2016年10
月5日獲得74個國家批准，且其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逾全球總排放量58%後(已跨越55個
以上國家批准及占總排放量55%以上的雙門

檻)，聯合國也正式宣布《巴黎協定》將於

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為數十年來漫長

的氣候談判，樹立了歷史性的里程碑。《巴

黎協定》總共29條的條文中，涵蓋了低

碳、調適、技術發展與移轉、森林保育、跨

國合作、資金、氣候教育、透明溝通、全球

盤點等諸多面向。其中，尤以低碳、調適、

資金等三大面向，與企業推動永續發展策略

息息相關。

首先，《巴黎協定》訂定將全球均溫

升幅控制於2℃以下，並致力於均溫升幅

低於1.5℃以內的共同目標。同時，亦要求

各締約國每五年通報及更新「國家自定貢

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並自2023年起每五年進行驗收，

以盤點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減量進度。在

此全球積極減碳的明確訊號下，各國政府必

將協同公私部門努力落實減碳行動。一旦政

府的減碳宣言正式上路，企業於低碳創新上

的解決方案，除可配合國家低碳政策推動

外，更可掌握全球龐大的綠色商機。

其次，《巴黎協定》亦訂定各締約國

應建立調適能力、強化韌性(resilience)與
降低脆弱度(vulnerability)之全球調適目

標。故各國不僅須制定或加強相關調適計

畫、政策或貢獻，並須定期提交和更新「調

適通訊」(adaptation communication)，
其中包括優先事項(p r i o r i t i e s)、執行

( implementation)、所需支援(support 
needs)、規劃和行動(plans and actions)
等。企業應體認在全球氣候變遷各情境下

(如寒害、旱、澇等)，更須強化本身及價值

鏈的調適能力，此不僅得以維持企業永續營

運，更可從調適能力建構過程中挖掘出潛在

商機。

然而，不論是減碳或調適，皆需大量資

金方能有效完成目標。根據統計，若要將

全球均溫上升控制在2℃以內，至2050年前

每年至少需投資7,000億至1兆美元於清淨技

術上。《巴黎協定》亦要求已開發國家在

2020年前每年提供最少1,000億美元予開發

中國家(如低度開發國家、小島嶼開發中國

家)做為抗暖化資金，並且在2025年前設定

新的集資目標，提供更多的資金資源以達成

調適與減緩並重的積極目標。在全球資金已

逐漸往因應氣候變遷布局的趨勢下，企業更

應積極開發或了解氣候金融相關商品、氣候

資金投資標的與篩選原則，將氣候資金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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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於低碳或/調適等永續發展策略的強力

資源。

當節能低碳的風潮席捲國際之時，歐美

各大企業已將永續發展視為重要的營運策略

之一，連帶鼓勵價值鏈努力落實永續政策。

國內企業更應積極掌握國際趨勢，進行低碳

布局以提升企業的永續競爭力，抑或推行氣

候調適，並挹注資金於氣候變遷之相關因應

策略中，努力調整體質以迎接低碳時代的來

臨。

本文將依《巴黎協定》中的低碳、調

適、資金三大面向，分段說明該面向在企業

社會責任推動的意義，並以數家國內標竿企

業的相關作為，作為企業在因應後《巴黎協

定》時代的低碳轉型參考。

低碳轉型趨勢與企業低碳行動
案例

《巴黎協定》促成了全球企業間的綠色

競賽正式開跑，瞄準永續終點線，各行各業

無不摩拳擦掌，準備成為低碳經濟的大贏

家。除了碳有價化(Carbon Pricing)之趨勢

已然明瞭，NDCs中的排碳目標與策略，更

將大力帶動政府對低碳/永續產業的轉型推

動。例如，中國規劃透過管控煤炭總量與

火力發電廠碳排量，在2020年前使再生能

源比重達到15%；印度則計畫未來40%發電

來源將來自再生能源。台灣雖非巴黎協定

參與國，對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卻不置身事

外，除制訂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

至現況發展趨勢(Business As Usual, BAU)

的50%，並以2015年通過的能源三法《溫

室氣體減量法》、《能源管理條例》，以及

《再生能源條例》，針對上市上櫃、高碳排

產業進行優先列管，期能提升綠色經濟規模

並在國際間建立永續競爭力。

為回應國家減排策略，企業的因應措施

須從基本的碳盤查、落實減量推動，逐漸提

升至主動管理，更可積極結合核心本業之應

用與循環經濟之落實。舉凡國際間標竿企業

的案例，皆宣示著低碳浪潮成形，以及隨之

而來的巨大商機。例如由國際標竿企業與非

政府組織(NGO)共同發起的「全球商業氣

候聯盟」(We Mean Business)，於其2014
年發布的「The Climate Has Changed」報

告中提及，領導型企業在某些低碳投資項目

的內部報酬率已超過20%(TEIA, 2015)；
透過企業在產業面的投入，強而有力地促進

將全球均溫上升控制在2℃下；而商業上的

創新解決方案，同時也為國家帶來可觀的經

濟成長與民生利益，成就國家、企業、人民

的三贏局面。

隨著碳有價化發展趨勢逐漸升溫，國際

間已有上千家企業響應實施碳定價，將碳

排放內化為經營成本，如科技巨頭微軟與

Google，目前皆針對內部各部門實施碳盤

查，經計算後研訂碳成本與長期減排目標，

不足的部份則列入碳權的購買成本，搶占低

碳經濟優勢。英國知名連鎖超市Sainsbury
更重新設計商業模式，將無法捐贈的過期食

物進行處理、用於企業沼氣發電，成為英國

第一間電力自給自足的超市，落實節能減

碳的同時也大量降低能源成本。而DELL、
Cisco、H&M、Philips等跨國企業也正積極

導入循環經濟減碳，主動回應國際永續倡

議。

眼見國際企業間百花齊放的低碳策略，

台灣企業也不惶多讓。隨著國內企業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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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識抬頭，不乏大型企業著手建置碳盤查

系統與減量計畫，更有諸多發展綠色應用實

例，緊扣低碳經濟時代的趨勢。例如中國鋼

鐵身為台灣高碳排鋼鐵產業之最大排放源，

其對環境造成的負荷一直是高度關注議題，

然其卻成功轉型為綠色供應鏈的重要推手：

為因應鋼鐵製造業的高汙染風險，中鋼除遵

循國內、外溫室氣體相關規範，制定具國際

專業標準的溫室氣體盤查系統，更透過具外

部節能減碳效益的綠色鋼品之開發及供應，

進一步透過產品的力量協助終端消費者減

碳。中鋼運用具公信力的碳足跡與生命周期

評估工具，衡量自家鋼鐵製品自下游、加工

至消費者使用階段的外部減碳效益。2015
年，中鋼綠色鋼品訂單共計304萬噸，經計

算，可為消費者減碳565.5萬噸。嚴謹的內

部排碳管理、結合核心產品運用，中鋼不僅

完善自身的減碳措施，也為台灣社會帶來綠

色附加價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而名列全球第五大筆電品牌的宏碁

(Acer)為國內最早開始低碳轉型的企業之

一，在綠色永續經營面向也享有高聲譽，不

僅遵循國際級別的環保規範，更以一條龍的

綠色供應鏈管理，大幅降低產品生命周期碳

排量。從產品設計、採購、包裝、運送、使

用直至回收，宏碁皆貫徹低碳環保、循環利

用理念，廣泛運用可再生資源結合核心技

術，建立低消耗、低排放之供應鏈以減少環

境衝擊。宏碁也為台灣唯一參與國際CDP
供應鏈管理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Supply Chain Program)之企業，其紮實

的低碳管理也獲得優於全球平均的表現。

2015年，宏碁更名列富比世雜誌「50大綠

色品牌」(Top 50 Green Brands)，顯見其

所受之國際認同。

國際氣候調適發展與企業調適
行動案例

在《巴黎協定》通過後，各國雖然將依

照NDCs制訂減碳目標與策略，推行永續轉

型，然而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依舊維持高

濃度，代表極端氣候的現象不會立即獲得減

緩。因此單純執行減緩措施對於解決氣候變

遷問題來說仍是不足的，國際間亦需要朝向

加強韌性、減少氣候變遷脆弱度的方向發

展，以降低生態環境及社區遭受的衝擊。因

應此國際趨勢，台灣政府不僅全力發展再生

能源，也全力研擬氣候調適政策，透過《國

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國家氣候變遷行

動計畫》，以及《溫室氣體減量法》，針對

八大行動領域，由科技部、交通部、經濟

部、內政部、農委會、衛福部分別成立了八

個調適工作小組，研訂399項各調適領域的

行動計畫，並篩選出64項優先行動計畫。

除了政府積極推動之外，國內企業也致力於

在極端氣候的趨勢下強化現有廠區基礎設

施，建立完善的災害應變策略；並努力發展

新技術，響應後《巴黎協定》時代的趨勢，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以台達電子為例，其為國內推展綠建築

建立調適能力的標竿企業之一，2014年台

達電第一次參與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0)
周邊會議，向國際分享綠建築的創新與策

略；2015年的COP21周邊會議中，台達電

更完整地分享了近十年共21項綠建築計畫

的良好成效，這些綠建築包含了台達電的自

家廠辦，以及台達電回饋社會的捐建。在廠

辦部份，台達電透過充分運用綠建築永續基

地設計理念，強化廠區因應極端天氣之耐

受能力。以台達電台南分公司為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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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鋪面及滯洪池設計，使基地保水率達

150%。在捐建綠建築部分，以台達電捐建

具備防災功能的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鑽石級

綠建築校園為例，不僅融合原住民高腳屋

風格，亦透過自然採光與太陽能發電，於

2015年成為台灣首座「淨零耗能」學校；

遇風災及豪大雨期間，那瑪夏民權國小則做

為社區防災避難中心，可支援300人同時避

難一周，不僅貫徹公益慈善精神，發揚原住

民文化，更具體實踐《巴黎協定》第七條之

「…基於且遵循現有的最佳科學知識，及適

當的傳統知識、原住民知識和地方知識系

統，以期適當地將調適納入相關的社會經濟

與環境政策行動之中…」。台達電子將綠建

築視為氣候調適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成功

引領台灣綠建築風潮。

另一方面，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亦為企

業亟需建立的調適能力之一。封測大廠日月

光集團為降低近年颱風與乾旱導致停水與產

線暫停的衝擊，確保營運永續性，日月光以

「減量、回收、再利用」為原則執行水資源

管理方案，並自2013年起先後投資建造高

雄廠區及中壢廠區的中水回收廠，投入放流

水回收工程。雖然日月光集團近年持續增

加產能及擴建廠房，然而2015年製程取水

量卻較前一年減少14%，取水密集度(m3/百
萬營收)則由2012年的88.7降低為2015年的

56.4，減少36%。其中對水資源管理方案具

重要貢獻的高雄廠中水回收廠，遵循集團策

略以及強化企業綠色形象目標，打造完善

的超過濾(Ultra-filter, UF)系統、化學機械

研磨(CMP)廢水回收以及RO濃縮水回收系

統。日月光集團的水回收技術也成功建立永

續領導之形象，甚至吸引新加坡公用事業局

前來取經。

另外，傳統紡織染色用水量相當大，且

製程廢水處理亦需耗費能資源。在國際成衣

品牌提倡環保趨勢下，遠東新世紀致力於研

發創新綠色產品，提供綠色解決方案，成為

國際品牌指定原料。它從價值鏈著手，評估

原料、生產到運輸服務的環境衝擊，秉持減

少資源消耗、環保無毒原則，尋找可再生資

源並結合循環再生技術，以研發全新綠色纖

維、綠色容器產品；同時，積極減少生產資

源的能資源消耗，打造全新綠色製程。例如

無水染整，為其綠色製程其中一項重要產

物，由遠東新世紀與美國Nike和荷蘭無水

染色開發商DyeCoo歷經兩年研發，以二氧

化碳取代傳統以水作為染劑，打造免除汙水

排放與化學助劑添加的綠色製程，創造紡織

業革命性突破。

全球綠色投資倡議及企業實踐
案例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估計，為了達

到《巴黎協定》將全球均溫控制在上升2℃
以內的目標，依據各國提出之NDCs，全球

需增加13.5兆美元於低碳技術與能源效率投

資。《巴黎協定》中，2020年前已開發國

家應每年投資1,000億美元在低碳清淨技術

上，旨在作為促進全球資金流投入阻止氣候

變遷的行動，達到《巴黎協定》的長期目

標。到2030年時，將有90兆美元投資於基

礎建設，且絕大多數將位於發展中經濟體，

促進這些鉅額投資才是《巴黎協定》達成低

碳、氣候調適經濟的關鍵。

同時，總市值超過11兆美元的全球

26家主要金融機構代表，於COP21共同

簽署「金融機構氣候行動主流化原則」

(Mainstreaming Climate Action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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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stitutions)，宣示將氣候考量納

入其投資及顧問業務；會中27家環球投資

機構同時也公布了「巴黎綠色債券聲明」

(The Paris Green Bond Statement)，表達其

支持能推動綠色債券長期及永續市場發展之

氣候融資政策。

在COP21的綠色投資倡議之後，全球

金融市場紛紛響應，加入共同呼籲氣候投

資的行列。2016年1月，「負責任環境經

濟聯盟」(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Ceres)於紐約

召開「 2 0 1 6氣候風險投資人高峰會」

(2016 Investor Summit on Climate Risk: 
Advancing the Clean Trillion)，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於開幕演講中敦促全球投資人積極

響應巴黎協定，倍增在氣候變遷上的投資；

2016年4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
公布「氣候變遷行動計畫」 (C l i m a t e 
Change Action Plan)，以2020年為目標，

增加氣候變遷資產持有達總資產的28%，每

年融資金額可望達到290億美元。到了2016
年9月，於杭州舉行的G20峰會以綠色金融

作為重點議題，G20財長會議中承諾在2030
年前將投入90兆美元進行綠色投資，顯示

國際金融的低碳趨勢與金融機構在低碳投資

倡議的角色日趨明確。

全球對於綠色投資的支持不僅僅是相關

的承諾及倡議，早在巴黎協定簽署之前，

各國公私部門及機構投資人即意識到綠色

投資是世界走向低碳經濟的唯一出路。聯

合國2013年成立「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GCF)，以平衡投資「減

緩」與「調適」為基金運用原則，由已開發

國家承諾提供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以及氣候

弱勢的島國等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目

前已持續投入1.68億美元在八個項目上，預

計將在2016年達到25億美元。

除了綠色投資的市場規模不斷增大外，

綠色債券亦是推動因應氣候變遷另一項有

力的金融工具。近年來，國際綠色債券市

場規模成倍增長，「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Climate Bond Initiative)2016年發布之

「2015年綠色債券年終報告」(Year 2015 
Green Bonds Final Report)中，更明確提出

2015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達420億美元，

可望在2016年獲得更大突破。而中國不僅

以國家宏觀的角度將綠色投資劃入十三五規

劃，積極推動節能環保產業發展，連帶對應

的融資需求也會增加，進而積極發展綠色債

券市場。根據彭博最新統計，2016年上半

年中國綠債發行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已經成

為全世界最大的綠債市場。

國內金融業近年來紛紛響應綠色金融倡

議，尤其以國泰世華銀行為落實綠色金融倡

議的領頭羊，2014年8月加入由世界銀行發

起的「碳定價宣言」(Put a Price on Carbon 
Statement)，接著於該年9月簽署「全球氣

候變遷投資人聯盟協議」(Global Investor 
Coalition on Climate Change)；2015年3
月則率先加入世界銀行主導的「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聯盟」，成為國內首家

簽署的銀行。「赤道原則」要求金融機構於

發放1,000萬美元以上的專案貸款時，須要

求客戶聘請專家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始得放

款。除了積極導入綠色倡議外，國泰世華銀

行自2010年開始在國內推出太陽能融資，

目前為止已核貸超過1,000座太陽能電廠，

年減逾15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400
座大安森林公園吸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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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投資不只是金融業重要的企業社

會責任議題，高科技產業亦可透過發行綠

色債券的方式，化被動為主動，募集綠色

資金，擴大綠色金融市場規模。日月光集

團即為一例，其不僅是國內第一家，同時

也是亞洲第一個發行綠色債券的高科技公

司，於2014年7月透過間接持股的子公司

AnstockII Limited發行總金額3億美元的3年
期的綠色債券(海外公司債)，於新加坡證交

所掛牌，截至2015年12月，綠色債券所募

得資金3億美元已全數規劃完畢，投入各項

符合資格之環境保護及節約能源計畫，如興

建綠建築工廠、設置中水回收廠、廢水處理

廠、及時廢水監測系統等各項設施，以及進

行製程能源減省方案等項目。所有相關計

畫的效益皆經過歐洲獨立環保機構”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Oslo”(CICERO)審查驗證，該

綠色債券的資金運用進度，亦由獨立會計師

出具報告並定期追蹤監控。

巴黎協定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意義

對於已經長期投入企業社會責任且積極

採取氣候變遷行動的企業來說，《巴黎協

定》無疑具有正面肯定的意義。不論是低碳

技術、調適作為或是資金的投入，都需要企

業由上而下、齊心齊力的共同努力，徹底改

變以往的工作模式，甚至調整原有的經營策

略，才能夠為日益加劇的全球暖化問題盡一

份減緩或調適的力量，而《巴黎協定》為全

球的氣候變遷行動訂下了目標與進程，幫助

諸多實踐社會責任的企業確認自身的減碳方

針與國際低碳趨勢並無相左。

對於甫起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而

言，《巴黎協定》另有其指導意義。無論屬

於何種產業，企業皆能應用巴黎協定的重點

項目與精神，發展自身的環境面向策略、設

定資金投入目標或是修正原有的減碳措施，

並進一步透過向國際標竿企業的觀察及學

習，尋得企業在低碳經濟上的定位，發展氣

候變遷行動以因應低碳轉型。

而對於尚未開始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企

業來說，《巴黎協定》則扮演著啟蒙的角

色。隨著巴黎協定正式在國際間生效，加上

我國政府推動綠能科技和循環經濟的政策方

向，採取氣候變遷行動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企業至少需配合法規要求進行減碳措施，或

是積極加快腳步掌握市場風向球，搭上低碳

經濟的浪潮，啟動企業本身的低碳、調適或

資金運用策略。

企業是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要角，由企

業帶頭響應並鼓吹氣候變遷行動是社會達成

低碳願景的必要條件之一，若沒有企業的積

極投入，政府的低碳政策將缺乏強而有力的

後盾。由前述的企業實踐案例來看，結合核

心本業所發起的氣候變遷行動更能發揮減碳

的綜效，同時也能透過價值鏈將低碳技術或

綠色產品帶入資本市場；此外，藉由企業對

供應商的要求，亦能將低碳觀念與實際作為

推廣至產業鏈中，形成間接的監督與控管系

統，上下游產業共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達

成價值鏈的正向循環，便能將氣候變遷的衝

擊降至最低，強化企業的永續競爭力，持續

朝向《巴黎協定》所擘劃的減碳願景邁進。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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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與風險控制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環境汙染、生

態破壞、產品及食品安全、勞動權益與舞

弊掏空等違反法令或商業道德事件層出不

窮，使得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與永續(sustainability)之策略

發展成為全球關注、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除此之外，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受到愈

來愈多非政府組織、信評機構，以及整個社

會的密切監督，日益彰顯未來企業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更不可忽視的是企業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是企業倫理實踐的具體

表現，一方面顯示了永續經營的願景，另一

方面，也關係著社會大眾對於企業形象與作

為的認同與支持。

議合新管道，累積公眾信任

根 據 世 界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WBCSD)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

「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

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

地整體社區與社會的生活品質。」

因應國際趨勢與潮流，實現企業的社會

責任與永續發展是當下台灣企業主與管理階

層越來越關注的重大議題，企業雖以營利為

目的，然而營利與倫理並非對立，兩者長期

目標是一致的，愈來愈多企業將社會責任視

為經營的必要部分，可創造出健全和穩定的

商業環境，對企業和社會都是雙贏，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的好處如下：

●強化投資人對企業的信任

●吸引投資，增加企業資金來源

●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

●提升競爭力

●增加員工向心力

●吸引優秀人才及創新的來源

首先在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範疇

中，辨識對於企業營運有實際影響的利害關

係人及其關注之重大議題，並將企業的企業

社會責任作為與執行成效完整地呈現於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或永續發展報告書)與利害

關係人進行有效溝通與議合。除了透過企業

社會責任思維進行永續工作之外，藉由主動

與定期揭露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與成效，對

企業的利害關係人，譬如消費者、員工、股

東、客戶、供應商、主管機關以及鄰近社區

進行溝通與議題回應，並累積公眾信任。

風險管理導向新思維

在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初期階段，不少

企業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僅是一種公益活動或

用來改善企業形象的方法或工具，未能審慎

思考企業社會責任為企業帶來的實質意義，

因此造成在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時，偏

重於以企業形象或公關的立場出發，由企業

單方面揭露公司的「重要成就」或「得獎紀

錄」，而忽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其實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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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來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議合的重要

工具與管道。而企業風險的衡量與管理便是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議合的關鍵因素之

一，良善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可用來作為與

利害關係人互動、增加價值的方法，是成功

執行企業永續策略的先決要件，以協助企業

開創永續的競爭優勢。

企業社會責任真實價值並不在於幫助企

業塑造正面形象，而是在於企業面臨永續發

展的風險時，透過積極主動的方式回應來自

於企業內部或外部的危機與風險，並降低這

些危機風險所可能帶來的衝擊與損失，進而

協助企業實現永續發展之目標。風險與機會

是一體兩面，風險或機會取決於企業領導人

之決策智慧與其風險管理機制，如何面對風

險並做好風險管理，是企業創造商機與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課題；若企業未能重視

與管理企業風險，將會面臨哪些挑戰和難

題：

●面臨價值鏈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上游

客戶的壓力

●消費者的杯葛和抵制，嚴重影響企業

聲譽

●無法吸引優秀人才投靠，並失去現有

員工支持

●籌措資金困難

●彌補過去的錯誤，失去公眾信任

企業營運過程中暴露在各式各樣的風

險，然而完備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不再局

限於傳統之財務風險、營運風險，至少應包

含商譽風險、法令遵循風險、供應鏈風險、

資本市場風險、勞動市場風險、消費者意識

風險與合作夥伴風險等面向，其風險項目與

對應策略分析如下：

商譽風險

從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歷程來看，自

20世紀初開始發展至今，已逾一世紀，從

一開始以公益捐獻為主，隨著時代變遷逐漸

演變為關切經濟、環境與社會面的議題，結

合組織目標與營運優勢，在兼顧經營績效與

股東利益的同時，並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在

短時間內或許不利企業經營績效，但長期來

看，將有助於企業的組織承諾，進而留住優

秀員工、提高生產效率，更能有助於提高企

業形象，有利於企業永續發展。

企業應把自己當成社會的公民，從企業

經營最核心的誠信正直的基本商業道德開

始，承擔企業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社會

責任：

1.好的公司治理和遵守道德準則

2.對員工的責任

3.對環境的責任

4.對社會及福利的貢獻

以核心業務為本，將企業社會責任內化

於企業文化，融合為組織DNA，在透過核

心業務為社會提供價值的同時，也向社會承

諾應該負擔的責任，樹立優良社會形象與商

譽，以吸引潛在消費者，進而維持並提高滿

意度與忠誠度，亦能轉化為企業之競爭優

勢。

法令遵循風險

近來，最為震驚社會的法令遵循事

件，莫過於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美國紐約

金融服務署(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重罰新台幣57億元

的事件，此事件嚴重影響當事企業的財務績

效與優質的企業形象。



— 105 —

企業在注重獲利與經營績效的同時，不

應輕忽法令遵循所隱藏的重大風險，企業欲

降低法令遵循風險，建議應從建立良好且有

效的內部控制做起，可參照2013年COSO所

制定的內部控制框架之三大目標：

(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二)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

符合相關規範

(三)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所謂法令規章之遵循，應考量以下四大

面向：

1.建立內控制度與法令遵循制度及規

範，盤點企業所在國家、地區適用之法令，

並進行全面性風險評估。

2.建立獨立、專任的法令遵循部門，落

實有效訓練，確保法遵人員具備應有法遵知

識及資格。

3.檢視反舞弊機制，並確保其功能是否

有效達到相關法遵業務需求。

4.設立法令遵循之監督機制，針對法令

遵循進行獨立審查與報告。

回顧這幾年台灣企業違反法令遵循而被

國內外主管機關裁罰的事件層出不窮，對於

已在海外發展或有意擴張國際業務的企業，

更應強化對當地法令遵循之敏感度與風險管

理。法令遵循為公司治理重要的一環，然

而，法令遵循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是否能

有效達到內控三大目標，有賴於董事會及高

階管理者的支持程度；建立完善的法令遵循

體系是一項艱難的挑戰，但有效管理企業法

令遵循的風險，才能兼顧獲利績效及企業形

象。

供應鏈風險

依 據 美 國 生 產 及 存 貨 管 理 協 會

(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 APICS)之定義，供應鏈係

指：從採購製造所需的未經加工產品及物

料、一直到將成品送達終端消費者手中這一

連串介於交易夥伴(包括原料供應商、製造

商、批發商、零售商等)之間所有商業活動

(包括物料流、資訊流、金流等)的過程。

目前歐洲諸多企業正在思考如何從產品

設計開始，提出新產品的構思、生產製程與

循環周期，不再是為了推出更新一代的產

品，刺激欲望，吸引購買，而是設計如何讓

生產元素能夠循環再利用，就如同大自然的

春夏秋冬周期，循環不息。

因此，在供應鏈風險管理中，必須考慮

到供應鏈中各個環節的環境與社會責任問

題，如人權、勞動實務與尊嚴、產品責任、

能源消耗、生物多樣性、溫室氣體排放、廢

棄與回收等，須將企業內部及外部各供應鏈

企業之間的流程視為一個整體運作的價值創

造過程，如同於企業組織之上的一個供應鏈

虛擬集團。供應鏈風險的管理必須從供應鏈

虛擬集團的角度自產品設計、物料採購、產

品製造、產品銷售，以及回收再利用的全部

過程，都要求做到整體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

效益的最適化，讓消費者使用產品的同時，

也能盡一份社會責任，這正是永續發展的本

質；其特色不但可將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融

入企業的經營方向，以創新的方法降低整體

供應鏈成本，既可使上下游廠商有利可圖，

又協助企業內部形成良好的企業社會意識，

並可與消費者共同承擔環境保護與社會責

任，製造三贏的局面，以友善地球的模式善

用有限的地球資源，發揮最佳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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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落實供應鏈管理，企業不僅要關心

企業內部的管理，同時更要關注整體供應商

的管理，與供應商共同攜手承擔環境及社會

責任，可從下列四個面向著手：

訂定綠色採購制度和標準：有助於促進

供應商積極研發和應用綠色技術、採用環保

節能工藝、創造安全的職業場所，進而提升

供應商環境意識、改善環境行為、提高環境

管理水準，並在生產過程中履行社會責任。 

建立供應商評鑑機制：供應商供貨必須

提出檢測報告，以確保供應商提供可重複利

用、再回收、節約資源、不危害人體健康的

綠色產品，同時要求供應商的原材料、製造

工藝、運輸流通等環節，必須符合綠色設計

原則。

供應商的員工與社區責任：要求供應商

簽署社會責任承諾書，供應商的生產與經營

活動除了產品與環保責任之外，還要考慮社

會責任，例如提供安全的勞動場所、採取措

施降低工作環境對員工健康的不良影響、關

注員工職能訓練與生涯發展、降低員工流失

率、人性化管理與社區共融等。

供應商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貢獻度：負

責任的供應商管理可以展現企業社會責任意

識的差異化策略，有助於企業樹立良好形象

並獲取競爭優勢，例如蘋果對供應鏈管理的

重視，就讓企業社為責任投入與成效成為許

多蘋果供應商的年度重點工作；Walmart要
求其供應商必須揭露社會責任的相關內容、

NIKE要求其供應商成立CSR部門，回應利

害關係人關注的勞動議題。

資本市場風險

資本市場是企業籌資的重要來源，然而

信用評等機構在評比企業績效之時，早已不

再單純從財務績效來評分，更會從公司治理

的品質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貢獻來進行等級評

鑑。從美國安隆案、世界通訊案、雷曼兄弟

案，一直到台灣最近沸沸揚揚的樂陞收購騙

局，無一不顯示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對

於資本市場風險的重大衝擊，以及如何造

成社會和經濟上的動盪。近年來，地球暖

化造成的氣候異常及先進國家對勞工政策、

社區事務、利益關係人的重視，使得愈來愈

多國家的金融機構投入「社會責任型投資」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的
創立與推廣，成為世界性潮流，更牽動全球

21兆美元資金的投入，已成為投資抉擇的

關鍵要素之一，同時考慮到企業對投資者的

財務期待以及對環境、社會的衝擊，促使企

業重視與改善環境、社會和治理等永續議

題。

為了社會責任型投資的投資者、基金

經理人與政府機構在投資組合上有所參

考依據，美國道瓊(Dow Jones)與瑞士蘇

黎士永續資產管理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SAM)早在1999年便合作推出 
DJSI指數，是第一個追蹤全球企業的社會

責任指數，到了2001年，倫敦證交所與金

融時報共同創立了FTSE指數，國際大型指

數相繼成立有關SRI的指數。為因應國際投

資趨勢，台灣資本市場近年來也積極響應社

會責任型投資，台灣證券交易所百分之百投

資子公司台灣指數公司於2016年7月份與富

邦投信正式簽約授權公司治理100指數，引

導資金投入，鼓勵企業重視公司治理，未來



— 107 —

更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一檔針對公司治理議題

所發行的ETF，可看出社會責任型投資是方

興未艾的趨勢與潮流。截至2016年6月底為

止，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之半年度績效表

現為8.15％，超越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之半年

度績效5.82％。永續攸關指數之成分股的財

務指標，如平均每股純益(EPS)、平均股價

淨值比及ROE等皆高於大盤平均表現，顯

示投資於公司治理程度較高、較關注永續發

展的公司不僅能鼓勵企業落實社會責任，投

資人也能從中獲得良好的報酬，在投資股票

市場或基金市場的同時，又能促使企業實行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是社會責任型基

金成立的目的，也使得企業的永續績效以及

財務績效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此外，從台灣最熟悉的道瓊永續指數

(DJSI)於2016年9月分公布的成分股來看，

台灣總共入選18家企業，相較前一年13家
企業，大幅成長五家；扣除群創光電未主動

回覆外，今年度新增日月光半導體、中華航

空、中信金控、第一金控、富邦金控、遠傳

電信，顯示台灣企業對永續發展的關注與推

動且成果顯著。

站在企業經營的角度，實行企業社會責

任不但可以幫助企業永續發展，得到社會大

眾的信任，贏得企業名譽，還可以得到道德

投資的資金支持，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成

為企業界的典範。社會責任投資不只可以達

到投資者在財務上的報酬，也可以達到投資

者對社會和環境、善盡世界公民的義務和責

任，達到社會需求。另外，社會責任型的投

資者也尋求未落後發展國家提供建立生活改

善與增加財富的機會，將資金運用在建立更

友善且永續發展的世界。

勞動市場風險

從前些日子眾所矚目的華航罷工事件，

到現在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法爭議，在在顯

示出勞動市場結構的轉化、勞工意識的抬

頭、工作型態的多樣分工，使得企業經營面

對日益嚴峻的勞動市場條件與風險；而教

育、生活水準的提升、世代社會勞動觀念的

轉變，更讓企業必須面對許多過去不曾有過

的挑戰，如青年高學歷高失業、產學落差嚴

重、工時過長、薪資長期停滯、非典型失業

增加、高階人才流失等。

此外，由於台灣逐漸脫離人口紅利期，

高齡少子化速度更為全球最嚴重國家之一，

未來工作勞動人口的減少，更將使得勞動市

場風險成為企業不得不面對的險峻考驗。歐

盟定義2020年勞動面向發展策略為「包容

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其實質內涵

為「營造高就業的經濟環境，發揮濟弱扶傾

的精神，消除社會歧視與族群對立」，亦可

為勞動市場之風險管理的借鏡。

員工信任與認同

在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新企業競爭環

境下，企業成功不再是僅依靠傳統有形資

產，智慧資本之重要性逐漸凌駕於傳統實體

生產要素之上，員工則是企業最重要的智慧

資本資產，企業面對產業競爭的劇烈變遷，

需要吸引優秀人才、提升生產力、激發創新

力的應用，並不斷地組織改革和競爭力升

級；員工和僱主間維持良好的勞僱關係，才

能共同為企業的永續目標努力，企業應視員

工為企業的一家人，優化下列勞工權益之議

題：

●專業技能訓練

●職涯諮詢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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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晉升

●平等對待與不歧視

●勞工申訴機制

●工會組織與集體協商

●退休機制

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員工對企業

信任與認同程度愈高，員工與企業共同面對

環境變革的態度亦會趨於正面，產生積極支

持的態度。然而，全球化經濟發展腳步愈加

快速，採購、生產、銷售早已跨越國界的限

制，企業不斷尋求低廉之原物料及勞動成

本，降低產品價格以提升在國際市場之競爭

力，導致勞動權益日趨惡化，血汗工廠及侵

犯勞動人權之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因此，企

業如何遵循勞動基準，激發員工熱情及增進

企業效能，讓為數漸多之新世代員工，願意

奉獻己力，融入企業，認同企業，進而建立

老幹新枝交融的經營團隊，以及勞工權益的

保障，是現代企業必須關注的重要企業社會

責任與風險管理之重要議題。

為回應上述轉變與挑戰，以及維持企業

品牌價值與形象，部分企業已開始從風險管

理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規劃內部的勞動

條件、工作規則與相關政策，有效改進與落

實勞動條件，提高勞工參與程度，減少因未

能妥善管理勞動問題所帶來的不必要的損失

與經營風險。

勞動檢查

在考量勞動市場風險的同時，不能不忽

視勞動檢查的潮流。勞動檢查最近幾年來逐

漸形成一種國際性趨勢，一方面由於血汗工

廠的事件，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以及

消費者和跨國企業的自我覺醒；一方面由於

中國大陸這一全世界最大製造工廠與東南亞

廠商的興起，造成歐美國家傳統產業相繼萎

縮，失業率節節上升，國際勞工團體發現中

國與東南亞廠商多是藉由惡劣的勞動環境、

生產條件，超時工作以及低廉的薪資來達到

降低生產成本而取得競爭優勢。故而這些勞

工組織開始組織遊說團體要求其各國政府使

他們的企業必須接受國際勞動檢查來改善其

勞動條件，台灣企業在全球化的供應鏈角色

吃重，亦不得不面對來自國際大廠的勞動標

準要求。

目前台灣企業開始響應國際趨勢而積極

取得社會責任標準SA8000認證，聚焦於勞

動權益的公司社會責任，從九大方面揭露透

明、可衡量、可鑒定的社會責任內容與審核

標準：

1.童工

2.強制勞動

3.健康與安全

4.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權力

5.歧視

6.懲罰性措施

7.工作時間

8.薪資

9.管理制度

在台灣實務更是著重對員工的鼓勵與關

懷、工作時數合理且符合薪資條件與法規、

協助員工發展生涯規劃與遠景、未有不尋常

加班、調班、減薪或故意增加工作量，以達

解僱或離職之目的。勞動檢查的積極用意是

讓員工感受自己所處的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

任之實施具有積極態度，不但能夠改善員工

對企業之看法、提升員工滿意度、增加向心

力，亦能提升企業形象與競爭力，為企業帶

來更多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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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意識風險 
消費者與顧客是企業的衣食父母，在消

費者導向市場的年代與社群媒體林立的經營

環境，企業必須聆聽消費者聲音，以誠信經

營的態度服務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權益，提

供良好的品質讓消費者滿意，進而贏得消費

者對公司的忠誠度，這不僅是社會責任的表

現，更是經營成功企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日益抬

頭，如對誠信經營、產品責任、節能環保、

勞動權益與食品安全等議題的關注，加上社

群網絡發達、資訊流通無國界零時差，消費

者群力不容忽視，若企業未能及時且有效回

應消費者期許，消費者消極抵制公司產品或

服務，將可能造成嚴重傷害。企業落實對消

費者關注議題的回應之建議考量重點，如

下：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使用天然的原物

料，針對原物料進行檢驗

●環境友善產品或服務：減少產品或服

務的能源消耗，揭露碳足跡

●產品及服務標示：揭示產品生產或服

務提供，以及交易過程中的資訊

●顧客滿意度：定期調查顧客滿意度，

並對顧客抱怨或客訴有善意的回應

●市場行銷廣告：不欺騙或誤導社會大

眾，並遵守相關法律規定與自我要求

●顧客隱私權：不可侵犯顧客隱私權，

更不能遺失或洩露顧客資料

●消費者保護：遵守保護消費者的相關

法律及規定

晚近研究發現驅使消費者選擇廠商與購

買商品的主要因素是對品牌的信任、使用天

然的原物料和商品有益健康的產品與服務，

而過去企業的主要經營策略卻經常是價格促

銷，甚至減低利潤、薄利多銷，低價策略並

不能吸引長期的忠誠消費者，長期而忠誠的

消費者甚至願意花多一點的錢，支持對社會

或環境有正面影響的公司及其產品或服務，

如今開發與販售提升對社會和環境有益處的

永續產品，才能真正贏得消費者的青睞與支

持，贏取商機。

除了回應消費者意識風險之外，企業更

可進階關注與回應「永續消費」的議題，協

助消費者滿足基本需求及追求較好生活品質

的過程中，減少自然資源、有毒物質之使用

以及廢棄物及汙染物質的排放，考量如何使

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所使用可回收及不可

回收資源被更有效率的使用，降低產品每單

位功能耗用的物質及能源強度，以避免造成

環境負面影響，而直接或間接危及現在和未

來世代消費者的生命、健康與財產之安全。

外部商業夥伴風險

回顧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態勢，許多

商業領袖、投資者與消費者都對企業提出建

言與建議，敦使企業在為股東追求最大利潤

之時，同時必須關注對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責

任。

伴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意識逐漸被重視，

讓成功企業被重新定義，擺脫以往用獲利、

績效來定義成功企業，對員工、消費者、供

應商、社區、環保組織等利害關係人間的關

係也成為成功企業的重要識別指標，企業若

能尊重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並維繫良好的互

動關係，獲得更多的信任與支持，建立彼此

間深厚情誼，成為值得尊敬的成功企業，一

旦企業面臨突發危機或環境變化的風險，各

利害關係人自然能以生命共榮體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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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扶持與協助，共度難關、開創新局；若

企業把獲利當作主要經營目標，最終將因欠

缺對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支持，無法開拓新

的機會與市場，最後逐漸被社會所淘汰，黯

然退場。

結語

過去企業經營以營利為中心，已逐步轉

變以社會責任為中心，追求以及企業社會責

任與利潤的平衡，消費者也同時是在找尋能

夠滿足其深切需求並能使世界更美好的優良

企業。企業策略制定應同時考量經濟、社會

和環境的社會責任，輕忽企業社會責任的影

響與重要性，可能為企業經營及永續發展帶

來危機與風險；故追求企業利潤之時，應與

社會責任並重，才能獲得持續的企業競爭

力。

最後，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之言：「企業家的雄心

壯志，必須建立在良知之上，惟有誠信經

營，對內建立企業優良文化加強內部控制的

投資，對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人

建立共利共榮的價值，才能達成企業營運之

最終目的。」期許所有企業能從風險管理的

角度重新構思企業社會責任的定位與永續價

值，在提升企業競爭力之外，同時追求與社

會長期一致的永續目標，留給台灣與下一代

更健康、美好的環境與希望。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111 —

企業社會責任與綠能推動

一、綠能推動背景與說明

何謂綠色能源

綠色能源(green energy)又稱為潔淨

能源(clean energy)，是指在生產與消費

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低汙染或無汙染

的能源。此外，依據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定義，

綠色能源屬於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的一環，因此具有「從持續不斷地補充的自

然過程中得到的能量來源」的特性。綠色

能源包含太陽能(solar energy)、風能(wind 
energy)、水力(hydropower)、地熱能

(geothermal energy)、生質能(biomass)，

以及沼氣(biogas)等。

綠色能源發展驅動力

為求環境永續：邁向低碳，降低能源

使用對環境的衝擊

近年來，為因應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

遷警訊，全球均致力發展節能減碳。傳統的

化石能源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並造成空氣汙

染，而綠色能源則具有排放少量或零排放溫

室氣體的特性，因此政府與企業紛紛轉往使

用及投資綠色能源，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及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圖1　美國環境保護署所定義的能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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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轉型需求：化石能源的應用限制

使得高昂電價指日可待

化石燃料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

源，但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壓力，化

石燃料的應用限制將不可避免，而電價勢必

也將易漲難跌。「自然氣候變遷」(Nature 
Climate Change)的研究報告指出，讓每個

人都享有能源的花費目前約在300至400億
美元之間，而2030年則會上升到3,000億美

元。然而，當化石燃料價格不斷上漲的同

時，綠能產業卻因技術創新，效率有效提

升，進而促使綠色能源成本下降，與化石燃

料價格的走向逐步邁入交錯期，如過去七年

中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價格跌幅達80%、陸上

風力發電成本節省25%，而海上風力發電亦

有成本價格下修的跡象。由此可見，在高度

仰賴能源的世代，綠色能源將是因應化石燃

料應用限制的絕佳解方。

帶動新型態經濟發展：綠能產業帶動

在地經濟，提高就業機會

綠色能源不僅有助保護環境，也能帶動

全球經濟和社會效益的轉型。投資綠色能

源，對於本身未具有豐沛化石能源的國家而

言，可減少國家對化石燃料進口的依賴，提

高其能源的自主性，降低國家安全之風險。

同時透過綠色能源技術、市場的導入，可帶

動國家經濟，創造本地就業機會，更甚而造

就人才、技術、設備等外銷機會，賺取國

家外匯。根據「21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

(REN21)的估計，綠色能源的推動將會為

全球帶來7,700萬直接與間接的工作機會。

綠色能源發展核心

未來綠色能源發展的關鍵：資金

全球經濟現今面臨一個關鍵抉擇，綠色

金融會是金融界的後起之秀，而綠能產業

儼然成為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世界各國

無不積極布局此領域，且隨著節能減碳技

術的推廣利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預估至2050年，全球每年將投入1.3兆美元

資金用於開發綠色能源。而彭博新能源財

經(BNEF)發布的2015年新能源展望報告

(New Energy Outlook 2015)也指出，2040
年預計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成本將因技術

提升及財務改善下降32%及48%。在此情況

下，依照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至2050
年包含碳交易之綠能產業將衍生4,500兆美

元市場，綠能產業將帶動龐大商機，逐漸成

為21世紀全球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不可

或缺的關鍵項目。

從上述趨勢來看，推動綠能產業發展資

金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故如何引入公部門與

私部門的資金共同發展綠色能源，將是未來

重要的著力點。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配合政府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協助綠能產業

取得融資，具體措施涵蓋：鼓勵銀行對綠能

科技產業提供融資服務；鼓勵金融機構積極

配合辦理節能減碳或綠能產業之政策性貸

款，或是輔佐企業發行綠色債券，投入更

多資金於綠色能源上；或引導保險業資金於

投資綠能產業公共建設等，將有助於綠能產

業發展。目前對於綠色能源發展頗具企圖心

之國家，無不積極導入及推動相關政策，讓

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資金向綠能匯集，如中國

人民銀行和國家發改委分別於2015年12月
及2016年1月發布綠色債券相關政策文件及

配套文件，其中提及其綠色債券主要用於節

能、汙染防治、節約資源與循環利用、潔淨

交通、潔淨(綠色)能源、生態保護與氣候調

適等專案項目，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更不諱言表示「未來五年內，中國每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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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領域的投資將達6,000億美元，而在強

大的債券市場及融資需求的環境下，預期

2020年中國綠色債券的年均規模可達人民

幣3,000億元」，在在展現中國在綠能發展

的雄心與投資。

左右綠色能源發展:國家與產業政策

為此，不難發現綠色能源發展將成為各

國角力的新戰場，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

發中國家，無不磨拳擦掌，蓄勢待發，甚至

許多國家開始訂定綠色能源相關國家政策以

支持自身綠色能源發展，如美國的「全方

位(All of the Above)」能源政策中，提到

2030年達到溫室氣體累積減量30億公噸的

目標、南韓的「第二期國家能源基本規劃」

(Basic National Energy Plan, 2008~2030)
設定2030年再生能源占初級能源11%之目

標、歐盟提出的「2030年氣候和能源政策

綱領」綠皮書，設定2030年前將再生能源

在整體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7%等等。綜觀

國際之發展，各國皆將綠色能源納入其國家

未來發展政策中，以達成國家減量承諾與目

標。

二、企業如何推動綠色能源

(一)企業面對綠色能源發展之態度

企業從消極被動轉為主動積極

各國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領袖於

2015年9月之聯合國高峰會中，共同許下要

在2030年前，達到消弭極端貧窮、對抗不

平等、處理氣候變遷等17項全球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

稱SDGs)。其中的第七項目標則為「確保

人們可取得負擔得起及永續的能源(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能源議題對

於企業而言，依舊為這世代與下世代重要的

議題。

同年11月於巴黎所舉行的第21屆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21)
中，全球65個國家共450個企業的CEO，已

承諾攜手推展相關氣候行動，以達到將全球

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的2℃
以下之共同目標，相關的氣候行動也包含發

展、使用綠色能源的低碳經營模式。以上種

種跡象，不難發現綠色能源的重視與承諾不

僅僅是國家層級的事了，企業也開始主動積

極參與，密切關注綠色能源的發展相關議

題。

從倡議到承諾再到具體作為

解析巴黎氣候協定前後，出現眾多企業

聯盟、倡議的大力推廣，指標型企業更在其

最新出版之社會責任報告書及其他形式之非

財務資訊揭露中，強化綠色能源相關資訊

揭露的廣度與深度，且自國際評比如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DJSI)及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的問卷及訴求中，

可發現企業針對開發綠色能源及擴大綠能應

用的綜效已經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緩。

然而，不論是WE MEAN BUSINESS、
RE100、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
亦或是Portfolio Decarbonization Coalition 
(PDC)等企業聯盟、倡議，都在其議題中

提出100%再生能源採購的目標。採用100%
再生能源不僅使企業降低因傳統化石燃料

價格波動所受之衝擊，也加速達到大部分

國家所追隨的溫室氣體減量達標的時程。

RE100，一個在2014年紐約市氣候變遷週

所誕生的倡議組織，目的在推廣企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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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使用再生能源的同時，迅速地提升全

世界對綠能的需求。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81間企業加入RE100，從金融業、再保險

業、科技業、電信業到食品業，都在承諾未

來將100%使用再生能源的行列當中。全面

地使用綠能，除了是企業在履行其社會責任

時重要的一環外，讓低碳社會加速到來，甚

至列入投資人投資時的評估標準、企業選擇

其供應鏈廠商的標準中，都會是日趨重要的

作為。

(二) 以綠能推動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之案

例

我國行政院於2014年核定「綠色能源

產業躍升計畫」，確立我國將集中資源在推

動太陽光電、LED照明光電、風力發電、

能源資通訊等四項主軸產業，利用資通訊、

半導體、機電及材料等產業基礎，強化既有

競爭優勢，以提升我國綠能產業整體價值。

這些產業要如何去提升他們發展綠能的能

量，而除上述政府核定的產業之外，其他產

業或企業，又該如何在綠色能源發展上找到

有利成長的空間，係目前國內企業面臨的問

題。現透過國際相關企業推動綠能發展以實

踐其企業社會責任之經驗，提出五大解方如

下：

(1)找出新的商業模式—創新產品

(2)發掘新的商業模式—提供整合型服

務

(3)精進內部管理—內部碳價制度

(4)整合企業營運—綠能建置與認購

(5)善用企業影響力

針對各解方，相關成功案例摘錄如後，

以供國內企業後續將綠能推動納入其企業社

會責任實踐之參酌。

找出新的商業模式―創新產品

創新的產品、服務與商業模式，為刺激

綠能供給、創造綠能需求的最佳方式。德

國電池製造商Sonnen，即透過創新與多角

化的服務，有效推動綠能的發展。Sonnen
透過創新的能源分享平台(energy sharing 
platform)，將裝設太陽能裝置的家庭，以

及其他想使用綠能的消費者連結，讓多餘的

再生能源能在Sonnen提供的儲能裝置下儲

存，並賣給其他消費者使用。透過這樣的平

台，不僅能夠使更多人接觸到更便宜、可負

擔的綠能，家庭用戶也能將剩餘的綠電賣掉

獲得一筆收入，有效增加家戶裝設太陽能板

的意願與需求，也使綠能不再只是集中式的

生產與供應，而是分散到各地的個體進行區

域供給，進一步促進對小規模太陽能裝置的

需求，使整個產業環境能夠往小規模裝置進

行研發與發展。這樣的技術發展對電力供給

不便的偏鄉地區而言，更是能有效取得乾淨

且可負擔的能源的有效方式。

G E  Ve n t u r e公司的執行長認為：

「Sonnen正在協助重塑能源產業」，因

此，GE Venture與其他的投資者也願意以資

金提供者的角色，協助Sonnen帶動綠能需

求的擴展，該平台目前在德國與澳洲已有

1,500個家庭在平台上註冊，預計在2016年
年底於美國與義大利正式啟動該平台服務。

發掘新的商業模式―提供整合型服務

在已開發國家中，家庭擁有太陽能發電

裝置並自給自足，甚至將多餘的電力賣回給

能源公司已不稀奇。德國的電池新創公司

Sonnen Gmbh於歐洲地區推出了一個可媒

合擁有太陽能電池板的人家及欲購買綠能之

消費者的平台。該企業自2015年11月啟用

該平台「Sonnen Community」以來，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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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500自發電戶註冊並加入該平台，其

目標是希望能夠將太陽能自發戶從傳統的能

源供應商獨立出來，清楚揭露能源的成本與

來源，讓綠色能源最終能因價格合理而被普

遍採用。

除了上述跳脫傳統思維的創新媒合平台

以外，也有企業不只是被動地使用綠能或是

發展綠能，而是創造商業模式，並將其納入

企業社會責任中。以美商特斯拉(Tesla)為
例，其不斷在電池容量上下功夫，使搭載最

新技術電池之個人載具能夠在續航力上與使

用化石燃料汽車相匹敵，改善過去綠色能源

被人所詬病的儲能問題。特斯拉更在2016
年年中時，提案收購太陽城(SolarCity)這
家太陽能系統公司，其構想是Tesla的電動

車客戶可透過其與SolarCity的合作，取得

太陽能轉換成的電力來驅動車輛運行；且不

論裝設太陽能系統之客戶或是電動車客戶，

皆能應用到Tesla的儲能電池產品。此項整

合服務，可望讓大眾更輕鬆便捷地生產與運

用綠色能源。

精進內部管理―內部碳價制度

面對巴黎協定後全球碳有價化趨勢，以

及各地區碳交易機制的持續發展，許多國際

級企業開始透過實行內部碳價制度(internal 
carbon pricing)主動承擔企業的低碳責任，

並透過收取內部碳費來形成支持綠能發展的

投資資金。

根據CDP於2016年9月發布的內部碳

價調查報告(Embedding a carbon price into 
business strategy)，目前已有1,200家以上

的企業向CDP揭露其內部碳價規劃，約為

所有回覆CDP問卷企業的23%，而其中517
家已訂定內部碳價，作為企業因應碳有價化

趨勢的管理方式。此制度不僅能獲得內部綠

能推動與發展的投資資金，也能讓企業各部

門的員工更深切地了解「碳的價格」，進一

步促進員工行為改變及增加低碳創新動力，

將支持乾淨能源的理念落實有效傳遞到每個

員工身上。

瑞士醫療產業公司Novartis認為，其

醫療用品製造設施的碳排放將帶來成本上

升的風險，因此不但制定絕對減量目標－

在2030年相對於2010年要減少50%範疇一

(scope 1)與範疇二(scope 2)的碳排放－

 也在2015年實施內部碳價制度作為達成其

減量目標的方針。Novartis依照世界銀行

(World Bank)對氣候變遷成本的估計，訂

定他們的內部碳價(100 USD/tCO2)，使

Novartis在營運的過程中，能以此價格針對

自身以及供應鏈的碳足跡進行量化估計，並

讓組織內部員工能以此將環境衝擊量化後的

數字，做為專案設計與篩選的重要決策依

據，也使得綠能使用與碳排放減量同時成為

重要考量，將低碳責任塑造成組織的企業文

化，同時也能透過大量的綠能需求，有效帶

動綠能產業的發展。

微軟(Microsoft)也透過實施內部碳價

制度，先設定每年要達成的減碳目標，並

依該目標訂定碳費基金投資策略(carbon fee 
fund investment strategy)，把達成目標所需

進行的綠電認購數量、碳中和專案以及再生

能源投資的加總成本進行預估，除以公司預

估的總碳排放量，即為公司的內部碳價。

Microsoft以這樣的價格，向公司各部門收

取其碳排放的費用，成為Microsoft用以投

資綠能專案與能源效率提升專案的基金，不

但能使公司各部門均成為綠能推動的一份

子，提升其責任感，也使各部門員工能從部



— 116 —

門損益表中了解所支付的碳價，進一步改善

自身的用電行為，真正將落實低碳的觀念與

責任傳遞到每位員工身上。

整合企業營運―綠能建置與認購

除管理制度外，企業也能從營運面著

手，以承擔社會責任的角度進行綠能推動。

宏碁(Acer)在全球不同據點，施行不同的

綠能推動措施，如Acer America使用100%
來自於太陽能、風力等再生能源的綠色電

力，以購買綠電的方式支持再生能源發展，

而Acer台灣則以建置再生能源發電機組(如

太陽能面板)的方式，創造對綠能生產設施

的需求，加深投資市場對綠能需求端的信

心，進一步帶動綠能產業供給端的發展。台

灣大哥大也結合電信基礎建設的發展與綠能

推動的責任，透過購買綠色電力(認購100
萬度綠電)，建構太陽能基地台(規劃興建

8站綠能基地台)的營運模式，支持綠能發

展。

善用企業影響力

企業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提升大眾對綠

能議題的關注並鼓勵其供應鏈共襄盛舉，為

促進綠能推廣效益的做法之一。如台灣大哥

大2015年啟動的「你買手機我捐1元，一塊

推動綠能源」活動，邀請手機品牌廠商和消

費者一同參與，每售出一隻參與活動的廠商

品牌手機，該品牌廠商即會捐出1元，由台

灣大哥大統籌用於綠電認購，2015年台灣

大哥大已順利認購100萬度綠電。雖然1元
看似不多，本活動激發合作廠商的參與興趣

和使命感，並讓民眾了解齊聚心力即能在認

購綠電上出力，才是此專案的目的。

另一個企業能發揮品牌效益及影響力，

進而帶動趨勢和需求的方式即為公開承諾將

使用一定比例的綠能。目前國際上有許多相

關的倡議，如由We Mean Business(一個由

眾多組織和認同低碳經濟的企業與投資人成

立的聯盟，此平台希望能聚集及放大業界

的聲音、促進大膽的氣候行動及推動妥適

的政策框架)提出的14個行動中，其中之一

即是承諾100%使用再生能源，加入RE100
倡議。截至2016年10月已有81家企業做出

使用100%再生能源的承諾，並成為RE100
會員。這些企業包括Apple、Bloomberg、
BMW Group、Coca-Cola、Facebook、
Google、H&M、HP、IKEA、Nestlé、
Nike、Philips、P&G、Starbucks、UBS和
Unilever等。RE100的會員享有技術指引和

其他資源，協助他們達到100%使用綠能的

目標。

而美國白宮推動的American Business 
Act on Climate Pledge則讓企業聲援積極的

氣候行動，並承諾自身力行。目前已有154
個企業簽署，而自身力行的項目其中之一便

是認購使用100%綠能，簽署的企業則包括

Acer America、Apple、Goldman Sachs、
Google、Microsoft等。

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承諾使用綠能為第

一步，但在邁向下一步的實踐時則遇到難

題，包括無法以穩定的價格購買綠電、無法

確認綠電的來源、無法購買足夠的綠電等各

種面向的問題。為解決前述問題，WWF、
WRI、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和BSR
等四個非營利組織與55個企業成立「綠

能買方聯盟」(Renewable Energy Buyers 
Alliance, REBA)，其中WWF和WRI主導

的子計畫為廣邀企業參與，一同制訂「綠

能買方原則」(The Corporate Renewable 
Energy Buyers’ Principles)。2014啟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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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時有12個參與企業，而截至2016年9
月，已有62家企業參與，共代表著2020年
約450億度綠電的需求。這些企業透過他們

擬訂的「綠能買方原則」、相關論壇及議合

活動等，向電力業者和相關政府單位說明及

溝通他們的需求，進而協助美國能源及電力

系統的轉型，確保綠能市場的實質性。

如上述，活化綠能市場、提升綠能供給

與使用量雖需要企業認同及買單，但更需要

根本改革與大環境的營造，而這種程度的改

變往往仰賴政府的政策及規範。故對於有心

推動綠能的企業來說，如何參與或影響相關

政策及規範制訂可謂關鍵課題之一。

除美國的「綠能買方原則」的案例外，

英國亦有類似的例子。英國的能源公會UK 
Energy代表超過90個電力及能源供應公

司，為超過2,600萬住戶及所有商業戶供給

電力，長久以來一直為英國的電力及能源

供應業發聲。一直到2016年2月以前，UK 
Energy的形象均為思想保守的化石能源擁

護者，但其在2016年2月出版一份由KPMG
協助，意在向政府傳達英國能源產業聲音

的報告書“Pathways for the GB Electricity 
Sector to 2030”中，描述了其對於關閉燃

煤電廠及發展再生能源的支持。UK Energy
的執行長亦表示英國應參考德國的做法，規

劃出綠能占比大幅提高的發展藍圖。而針對

60個地方政府要求透過降低碳稅率，好避

免燃煤電廠提早除役以確保電力供給充沛，

UK Energy的執行長則破天荒地表示英國需

要的是低碳的解方。

“Pathways for the GB Electricity 
Sector to 2030”中說明希望法規能更支持

儲能發展的專案，好解決風力和太陽能間歇

性發電形態帶來的阻礙。更關鍵的是，UK 
Energy希望政府能展現更明確的政策立場

及長期規劃，如公布至2025年的補助及稅

務框架，好讓能源業者能更好地因應。如在

英國確定脫歐後，UK Energy於官網說明，

他們代表的能源業者們已準備好投入預計需

數十億英鎊的電力系統低碳轉型作業，現在

欠缺的只是政府明確的政策框架而已。

前述「綠能買方原則」和UK Energy的
案例，一個代表需求面的綠能使用企業，一

個代表供給面的綠能供給產業，雙方均聚集

力量及影響力，向政府表達他們的意願及訴

求，希望促成更適合綠能發展的大環境，實

為綠能供需端共同協助綠能推動的有力典

範。

三、結語

從巴黎協定的影響來看，綠色能源發展

亦是刻不容緩，除政府要開始積極完善其相

關政策、配套措施外，公、私部門的資金也

將陸續朝綠色能源發展靠攏。企業除應積極

探索其因應綠能發展的商機規模外，如何透

過推動綠能發展以實踐其企業社會責任，更

是值得仔細思索。

在此建議企業可以先行盤點企業核心項

目與綠色能源推動發展的關聯性，進而鑑別

可自企業內部著手的方向，如納入碳管理或

是內部碳價制度、產品與服務的創新與研

發。此外，也可透過外部合作或連結的方

式，如發揮企業影響力與上下游供應鏈或客

戶攜手合作相關專案與倡議，串聯起整個企

業價值鏈的效益，創造綠能開發應用的最大

價值。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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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與勞動保障

在現今社會，「企業社會責任」不再是

一個陌生的名詞或口號，其所代表的是「企

業為求得經濟永續發展，共同與員工、家

庭、社區與地方、社會營造高品質生活的承

諾」(註1)；而回首企業組織發展的來時路，

無論是大型企業壟斷使市場失去自由貿易及

公平競爭的樣態、迅速的工業發展導致自然

生態環境破壞、追求高利潤而壓榨開發中國

家勞工之血汗工廠、抑或是專業經理人為追

求短期利潤而導致公司嚴重虧損之舞弊案，

在在都為公司治理的發展寫下一頁頁演變進

化的篇章。而要求企業與利害關係人共生共

利的「企業社會責任」也應運而生，期望企

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能站在不同

利害關係人的角度思考，而將對其造成的傷

害與負面影響最小化。在過去，企業責任限

縮於財務責任的面向，以確保公司獲利為主

要考量；而現在，企業責任除財務責任外，

還擴及到環境、社會、經濟與公司治理等非

財務面向，期望透過企業社會責任之展現，

確保公司長久經營並避免營運風險與危機。

勞動保障相關國際規約

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許多國際性與區

域性的組織分別訂出相關指南與行為準則；

而這些指南與行為準則之制定，無非是希望

藉由標準化的規範，提醒或喚起企業與非企

業組織對於各類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人

權、員工、消費者、環境、誠信經營、競爭

與政府等)的重視，以提升企業價值。

然而，無論是什麼類型、多大規模的企

業，都需要有「人」才能有效經營與順利運

作，正因為如此，現代的企業總是強調「員

工是企業最大的資產，希望藉此重申自身企

業對於員工之重視，進而吸引與留住優秀的

人才。但，勞工卻常常處於弱勢，特別是景

氣衰退或企業獲利下降時，勞工之相關權益

往往最先被犧牲。因此，各個與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之國際規約中，均針對勞工與人權相

關面向提出明確的定義與準則，主要且具代

表性的規約包括：

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
分別針對人權、勞工、環境、及反貪腐

四個領域所提出之十項原則中，在人員與勞

工領域總共含括六項原則(詳見表一)，闡述

對於國際公認人權之尊重，與勞工就業平等

與勞動相關權利之責任。截至2016年，已

有168個國家，超過9,100家企業參與(註2)。

OECD跨國企業指導綱領(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目前共有35個國家政府簽署(註3)，是各

國政府向跨國企業提出之共同建議，為一符

合相關法律規範的自發性商業行為及標準，

其內容在競爭力、財務、稅、人權、勞資以

及產業關係、環境、科學及技術等面向上都

有著墨。就人權而言，強調國家有維護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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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而企業也應在國際公認的人權架構

下，避免有違反人權之行為。而在勞資關

係層面，則架構了幾個方向：(1)尊重員工

組織工會之權利；(2)廢除童工；(3)避免

就業歧視；(4)提供員工團體協商之必要資

訊；(5)在營運上的最大範圍內，僱用當地

員工。而此綱領更要求各會員國須設置聯絡

窗口，來回覆問題及安排討論會議，期望在

政府、企業與勞工間能建立互信關係，達成

經濟開發。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Reporting Guidelines)

由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所制定之，透過定期的

檢視與調整，目前GRI已提出第四代G4指
南，提供有意編撰永續性報告之組織(包含

企業與非企業)，揭露在「環境」、「社

會」、「經濟」三類別在治理方法、績效及

衝擊時之參考依據；並協助組織設定目標、

衡量績效、管理變革以使其營運更加永續。

此份指南除標準揭露事項外，在「環

境」、「社會」與「經濟」三類別項下，均

有明確定義各項管理方針揭露(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 DMA)和指標

(詳見表2)，並提供特定行業別應揭露之內

容。其中，在「社會」類別項下，更細分了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人權」、「社

會」、及「產品責任」四個子類別，強調組

織對營運所在地之社會系統衝擊之重視。

而從「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和「人

權」兩項子類別中，可看出除了對於企業所

表1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於人權與勞工之相關原則

人權
原則1：企業應尊重並維護國際公認的各項人權
原則2：決不參與任何漠視與踐踏人權的行為

勞工

原則3：企業應該維護結社自由，承認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
原則4：消除各種形式的強迫性勞動
原則5：廢除童工制度
原則6：杜絕任何僱用及職業方面的歧視行為

表2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之類別與考量面向
類別 經濟 環境 社會

考量面向 ●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間接經濟衝擊
●採購實務

●原物料
●能源
●水
●生物多樣性
●排放
●廢汙水和廢棄物

●產品及服務
●法規遵循
●交通運輸
●整體情況
●供應商環境評估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子類別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人權 社會

考量面向 ●勞僱關係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教育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女男同酬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投資
●不歧視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童工
●強迫與強制勞動
●保全實務
●原住民權利
●供應商人權評估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當地社區
●反貪腐
●公共政策
●反競爭行為
●法規遵循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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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般性的人權保障與勞動權益外，全球

永續性報告指南更強調了勞資關係、勞動條

件、職業安全與員工發展等面向，同時，除

了企業對自身企業的要求外，對於供應商的

人權與勞動保障議題，也希望企業能同等重

視。

全球蘇利文原則(Sullivan Principles)
而談到反歧視與就業保障就不能不提到

蘇利文原則，在原版蘇利文原則中，提出並

強調反種族隔離與權力不平等的內容；到

了1999年所提出的全球蘇利文原則(詳見表

3)，更強化了對企業應支持人權、訓練弱

勢勞工、協助種族包容及改善勞工生活品質

等目標之推動，期望使企業在經營時，同時

帶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政治正義。

企業社會責任與勞動保障相關
議題關注重點

根據各國際規約中對於勞工與人權之宣

示與闡述，目前企業在針對勞工與人權之面

向思考企業社會責任時，主要的切入點有以

下幾點：

1.尊重結社自由

2.集體協商權利
許多國家之勞動相關法令中，對於三項

勞工權利均予以承認：團結權、團體交涉

權、與團體爭議權。所謂團結權，也稱自由

結社權，指員工自願團結起來，建立或參加

工會等勞工團體的權利；而團體交涉權也就

是一般所說的集體談判權，指員工透過工會

或勞方代表，集體與雇主交涉及談判勞動條

件之權利；團體爭議權則是眾所周知的罷工

權，指和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時，員工有組織

集體行動抗議(包含罷工)而不受雇主懲罰的

權利(註4)。

此三權在歐美先進國家已行之有年，除

了強而有力的產業工會為代表與雇主進行各

類協商外，罷工事件也是時有所聞，包含

近年德國火車司機、幼稚園老師跟郵局人

員的罷工活動，英國地下鐵、鐵路公司、

BBC、及住院醫師集體罷工，南韓鐵道工

會、運輸業、現代汽車罷工，以及最近發生

的納米比亞全國教師大罷工；從這些例子可

以看到國外各行各業的勞工，運用勞動三

權，站出來向雇主爭取其勞動權益。

而台灣，為明確保障勞工權益、提升勞

工地位，使勞工得以積極參與勞動條件之決

表3　全球蘇利文原則九項主要原則
1. 維護全球人權(特別是員工)、社區、團體、商業夥伴。

2.  員工均有平等機會，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年齡、族群及宗教信仰；不可剝削兒童、生理懲罰、凌虐女性、強迫性勞
役及其他形式的虐待事項。

3. 尊重員工結社的意願。
4. 除了基本需求，更提升員工的技術及能力，提高他們的社會及經濟地位。
5. 建立安全且健康的職場，維護人體健康及環境保護，提倡永續發展。
6. 提倡公平交易如尊重智慧財產權、杜絕賄金。
7.  參與政府及社區活動以提升這些社區的生活品質，如透過教育、文化、經濟及社會活動，並給予社會不幸人士訓練及工
作機會。

8. 將原則完全融合到企業各種營運層面。
9. 以透明的方式執行這些原則，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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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促進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善，陸續制定

了「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

爭議處理法」(即一般所稱之勞動三法)，期

望透過集體勞動法之制定，使工會組織、團

體協商及爭議行為保障變成是勞工在法令層

次上回復其對等人格的三大要素。

3.多元就業(反歧視)與機會平等

在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的框架下，企業在

思考就業機會平等時，已非侷限在不得依膚

色、種族、性別、年齡、文化背景及宗教信

仰等因素之差別，影響僱用員工之決策；反

而是立足在此基礎之上，且更強調晉升、薪

酬與職涯發展等機會之平等。

現今許多企業很重視員工性別、種族、

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多元化，期望藉此能容納

更多的觀點、意見與聲音，並在企業中激盪

出不同的火花，增加創新的視野與格局。在

PwC Global每年會舉辦為期一周之「多元

融合周活動，透過各類的活動、演講、討論

或影片宣傳等方法，讓員工去了解多元化的

意義與價值，進而能對於不同於自身的其他

人、事、物能尊重、肯定與包容。在台灣，

就業服務法中要求主管機關針對弱勢勞工之

就業，訂定促進就業計畫；並鼓勵企業能在

僱用勞工時，能給予弱勢勞工更多機會，許

多企業在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勞工之就業比例

上，均有增加。

而在機會平等方面，許多國家與企業也

開始提倡女男同酬及晉升機會平等，因此在

企業的公開資訊中除了會揭露女性的勞動參

與率外，對於揭露男女薪資比例、女性參與

最高治理單位比例等資訊也逐漸成為主流，

許多重量級的國際企業，如英特爾、花旗集

團及微軟公司，董事會中皆有2~3位女性董

事，顯示性別平等議題在國際上受重視之程

度日益增加。

根據PwC 2015年發表的千禧世代人才

調查結果顯示，20到35歲女性離開上一份

工作的前五大原因，分別為缺乏晉升機會、

工作內容缺乏樂趣、工作不具備學習發展機

會、薪酬不具競爭力，以及工作投入與獎酬

回報不對等，由此可見機會不均等，是影響

女性員工去留的重大因素。而也有62%女性

員工，有意願接受外派工作，甚至到中低度

開發國家，顯示女性員工對於工作多元化及

全球移動機會的重視，也是新世代女性員工

對於企業經營者的期待之一。

4.勞動條件優化
勞動條件的定義相當廣，係指雇主提供

給勞工所有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的總和。狹

義的說，許多國家的勞動法令，對於最低工

資與工作時間，都有明確的規範，就是期望

能從立法的角度來保障勞工最基本的勞動條

件。但從近年的勞工抗爭與罷工事件來看，

勞資爭議主要發生的原因還是工資與工時居

多。以基本工資來說，每增加1元，對於雇

主來說都會是固定成本的增加，因此雇主較

不願意為員工加薪；然而，隨著物價調整，

各項生活成本增加，自然增加勞工的財務壓

力，引發勞資爭議；因此，在企業社會責任

之面向上，會期待雇主能給予員工相對合理

的報酬與福利，滿足員工基本的生活權。

此外，目前全球多數國家都遭遇到人口

紅利下降的問題，少子化問題也日趨嚴重，

各國政府無不鼓勵生育，但現在多為雙薪家

庭，父母須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因

此，標竿企業在促進勞工就業的措施上，針

對家庭面，也提出很多友善的作法，包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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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幼兒園、實施彈性工時、周休三日、或私

人管家等，希望能藉由提供完善的福利措

施，減少員工的後顧之憂，讓員工能在工作

時全心投入，創造價值極大化。

5.童工議題
童工在人類發展史上一直存在者，因為

生活需求，兒童們在各類工作場所工作，賺

取微薄的薪資。一般認為，僱用童工剝奪其

童年成長，干預兒童的教育與發展、影響身

心健康、甚至失去性命，因此許多國際組織

都認為此行為是種剝削，世界立法機構都明

文禁止使用童工。

近年，隨著家庭收入的上升，學校的興

起和童工法案的通過，目前童工率已有下

降；但在開發中國家，童工問題依然嚴重。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造成童工問題的主因應

為貧窮與缺乏教育；對於貧困的家庭而言，

童工的收入雖然不高，但或已足夠維持自身

之生存，並影響到家庭；另外，學校距離太

遠、學費太高，或教育品質太差，都可能造

成家長將兒童送去工作而非送去學校受教的

原因。

雖目前多數國際組織均傾向廢除童工，

然而，部分學者認為對於貧困地區而言，禁

止童工的法令反而會剝奪貧窮兒童求生存的

機會，對兒童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例如，

貧困的孩童如缺乏正當獲取工資的管道，可

能使其鋌而走險、作奸犯科，或是從事更惡

劣形式的工作，如賣淫等。因此，在較為貧

困的開發中國家，政府與企業或許可以思考

的是管制或管理代替禁止童工，如：童工年

齡的保障、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工作性質

對身心無害、工作時間的控制，以及保障兒

童受教權益等。

6.員工訓練與發展
隨著科技進步與競爭加劇，企業需要面

對環境快速的變化，必須要有能夠迅速適應

與調整的能力，才不至於被淘汰。此外，即

便是在講求終身僱用的日本，近年來也逐漸

打破終身僱用制；因此，一個好的企業，已

不再是終身僱用員工，而是去思考如何讓員

工培養出能夠被終身僱用的能力。

而企業基於希望員工能與企業共同成

長，提升競爭力，越來越多的企業願意投資

在員工學習與發展上，真正將員工視為是寶

貴的「資產」；除了增加教育訓練時數、教

育訓練預算等一般性的在職教育訓練方針

外，標竿企業對於受訓員工類別(如性別、

階層等)之平等、提升內部招募比例(如轉

調)、強化終止僱用的程序與轉就業輔導等

項目，都是努力的目標。

而許多的教育訓練關係到的是職業安全

與衛生，尤其是具有危險性的產業或工作，

雇主有責任提供員工完善的教育訓練，以避

免員工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甚至釀成嚴重的

工安事件，造成企業及社會的重大損失。

而根據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2016年的評估

結果發現，在最低分的三個項目中，其中

一項便是人力資本發展指標(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顯示許多大企業仍然缺乏

將人力資本投資與企業獲利連結的能力。

7.供應商評估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全然是企業內部

本身體質的改善，供應鏈也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企業應該把社會責任的目標和理念傳達

至供應鏈，並協助供應商一起為實現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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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目標而努力。

因此，目前許多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時，

除了利潤考量外，也會對於供應商進行社會

責任項目之評估，其中包含供應商在勞工權

益、環境保護、人權維護與對供應來源之社

會或區域之影響等，期望藉此能帶動正向循

環，共同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

台灣標竿企業作法：台灣積體
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每年道瓊永續指數從全球邀請分布於

50多個行業、數千家企業參與調查，以經

濟、社會、環境三個面向為準則，評選企

業在策略、管理及不同產業特性等要素，

並以“Best-in-class”(亦即不作跨業比較)

為標準，篩選永續性績效表現最出色的前

10%企業，入選作為道瓊永續指數(DJSI)
的成分股，且每年須持續評選維持前10%
的表現，方能持續成為DJSI成分股。2016
年台灣共有18家企業入選(註5)(詳見表四)，

佔DJSI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之19%，表現

相當亮眼。其中，台積公司連續16年入選

「世界指數(DJSI World)」與「新興市場

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之成分

股，並由2013至2015年連續三年獲得半導

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Semiconductors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Industry)
之「產業群組類別領導者(Industry Group 
Leader(註6))」殊榮。台積公司在道瓊永續

指數評比的各面向中皆獲得出色的成績，

2015年在21個子項目中的「營運環保效

率、產品環境責任、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

發展、人才招募與留任」等十個項目，獲得

該組最高分。

表4　2016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之台灣企業

公司名稱
DJSI
世界指數

DJSI
新興指數

入選次數 Industry Group Leader Industry Leader1

中信金控  * 首度入選

玉山金控  * 連續三年入選

第一金控  * 首度入選

中鼎工程  * 連續二年入選

富邦金控  * 首度入選

國泰金控  * 連續二年入選

中鋼  * 連續五年入選

日月光半導體 * * 首度入選 * *

台積電 * * 連續16年入選

聯電 * * 連續九年入選

宏碁  * 連續三年入選

友達 * * 連續八年入選 *

台達電 * * 連續六年入選

光寶科技  * 連續六年入選

中華電信 * * 連續四年入選

遠傳電信  * 首度入選

台灣大哥大 * 連續四年入選

中華航空  * 首度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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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為全球首創專業積體電路製造

服務的公司。透過獨一無二的尖端製程技術

與卓越品質，台積公司為約470個客戶提供

服務，生產超過8,900種不同產品，被廣泛

地運用在電腦產品、通訊產品與消費性電子

產品等多樣應用領域。成立於民國76年，

台積公司現有超過45,000名員工，全球總部

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於北美、歐洲、日本、

中國大陸、南韓、印度等地均設有子公司或

辦事處。

從2007年開始，台積公司依循廣為全

球企業採用的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行業指引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積極參與各類社會

責任相關獎項評選，展現其對於企業永續經

營之決心。首先，台積公司鑑別出利害關係

人，根據其對公司的影響力與關注領域，彙

整分析其關注的治理、經濟、環境與社會議

題。依據「利害關係人關心度」與「對公司

衝擊度」進行議題重大性評估與分析中，共

鑑別出25個關鍵議題，並定義出影響台積

公司營運的前三大永續發展焦點，依序為:
「堅持高標準的商業道德」、「降低營運對

環境衝擊」與「持續獲利成長」。

2012年，台積公司董事會正式將企業

社會責任納入議程，並責成財務長成立「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整合內部各功能組織，

每季定期開會討論及檢討執行狀況，有系統

且有效地實踐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願景

與使命。

至2015年，台積公司經歷嚴格的審

查，成為全球最大電子行業聯盟「電子行

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 i t ion,  EICC)之會員，嚴守「電子

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EICC Code of 
Conduct)，並要求其供應商共同遵守之。

而台積公司在人權與勞工面向，所採取

的措施包括：

1.人權管理
台積公司堅守誠信正直與承諾的核心價

值，參考並遵循各國際組織對人權之標準擬

定公司「人權政策」草案以保障台積公司及

子公司員工人權；同時，亦遵守「電子行業

公民聯盟」行為準則，促使供應商也能達到

與公司相同的人權標準。

2.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台積公司全球分布於八個國家，橫跨亞

洲、歐洲與美洲。截至2015年，全球約有

45,000名員工，其中41%的員工是女性；從

經營階層來看，女性主管之比率達26.3%，

同時，董事會中也有一席女性成員。而員工

年齡介於16歲至30歲的約占32%，30歲至

50歲的員工則占65%。

台積公司嚴守政府法規及「電子行業公

民聯盟行為準則」，訂定明確的招募政策，

致力保護應徵者個人資訊，並避免就業歧

視，除了在種族、性別、年齡、國籍、宗教

或政治立場等面向的平等待遇外，亦盡力聘

用身心殘障人士，其聘用比率達1.02%，並

拒絕僱用童工。

3.薪酬與福利
台積公司總體薪酬不因性別、宗教、種

族、國籍、黨派之差異而有所不同。在海外

的據點也會依據政府法令、業界實務及人才

市場狀況設計符合當地的薪資制度。於性別

同酬方面，2015年台灣地區女性對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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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人員總體薪酬比例約為1:1.06，專業人

員為1:1.02，而技術人員則為1:0.82。

台積公司的整體薪酬包括本薪、津貼及

員工現金獎金與酬勞，係依據員工的專業知

識技能、工作職掌、績效表現與長期投入，

結合公司營運目標，來決定其整體薪酬。同

時提供許多貼心的員工福利方案，包括多元

及高品質的餐飲服務、高度便利性的生活服

務(如乾洗服務、銀行等駐點服務)、園區設

置幼兒園、完整的保險制度等。

台積公司也致力推動員工工作生活平

衡，除成立各類社團外，每年定期舉辦多項

親子同樂活動，讓員工也能兼顧家庭生活；

公司也舉辦各類藝文活動、藝術展覽、及專

題講座，讓員工培養人文氣息、掌握時事脈

動；而各地區優於法令的假勤制度，也讓員

工能兼顧工作與生活。台積公司也鼓勵員工

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秉持「選定主題、長期

投入」的宗旨，鼓勵員工加入志工服務，

讓員工成為台積公司社會參與一環之重要角

色。

4.員工健康與安全
台積公司為落實環保安全衛生管理，在

全公司與各廠區設有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環保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同時，台積公司堅信做好安全與衛生管理是

照顧員工及其家庭，以及對社區與社會承諾

的應有作為，因此，透過持續改善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達成預防意外事故、促進員工安

全、衛生及保護公司資產的目標。台積公

司所有廠區均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2007)認證，而位於台灣

之所有廠區亦均取得「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TOSHMS)」認證。

台積公司於各廠區設立健康中心，配置

專業健康管理師與特約一般暨職業醫學專科

醫師，提供24小時緊急救護及推動多元健

康照護服務。同時，特別致力於包含長時

間、夜間工作、輪班等作業促發腦血管疾病

之預防、人因性危害評估與管理及母性健康

保護與管理等專案之規劃與執行，並提供多

項身心健康促進資源及舉辦相關活動，除了

保護員工避免工作上的危害，更積極主動照

護員工的健康。

台積公司除完善自身公司之安全衛生事

項，也重視提升供應鏈廠商的安全衛生績

效，期望能減少工安意外與健康危害，逐漸

擴大對國內廣大基層勞工的保障。

5.員工溝通
透過設置多元且開放透明的溝通管道，

包括面對面的溝通會、內聯網與意見調查以

及實體意見信箱與關懷專線等，台積公司希

望促進主管與同仁的對話，了解員工針對職

場及發展想法以增進雙向回饋。公司並不從

事任何妨礙員工結社自由之行為，多年來勞

資關係常保和諧，截至2015年為止，並無

同仁出面組織工會。另外，台積公司定期舉

辦員工滿意度調查，並針對員工意見規劃改

善方針。

6.員工發展
台積公司認為公司成長與員工學習發展

關係密不可分，因此，致力於營造持續且內

容豐富的學習環境，除依個人需求規劃「個

人發展計畫書」外，還提供包含在職訓練、

課堂訓練、線上學習、工作指導、導師制度

及工作輪調等多元的學習管道與發展資源。

公司則提供新進人員、通識性、專業性/職
能別、主管人員、直接人員、及各種依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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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客製化等正式學習課程，2015年訓練

總時數達77萬小時。

此外，為促進知識分享與技術傳承，台

積公司建立完善的內部講師發展系統，協助

培養超過650位內部講師；每年亦舉辦年度

台積師鐸獎活動，肯定內部講師的貢獻。

台積公司連續16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成分股，堪稱為台灣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先

驅與楷模，而2013至2015年連續三年獲得

「產業群組類別」領導者之殊榮來看，不難

了解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視與努力，也因

此帶動國內企業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與

落實。

結語

企業想要永續經營，自然不能獨立於社

會環境以外存在，而是必須從各利害關係人

的角度思考，以滿足期待；而現在各利害關

係人對於企業的要求不僅是要合規，還希望

能夠有更貼近利害關係人需求的作法與措

施；勞工可說是企業營運上最親密的夥伴，

企業應思考如何保障勞工工作權益，以強化

勞資互信關係，讓員工能夠且願意與公司一

起成長，才能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註釋】

1 . Wo r l d  B u s i n e s s  C o u n c i l  f o 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ntinuing commitment by business to 
contrib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workforce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of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at large.

2. United Nation, Global Compact,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最終瀏

覽日：2016年10月19日。

3.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ttp://
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
最終瀏覽日：2016年10月19日。

4. 很多國家的法律在承認罷工權的同

時，會排除特定行業人員(例如公務員、教

師、軍人和部分公眾服務部門)的罷工權，

或者要求其在罷工的時候應至少維持最低服

務水平。

5.  資料來源：永續報告平台網站，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

6. 依據CIGS分成24個「產業群組類

別」，每年僅選出24家領導企業(第1)。

7. 依據CIGS分成59個「產業類別」，

每年僅選出59家領導企業(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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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循環經濟的提出與實踐

「循環經濟是一個再生與更新的產業

系統。藉由重新設計材料、產品以及商業

模式，可以減少廢棄物並更有效率地運用

資源。一般的產品最終成為廢棄物，然而

循環經濟裡的產品是可再生的，它們使用

再生的能源，並避免產生有毒及不可再生

的物質」，這是世界上最具權威性的循環

經濟倡議組織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所提出對循環經濟

之定義，而該基金會同時也提出循環經濟的

模型，將其對循環經濟的定義以圖1解釋。

人們時常將循環經濟回收(recycling)
的概念相提並論，但兩者其實是不能混為

一談的；當原物料被混合進廢物流(waste 
stream)或被汙染而流失掉其價值時，清理

和轉換為可再次使用的產品回收(recycle)
過程本身可能會消耗相當大的能源；然而

圖1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提出之循環經濟模

來源：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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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則強調長久性使用的產品設計概

念，容易維修和再使用、容易拆組，因為資

源多是由環境成本支出獲取的，所以這不

單單是將更多的生命擠進一個固定的資源

中，循環創新者(circular innovator)希望透

過生物材料的發展，有一天能以植物可分解

(compostable plant-based)之原物料(即此原

物料在使用後仍可回歸到生態系統)，取代

以化石燃料為導向(petroleum-derived)的塑

膠原物料。

另一項與傳統經濟模型不同的是，自工

業革命以來全球的商業發展都屬於線性經

濟，線性經濟的意思是我們在使用或消費物

品/服務的過程中，原物料是使用完就丟棄

的；然而如前所述，循環經濟的概念是讓廢

(棄)物轉換為另一項資源，圖2闡述了線性

經濟和循環經濟的差異。

在最理想的循環經濟模型中，所有原物

料是可以被納進生物和工業循環兩個系統

中，用以消除所產生廢棄物的概念。所謂生

物循環指的是使用可分解的原料製成產品，

使其可以回到生物循環中變成養分；而工業

循環指的是產品或原物料把可以再利用的材

質維持同等的品質進行回收，再製成相同價

值或更高價值的新產品。

循環經濟的規模究竟可以有多大?根據

全球知名顧問公司、世界經濟論壇以及艾倫

麥克阿瑟基金會合作分析的報告指出，循

環經濟將在未來五年內創造5億美元的淨收

益、10萬個新工作，並避免1萬噸的材料浪

費；此外還有讓全球每年省下1兆美元材料

成本的潛力。在歐美國家，循環經濟的概念

正在形成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企業聯手轉

變其傳統製造，成為循環經濟的新商業模

式。

一、為什麼走向循環經濟？

在上個世紀的發展中，全球發展有極大

的經濟成長為開發中國家帶來了繁榮，然而

人口持續成長以及市場全球化使得原物料消

耗量不斷增加。根據統計，截至2050年全

球的資源使用量將會是現在的三倍，這將對

現在的社會和環境帶來極大的壓力，這個世

圖2　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和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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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環境挑戰。人類的

足跡已經遠遠超過地球的生物承載性的(bio 
capacity)50%，我們超越了地球對氣候變

遷、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邊界。很快地，我們

也會面臨到全球可用水資源的短缺，土地使

用的改變，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以
及磷循環(phosphorous cycle)的改變。

越來越多企業意識到自身商業行為對環

境帶來的衝擊，也將降低環境衝擊視為一項

責任，他們從企業本身的營運據點和辦公室

開始，延伸到其供應鏈或者甚至更大的範

圍。另一個轉換到循環經濟的動機是「可獲

得的自然資源」，以現在的消耗比例來看，

有些資源已被預估將在20年內用盡，這將

會對多數企業產生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循環經濟將會是一個解決資源匱乏的方

法，假使一個經濟模式不再依靠原物料，不

製造廢棄物並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再生資

源以及高度資源回收。許多研究已顯示循環

經濟將促進經濟成長並能更有效地利用資

源。

循環經濟的三大原則

● 透過有限原物料以及平行再生能源流

量來保育和增強自然資本

當需要資源時，循環系統會智慧性的選

擇再生或有更佳表現的科技或過程。循環經

濟能夠透過鼓勵系統內的營養成分流動，來

創造更好的再生條件並增加自然資本。

● 在技術或生物循環中透過最高效用的

循環產品、組件，和材料來達到優化

產量

循環系統用更緊密的方式來保存能源和

其他價值，這個系統同時會透過延長產品壽

命和優化再利用來最大化連續循環的次數，

以及降低每個循環中花費的時間。在共享的

同時亦提高了產品利用率。

● 透過揭露和設計負面的外部性成本來

提升系統效率

包含了減少對食物、運輸、住所、教

Element Periode of availibitity
Consumption at present rate (years) World consumes at 1/2 rate of USA(years)

Ag silver 29 9
Al aluminium 1,027 510
Au gold 36 45
Cr chronium 143 40
Cu copper 61 38
In indium 13 4
Ni nickel 90 57
Pb lead 42 8
Pt platinum 360 42
Sb antimony 30 13
Sn tin 40 17
Ta tantalum 116 20
U uranium 59 19
Zn zinc 46 34

圖3　14項元素的消耗比例及可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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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健康和娛樂系統的破壞性，並管理土地

利用、空氣、水、噪音汙染以及釋放有毒物

質等外部性。

二、循環經濟的發展

根據熱力學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恆

定律原理，在生產和消耗中所投入的資源不

會被破壞並等同於在環境系統中最後產生的

廢(棄)物。六○年代美國經濟學家Kenneth 
Boulding於1966年提出循環經濟一詞，他

受到當時發射的太空船影響，並以此比喻地

球的經濟發展。他認為太空船是一個孤立隔

絕的系統，必須進行太空船內的資源循環，

例如將呼出的二氧化碳分解為氧氣，以及從

排泄物中分解出營養物再利用。同樣的道

理，地球也是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環境和

經濟具有循環的關係，人類在追求經濟發展

的同時，大量開採自然資源並排放汙染和廢

棄物，當資源耗盡時，要讓地球持續發展就

必須將這些汙染和廢棄物轉換成可再利用的

資源(The Economics of Coming Spaceship 
Earth, 1966)。David W. Pearce和R Kerry. 
Turner(1990)的著作將環境和經濟的模型

Boulding的理論更進一步解釋為自然環境的

同化廢(棄)物的能力，無法回收資源的處理

以及無法再生或可被用盡的資源。這項研究

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經濟與環境共存的平衡。

循環經濟的3R原則分別代表原物料的

回收(recycling)、再使用(reusing)和減量

(reducing)，清楚的解釋了環境和經濟強烈

的連結性。在Pearce和Turner的著作《自然

資源和環境的經濟》(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1990)中概

述了經濟和自然資源間的理論以及他們的關

聯性。作者詳細的說明環境如何同時為投入

者，也是廢棄物的接收者，並提出忽視環境

等同於忽視經濟之觀念。

全球各地急遽的環境惡化情形，推動降

低環境中負面影響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相關政

策快速發展，相當多國家開始制定有關回收

的公約或法律條文。德國是循環經濟的先驅

國家，自1996年起就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

發展政策中；日本也是另一個相當早投入循

環經濟發展的國家，已針對整個國家邁向回

收社會規劃了完整的法律框架。中國也緊接

著積極發展實行大規模循環經濟，與德國和

日本不同的是，中國一開始以許多小規模的

實驗研究確保大規模計畫有良好的基底並有

完整的長期計畫。其他還有許多國家也相繼

在循環經濟上有所發展，例如瑞典也成功的

展開許多鼓勵性質的計畫，並希望透過公民

教育來推動提升資源回收比例，此計畫成功

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和環境學者皆認同

這項推動。歐盟更是在2012年簽署循環經

濟宣言，各國紛紛將循環經濟納入政策規劃

中，其中荷蘭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於

2013年展開循環採購計畫，並與社會各階

級一同探討循環經濟的願景和推廣。

三、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與案例

循環經濟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名詞，然

而促成循環經濟須將循環概念融入在原料取

得、生產製造到消費的過程中。如此消費者

和其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間的關係將徹底的

改變，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和表現將會比所有

權更重要，這樣的改變不僅將讓公司保留產

品的所有權，甚至可能導致生產者的責任義

務延伸到使用者身上。

循環經濟需要新的商業模式，而這些商

業模式是建立在利潤的模型下。國際知名諮

詢顧問公司於是將循環經濟歸納為五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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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

A. 資源循環供應模式(Circular input 
models)
此模式設計為可再生能源、生物基礎或

可完全回收式的原物料投入供應鏈中，以取

代過去單一生命周期式的原物料投入型態。

B. 資源回收再造模式(Waste value 
models)
創 新 的 回 收 模 式 以 及 升 級 再 造

(upcycling)在此模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在被處理的產品或副產品中，回收可利

用資源及能源。也就是說一個產品在生命周

期結束後產生的廢棄物轉化為另一項產品的

資源。

C. 商品生命延伸模式 ( L i f e s p a n 
models)
商品生命延伸到提升或改善產品的價

值，此模式藉由修復、升級和重複銷售，延

長產品及組件的生命周期。

D. 共享平台模式(Platform models)
讓有需要的人使用目前閒置的商品或服

務，將使其更有效率地被運用。因此可藉由

提供一個平台讓產品使用者(個人或組織)互

相合作分享使用權。

E. 商品及服務模式(Product as service 
models)
此模式藉由提供產品使用權但保留所有

權的方式，提升循環資源的生產效益。

以上五個商業模式都各具特色，企業可

以依據特性和產業不同進行組合使用，透過

這些模式將能提升資源生產率，並發展差異

化經營、維持客戶價值、降低成本、創造新

的收入並減少風險。然而，無論是哪一種商

業模式的應用，都需要新的企業思維模式來

轉型，為企業帶來機會和挑戰。以下介紹幾

個案例運用上述商業模式而建立其企業之循

環經濟的模型。

案例一：生物基礎的產品和服務

荷蘭某化工業巨頭領先發展了許多以生

物為基礎的生物技術、材料科技和化學，例

如利用纖維素(cellulosic)、生物乙醇(bio-
ethanol)、生物柴油發展再生能源。並致力

於生質能(biomass)的轉換，同時展現透過

價值鏈中與策略夥伴的合作使得再生科技得

以兼顧商業可行性其永續性。其策略是將其

技術和專長授權給以生物材料為基礎的企

業，使他們能夠以永續並且商業性的方式轉

化生質能。

案例二：循環家具

2010年瑞典知名家具廠商建立了一個

網站，讓其消費者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出售他

們的家具，到2013年甚至將這個概念延伸

為只能交易使用過的二手家具，並在每個星

期天社群平台的頁面變為線上跳蚤市場，讓

買家和賣家可以透過這個平台進行家具買

賣。

案例三：循環的燈

全球照明業領導者攜手和阿姆斯特丹史

基浦機場(Schiphol Airport)以及能源公司

合作，為史基浦機場航廈建立新照明系統，

照明系統由史基浦付費，但是照明公司負責

所有的裝設和維修，而照明公司與能源公司

共同負責照明系統的效果和持久性，以及系

統最終的再使用和回收。和一般的照明燈具

系統相比，這套照明系統比一般照明系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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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75%的使用壽命，這些裝置大部分是可分

開替換維修，以大幅降低維修成本並確保大

部分裝置可持續使用。

案例四：循環牛仔褲

美國每年約有240億磅的衣物、鞋子、

織品等進入掩埋場，其中也包含大量的牛仔

褲，因此美國知名服飾公司藉由不同的循環

經濟目標來減少這些統計數字，每間的店面

都可以回收各品牌的舊衣物，舊鞋子，透過

與他們合作的公司將這些衣物轉化為建築物

的隔絕材料、緩衝材料或是新的紗線。同時

也致力於發展將舊的牛仔褲轉變成新的牛仔

褲。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在企業、產業，甚至

到城市層級皆有循環經濟的發展與推動，在

資源缺乏和商業趨動的形態下，循環經濟正

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工業革命，創造新的價值

鏈和經濟成長，但同時也對既有的供應鏈和

商業模式帶來極大的挑戰

四、循環經濟為企業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一)機會

世界各國投入在循環經濟模式的研究與

投資持續增加，這對社會來說是個可以增加

經濟繁榮，並減少對主要資源、能源依賴的

方法。許多企業的領導者也將循環經濟視

為邁向成長和獲利的道路。歐盟執委會在

2015年12月正式發表了「循環經濟配套措

施(circular economy package)」。當然對

於循環經濟，有支持者，也會有反對者；不

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循環經濟在就業、成長

和環境的發展上有所爭論。然而循環經濟讓

企業有機會拓展並加強和顧客的關係、開發

新市場、提升效率以及提升收入。並進而帶

來在資源、社會、環境經濟上的利益。

資源效益

●提升資源保障：即提升主要資源消耗

的效率

●降低資源進口依賴性：使原物料採購

不會因為國際市場價格大幅度波動，亦或是

因為資源稀有性或地理因素導致供給不定

環境效益

●減少大約424-617萬噸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

●研究指出在食物、運輸和建設環境

系統有相當大的潛力可以在2030年前降

低48%的溫室氣體排放量，2050年前降低

83%(以2012年為基礎)

經濟效益

●循環經濟可以像是一個創新平台，用

更少的自然資源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創新

科技、創新商業模式)

●循環經濟可以有效地在不同產業減少

成本

社會效益

●鼓勵更多永續的消費行為

●創造就業機會 ( 2 0 3 0年前可創造

178,000個新的就業機會)

循環經濟能帶來廣大的收益，目前研究

指出由於循環經濟在設計、回收階段提供了

新的服務，進而能提升就業率。學者們同時

指出循環經濟渴望能促進社會價值，譬如實

例創新、生活和工作改善，最後同樣非常重

要的一點，學者指出循環經濟將能大幅降低

負面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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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戰

然而轉換到循環經濟模式的過渡期，對

企業來說是一大挑戰，需要新的技巧和系統

來重新設計營運模式，同時也將在不同的層

級上有所調整，例如產品、內部組織合作、

供應鏈以及各部門的合作。這將對企業帶來

相當的挑戰：

●需要足夠的知識來評估資源風險以及

量化環境衝擊

●當組織轉型成循環經濟模式接踵而來

的挑戰(新技術、新員工)

●由於商業模式的改變將產生財務上的

挑戰(現金流量的減少以及人員配備的投資)

●由於供應者和生產者之間關係的改

變，將導致法規上的挑戰，需要新的法律協

議

●資源和產品的改變將造成稅務系統更

新的挑戰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更進一步將循環經

濟的挑戰分為四個面向，包括經濟面、市場

面、法規面和社會面：

經濟面：利潤高低、投入資本規模、技

術門檻

市場面：交際成本、資訊不透明、市場

競爭不足、公共財和設備不足、外部性成本

法規面：目標和目的定義不清、實施和

執行失敗、非預期結果、不當法律框架界定

社會面：勞動素質、文化與習慣

循環經濟模式推動的根本需要從價值鏈

基礎的改變開始，從產品設計、科技的運用

到新的商業模式，以新的方式來保存自然資

源、延長產品壽命並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

消費者層面上將會帶來消費型態的改變，並

帶動新的規範、教育，這將需要價值鏈各層

級的合作，往上則需要政府、利害關係人、

企業、學者以及公民的共同參與。

(三)台灣的循環經濟展望

台灣從過去農業時代轉型為工商業時

代，產業模式大多遵循大量的生產消費以及

大量廢棄物產生的營運模式，在物質流動的

層面確實帶來許多社會和環境衝擊問題。另

外再進一步檢視能源使用的層面，目前現況

大多依賴進口資源，特別是對進口能源的依

賴是持續增加的，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

台灣能源依存度達98.4%，1.6%自給，主要

來自水力發電、生質與廢棄物焚化、太陽能

與風力發電。也因為大量仰賴進口能源，當

能源(煤、石油、天然氣、鈾燃料棒)市場價

格波動時，大幅影響國內營運成本。更重要

的是，循環經濟在沒有再生能源的支持下，

其實不能算是真正的成熟。

就台灣產業來看，資源回收產業是發展

最早也最成熟的循環經濟案例，回收率以及

回收量皆達到國際上一定的水平，過去的產

業發展也逐步將循環經濟的相關方法、技

術、制度以及國際標準管理系統引進國內，

目前我國各民間團體以及縣市地方政府皆有

參訪、交流以及專案計畫等活動。然而許多

循環經濟的其他重要面向，例如：相關技術

及設施的投資、提升產業及消費者對於循環

經濟商品及服務的接受度、提升各項珍稀物

質的再利用之資訊及經濟誘因並促進環境資

源資訊的透明及品質，應當都還有進步突破

的空間。

我國目前沒有循環經濟相關已制定的政

策或目標，亦沒有專責單位負責推動循環經

濟，如何利用過去建立的系統和資源進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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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經濟的轉型，導引更多的資源及技術進入

循環經濟系統，進而創造新的商業契機，是

目前急需關注和面對的議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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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創新的社會企業

政府為鼓勵青年創業，藉由青年投入社

會企業，可以創造兼具經濟發展與公義社會

的時代，遂於2014年由行政院頒布了「社

會企業行動方案」，以「調法規」、「建平

台」、「籌資金」及「倡育成」四大面向，

交付勞動部以及經濟部執行，並訂立該年為

「社企元年」。

什 麼 是 「 社 會 企 業 」 ( S o c i a l 
Enterprise)？廣義的定義，「社會企業」是

指用特定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些社會或環境議

題的單位與組織，例如從致力於原住民部落

之教育與輔導工作到改善部落失業及文化傳

承的「光原社企」；提供身心障礙人士接送

服務、輔具租借到推廣無障礙旅遊的「多扶

事業」；以盲人世界的體驗，帶出有意義的

團隊信任活動的「黑暗對話社企」等組織，

都是提供具社會責任、為弱勢團體創造就業

機會、採購弱勢族群所提供的產品等。

由於社會企業是新興的領域，在全球各

地的發展也不盡相同，但其共同的目標與方

向皆是改善或解決現有的社會或環境問題，

有別於非營利組織(NPO)，社會企業講究

的是永續經營的概念，並從自身的商業模式

中獲利或盈餘，再將其盈餘繼續投入本身的

目標，來持續解決問題或擴大其影響力，這

點與一般其他私有企業不同的是，它不只是

為了股東或者企業的擁有者謀取最大的利潤

而運作。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董事長朱

竹元提到，「巴黎協議」(簡稱COP21)之
後，嚴峻的氣候變遷議題，喚起了許多國際

企業領導人的覺醒，包括微軟創辦人蓋茲

(Bill Gates)找來臉書創辦人佐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等28位企業、投資界大老，成立「突破能

源聯盟」，投資各種新創團隊、實驗室，運

用商業力量找出解決辦法，都說明了社會與

企業不再是兩條陌生的平行線。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認為，「社

會企業」是一種可以同時具備社會關懷與獲

利能力的公司型態組織，特色是將一般企業

應盡的社會關懷責任，轉換或發展成為能夠

永續經營商業行為的公司。根據「社企流」

網站中指出，全世界的社會企業發展至今，

關注範圍擴展到更多的社會議題，例如教育

機會、兒童健康、住家、水資源、氣候變遷

等。現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社會創業家，

以創新的商業模式在改善社會。

社會創業家總是先相信自己想要看到的

未來，然後設法找出運用市場機制的創新方

法去實踐他們的理想。本節內容將摘錄與介

紹三家以創新模式發展的社會企業。這些社

會企業經典案例，分別為從在地出發由學術

到實務的計程車學院；逐漸發展到國外，更

提供給多家身障社企典範的众社企；再到從

國外到台灣在地化的Impact Hub，期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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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可以多元學習與發展。

個案一  众社會企業

由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林崇偉教授所

成立的众社會企業，起始於2014年，致力

於解決銀髮族、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的問

題。他們利用智慧行動載具和雲端運算服務

作為起點，並和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罕

見疾病基金會合作，招募身障朋友成為特派

員，檢視店家們的友善指數，開發出「友善

餐廳App」，希望能讓高齡和身障朋友得到

友善的服務。

對林教授來說，一個健全的社會企

業須符合3P，分別是Purpose、Process與
Profit。首先是Purpose(目的)必須對於想

要解決的問題要有完整的社會學想像，而

Process(過程)則需要用新的方式解決舊的

社會問題。最後的Profit(獲利)則須建構出

自給自足的商業模式。社會企業所做的努

力，正是為了翻轉這些族群的地位，讓他們

從接受者，轉而成為提供者。众社會企業推

出的「友善餐廳App」透過以下幾個方式翻

轉了身障朋友的地位：

第一、招募身障朋友擔任特派員，藉由

他們所蒐集的資訊建構App資料庫。他們會

先在店家門口拍照後回傳給App，待審核過

關後，特派員會協助填寫問卷。問卷內容包

括餐廳是否合法經營、出入口是否便於進出

等。等到問卷結果符合標準後，特派員才會

親自登門參訪，並像部落客一樣和店家互動

做記錄完成報告。這些資料的蒐集對身心障

礙朋友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資訊，當他們清

楚掌握到一家餐廳的友善程度後，會提高他

們想要登門造訪的意願。被放在「友善餐廳

App」的店家，都要符合「四平」的條件，

分別是平坦的門口、平坦的走到、平穩的桌

椅、平等的服務。

第二、成為合格的特派員必須兼具專業

能力、資訊能力和溝通能力三個面向，而身

心障礙朋友才是最了解一般人該如何協助他

們的角色。林教授借助了身障朋友發揮「障

礙的專長(Not Disability, but a Different 
Ability)」。以指引視障者為例，我們可以

提供的最好協助就是以手背輕輕和視障者接

觸，讓他們自己判斷協助者的位子，將手搭

在一般人身上接受引路服務。「我們都尊稱

這群身心障礙者為專家」林教授說到。賦予

身障朋友特派員的任務，間接也是改變這群

身心障礙者的地位，因為他們會發現所提供

的寶貴建議，是別人無法想到的洞見。

第三、众社會企業在設計App時，雖然

是以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出發，但軟體的設計

上也會兼顧到通用性，讓一般人也可以使

用。以博物館的導覽App為例，以前大家都

會覺得視障者無法欣賞作品，但「聽我說說

畫」完全顛覆了這種印象。App裝置上裝有

感測器，當視障者走到作品前，感應裝置會

被啟動進行語音導覽。介面上也會有作品和

簡介，一般人也可以使用這個App更了解博

物館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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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方式的執行，讓友善餐廳App
可以成為「讓身障朋友更想要走入社會的動

力」。很多一般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對

身障朋友來說，皆是一大挑戰。「你知道國

父紀念館站的無障礙電梯在幾號出口嗎？」

林教授這樣問到。對一般人來說，我們不會

特別去注意到的無障礙電梯，但卻是這群身

心障礙朋友要移動的關鍵。不只「友善餐

廳App」，众社會企業也推出「友善捷運的

App」，只要選擇欲到達的地方，內建資料

庫就可以列出無障礙電梯在幾號出口，甚至

適時補上設備維修中的資訊，讓身障朋友可

以從一出門就不用擔心行動的問題。

做了這麼多努力，獲利能力會進而形成

另種正向循環。众社會企業從創立到現在的

商業模式經過多次調整，從最初和政府、

NGO的合作高達70%的收入，到現在已經

變成企業的比率高達70%。友善資訊App已
經從原先的友善餐廳，到現在已經橫跨多種

類別，包含醫療、交通、飲食、旅館等領

域。除了台灣九個城市導入，這項服務也擴

展到海外。众社會企業保有50%的盈餘不進

行分配，並將這筆資金投入支持身障朋友的

活動，繼續發揮其社會影響力。另外，App
對众社會企業來說固然是一項很重要的技

術，但未必全部自行研發，而是每當他們來

到一個地方就會優先和當地組織合作，利用

這些組織已經深耕當地的資源進行更深度的

開發。

以往我們常想到可以協助身障朋友的就

是社福團體和政府的社會局，但實際上這些

單位能提供的不外乎補助、陪伴的角色。众

社會企業所做的事，是讓身障朋友可以藉由

App的資訊，和App上的反饋讓店家願意改

善成更友善環境，成功讓身障朋友走入社

會。成為真正的社會企業，不外乎建構出對

於社會學的想像。众社會企業利用友善App
讓身障朋友可以自在地融入社會，顛覆了身

障朋友過往被侷限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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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計程車學院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侯

勝宗教授在台大管理學院翁景民教授的告別

式上聽到他生前的未竟之志，就是來不及去

影響十萬個學生的生命，被這句話震懾後，

侯勝宗老師決定把拯救十萬個生命為己任。

因為過往創業失敗的經驗，讓他決定投身關

心一群社會上賦予失敗形象的族群，也就是

計程車司機。根據估算，大台北地區共有約

九萬名的司機，相當於侯老師想要創造影響

力的數量，計程車學院的雛型油然而生。

「計程車通常會是大家的最後一個職業

選擇」侯勝宗教授說到。全台灣十多萬台的

計程車代表十多萬個弱勢家庭，長時間的工

時、路上隨機找尋客人的高空車率等，都是

計程車產業的困境。大眾運輸的普及，以及

新興載客模式的出現，都讓計程車產業的處

境更顯得艱困。Uber的出現對計程車產業

看似是危機也是轉機。由於計程車偏向一次

性的消費，無論服務品質的好壞都會有生

意，變相讓服務好的司機因為收入沒有明顯

增加而放棄持續進步，品質不好的司機也不

會因為沒生意可做而被淘汰。然而，現在計

程車司機面臨Uber強勢的威脅，紛紛找尋

出路，計程車學院以打造司機個人品牌的構

想，成了轉型的一種選項。

計程車學院的構想從2003年萌芽，全

部的起點都來自侯老師的博士論文。他認為

學術應該扮演一個長期陪伴的角色，也期許

自己的學術研究可以回頭對實務界產生影響

力，因而創辦了全台第一個計程車學院，致

力把司機當成品牌經營。目前共有七、八十

名的司機成為學員，成員遍布宜蘭、花蓮、

花東和台北，不少學員表示經過培訓後他們

更知道要如何和客戶應對，也因為服務品質

的提升，不僅拉近和客人的關係，更有極高

的機會發展成長期的合作關係。

「轉型」和「公益」是計程車學院營運

的兩大主軸，努力讓司機可以從運輸者的角

色，轉變成社會服務者。要成功打造司機成

個人品牌，計程車學院做了很多嘗試。以教

育訓練為例，學院每周開設相關課程，並隨

著合作對象不同調整課程內容。課程幾乎免

費，協會會自行吸收需要額外分擔的部分。

像是觀光課程，講師會教司機如何導覽，這

些課程訓練的技巧，都可以應用在載客服務

上。

當這群司機的地位漸漸被翻轉，計程車

學院也希望司機可以提供自己的載客服務，

創造出另種對社會的正向循環。未來希望創

造共善平台推動one-for-one的概念，創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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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司機和公益團體三方合作的關係。每當

司機透過台灣小旅行的平台得到一次包車的

收入，就必須提供身心障礙家庭一次免費的

接送機會。為了讓真正有需要的身心障礙家

庭可以享受到這服務，計程車學院將和弘道

老人基金會合作，藉由公正、透明、公開的

第三方團體媒合，讓資源可以被妥善利用。

共善平台即將啟用，在此之前計程車學院陸

陸續續和多個公益團體合作，讓這些曾藉由

平台賺取包車收入的司機和「天使心家族社

會福利基金會」合作，貢獻一天載身心障礙

的家庭一同出遊。

藉由計程車學院一系列品質的培訓，參

與計畫的司機紛紛表示收入的提高改善了他

們的生活水準。學院營運經費有捐款和入會

費兩大部分。每名參加計程車學院的司機，

只需要繳交年費1,000元即可成為核心司

機。外加參與三次以上的課程以及一次以上

的公益行動，即可購買背心成為親善大使。

這群身穿紫色背心的親善大使，肩負了改善

司機形象的責任。

都會區的司機也許透過上述方式改變，

但對非都會區的司機來說，客源較少、車行

管理等問題嚴重，計程車學院讓計程車連結

導覽和運輸這兩個性質，形成台灣小旅行。

不過在台灣的法規上明文規定導遊必須具備

導遊證照，為了讓小旅行的美意可以落實，

協會鼓勵司機考取旅遊證照。司機的服務過

程中，適時導入科技也會帶來加分的效果。

舉例來說，學院開發的「東台灣小旅行」

App可以讓乘客選擇想要的路線和包車司

機，司機也可以趁空檔之餘利用App上的課

程學習東台灣的觀光知識或是人文，增加導

覽時可以解說的內容。

「全台灣有四五十家大學，能否有其中

一間轉型成司機的訓練機構」侯老師說到。

談到計程車學院未來的方向，計程車學院希

望創造出屬於司機的大學，這種大學並不代

表要有實體的學習場域，而是以現在人手一

台平板連結學習資源，使司機利用載客的空

閒時間學習。藉由教育改善司機的地位是侯

老師的願景，讓司機以個人品牌的方式經營

也是計程車學院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個案三  Impact Hub
2005年Impact Hub從英國倫敦發跡，

在每個城市可以擁有一個Hub的概念下，除

了大洋洲和南極洲以外，全球目前已經有

86個據點，共15,000多名會員。平常會以類

似FB社群的Hub Net串連起全球的虛實整合

的溝通網絡。Impact Hub扮演著創新實驗

室、企業孵化器和社會企業社群中心的角

色，陪伴更多社會企業站穩腳步。

台北的Impact Hub自許成為社會創新中

心，將社會創新定義為可以用新的方式解決

舊的社會問題。從2015年開始，全球經歷

第三度改名正式改成Impact Hub。

台北的Impact Hub成立約一年多的時

間，主動將老舊公寓改裝成適合創業者的工

作空間。一樓為沒有固定座位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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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的固定座位、木地板則是讓工作者產

生回到家的感覺。空間中共有12組團隊，

包括主打戶外探險的Finture、被譽為醫生

專屬的Instagram的Figure 1、降低中東勞

工死亡率的Scarlet Tech、介紹軟體功能的

Youtuber夏榮慶等。Impact Hub未來預計以

聯合國SDGs為目標，讓每個指標都有一個

對應的團隊加入共同工作空間。

談到創立Impact Hub的初衷，創辦人之

一的張士庭(Oliver)提到了一段很有趣的自

身經驗。當初他的碩士論文題目還有工作都

和CSR相關，撰寫碩士論文找尋資料的過程

中意外接觸到Impact Hub。另外一位創辦

人陳昱築(Rich)和Oliver是同公司的同事，

推動SDGs的概念一直是兩人的理想，因而

一拍即合決定嘗試在台灣成立第一家Impact 
Hub。有別於其他寄去大組織卻石沈大海的

信，他們寄給Impact Hub總部的提議順利

得到回覆，並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就順利在

2015年的6月得到授權，同年8月正式對外

開張。

正式成立後，他們也寫下未來的發展藍

圖，期許台北Impact Hub成為社會企業的創

新中心。台北的Impact Hub目前成立一年

多，他們有以下的發展方向：第一階段(創

立兩年內)，提供社會企業家共同工作的空

間。第二階段(創立第二年到第五年間)，扮

演孵化器的角色，提供創業家更多協助，形

成campus的工作空間。第三階段(創立五年

後)，擴大規模形成生態系，搭配業師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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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讓進駐團隊們可以穩定發展。對於即將

進入第二階段的台北Impact Hub來說，距離

發展成campus的狀態，找到更多的工作空

間絕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除了在科技大樓

的最初據點以外，目前尚在找尋其他適合辦

公的空間。第一家進駐的Domi團隊就是最

好的例子，組織人數已經擴展到十多人，已

經轉移陣地到鄰近可以遠眺Impact Hub的大

樓。

在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成為

新顯學的時代下，共享(co-sharing)、共創

(co-creation)和共同工作(co-working)已經

蔚為趨勢。Impact Hub期許自己成為社會

企業新創團隊的最佳陪伴空間和協助者，除

了讓他們被國際看見，也讓國際的資源可以

進來台灣一同交流。為了達成共享的力量，

Impact Hub在實質空間上提供了新創團隊

的工作空間，虛擬層面上也創造出共享的氛

圍。「共享」是這邊的最高原則，篩選進駐

團隊前就會先避開性質相似的團隊。特殊的

座位安排型式，讓大家椅子輕輕一拉就可以

和別的工作者聊天，甚或是午餐假日時間，

大家也可以善用工作空間進行對話式的交

流。像是成員都有醫療背景的團隊就能一同

研究如何推銷產品服務。

「Movement和moment不同，我們想

做的是細水長流的行動，而非曇花一現的

感動！」共享的氛圍不該只停留在共同工

作空間，所以他們舉辦了一系列和全球Hub
相同但又融入在地特色的活動，例如創意早

晨(Creative Morning)和搞砸派對(FuckUp 
Nights)。Creative Morning鼓勵參與者早

起，FuckUp Nights則是掀開失敗的創意面

紗，鼓勵勇敢談論失敗。這項活動也發展成

一套和一般企業合作的方式，帶動企業內部

創新的動力。一方面可以讓將創新的活力帶

入企業，另一方面活動也是個絕佳可以媒合

企業和相對應社會企業的平台。舉例來說，

前些日子Impact Hub和福爾摩沙馬戲團合

作，藉由此機會顛覆大眾對於馬戲團的印

象。

身為全球性組織的一份子，台北的Hub
積極讓參與者習慣英文的互動方式。「人人

都說要主打國際市場，但一遇到英文的場

合，大家都退縮了」Rich說到。前述提到

串連全球網絡的Hub Net也以全英文介面運

作，大家不習慣英文操作反而會使資源未被

妥善利用。加強大家對於英文的熟悉度，進

駐團隊的挑選也別具意義。目前進駐團隊除

了台灣人以外，也包含了亞洲其他國家例如

韓國人的加入。Impact Hub為全球性的組

織，國外的團隊也有機會申請短暫來台灣的

工作空間跨文化地交流。

維持Impact Hub的獲利來源有三種，會

員付費、場地租借和影響力策展。進駐團隊

繳交會費協助整個空間的維持，Impact Hub
不定期舉辦的講座或者場地租借也可帶來一

些收入。最後，影響力策展也是另外一塊開

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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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也並非一味的好，他也是有其問

題存在」Oliver補充，例如兩個團隊的營運

內容過於類似的話，很可能在共享的過程

中，造成侵權或者資源搶奪。Impact Hub做
的正是讓共享間的風險可以降到最低，他們

已經事先篩選過團隊的性質，並不定期舉辦

活動讓進駐隊伍分享正在做的事，促進陌生

人之間的交流，也許能從中發現新的機會。

透過共同空間平台的connect、講座分享的

inspire和育成的enable，相信台北Impact 
Hub會照著他們的步伐成為社會創新的中

心！

聯合國發布的SDG為2016年正式實

施的永續發展目標，涵括了17項的目標。

SDGs的核心概念是讓人類在追求經濟發展

的同時，仍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諸如環

境、人權、資源等。

「社會創業家做的事不是給魚吃或給釣

竿，他們會持續努力直到改變整體漁業生態

系統。(Bill Drayton, Founder and CEO of 
Ashoka)」活水社企投資開發陳一強總經理

從投資人的角度詮釋了社會企業應該要有

的心態。2021社會企業是活水創投的代表

個案之一，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重創小林

村，風災四年後成立的2021社會企業正是

希望可以創造在地共榮的老梅經濟圈。老梅

經濟圈帶動了山上山下的經濟景氣一同復

甦，以公平的價格收購山上的梅子，由山下

居民以日本釀梅的技術，製造出糖漬梅，最

後結合行銷通路帶動觀光人潮。

對於創投界的人來說，一個可以穩定成

長的社會企業須符合兩個標準，分別是「擴

張與創新」。「擴張」指的是有健全的公司

治理、人才留育制度、資金募集、提高生產

力和業務開發的能力。「創新」指的則是用

新的方法解決舊的社會問題。創投處理的資

金，分成需求和供給兩端來看，資金的需求

端包括了NPO轉型、青年創業和中小企業

轉型等。投資人可以投資的資金，正是可以

藉由創投成為扶植他們的力量。

資金是一個組織能否永續的關鍵能力之

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會計師認

為，「社會企業仍必須有商業模式與財務

與資源透明之必要，從小處累積起社會責

信。」以會計師角度而言，社會企業必須做

到透明財務績效，才有潛力獲得一次又一次

的投資機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長期與

公益自律聯盟合作公益團體的財報審閱，透

過公正第三方的檢查機制讓小型社會企業有

累積責信的實力，並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

委由執行與規劃社會企業登陸平台，讓社會

企業可以串聯上下游共享資源。

周會計師也從負責的財報審閱個案當中

發現60%的社會企業是農業型社會企業。以

「稻田裡的餐桌計畫」為例，他們帶領都市

人到鄉下用餐，輕鬆認識當地文化並產生經

濟效益流入。這樣的模式也可以讓在地複製

其經驗，不過上述的銷售模式發展過程中，

相對也需要企業資源投入，社會企業並不是

傳統的公益組織，仍需要以永續經營為前

提。

2014年是社會企業的元年，未來社會

企業會如何發展呢?我們可以從資源、法律

等面向探討。從法律面來說，公司法第一條

開宗明義定義公司須以營利為目的，社會企

業在公司法的框架下顯得無所適從。社會企

業兼顧了解決社會問題和獲利的模式，其獲

利並非全數分發給股東，營運的獨特性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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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規限制而被和一般企業等同視之。不過

一味效法外國案例也不適宜，舉例來說英國

在政府組織下設立專職單位推動社會企業，

礙於台灣行政機關架構，貿然採行對於台灣

如同穿著不合身的衣服。又或是仿效美國資

本市場的作法，要求社會企業表明自身份，

也會有刻意強調社會企業比較高尚的疑慮。

另外，政府的資源會如何分配給社會企

業也是一大問題。目前台灣以農業和弱勢為

主的社會企業居多，教育則是因為礙於政府

法規關於教育的規定受到很多限制。政府扮

演的角色不應該是自己跳下去自己做，而是

將資源用於扶植有機會發展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發展上面臨許多財務、法律

等困境，資誠會計師事務承接社會企業服務

的游淑芬會計師，以資誠的公益扶持計畫為

例，財務會計的專業結合自律聯盟協助社會

企業將財務資訊變成公開透明，甚或是主動

揭露。不僅提供了財務知識的訓練，更不

定期舉辦研討會。當企業紛紛響應CSR之

際，也嘗試將承接負責的簽證客戶能和有相

關需求的社會企業，創造出共享價值。游會

計師更表示「社會企業應該要能清楚描繪想

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將自己的經營能力穩固

後，再以利己、利人、利他的概念創造整體

社會的良善」期許社會企業的未來發展。

社會企業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是社

會企業發展的大方向，原先企業需要的只是

有意識地創造出對社會有意義的正向循環，

邁向CSV(Creating Shared Value)更是一種

新的經濟思維。共享價值(shared value)，
就是企業在處理社會問題時，不僅兼顧到經

濟價值，更彰顯了社會價值。社會企業和企

業可以投入更多資源共創共享價值，而社會

企業創造的現象，例如：青年回鄉、鄉下老

人得以照顧，更是活化在地經濟的大好機

會。未來的社會企業除了創新之外，更應該

要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以持續解決與改變社

會與環境問題，進而創造善的循環。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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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指數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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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評鑑

推動緣起

亞洲地區於1997年遭遇金融風暴，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明白表示「公司治理運作不上

軌道，是亞洲企業無法建立國際競爭力之關

鍵因素之一」，且旋即於1999年發布公司

治理五大原則，為各界推動公司治理提供指

引和建議。2001年美國爆發安隆(Enron)案
後，OECD更成立「公司治理指導小組」，

於2004年提出了新版公司治理六大原則，

分別為「確保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保

障股東權益及發揮其重要功能」、「公平對

待股東」、「落實董事會之責任」、「資

訊揭露及透明性」與「重視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註1)，此亦成為各國評估改善其公司

治理之圭臬，各公司治理相關機構亦參酌

前開原則訂定各項評鑑制度，例如：東南

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ASEAN)之公司治理計分

卡、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簡稱ACGA)之公

司治理評鑑等，對亞洲公司治理之區域水準

具有引導作用。

我國自2003年起，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

心)即在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之指導下，就我國全體上市上

櫃公司之企業資訊透明度，開始辦理「資訊

揭露評鑑」，對資本市場之資訊揭露品質進

行全面性之體檢，至2015年資訊揭露評鑑

合併至公司治理評鑑前，共完成12屆之評

鑑。透過排名公布與獎勵表現優良企業，有

效促進公司對資訊揭露透明度之重視。

鑒於亞洲鄰近國家其公司治理之快速成

長，為強化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治理水平，

增加企業之競爭力，金管會於2013年底發

布「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簡稱公

司治理藍圖)，對我國公司治理之推動擘劃

詳盡之計畫期程，而「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即為其中重點工作項目。證交所公司治理

中心於2014年3月發布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

作業說明及評鑑指標，並分別於2014年及

2015年底發布第二屆及第三屆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

推動目標

形塑公司治理文化、導引企業穩定發展

我國自推動公司治理以來，各項措施多

係由政府主導，屬於「由上而下」之公司治

理改革，許多公司仍缺少主動改善公司治理

之動機與行動。為進一步塑造「由下而上」

之公司治理文化，希冀藉由評鑑結果之公

布，透過市場機制，如：媒體、股東及機構

投資人之反應等，促使企業積極尋求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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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治理之方案，並建立主動健全公司治理

制度之決心。

獎勵優良公司、發揮標竿功能

公司治理評鑑希望找出積極增進公司治

理，且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治理措施的

企業，進行表揚與獎勵，使之成為其他公司

學習效法的對象，發揮標竿功能，並鼓勵企

業不只做到法令遵循，更以「追求最高公司

治理水平」為目標。

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形象

近年來，公司治理逐漸成為國際間熱門

而普及的研究課題，國際性組織亦陸續據此

公司治理原則發展評鑑指標。是故，推動公

司治理評鑑另一目標，便是希冀採用國際認

可之原則，並參考其他國際評鑑指標，藉此

與國際接軌，讓海外投資人、公司治理機構

更深入瞭解我國公司治理水平，並增加我國

於世界之能見度，有效提升國際形象。

資訊公開、擴大參與

公司治理評鑑參採國內、外主要評鑑組

織或系統的評鑑原則與指標，更延攬外部學

者專家組成「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提供

專業意見，並辦理公聽程序，聽取各界建

言，藉此促使企業及投資人重視評鑑系統之

運作與結果，進而提升整體公司治理水平，

達到資訊公開、擴大參與，提升資本市場品

質的目標。

評鑑作業運作方式

受評對象

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評鑑對象，惟如

於評鑑資料分析期間或評鑑結果公布前，有

下列情事之上市櫃公司，不列入評鑑排名對

象：

1. 評鑑資料分析期間內上市(櫃)未滿一

年之公司。

2.變更交易方法之公司。

3.停止買賣之公司。

4.終止上市(櫃)之公司。

評鑑期間暨資訊範圍

每年辦理一次評鑑，以評鑑年度(1月1
日至12月31日)之公司治理情形為評鑑分析

的範圍。第一屆評鑑以2014年度為評鑑期

間，第二屆評鑑則為2015年度，依此類推。

資訊範圍以受評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年報與公司網站所揭露之公司治理相關

事項、年度內發生之公司治理相關事件、股

東會、董事會、獨立董事之運作或職權行使

等資訊，以及金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

相關監理紀錄，暨公司自評內容為評鑑分析

資料範圍。

評核流程

公司治理評鑑的評核工作由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共同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證基會」)執

行。為讓公司能自我檢視各項評鑑指標之落

實情形，並提升整體評鑑過程之效率與透明

度，證基會另建置自評作業平台讓公司進行

自評作業，自評期間自受評年度10月1日起

至下一年度1月31日止。

自評結果除供公司自我評鑑外，亦供證

基會評鑑小組評核時參考比對。評鑑小組就

其評核結果與公司自評不一致之部分與受評

公司進行溝通確認後，完成最終評核作業。

評核結果提報「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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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心諮詢委員會」，並經委員會

衡酌其他加減分項目後，對外公告評鑑結

果。

結果公布方式

評鑑推行初期採分階段公布評鑑結果之

方式，第一屆評鑑結果於2015年4月30日公布

排名前20%之名單(上市、上櫃分開排名)；

第二屆於2016年4月8日公布前50%之名單。

預計於第三屆公布所有公司之評鑑結果。

評鑑指標設計

五大構面暨指標數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主要係依國際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04年發布之公司

治理六大原則，調整設計為五大構面，包括

「維護股東權益」、「平等對待股東」、

「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

明度」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並分別給

予權重為15%、13%、32%、22%及18%。

評鑑指標則係參考國內、外重要公司治

理相關評鑑指標，如：ACGA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ASEAN公司治理計分卡指標及我

國資訊揭露評鑑指標等，並融合我國證券交

易法、公司法、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之法規，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相關自律規

章，希冀與國際實務接軌並兼顧國內發展特

性。指標內容每年配合法規修正、國際公司

治理發展趨勢及各界修正建議持續增修調

整，指標數從第一屆之92項、第二屆之98
項，增加至第三屆之103項。

評分原則暨題型分類

本評鑑之評分原則係參考國外制度採

「是」或「否」之方式，以減少評核時之人

為判斷因素，使結果更為客觀。

第一、二屆原計分型態分為「A題型、

B題型、C題型、特別加分項目、特別減分

項目、不予評鑑項目」等六大類。為簡化計

分方式，並增強評鑑之鑑別度，於第三屆整

併調整為「A題型、B題型、C題型(含C＋

及C－)」三大類，分述如下：

1.A題型：屬一般性題型，包含基本法

令遵循項及優於法令規範之良好公司治理範

例項，全體受評公司皆適用。

2.B題型：內容與意旨與A題型相同，

惟例外規範在特定情況下部分公司得不適用

該項指標。

3.C題型：C題型之性質屬「特別加、

減分事由」，依其對總分之影響效果為加分

或減分，區分為C+題及C-題型，以增強評

鑑之鑑別度。

另考量不予評鑑公司類別已有明確列示

(如上市未滿一年、變更交易方法或停止買

賣等)，故於第三屆調整為：如受評公司有

單一構面之重大不良情事，將就該構面扣減

一分以上，最重將該構面減至零分，其他構

面仍可受評鑑。

計分方式

分數計算方式為先排除Ｃ題型，以各構

面得分數除以適用數再乘上各構面權重計算

單一構面得分，加總後得出原始總分；另

再將符合C+題者加總分1分，符合C-題者扣

除總分1分或以上，即可獲得最後總分。因

此，總分最高可能達110分。

第三屆指標修正重點

為持續精進公司治理評鑑，每年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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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政策推動重點與國際發展趨勢調整指標

或變更題型。2016年度適用之第三屆評鑑

作業，除前段所述之簡化計分重類與C題型

計分方式變更外，例舉新增指標與重點如

下：

1.因電子投票係主管機關推動重點政策

之一，且電子投票之辦理應併予採行候選人

提名制，以使此制度更為完善，故除原有之

「股東常會是否採行電子投票」、「公司章

程是否規定董監事選舉全面採候選人提名

制」等兩項指標外，新增「召開公司股東常

會是否同時採行電子投票及董監候選人提名

制？」。

2.獨立董事對於健全董事會之運作扮演

關鍵之角色，持續進修對其決策品質將有提

升之效果，故增訂指標「公司之獨立董事是

否均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

要點規範之時數完成進修？」，使得有關董

監進修之指標數增至二題，屬「加強配分」

之效果。

3.為鼓勵企業落實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

董事會績效評估，增訂「公司訂定之董事會

績效評估辦法或程序，是否明定至少三年執

行外部評估一次？」，及修訂指標「公司

是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執行董事會績效

評估，並將評估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或年

報？」

4.為促進性別平等並因應國際發展趨

勢，新增「公司董事任一性別是否皆達董

事會席次三分之一以上」，配合原有指標

「公司董事會成員是否至少包含一位女性董

事」，希望藉此使公司之董事會成員組成更

為多元。

5.獨立董事係根基於其獨立性與專業

性，對公司事務為獨立判斷與提供客觀意

見，有助於監督公司的運作和保護股東之權

益，第三屆新增「公司是否將獨立董事與內

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揭露於公司

網站？」。為加強獨立董事職能，獨立董事

相關之指標數亦增加至11題。

第二屆評鑑結果分析

評鑑整體結果彙總

兩屆評鑑結果，進入前5%與20%之名單

變動頗大。第二屆排名前20%之名單與第一

屆相較，上市公司新進榜家數共48家，其中前

5%之區間則計有13家公司首次進榜(12家為

第一屆排名前6%至20%公司)，更替比率分

別達29%與32%，上櫃公司之更替比率更高，

可見公司治理評鑑制度已受到上市櫃公司之

高度重視，且產生良性競爭之預期效果。

五大構面得分情形分析

以評鑑五大構面之平均達成率(註2)來

看，以「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構面之平

均達成率表現最好，「維護股東權益」及

「平等對待股東」兩構面之平均達成率則較

第一屆顯著進步。

1.「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反應日常

監理與輔導有成。該構面之平均指標達成

率較高，主要係因該構面33項指標中，有

9項為內部控制相關指標，且其得分率皆達

97%以上，反應監理機關的日常監理與輔導

有所成效。另外，因全體上市櫃公司皆須於

2017年前完成設置獨立董事、資本額100億
元以上公司亦需於2017年前設置審計委員

會，相關指標，如：是否設置獨立董事、是

否設置薪酬委員會且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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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否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得分率皆增加

7%至13%。

2.「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

東」構面為進步最多之兩構面。經比對第一

屆及第二屆指標得分情形，董監事選舉全

面採候選人提名制、採逐案票決、採電子

投票等相關指標之得分率皆顯著增加5%至

16%。另有關提早提供股東會開會資料，包

括議事手冊、年報等指標，其得分率亦分別

增加26%、10%；提供英文版議事手冊及年

報之得分率亦分別增加5%及2%。

3.我國自2003年即開始辦理12屆之資訊

揭露評鑑，藉由評鑑指標內涵、結果排名的

公布及後續輔導協助，已促進上市櫃公司逐

步自我要求，並且有效提升資本市場資訊揭

露透明度，亦為公司治理評鑑「資訊透明

度」構面打下良好基礎。

4.受評公司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構

面尚有努力之空間，包括編製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揭露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排放量、

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誠信經營專

(兼)職單位等，主要係因為上市櫃公司對於

企業社會責任等非財務資訊之揭露與相關觀

念仍尚未普及。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已積極

整合周邊單位及公司治理相關組織之推廣資

源加強宣導，並配合「上市(櫃)公司編製與

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強制

部分上市櫃公司自2015年起編製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促進上市上櫃公司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之重視。

推動效益

公司治理評鑑的推動，係希望透過對全

體上市櫃公司進行公司治理總體檢，除讓外

界瞭解上市櫃公司目前公司治理評鑑的達成

狀況外，公司自身也可以取得明確的改善方

向。公司治理中心積極透過提供範本、參考

範例、修改法規及加強宣導之方式，引導公

司採用最佳實務，也透過表揚與獎勵表現良

好之企業，期能發揮標竿效果，提升我國整

體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中心觀察，自公司治理藍圖發

布並全面實施公司治理評鑑以來，經過近三

年的努力推動與宣導，多項有關提升公司治

理品質的量化數據，已獲致明顯成效。透過

評鑑制度之實施與推廣，國內各項公司治理

實務之品質，均有顯著提升(詳表1)。

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

2016年度採用逐案票決及電子投票之

公司分別大幅成長66%與105%，董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亦增加46%。另有關

外資機構投資人及國外公司治理機構所關心

之提前於五月底前召開股東會的部分，家數

亦逐年顯著成長；經統計，於2016年5月前

召開股東常會之家數達168家，雖比重仍偏

低，惟已較2015年度之116家、2014年度之

94家增加。

另股東會相關資料之上傳時間亦大幅提

升；2016年上市櫃公司申報之股東會年報

平均上傳時間自召開日前約15.51日提前至

17.58日，2016年度股東會議事手冊平均上

傳時間則自召開日前28天提前至30天。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2016年6月底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家數為1,444家，占全體上市櫃公司家數

比重達93%，且較2015年增加14%。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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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家數達493家，占全體上市

櫃公司家數比重約32%，且較2015年增加

24%。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揭露

經統計於2016年2月底提前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之上市櫃公司家數達99家，較2015
年之72家、2014年之32家大幅增加。英文

資訊之提供方面，2016年度上市櫃公司申

報英文版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股東會年報

等之家數，隨難度高低，分別成長120%、

48%及39%。

在非財務資訊揭露方面，截至2016年9
月底，出具2015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之上市櫃公司達263家(預估截至2016年底

將有361家上市櫃公司編製報告書)，與出

具2014年度報告書之336家、2013年度報告

書之212家，持續呈成長趨勢。已編製2015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上市櫃公司採

用國際通用之GRI(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發

布之永續性報告指南編製之家數為254家，

占整體編製家數比重高達97%，且其中247

家係參考最新版本GRI G4.0編製，大幅提

升我國資本市場非財務資訊之可比較性及

品質。此外，截至9月底，2015年度報告書

取得外部第三方單位驗證之比率已達45%，

前一年度為49%，外部確信比率皆高於

KPMG與GRI於2015年統計全球百大企業

報告書取得確信比率之42%，顯示我國在非

財務資訊之揭露不僅已與國際接軌，表現更

優於國際水準。

由上述成長的數據顯示，公司治理評鑑

制度已逐步導引上市櫃公司採用最佳實務，

與國際標準接軌，且藉由表揚表現優良公司

之良性競爭機制，已有效促進企業對於各項

公司治理機制之重視。

未來展望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於2016年9
月發布「CG Watch 2016」，台灣在亞洲11
個市場之公司治理排名第四，僅次於新加

坡、香港、日本，與前次2014年排名第六

相較，名次進步兩名。另外，我國本次總得

表1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成效(上市櫃公司)

構　　面 項目/家數 2016年度 增減(％) 2015年度 增減(％) 2014年度

維護股東權益/
平等對待股東

章程規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575 46％ 395 63% 243
採行電子投票 568 105％ 277 38% 201
5月底前召開股東常會 168 45％ 116 23％ 94
股東常會採行逐案票決 888 66％ 535 64% 326
股東會前幾天上傳年報(天數) 17.57 13％ 15.51 13% 13.79 
股東會前幾天上傳議事手冊(天數) 30.03 7％ 28.08 11% 25.27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設置審計委員會 493 24％ 399 45% 276
設置獨立董事 1,444 14％ 1,268 24% 1,020

資訊揭露

2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IFRS財務報告(合併或
個別)

99 38％ 72 125% 32

申報英文版開會通知 359 120％ 163 73% 94
申報英文股東會年報 168 39％ 121 30% 93
申報英文議事手冊 236 48％ 160 57% 102

非財務資訊揭露 編製前一年度CSR報告書-2016年截至9月30日 263 - 336 5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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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率為60%，為ACGA自2003年開始對

我國進行評等以來最高，與2014年相較則

進步4%，亦為11個市場中得分進步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在2014年的評等結果

已較2012年進步3%，兩次調查結果共進步

7%，顯示我國主管機關在2013年發布公司

治理藍圖並全面實施評鑑以來，推動成效已

受到國際推動公司治理機構的高度肯定。

該機構兩年一度對亞洲各市場公司治理

表現公布調查及評等報告，以評等的五個構

面來分析我國本次排名提升的原因：

1.「公司治理規範與實務」構面：主係於

2016年6月30日「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之發布並成功獲得機構投資人簽署，另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及電子投票之爆炸性成長、

股東會品質提升、英文資訊揭露增加等。

2.「有效執法」構面：主要係機構投資

人更積極參與股東會、行使投票權及與公司

溝通，尤其是勞動基金、中華郵政等機構投

資人對於公司治理議題非常關注。另對於資

本市場違法案件已有執法成果。

3.「政治及法制環境」構面：我國2013
年發布的五年公司治理藍圖提供明確之政策

規劃指引及目標。另外，設置公司治理中

心，整合相關資訊，尤其使法規及執法相關

資料更容易取得，媒體報導之自由及專業亦

有提升。

4.「會計與審計」構面：分數上升主要

是因為亞洲公司治理協會更新了2014年在

評分的認知，重申我國金管會為審計主管機

關，並已就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專業能力及查

核工作發布報告或調查。

5.「公司治理文化」構面：上市(櫃)公

司之公司治理文化在各方面已大幅進步，如

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家數增加；更多

英文資訊揭露、採行電子投票、逐案票決

等。此外，公司治理評鑑之推動及與其他機

構合辦相關公司治理宣導、座談會及教育訓

練，有助於公司治理文化提升，期待未來在

投資人(尤其是機構投資人)積極參與下，企

業能自發性重視及提升公司治理。

良善的公司治理是健全資本市場最重要

的基礎，也是吸引長線投資人持續投資的關

鍵。公司治理生態體系(ecosystem)中之主

管機關、司法機關、上市櫃公司、機構投資

人、公司治理相關機構等，均有其應扮演之

角色。公司治理中心未來將持續與公司治理

生態體系之成員合作，持續推動公司治理相

關措施，尤以董事會功能之發揮為重，以提

升整體資本市場品質，促進企業之競爭力。

        (臺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

【註釋】

註1：考量公司及資本市場之近期發

展，2015年公布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

以確保守則之品質與市場相關性。2015年
版之公司治理原則仍維持六項原則，包括

「確保有效之公司治理架構」、「保障股東

權益、公平對待股東及發揮其重要功能」、

「機構投資人、證券市場及其他中介機

構」、「重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資訊

揭露及透明性」及「落實董事會之責任」。

註2：構面平均指標達成率係以各受評

公司該構面指標得分數除以適用個數，計算

其構面達成率，再將全體受評公司之構面達

成率加總計算平均數。



— 154 —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暨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編製源起

隨著近年全球化、科技化及跨時區商

業活動的發展，促使各國政府組織、機構

法人及企業重新省思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

發展等相關議題，甚至在國際金融投資的

領域興起所謂社會責任投資(Sustainable &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或稱永

續投資(sustainable investing)的新觀念，

是指投資人在做投資決策時，除考量傳統

的財務分析之外，還將投資標的公司的環

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公司治

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個因素(或稱

ESG)納入考量的一種投資方式或策略，期

望長期而言不但能獲得具競爭力與穩定的財

務報酬，還能同時創造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鼓勵與督促其投資標的公司的CSR表現，達

到兩全其美的結果。

道瓊指數公司與瑞士蘇黎世的永續資

產管理公司(RobecoSAM)便將上述社會責

任投資概念運用於指數編製方法，於1999
年合作編製全球第一個永續投資之標竿指

數系列－「道瓊永續指數系列」(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該系

列指數追蹤符合經濟、環境及社會標準公

司之績效表現，被公認為全球社會責任投

資的重要參考標竿之一。而富時國際有限

公司(下稱「FTSE」)也在2001年推出另

一系列的代表指數－「FTSE4Good Index 

Series」，持續追求涵蓋環境、社會和公司

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三個領域的社會責任投資。而明晟

(MSCI)亦依據不同主題及SRI投資策略發展

ESG系列指數(MSCI ESG Indexes)，擁有超

過700檔的ESG股票型及固定收益型指數。

在亞洲地區，除日本早在2003年發布

「日本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外，其他國家尚

處於起步階段，然受到國際氛圍與市場壓

力，近年來亦積極跟上國際市場的腳步，

包含韓國交易所於2009年發展出「韓國社

會投資指數」、上海證券交易所於2009
年發表「上證社會責任指數(S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深圳證券交易所

亦於同年公布「深證社會責任指數(SZSE 
CSR Price Index)」、香港恆生指數公司於

2010年發行「恆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

列」、馬來西亞於2014年與富時合作推出

「FTSE4Good Bursa Malaysia Index」、

新加坡於2016年推出「SGX Sustainability 
Indices」等，顯示各國皆十分重視企業社

會責任之議題，積極推動相關措施，鼓勵企

業善盡社會責任。

編製歷程

臺灣證券市場陸續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型指

數」：

因應國際社會責任投資潮流，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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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證交所)與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率先配

合政府提高就業率政策，編製相對應之企業

社會責任型指數，其中：證交所與銳聯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RA)合作，共同

編製鼓勵多僱用員工政策之「臺灣就業99
指數」；而櫃買中心亦於2014年自行編製

「櫃買勞工就業88指數」，鼓勵企業僱用

我國勞工以提高勞工就業率，並敦促其注重

勞工權益。2014年2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再次提出以高薪或調薪

編製指數之概念，同年證交所再次與RA合

作，編製鼓勵企業提升員工薪酬水準、強化

勞資和諧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臺灣高薪

100指數」；而櫃買中心亦於同年自行編製

相呼應的「櫃買薪酬指數」，以員工薪資福

利費用為主題，期許企業注重員工權益、薪

資與福利，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加速推動我國公司治理相關措施

我國自1998年起便向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宣導公司治理之重要性，行政院更於

2003年1月7日成立「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

組」，就公司治理之各項議題進行研討，並

據以提出「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

案」，作為推動公司治理之依據。而金管會

為加速推動公司治理相關措施，強化區域競

爭力，並使外界對於我國公司治理未來規

劃方向有較明確之瞭解，更於2013年公布

「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之五年期

計畫，除指示證交所於2013年10月成立公

司治理中心，邀集櫃買中心等周邊單位及民

間組織共同參與，並採滾動式修正，作為推

動公司治理政策之指引。

公司治理中心除主辦推動各項公司治理

相關業務，並辦理公司治理評鑑，於2015

年起，每年公告上市、櫃公司之評鑑結果。

依據公司治理評鑑結果開發公司治理指數

隨著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之公布，

並依據金管會2015年2月3日宣布「推動證

券市場揚升計畫」，有關「強化公司治理」

策略項下「推動公司治理藍圖，提升公司治

理水準及市場價值」之措施，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遂積極響應政策，於2015年分別編製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100指數」(以

下簡稱「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

買公司治理指數」。

希冀藉由公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及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櫃買公司治

理指數」成分股，能夠引導企業間良性競爭

並強化公司治理水平，進一步形塑企業主動

改善公司治理的文化。

編製方式

良善的公司治理是健全資本市場最重要

的基礎，也是吸引長線投資人持續投資的關

鍵。隨著公司治理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

積極推動國際連結，提升臺灣企業公司治理

水準及市場價值，達到企業永續發展及健全

資本市場之目標，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第一

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公布後即著手編製公司

治理指數，以2015年6月15日為基期，基期

指數分別為5,000點及100點，於6月29日正

式對外發布自行編製之「臺灣公司治理100
指數」及「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兩指數分別以上市與上櫃公司之公司

治理評鑑結果前20%作為成分股主要篩選條

件，並加入流動性、財務指標等條件，期許

未來可授權指數予業者發行被動式商品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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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型基金投資國內股市之指標，以期引導

資金投入公司治理佳，且過去一年獲利較佳

之公司，鼓勵企業重視公司治理，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隨著「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

買公司治理指數」之發表，為臺灣證券市場

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發展再添動力之餘，未

來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持續秉持為投資大眾

服務之理念，推廣被動式投資，發展指數化

商品，期能為臺灣證券市場注入源源不絕的

嶄新動能。

以下表說明兩指數之篩選條件及指數概

覽：

成分股名單(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買公

司治理指數」分別於2016年7月20日及6月1
日依定期審核結果更新指數成分股名單，目

前成分股名單如下(按股票代號排序)：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採樣母體 證交所上市的普通股(不含TDR)。 櫃買中心上櫃的普通股(不含TDR)。

流動性篩選 刪除最近1年日平均交易金額最小20%的股
票。

刪除最近1年日平均交易金額最小20%的股票。

公司治理評鑑結果篩選 選取上市公司最近1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20%的股票。

選取上櫃公司最近1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20%的
股票。

財務指標篩選 必要條件:最近1年底的每股淨值不得低於面
額。
排序條件:將符合流動性、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及每股淨值條件之公司分別以最近1年稅後淨
利及營收成長率進行排名，並將個別排名加總
後，由小至大排序選取前100檔成分股。
※ 若排名加總有相同者，則以每股淨值高者優
先。

必要條件:最近1年底的每股淨值不得低於面額；第
一上櫃公司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10元者須
無累積虧損。
排序條件:將符合流動性、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及前
述必要條件之公司分別以最近1年稅後淨利及營收
成長率進行排名，並將個別排名加總後，由小至大
排序選取前60檔成分股。
※若排名加總有相同者，則以每股淨值高者優先。

非量化指標篩選 成分股公司之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最近三年有
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15條第1項第2款第2
目之情事，經判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成分股公司最近三年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
暨公開處理程序」第4條第1項第19款有發生重
大之內部控制舞弊、非常規交易或資產被掏空
之情事。
※ 成分股有上述情事，得刪除成分股並依照
「稅後淨利及營收成長率」之排名加總遞補
至成分股總數為100檔。

成分股公司之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最近三年有櫃買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
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7款
第2目2、(2)之情事，經判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成分股公司有櫃買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4條第1項第19款發
生重大之內部控制舞弊、非常規交易或資產被掏空
之情事。
※ 成分股有上述情事，得刪除成分股；刪除後不會
立即遞補其他股票，故成分股家數可能低於60
檔。

加權方式 市值加權。 市值加權

成分股數目 100 60

計算頻率 盤中每5秒計算1次 盤中每5秒計算一次

發布日 2015年6月29日 2015年6月29日

基期 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15日

基期指數 5,000點 1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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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1102 亞泥 2324 仁寶 2615 萬海 2886 兆豐金 3702 大聯大

1216 統一 2325 矽品 2618 長榮航 2887 台新金 4119 旭富

1301 台塑 2330 台積電 2634 漢翔 2888 新光金 3708 上緯

1303 南亞 2344 華邦電 2801 彰銀 2889 國票金 4904 遠傳

1326 台化 2352 佳世達 2809 京城銀 2890 永豐金 4927 泰鼎-KY

1402 遠東新 2354 鴻準 2812 台中銀 2891 中信金 4938 和碩

1434 福懋 2356 英業達 2820 華票 2892 第一金 4958 臻鼎-KY

1477 聚陽 2357 華碩 2823 中壽 2912 統一超 5521 工信

1590 亞德客-KY 2377 微星 2832 台產 3017 奇鋐 5871 中租-KY

1722 台肥 2382 廣達 2834 臺企銀 3023 信邦 5880 合庫金

2002 中鋼 2385 群光 2838 聯邦銀 3034 聯詠 6176 瑞儀

2201 裕隆 2395 研華 2845 遠東銀 3044 健鼎 6239 力成

2204 中華 2408 南亞科 2856 元富證 3045 台灣大 6285 啟碁

2207 和泰車 2409 友達 2867 三商壽 3189 景碩 6505 台塑化

2227 裕日車 2412 中華電 2880 華南金 3231 緯創 8112 至上

2301 光寶科 2449 京元電子 2881 富邦金 3443 創意 9802 鈺齊-KY

2303 聯電 2454 聯發科 2882 國泰金 3474 華亞科 9904 寶成

2308 台達電 2501 國建 2883 開發金 3481 群創 9921 巨大

2311 日月光 2607 榮運 2884 玉山金 3532 台勝科 9933 中鼎

2317 鴻海 2610 華航 2885 元大金 3665 貿聯-KY 9941 裕融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公司
代號

公司
名稱

1258 其祥-KY 3234 光環 4535 至興 5483 中美晶 8042 金山電

1580 新麥 3264 欣銓 4933 友輝 5530 龍巖 8048 德勝

1752 南光 3428 光燿科 4971 IET-KY 5536 聖暉 8069 元太

1777 生泰 3491 昇達科 4972 湯石照明 5820 日盛金 8086 宏捷科

2066 世德 3529 力旺 4974 亞泰 5903 全家 8255 朋程

2636 台驊 3548 兆利 4979 華星光 5904 寶雅 8299 群聯

2640 大車隊 3658 漢微科 5284 jpp-KY 6023 元大期 8403 盛弘

2729 瓦城 4126 太醫 5315 光聯 6147 頎邦 8416 實威

3088 艾訊 4138 曜亞 5347 世界 6217 中探針 8420 明揚

3105 穩懋 4162 智擎 5371 中光電 6263 普萊德 8436 大江

3152 璟德 4163 鐿鈦 5425 台半 6279 胡連 8446 華研

3206 志豐 4506 崇友 5443 均豪 6803 崑鼎 8916 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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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統計數據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

以下將「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自2016年起之績效

表現分別與兩市場之大盤指數進行比較。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與「發行量加權
股價指數」

將「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與「發行

量加權股價指數」比較後可知，在月報酬率

方面，2016年1月至9月間臺灣公司治理100
報酬指數共有6個月之月報酬率優於發行量

加權股價報酬指數，且截至9月底，臺灣公

司治理100報酬指數上漲16.89%，優於發行

量加權股價報酬指數之上漲14.49%。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與「櫃買指數」

將「櫃買公司治理指數」與「櫃買指

數」之績效表現進行比較，在月報酬率方

面，2016年1月至9月間櫃買公司治理報酬

指數共有8個月之月報酬率優於櫃買報酬指

數，且截至9月底，櫃買公司治理報酬指

數上漲12.92%，優於櫃買報酬指數之上漲

4.23%。

註： 上圖係將兩指數之基期假設為2015年12月31日，基期指數為5,000點所繪出，以比較兩指數2016年起之走勢狀況。

臺灣公司治理100報酬指數與發行量加權股價報酬指數之月報酬率比較
期間(2016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9月

臺灣公司治理100報酬指數 -1.99% 3.12% 5.32% -4.03% 1.85% 3.03% 5.67% 1.67% 1.48% 16.89%
發行量加權股價報酬指數 -2.31% 3.27% 3.97% -4.20% 1.89% 2.65% 5.43% 1.89% 1.41% 14.49%

註： 每月報酬率計算公式為：(當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報酬指數-上個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報酬指數)/上個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
報酬指數)

指數走勢比較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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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買公

司治理指數」之績效觀之，皆明顯較兩市場之

大盤指數優異，此與國內外學界多數之實證

研究認為公司治理做得好的公司股票不僅有

溢價表現，且公司獲利及經營效率亦較佳之

結果相呼應，亦顯示公司若能積極提升公司

治理水準，將更能獲得市場投資人之青睞。

在全球社會責任投資的浪潮帶動下，亦能夠

吸引機構投資人之長期資金挹注，對提升市

場價值及吸引資金之流入具有正面助益。

相關指數未來發展及規劃

為加速發展多元化指數，協助市場創

新，深化與國際市場合作，進而強化我國

資本市場競爭力，證交所爰參考國外證

券市場制度，於2016年1月27日轉投資設

立「臺灣指數公司」(Taiwan Index Plus 
Corporation，下稱「TIP」)，專責指數開

發、維護、授權及國內外推展等主要業務。

TIP於2016年完成與富邦投信簽約授權使用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預計將發行第一檔

臺灣公司治理ETF；另一方面，櫃買中心亦

積極與TIP研議未來合作編製跨市場指數，

並持續與投信公司、壽險公司、中華郵政公

司及政府基金討論指數授權之可能，以期能

為一般投資人創造更多投資選項，希望在臺

灣企業公司治理水準之基礎下，發掘好公

櫃買公司治理報酬指數與櫃買報酬指數之月報酬率比較

期間(2016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9月
櫃買公司治理報酬指數 -2.66% 2.33% 2.72% -4.00% 3.91% 2.49% 4.35% 2.80% 0.64% 12.92%
櫃買報酬指數 -3.12% 1.96% 1.76% -3.83% 3.57% -0.20% 3.17% 0.73% 0.38% 4.23%

註： 每月報酬率計算公式為：(當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報酬指數-上個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報酬指數)/上個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之
報酬指數)

註： 上圖係將兩指數之基期假設為2015年12月31日，基期指數為100點所繪出，以比較兩指數2016年起之走勢狀況。

指數走勢比較圖(2016年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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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彰顯市場價值。

依據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的資料顯

示，2006年時，全球僅有管理近6.5兆美金

資產的投資機構簽署責任投資原則，而至

2016年已有管理全球近62兆美金的投資機

構簽署，顯示全球資本市場對永續發展及

責任投資有強烈的需求；另根據全球永續

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GSIA)的研究，社會責任投資規

模已超過21兆美元(占全球總基金資產規模

約兩成)，年成長率高達61%。

隨著社會責任投資在全球投資領域逐漸

受到重視，已成為世界性潮流，為因應國際

投資趨勢，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近年來除編製

就業、薪酬及公司治理等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相關指數外，證交所刻正研究台灣永續指數

之可行性評析，未來擬責成TIP考量經濟、

環境、治理等面向規劃編製永續性相關指

數，以符合國際社會責任投資潮流，期能為

國內資本市場注入更多穩健的中長期資金活

水，並引導我國企業積極推動ESG，帶動正

向循環。

其他證券市場編製之「企業社
會責任型指數」(摘要如下)

美國：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DJSI)

1.採樣母體：每年公司永續性評選小組

(The RobecoSAM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會從道瓊全球指數(Dow 
Jones Global Index, DJGI)股票市場中，邀

請分布於59個行業，且資本額在一定規模

以上之公司(約為2,500家)為基礎進行問券

調查，做為樣本空間。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DJSI先依據各公司之永續性績效

(Total Sustainability Score, TSS)進行排

名。

(2)篩選永續性績效最佳的前10%公司

為成分股；原成分股永續性績效排名前15%
者予以保留。

(3)若成分股公司出現問題，則DJSI的
負責機構將會對其進行媒體與利害關係人分

析，研究公司在問題中涉入的程度與處理狀

況，再決定是否將其除名。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5.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9月進行更

新。

資料來源：http://www.robecosam.com/
https://www.djindexes.com/mdsidx/

downloads/meth_info/methodology-dj-
sustainability-indices.pdf

英國：英國富時指數(FTSE4Good Index 
Series)

1.採樣母體：FTSE4Good指數系列成

立於2001年，母指數為富時全球股票指數

系列(FTSE Global Equity Index Series)，
涵蓋不同國家或地區之指數。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FTSE的ESG評等(The FTSE ESG 
Ratings model)是決定FTSE4Good指數成分

股的核心基礎，FTSE自2014年9月起實施

新模型，專為客觀衡量全球企業的環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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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公司治理風險與表現而設計，包含超過

三個構面、14個主題及300個指標。ESG評

等由一獨立的委員會(FTSE ESG Advisory 
Committee)監督，成員包括來自投資界、

企業、非政府組織、工會和學術界的專家。

(2)針對研究母體中各個企業依據FTSE 
ESG評等進行評分，分數由0到5分(最高為

5分)。自2016年1月開始，FTSE ESG評等

分數到達3.2分以上即可成為FTSE4Good指
數成分股。

3.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單

一成分股權重以10%為限。

4.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5.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6月及12月進

行定期審核。

6.資料來源：http://www.ftserussell.
com/

h t t p : / / w w w. f t s e . c o m / p r o d u c t s /
downloads/FTSE4Good_Index_Series.
pdf?459

中國大陸：

(一)上證社會責任指數

1.採樣母體：以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中

揭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公司股票為樣本空

間。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將過去一年日平均成交金額在上海

股市A股(非ST、*ST股)後20%者刪除。

(2)依據上海證交所《關於加強上市公

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關於每股社

會貢獻值的定義，對剩下的股票估算每股社

會貢獻值，選取排名最高的前100位。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100支。

5.定期審核：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每年5
到6月份重新評選，中證指數有限公司根據

重評結果於7月初對上證社會治理指數成分

股進行調整，每次成分股調整比率一般不超

過10%，除非採樣母體中被刪除的原成分股

超過10%。

6.資料來源：

http://www.csindex.com.cn/sseportal/
csiportal/xzzx/file/000048hbook.pdf

(二)深證責任指數

1.採樣母體：

(1)在深圳證交所上市滿6個月以上的A
股(非ST、*ST股)，且考察期內股價無異常

波動，最近一年亦無重大違規、財務報告重

大問題、經營異常、重大虧損等情事。

(2)公司最近一年在勞動者權益保護、

誠信經營、產品質量與服務、節能環保等方

面無重大問題，且公司已揭露社會責任報

告，在上市公司治理綜合評分超過75分，

或評分超過70分但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表

現突出。

2.成分股篩選條件：以公司為股東創造

之淨利、為國家創造之稅收、向員工支付之

薪資、向銀行等債權人給付之借款利息，計

算四項總額與公司淨資產比值，並綜合考量

公司在公益事業中之貢獻，將計算結果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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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低排序選取成分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100支。

5.定期審核：每年1月與7月，排名在樣

本數前70%之非成分股按順序入選，排名在

樣本數130%之原成分股依序優先保留，每

次成分股調整數量原則上不超過10%。

6.資料來源：

h t t p s : / / w w w . s z s e . c n / m a i n /
files/2014/01/06/948241752460.pdf

日本：日本社會責任投資指數(Morningstar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dex, 
MS-SRI)

1.採樣母體：該指數係於2003年7月由

日本晨星(Morningstar)編製提出，是日本

第一個社會責任相關的指數，樣本空間為日

本之上市公司。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先由東洋經濟新報社對日本約4,000
家上市公司進行問卷調查，就公司治理、環

境、社會貢獻、員工等領域綜合評價，再依

據評價結果初步篩選約1,000家公司。

(2)由日本晨星考量市場流動性及可交

易性後，選擇150家公司股票作為成分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150支。

5.定期審核：每年1月。

6.資料來源：http://www.morningstar.
co.jp/sri/about.htm

新加坡：新加坡交易所永續指數(S G X 
Sustainability Indices)

1.採樣母體：新交所的指數業務SGX 
Index Edge於2016年5月30日推出新加坡交

易所永續指數，母體為新交所上市公司，目

前包含四檔指數。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新交所以其合作夥伴，ESG研究機

構Sustainalytics對上市公司在ESG方面的評

分為成分股篩選依據，且須滿足最低流通性

和市值的門檻。

(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新交所可持

續發展領袖指數」(SGX Sustainability 
Leaders Index)，是只針對ESG表現處於

行業領先地位的上市公司，除了滿足最低

流通性和可持續發展報告要求，還須被

Sustainalytics ESG評分列為亞太區同等組別

(peer group)第50百分位數(50th percentile)
以上、全球同等組別第25百分位數以上。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及

ESG亞太區同等組別(peer group)排名計算。

4.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5.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12月進行更新。

6.資料來源：

http://www.sgx.com/wps/wcm/connect/
sgx_en/home/newsletter/Sustainability-
Index

       (臺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



標竿企業故事CSR
上市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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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公司概況

台積公司成立於民國76年2月21日，總部

設立於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領先業界開

創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商業模式。台積公

司專注生產由客戶所設計的晶片，本身並不

設計、生產或銷售自有品牌產品，確保不與

客戶直接競爭。時至今日，台積公司已經是

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單單在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就以228種製程

技術，為470個客戶生產8,941種不同產品。

台積公司的眾多客戶遍布全球，台積公

司也在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陸、南

韓、印度等地設有子公司或辦事處，提供全

球客戶即時的業務與技術服務。至民國104
年底，台積公司全球員工總數超過4萬5,000
人。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所擁有及管理的

產能超過900萬片12吋晶圓約當量。台積公

司在台灣設有三座先進的12吋超大晶圓廠

(GIGAFAB® Facilities)、四座八吋晶圓廠

和一座六吋晶圓廠， 並擁有二家海外子公

司—WaferTech美國子公司、台積電(中國)

有限公司之八吋晶圓廠產能支援。

民國104年12月，台積公司向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提出赴大陸南京市獨資設立

12吋晶圓廠與設計服務中心之申請，目的

係提高台積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商機。經

濟部核准後，此投資案預計於民國105年啟

動，並於民國107年下半年進入量產。

台積公司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碼為2330，另有美國存託憑證在美

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代號為

TSM。

台積公司自上市以來，透過股利股息的

發放與股價的上漲、維持穩健的財務結構以

及名列全球半導體產業與所有台灣產業最佳

信用評等(標準普爾信用評等：A+；穆迪信

用評等：A1；中華信用評等： twAAA)的

方式，為投資人持續不斷創造價值。

台積公司自民國93年以來，每一年皆

發放現金股利給股東。台積公司並向股東承

諾，我們的股利政策為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

股利政策，並於自由現金流量足以支應先前

股利發放水準及公司債到期還本的資金需求

時，考慮增加每股現金股利之發放。由於自

由現金流量在民國103年及104年呈現顯著

成長，台積公司將民國104年發放的每股股

利增加50%到新台幣每股4.5元。因此，自

民國93年至民國104年止，已累積發放現金

股利超過新台幣8,500億元或270億美元。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台積公司注重利害關係人權益，透過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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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所領導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整

合內部各功能組織包括法務、客戶服務、資

材管理、品質暨可靠性、研究發展、風險管

理、財務、投資人關係、營運、環保安全衛

生、人力資源、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台積電

志工社及公共關係在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業務

的努力、最新進展與未來方向，分別管理與

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政府、社會等

利害關係人相關的各項議題，並訂定工作計

畫及編製預算，有系統且有效地實踐台積公

司的企業社會責任願景與使命。自民國101
年起，企業社會責任已納入董事會的正式議

程，每年皆由財務長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當年

度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成果與下一年度的工

作計畫。

台積公司經由各組織間的密切合作，將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即時且有效地傳達至各部

門，並能有系統地落實於全公司的日常營運

之中。同時，各項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經

濟、環境、社會議題在委員會中皆有明確對

應的負責單位，針對國際及社會趨勢、公司

現況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做出適當回應及處

理。

利害關係人管理目標

台積公司運用「規劃—執行—查核—行

動」(Plan-Do-Check- Act)模式，藉由與利

害關係人持續互動及邀請實際參與公司活

動，不斷檢驗並改善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成

效。對於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的管理，我們

所設定的目標如下： 

• 充分了解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持續

改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績效。

• 贏得利害關係人對台積公司的尊敬與

信任。 

• 展現台積公司的努力與績效，維護與

提升台積公司聲譽。

利害關係人管理程序

台積公司利害關係人管理程序分為鑑

別、分析、計畫、互動與經營四大階段： 

利害關係人鑑別

台積公司對利害關係人的定義為「對台

積公司產生影響或受台積公司影響的內、外

部團體或個人」。基於此定義，我們鑑別出

台積公司的利害關係人包括股東／投資人、

員工、客戶、供應商、政府、社會等。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

利害關係人名單確認後，依據其對台積

公司的影響力與關注領域，建立台積公司利

害關係人的個別溝通平台，並透過內部各負

責單位建立多元且系統化的溝通管道，彙整

利害關係人關注的治理、經濟、環境及社會

議題。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內部各負責單

位依據「利害關係人關心度」與「對公司衝

擊度」進行議題重大性的評估與分析，共鑑

別出25個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議題，並同時

審視議題邊界並納入年度重點工作。最後，

經過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審議討論後，將評

估最重大的關注議題整理分類，並定義出影

響本公司營運的前三大永續發展焦點，依序

為：「堅持高標準的商業道德」、「降低營

運對環境衝擊」與「持續獲利成長」。

利害關係人相關計畫

台積公司各相關單位依據前述分析結果

訂定管理方針，納入其日常工作、年度計畫

或成為跨部門合作專案，並定期檢討與評估

管理方針之有效性，作為公司發展永續經營

策略的重要依據。



— 167 —

利害關係人互動與經營

台積公司依據利害關係人重要性而有不

同程度的互動，以有效運用公司資源，創造

互惠互利的多贏關係。

三大永續發展焦點

「堅持高標準的商業道德」、「降低營

運對環境衝擊」與「持續有獲利的成長」是

台積公司永續經營策略中的三大關鍵焦點，

其背後的核心價值及對公司日常營運的影響

分別說明如下： 

堅持高標準的商業道德

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也是台積公司過去成功的要素、未來不

斷成長的關鍵。正因為我們守法守紀，反貪

腐、不賄賂、不搞政商關係，堅持從業道德

與營運透明，重視公司治理，推崇良性競

爭，才能為客戶所信賴，成為雙方合作關係

的基礎，也是台積公司擁有與同業差異化競

爭優勢之所在。

台積公司堅持高標準的商業道德，一向

視客戶的競爭力為台積公司的競爭力，而客

戶的成功也是台積公司的成功。我們努力與

客戶建立深遠的夥伴關係，並成為客戶信賴

且賴以成功的長期重要夥伴。為了協助客戶

成功，台積公司投入資源、致力成為全球邏

輯積體電路產業中，長期且值得信賴的技術

及產能提供者；同時以「大家的代工廠」的核

心策略，公平對待每一位客戶，除提供最好

的服務品質，也全面落實「機密資訊保護政

策」維護客戶隱私，追求最佳的客戶滿意度。

台積公司的努力已成功贏得客戶信任，讓我

們連續六年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市場占

有率不斷成長，同時也讓我們立下未來五年

內每年持續擴大市場占有率的營運目標。

降低營運對環境衝擊 
身為全球最大的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業

者，台積公司深知創造工業與環境的共生共

榮，將是企業無法置身事外的責任。尤其隨

著氣候變遷的挑戰日趨嚴峻，致力環境永續

已成為台積公司經營策略的重要一環，而持

續推動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永續供應

鏈則是我們對環境友善的具體行動。台積公

司透過各種節能減碳的創新措施，追求能源

與資源的最佳使用效率，並積極投入減廢與

汙染防治，持續減少單位產出所消耗的能源

與資源及汙染物產生量，全力防範生產對環

境的衝擊。此外，亦持續推進新製程技術，

協助客戶實現綠色產品的設計與製造，減少

晶片耗電及節省能源，希望在促進行動生活

更快速便利的同時，亦降低對地球環境的影

響。

持續獲利成長

台積公司相信持續的獲利成長是企業永

續經營的關鍵，而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以回

饋包括投資人在內的利害關係人，亦是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為了凝聚共識、整合

公司的前進方向，我們設立明確的策略性財

務目標(橫跨景氣循環，平均股東權益報酬

率至少20%；民國103～108年的營業淨利

年複合平均成長率介於5%到10%之間)，並

以「技術領先」、「卓越製造」與「客戶信

任」三位一體的競爭優勢，以及優異的營運

效率，驅動公司持續獲利成長，創造長期價

值。

民國76年，台積公司以創新的商業模

式，成為全球第一家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公司，多年來的業績表現皆顯著高於整體半

導體產業水準。我們深知如果要維繫公司成

長潛力於不墜，必須積極鼓勵各方面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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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因此持續增加前瞻技術研發及產能投

資，提供客戶更先進的製程技術與適當的產

能。高度的創新能力讓台積公司得以領先同

業、讓我們能藉由每年持續擴大先進製程技

術的營收貢獻，進而屢創營收與獲利新紀

錄，冀以優異的經營成果持續提供優質股東

回饋，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公司治理

董事會職能

台積公司最高治理單位－董事會由八位

擁有世界級公司經營經驗或學術經驗的董事

所組成。身為最高治理單位，董事的任期為

三年。董事成員的提名是經由嚴謹的遴選程

序，不僅考量專業能力，也非常重視其個人

在道德行為及領導上的聲譽，獨立董事候選

人之獨立性亦需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的規定。台積公

司公司章程中亦明訂董事酬勞不超過盈餘的

特定百分比，並經由資訊揭露等許多程序來

避免利益衝突。

目前台積公司八位董事中五位為獨立董

事，分別為：前英國電信公司執行長彼得．

邦菲爵士、宏碁集團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施

振榮先生、前德州儀器公司董事長湯馬斯．

延吉布斯先生、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先

生，以及現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及中

華民國行政院政務顧問陳國慈女士。台積公

司董事成員中有一名為女性，且獨立董事人

數已經超過全體董事席次的二分之一。

台積公司董事會目前有一大股東也是最

大股東之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

會」，其自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是本公司董

事，因其是法人，依規定須指派代表行使其

職務。台積公司董事長及副董事長並不兼任

公司經理人職務，董事會任命兩位資深經理

人為本公司總經理暨共同執行長，他們應執

行董事長所指定之職務並直接向董事長負

責。

台積公司董事會的首要責任是監督。它

必須監督公司守法、財務透明、即時揭露重

要訊息、沒有內部貪汙等。為了善盡監督責

任，台積公司董事會建立了各式組織與管

道，例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隸屬審

計委員會的財務專家以及內部稽核等。

董事會的第二個責任是指導經營團隊。

台積公司董事會每季定期聽取經營團隊的報

告，也花相當多時間與經營階層對話，經營

階層必須對董事會提擬公司策略，董事會必

須評判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也必須經常

檢視策略的進展，並且在需要時敦促經營團

隊調整。

董事會的第三個責任，是評量經營團隊

之績效及任免經理人。台積公司經營階層與

董事會之間維持著順暢良好的溝通，專心致

力於執行董事會的指示與業務營運，以為股

東創造最高利益。始於對公平美好社會的追

求，民國101年，台積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

領域開創新局，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董事會

的正式議程。董事會授權經驗豐富的經營團

隊執行涵蓋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的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並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執行成果與未來計劃。相信此舉可為台積公

司的永續長青奠定更穩健的堅實根基。

核心價值與從業道德

「台積電從業道德政策規範」(以下稱

「從業道德規範」)是實踐以上價值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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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指引。具體而言，台積公司的每一份

子，都必須做到：

• 絕不犧牲公司利益以換取個人利益，

並避免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之衝突。

• 不從事任何貪腐、不公平競爭、舞

弊、浪費及濫用公司資產的行為。

• 不從事任何有害於公司、環境及社會

的行為。

• 向符合社會責任理念的來源採購原物

料。

• 遵守所有相關法令的精神與規範。

• 拒絕以不當的方式影響其他人的決

定；所謂「其他人」，包括如政府官員、政   
府機構及我們的客戶、供應商等。

法規遵循

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在法規遵循方面

之成果卓著。茲舉其重要者如下：

外部交流

台積公司除恪盡遵法義務外，亦秉持企

業公民責任的精神，對現行或在立法中之法

規提供建言，協助使得國內法規得與國際接

軌以健全產業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例

如繼民國101年成功促成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

責任後，台積公司仍將此一對產業研發成果

保障與公平競爭至關重要的議題持續投以關

注，並適時提供建言及舉辦相關交流活動。

內部訓練

在民國104年間，台積公司向同仁提供

了多樣的法規遵循相關課程，其中包括以線

上課程形式講授者計有12個主題，面授課

程亦涵蓋多達37個不同的主題。上述課程

均是由內、外部的法規遵循專家及法律專業

人員講授。

反貪腐之強化

本於從業道德規範中關於反貪腐之要

求，台積公司進一步制訂了台積電反貪腐準

則，以提供更多關於反貪腐之行為指引。為

了確保同仁了解並遵守其各項要求，台積公

司將從業道德規範及此一準則訂為民國104
年法規遵循宣導的重點，並積極透過多樣化

之管道進行宣導，其中最重要者，乃針對各

組織所舉辦的多場面對面宣導會，總計共有

6,000餘位員工參與。針對無法參與面授訓

練課程的同仁，也提供線上課程並要求同仁

於指定時間內完訓，總計有約2萬5,000名員

工完成本訓練課程(包含子公司之員工)。

非衝突原物料之供應鏈

身為全球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領導者，

我們體認到採購「非衝突(conflict-free)」
的原物料，並藉此提倡人道精神與實踐人性

尊嚴等社會道德準則，是台積公司所應善盡

的企業社會責任。基此信念，台積公司已依

循產業的領先作為採取一系列的法規遵循措

施，並於今年持續為建立非衝突原物料之供

應鏈而努力。

出口管控

為確保台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出口行為

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台積公司的出口管控政

策與系統已建置完成多年，並持續更新維

護，藉由該系統強化內部各項管控措施，並

將原本繁雜的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程序予

以簡化，以確保台積公司及所屬子公司之資

訊、技術、產品、原物料及設備等之出口均

受嚴格管控，並為公司及客戶帶來便捷的效

益。台積公司的出口管控系統於民國101年
9月獲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發「內部管控制

度(Internal Control Program, ICP)」出口商

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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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保護

因應個資保護全球化的趨勢，台積公司

制定了個人資料與隱私權保護政策，以提供

台積公司及其海內外關係企業一個全球性的

基本準則，俾能妥善遵循個資法令並尊重職

場隱私。為了使同仁有正確的認知，台積公

司也採取了諸多教育措施。

機密資訊保護

台積公司了解機密資訊對公司本身的重

要價值，以及如何保護這些機密資訊，對

維護公司的競爭優勢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因此，特別制定機密資訊保護(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IP)專案來規範及

管理如何保護公司機密資訊(包括商業秘

密，智慧財產權等)，以確保公司、股東、

員工、客戶、供應商的最佳利益得以保存。

風險管理

台積公司的風險管理組織定期於審計

委員會議中報告公司所面臨的千變萬化的

風險環境、風險管理重點、風險評估及因

應措施，審計委員會主席並於董事會報告

討論重點。董事會亦扮演重要角色幫助公

司辨認及管理經濟上的風險。台積公司同

時建置企業風險管理專案(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其目的在於為台積公司所

有的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風險管理，以風

險矩陣(Risk MAP)評估風險事件發生的頻

率及對台積公司營運衝擊的嚴重度，定義風

險的優先順序與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採

取對應的風險管理策略。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信任一直是台積公司的核心價值之

一。台積公司優先考慮客戶需求，也視客戶

的競爭力為台積公司的競爭力，而客戶的成

功也是台積公司的成功。台積公司一直將供

應商視為夥伴，致力引導供應商長期合作，

以共同建立穩定發展的半導體永續供應鏈。

台積公司除兼顧供應商產品的品質、交期與

價格之外，也敦促他們保護環境、改善安全

與衛生、重視人權，攜手善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並做好風險管理與營運持續計畫。

台積公司於民國104年再度獲得「道

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產業領導者(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並於供應鏈管理項

目取得組別中最高分。

客戶服務

台積公司建立一個全力以赴的客戶服務

團隊作為協調溝通的窗口，矢志在設計支

援、光罩、晶圓製造與後段封裝測試領域，

提供客戶世界級的服務，創造最佳的客戶服

務經驗，並贏得客戶信任與實現公司的長久

獲利。

供應商管理重點及實績

項目 目標 管理實績

供應鏈
風險管
理

確保供應
無虞

• 擴大「供應鏈風險管理委員會」，針
對高階製程所使用關鍵原物料，研擬
營運持續對策
• 民國104年完成了78個行動方案以降
低供應鏈風險
• 鼓勵關鍵供應商來台設廠，民國104 
年維持原物料的本地採購比率在42%

供應商
績效管
理

確保供應
商績效符
合台積公
司期望

• 完成民國104年年度關鍵供應商年度
績效評估(包含53家原物料、32家廠
務及自動化系統供應商)作為配量及頒
獎的考量
• 民國104年12月3日舉行第15屆供應鏈
管理論壇，超過600家受邀參加，八
家表現傑出的設備和材料供應商接受
頒獎表揚

採購非
衝突原
物料

確保採購
非衝突原
物料

•完成2014  FORM  SD 申報
• 截至民國104年12月31日為止，台積
公司產品原物料供應商之所有上游冶
煉廠，皆已通過無衝突冶煉廠方案
(CFSP)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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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供應鏈

台積公司致力建置綠色供應鏈，關注全

球環境保護的議題，並發揮影響力促使供應

鏈廠商與台積公司共同對環境保護盡一份心

力。

永續發展

台積公司關注全球環境保護趨勢，視其

為自身的責任。因此，除了完全遵守營運據

點所在地的環保法規外，更關注全球環境議

題的最新發展，率先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的

行動，同時積極領導與協助供應商建立綠色

管理系統，提升環保績效。此外，台積公司

不吝於與半導體及其他產業、學界分享本身

的環境保護專業知識，並對政府提出建言，

期能共同面對各種新的挑戰。

台積公司環境保護組織

台積公司秉持積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

信念，為有效管理環境相關議題，達成環境

永續之願景，除由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常時

統籌公司對外溝通與綜理內部整合之外，特

別設立跨部門功能專案，包括台積碳管理平

台、綠色工廠委員會、廢棄物管理專案等，

有效推動各項跨部門節能減碳、節水、減廢

等環境保護措施。公司常態嚴格執行環保業

務，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年向董事會

提出綜合報告， 此外也藉發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向社會闡明公司的環境管理策

略、績效與趨勢改變。

選擇重大的環保議題

依據民國104年利害關係人關心度及對

公司未來衝擊度進行重大議題分析，台積公

司歸納出的環保重大議題為：全球氣候變遷

因應、能源管理、水資源管理、汙染預防、

供應商環保績效、綠色產品、化學物質管

理、環保法規遵循與外部環境影響評估與管

控等。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總策略

由於氣候變遷是極為重要的環境議題，

台積公司除了由企業環保衛生處常時整合內

部減緩與調適目標、策略以及行動之外，擬

定減緩與調適策略、目標與行動，由各相

關部門採用規劃—執行— 查核—行動(P-D-
C-A)管理循環進行常態化管理之外，也成

立「台積公司碳管理平台」，整合法規導

入、製程減碳與內外部碳權管理。

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策略

1. 自身做到最好

• 兼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 兼顧綠色製造與綠色產品

2. 積極發揮核心企業的影響力，擴大成果

•  領導建立低碳供應鏈，建構供應鏈氣候

變遷調適能力

• 結合產、官、學力量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台積公司環境保護政策

台積公司自成立以來，除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中謀求最大成就，同時也善盡企業

公民責任，積極與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互動，共同追

求永續未來。

我們的願景

促進環境永續，成為世界級環境保護標竿企業。

我們的策略

•  持續推動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供應鏈，並管控環保風險。

•  追求能源、水與其他資源之最佳使用效率，並積極投入減廢與污染防治。

• 與外界攜手合作，共同降低環境衝擊。

我們的執行方針

• 遵循或超越國內外環境保護法規與標準。

• 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評估其風險與機會，並執行有效的節能、節水等管控措施。

• 採取環境友善行動，持續提升能資源耗用、廢棄物管理與污染防治績效，並藉由稽核與

合作，與供應商和客戶共同建立半導體綠色供應鏈。

• 深化全體員工對環境保護的認知、責任與承擔。

• 對外分享環保知識與經驗，希望透過與產官學界及全體社會的合作，攜手因應氣候變遷

的嚴峻挑戰。

張忠謀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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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因應氣候變遷實務

台積公司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盤

查與減量，同時亦積極促進產、官、學合作

協助國家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包括推動

產業節能、區域洪水與旱災風險評估與採行

防洪、抗旱措施。近年來，公司也積極建立

低碳供應鏈，以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檢視

「減緩」成果，並協助供應商採取所在地調

適作為，避免氣候變遷透過供應鏈衝擊公司

營運。這些措施之目的在於降低氣候變遷對

公司的風險，同時善盡公司的社會責任。

能源管理

民國99年起，台積公司籌設跨部門之

專責綠色工廠委員會，由營運副總主持，邀

集技術委員會、廠務、新廠工程處、設備、

採購、資材及安全環保人員共同制定節能指

標並擬定行動計畫，彼此分享成功案例與引

進最新技術，同時調配各單位專家組成專案

編組，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並設法達到更

佳的單位能耗水準。民國102年起擴大執行

範疇，將原物料、廢棄零配件等的減量、排

放廢水與廢氣品質的改善納入。

在綠色工廠委員會中，技術委員會負責

提升既設運轉廠區的廠務與製程設備之能源

效率，並將經驗轉為未來新建廠、新機台的

標準；新廠工程處則在新建廠房時即導入已

知的最佳節能設計。台積公司亦設法調整採

購規範，購入能源效率最高的機台，以鼓勵

並推動供應商的綠色認證。委員會亦邀集採

購、資材、設備及製程等專家加入，從生產

的源頭改變減少消耗，擴大可回收再利用物

資範圍等方法，使環境永續的執行能夠更廣

更深。

民國105年起，除持續管制延續執行專

案外，將重規劃與執行巴黎氣候峰會決議，

對溫室效應氣體減量之短、中、長期解決方

案，並持續推動ISO 50001耗能量測，進行

至生產行為的相關分析以達提高能源效率之

目的，亦對新增製程設備要求從設計架構即

導入能源使用效率的最佳化設計，並與設備

廠商討論明確的各型設備節能設計規範以供

遵循，並作為成果的比較基準，必要時亦將

導入第三方認證機制，提升成效追蹤可行性

與公信力。

水資源管理

台積公司認知到降雨量極端化是地球暖

化、氣候變遷的結果，須先解決前者才能解

決後者，在這可能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水

資源管理就成了企業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災

害調適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台積公司也

認知到相較於其他氣候變遷因應手段，管理

水資源更有與政府合作的必要，否則難以達

成。綜合上述，台積公司擬定了水資源管理

政策與策略。

台積公司水資源管理政策與策略

台積公司視成為世界級水資源管理的標

竿企業為目標，台積公司的水資源管理政策

是推廣節水以降低單位產出的用水量，並推

動產官學合作以長保供水無缺。為了達成此

目標，台積公司的執行策略是日常節水與缺

水調適兼顧，企業內部與供應鏈並重。在有

效的水資源管理平台上做好製程省水與回收

再利用，達到大幅降低水資源消耗的目的。

台積公司水資源管理的核心活動 

• 與中央政府合作，評估科學工業園區

的氣候風險，從基礎建設著手，採行降低極

端氣候災害的方案。

• 逐漸實施水資源多元化，與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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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再生計畫，並自主進行廢水回收再利用

計畫。

汙染預防

台積公司致力於與政府建立良好的溝通

管道，並於法令標準起草初期即參與討論，

協助政府訂定合理可行的法規標準。在各廠

區亦針對頒訂的環保標準進行評估，若發現

有法規風險，則立即採取預防性改善措施。

台積公司針對空氣汙染、水汙染防治等

管末處理，訂定了完整的管理與操作維護程

序書，同時確實執行，使各類設施均能發揮

最大功效。在汙染防治設施的排放端，台積

公司則設有各類監測系統，線上監控汙染物

排放情形，倘若遇到排放超出警報值時，廠

內人員將即時按照緊急應變與通報程序立即

處理，避免造成環境汙染。

綠色產品

台積公司與上游原物料及設備供應商、

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及下游封裝測試業

共同合作，以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減

少單位生產所消耗的資源與能源，協助客戶

生產更先進、更低耗電且更環保的晶片產

品。這些採用台積公司高效節能技術所生產

的晶片，能夠支援永續城市基礎建設、更省

電節能的交通工具以及智能電網等應用。我

們除了協助客戶設計低耗能、高效率產品，

以降低產品生命周期的資源耗用外，同時亦

積極投入清潔生產，進一步為客戶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創造綠色的價值(Green Value)。

環保法規之遵循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及子公司無任何

重大化學品外洩、違反環保法規的事件。

環境保護特別專題

綠建築

民國95年起，台積公司承諾所有新建

廠房與辦公大樓全數依據美國LEED及台灣

EEWH綠建築標準規劃興建。目前台積公

司總計榮獲18座美國綠建築LEED認證，其

中二棟為白金級，其餘均為黃金級、十棟台

灣綠建築EEWH鑽石級認證。

環保成本與效益

台積公司環境會計制度的目的，除了辨

識並統計公司的環境成本，亦對於因執行環

境保護計畫而使成本降低或產生收益的狀況

進行效益評估與統計，藉此鼓勵、推動具經

濟效益之環境保護計畫。

而經濟效益之統計方式，則是依據執行

環境保護計畫時減少的能源、水使用量或廢

棄物產生量，估算出可節省的成本，再加上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所帶來的收益計算。

廠區

認證單位
P1

總部大樓
P1/P2
晶圓廠房

P3
晶圓廠房

P4
辦公大樓

P4/P5
晶圓廠房

P6
辦公大樓

P6
晶圓廠房

P1
辦公大樓

P1/P2
晶圓廠房

P3
辦公大樓

P3/P4
晶圓廠房

P1
辦公大樓

P1/P2
晶圓廠房

P3
辦公大樓

P3
晶圓廠房

P4
晶圓廠房

P5
晶圓廠房

P6
晶圓廠房

LEED

評量基準 LEED_EB

O&M

LEED_EB

O&M
LEED_EB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EB

O&M

LEED_EB

O&M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LEED_NC

台灣綠建
築鑽石級
認證

台灣智慧
建築認證

新竹 台中 台南

台積公司綠建築認證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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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呈現之環保效益包括實質金錢

收入，如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收益，以及其

他因執行環保計畫而節省之成本。民國104
年， 台積公司各廠總計推動367個環境保護

計畫，加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收益，預估可

帶來約新台幣10億5,700萬元的經濟效益。

強化對內與對外之環境教育

台積公司持續在公司內外推廣環保觀

念，內部推廣活動包含： 新人教育訓練、

E-learning、家庭日及每年「珍愛地球、由

我開始」等活動。其中「珍愛地球、由我開

始」活動除了專業環保教育課程，也在各廠

區指定的布告欄、電梯車廂、廁所、員工內

部刊物等刊登與環保相關的主題，讓同仁瞭

解公司的環保行動，並將環保概念深植於

同仁的每日工作與生活。民國104年的主題

是「四時環保趣—春遊／夏憩／秋收／冬

藏」，配合一年四季節令推出適合當季的環

境教育宣導內容，以有感的方式讓同仁配合

執行節能／節水等措施。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廠區之環保成本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環保成本項目分類 說明 投資總額 費用總額

1. 減輕環境負荷之直接成本

(1) 汙染防治成本 包括：空氣汙染防治費用、水汙染防治費用、其他汙染防治費用 4,904,897 3,232,928

(2) 節省資源耗用成本 節省資源（水資源）所花費的成本 1,557,383 -

(3)  事業廢棄物和辧公室一般廢棄

物處理、回收費用

事業廢棄物處理（包括再利用、焚化、掩埋等）費用 - 1,048,089

2.  減輕環境負荷之間接成本（環保相

關管理費用）

包括：(1) 員工環保教育支出；(2) 環境管理系統架構和認證取得費用；(3) 監測環境負

荷費用；(4) 採購環保産品所增加之費用；(5) 環保專責組織相關人事費用

117,717 220,401

3. 其他環保相關成本 包括：(1) 土壤整治及自然環境修復等費用；(2) 環境汙染損害保險費及政府課徴的環保

税和費用等；(3) 環境問題和解、賠償金、罰款及訴訟費用

- -

總計 6,579,997 4,501,418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廠區之環保效益統計表

類別 說明 環保效益
經濟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1. 推動環保計畫所節省的費用 節能方案：完成152件 共節省161,007,753度電使用 402,519

節水方案：完成42件 共節省3,027,970噸水使用 105,979

減廢方案：完成173件 共減少28,218噸廢棄物產生 148,700

2.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實質收入 包括回收廢化學品、廢晶圓、廢靶材、廢電池、廢燈管、廢包材、

廢紙箱、廢金屬、廢塑膠及其他廢棄物

共回收約270,000噸廢棄物 396,209

總計 1,05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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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推廣活動部分，除了系統性地推動

供應鏈的綠色管理之外，也積極地與學術

界、產業以及全球營運據點的當地政府、社

區互動，發揮企業影響力，為地球盡一分心

力。除了自身做好環境保護，也協助政府與

社會進行環保行動，是台積公司一致的共識

與信念。

水資源管理媒體導覽及綠色導覽活動

為了展現台積公司的「綠色行動力」，

民國104年台積公司主動邀請來自全國與地

方之報紙、電視、網路等具影響力的媒體進

行二場大規模的媒體導覽活動，包含4月的

水資源管理媒體導覽以及10月的綠色導覽。

社會參與

人力資源理念與實踐

台積公司人力資源的理念源自於公司

「誠信正直、承諾、創新、客戶信任」的四

大核心價值。

勞動標準

台積公司堅守誠信正直與承諾的核心

價值，所有人權作為皆符合國際規範。本

公司現正參考聯合國頒布之《A Guide for 
Business – How to Develop a Human Rights 
Policy》並遵循《國際人權法典》、《國際

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聯

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標準擬定《人權政

策》草案，以保障台積公司及子公司員工人

權；其內涵亦符合「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

為準則，以督促我們的供應商也能達到與本

公司達到相同的人權標準。

選用育晉留

 在招募任用、薪酬設計、績效管理與

訓練發展等政策與制度上，台積公司秉持

「志同道合、適才適所」的精神。民國104
年，台積公司共計聘用超過2,700名的主

管人員、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以及超過

1,100名生產線技術人員；截至民國104年
年底，台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員工總數為4
萬5,272人，其中女性同仁約占員工總數的

41.3%。

為留任最好的人才，台積公司致力於提

供同仁最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並塑造可以

持續學習且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民國104
年， 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5.0%；過去五

年，每年員工離職率皆維持在5%至10%的

健康範圍內。

員工關係

台積公司建立積極正向的員工關係，重

視雙向溝通並致力於提供主管與同仁，員工

同儕間開放且透明的溝通管道；此舉營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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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參與的工作環境，同仁亦對公司有高

度承諾。此外，台積公司依循「每周50工
時」之目標，持續提升同仁工作效率與成

效，讓同仁有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共享、交朋

友、並發展個人興趣，在工作與生活間得到

平衡，贏得快樂人生。

安全職場與員工多元健康照護

台積公司關注同仁身心健康，持續透過

多元健康照護方案及員工協助方案，打造健

康幸福的職場。此外，台積公司以「零事

故」為管理目標，推動嚴謹的硬體設施標準

與安全衛生作業程序、持續改善專案，以提

供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面向上，台積公司集結公司的

資源與員工的智識及愛心，透過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及台積電志工社，打造永續社會、愛

護地球、關懷弱勢，同時致力於教育文化推

廣，並協助消弭城鄉差距。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台積公司於民國87年成立「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由現任台積公司副董事長曾繁

城擔任基金會董事長，以「人才培育」、

「藝文推廣」、「社區營造」及「企業志

工」為四大工作主軸，以回饋社會，善盡企

業之責任。

民國104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共投入

逾新台幣6,800萬元，持續支持多項科教專

案，贊助國立清華大學「旭日計畫」及國立

中央大學「向日葵計畫」，提供清寒學子獎

助學金，使其有機會於頂尖學府求學，同時

也與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合作再度舉

辦「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競賽，鼓

勵高中學子吸收科學知識，強化溝通表達能

力，啟發高中學子對於科學知識探索的興

趣。除各項多元教育專案之外，秉持推廣藝

文的理念，自民國95年後，基金支持邀請

荷蘭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來台演出，以及國

家交響樂團製作西方歌劇「費黛里歐」，提

供民眾美的饗宴，引動社會藝文風潮，使國

人的心靈生活更為豐美。

台積電志工社

台積電志工社在董事長夫人的帶領之

下，秉持著「選定主題、長期投入」的志工

社宗旨，鼓勵同仁投入快樂、有智慧的志工

活動，廣邀同仁及其眷屬共襄盛舉，致力於

教育文化推廣、彌補弱勢資源、推動節能環

保及落實社區關懷。目前志工社服務涵蓋

「台積導覽志工」、「台積導讀志工」、

「台積節能志工」、「台積社區志工」、

104年度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總金額為新台幣6,841萬1,049元。

8

7

6

5

4

3

2

1

民國98年 民國99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單位：千萬元

其他 9%

全國教育 40% 全國藝文 17%

社區營造 21%

企業志工 13%

104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各類投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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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生態志工」、「台積廠處志工」等多

元面向，提供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高科技水

準的員工」一個投入社會服務的管道。

社會面向專題

台積i公益

台積i公益網站於民國103年推出，員工

可使用此互動平台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

以回饋地方社群及社會。藉由此內部網站，

員工可以主動提出關懷專案、分享專案成

果、提供回應及建議，並及時進行線上資

助。

民國104年，共計有9,600人次參與，

累積約新台幣1,800萬的愛心資助。細節如

下：

藉由此互動平台，台積公司希望可以持

續其關注社會之承諾，讓員工可以更容易以

單位：新台幣

專案名稱 參與人次 愛心資助金額

用eye看世界－愛心郵票義賣 290 140,000

光榮國小圖書室整建－親子閱讀

越幸福

443 630,950

八仙粉塵爆炸關懷專案 6,737 14,545,459

讓孩童聽見學習的鐘響 170 228,300

看見、改變－寶山國小山湖分校

校園修繕

630 920,594

慢飛天使齊飛翔－竹南聖家啟智中心

關懷專案

1330 2,524,211

各種可行之方式回饋社會。

CSR得獎紀錄

台積公司積極參與各類社會責任相關獎

項評選，分享經驗給外部並獲得回饋。透過

這種參與，公司更瞭解外界所關注的議題，

並檢視內部績效進而持續改善。歷年來，台

積公司持續獲得許多外界的肯定，民國104 
年得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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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積公司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道瓊永續指數
•�連續三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中「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

產業組」的領導企業

•�RobecoSAM 永續發展獎金獎

•�RobecoSAM 永續發展獎：產業領導者

•�連續第15年獲選道瓊永續發展世界指數的組成企業

財富雜誌（FORTUNE）
•�獲選全球最受尊崇公司之一

巴隆金融周刊（Barron's）
•�獲選全球百大最受尊崇企業

MSCI 全球永續指數
•�獲選MSCI 全球永續指數成分股

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第一名

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

•�科技與傳產組－楷模獎

•�公益推動組－楷模獎

台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企業永續獎

•�企業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電子資訊製造業

•�永續水管理獎

企業社會責任

經濟
、公
司治
理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

•�

•�

•�

買方投資人投票）

•�  

賣方分析師投票）

•�

買方投資人投票）

•�

賣方分析師投票）

•�亞洲最佳法人溝通會

IR Magazine
•�大中華區最佳整體投資人關係大獎（大型市值企業）

•�大中華區最佳公司（科技業）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

FinanceAsia
•�亞洲最佳公司

•�台灣最佳管理公司第二名

•�台灣最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第二名

•�台灣最佳公司治理第三名

•�台灣最佳執行長第一名

•�台灣最佳財務長第二名

經濟部工業局
•�台灣創新企業調查20強第一名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協會（IEEE）Spectrum 雜誌
•�全球專利實力評鑑－半導體製造類組第一名

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第十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

臺灣證券交易所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 公司

中華徵信所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獲利第一名

英國金融時報
•�獲選全球前五百大企業

財富雜誌（FORTUNE）
•�獲選全球前五百大企業

環保、安全與衛生

員工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與
環境設計先導」（LEED ）認證

• 「黃金級」認證－晶圓十四廠第五期及第六期廠房

註：截至民國 104 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十八座美國 LEED

認證（二座「白金級」、十六座「黃金級」）

勞動部

•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二廠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十二B廠

•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十二A廠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十五廠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 績優環境保護單位－晶圓十四B廠

新竹縣環保局

• 企業環保績效評鑑－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三廠、晶圓

十二A廠、晶圓十二B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二廠及五廠

新竹市環保局

• 企業環保績效評鑑－晶圓八廠、晶圓十二A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十二A廠

台南市環保局

• 環境教育獎－晶圓六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健康標竿獎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 績優健康職場獎

內政部台灣綠建築認證

• 

辦公室

註：截至民國 104 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十座台灣鑽石級綠

建築認證

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認證

• 晶圓十五廠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 晶圓十四A廠、晶圓十四B廠

行政院環保署

• 企業環保獎金級獎－晶圓六廠

•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晶圓八廠、晶圓十二A廠、晶圓

十四B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A廠

• 全國環境教育獎－晶圓二廠及五廠、先進封測廠

經濟部
• 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四

A廠

•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三廠、晶圓十二B廠



— 179 —

台積電節水節電 守護地球

聯合國和平大使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於

2016年得奧斯卡影帝時發表感言，大聲疾

呼全世界要重視氣候變遷議題；近年來，因

氣候變遷造成天災、糧食等問題浮現，遏止

地球暖化刻不容緩。國內晶圓代工龍頭台積

電善盡企業公民責任，促進環境永續，成為

世界級環境保護標竿企業，關懷地球多盡一

份心力與貢獻，2015年購1億度綠電，2016
年加碼申購2億度，蟬聯「綠電王」寶座。

認購大戶 挺碳權有價化

台積電認知碳權「有價化」勢不可擋，

2016年認購2億度綠色電力，占經濟部能源

局今年全體綠色電力認購釋出量的20%，

2億度綠色電力可以減少碳排放量逾1億公

斤，約當1,000萬棵樹一年的碳吸收量，雖然

綠電成本較高，增加企業成本負擔，但台積

電更在意環保議題，溫室效應所造成的氣候

變遷衝擊全球生態環境以及人類的生活、健

康與經濟，是產業當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工業生產所製造的全氟化物是造成全球

暖化原因之一，台積電從不因提前達到世界

半導體協會「2020年全氟化物全球自願減

量目標」而滿足，持續進行各項全氟化物減

量措施，積極修改單位晶圓全氟化物排放量

減量目標，2020年單位晶圓全氟化物排放量

由原訂之較2010年降低30%改為降低60%；

新訂全氟化物總排放量減量目標在2020年
全氟化物總排放量將較2010年減少20%。

永續環境 擴廠不忘減碳

台積電因應客戶需求積極擴廠，但仍積

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15年全氟化物單

位晶圓排放量不僅較2010年減少46.7%；總

排放量在產能較2014年增加6.1%的情形下

更降低了1.6%，為近年來首見，顯現台積

公司致力於環境永續之成果。

另外，政府持續推動與建置再生能源計

劃，台積電以實際行動響應政策，除了連續

兩年購買綠電，為全國最大之綠電購買者，

台積電於廠區內亦設置太陽能板產生再生

能源提供自廠使用，截至2015年底，太陽

能板裝置容量達1,301千瓦，於2015年共計

產出149萬度的電力，亦即5.37兆焦耳的能

源；合計共約減少5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

廢水回收 每滴可用3.5次

水資源部分，台積電各廠區對於製程排

水，依其水質由獨立管排分別收集後，將較

乾淨的排水回收再使用於製程或改供其他次

級用途。2015年台積電位於台灣廠區全年

總計節省6,525萬公噸的用水，相當於省下

72萬人口的城鎮一年的用水需求，亦等同

於省下超過2.03座寶二水庫的蓄水量。台積

電平均每一滴水，可使用3.5次，意味每天

光是回收水的量，就可達每日自來水用水量

的2.5倍左右。

用水中有90%以上都是製程用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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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分級回收再分流處理，以達到有效回

收再利用的目標，以中科15廠為例，其排

水管路多達25類。全台一天產生18萬公噸

回收水，等於一年產生多達6,525萬公噸回

收水，所以每天只需9萬公噸的自來水用水

量。

在地採購 創造就業機會

在經濟上，台積電先進製程演進領先競

爭對手，推動採購在地化，間接為台灣創造

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過去三年更是國內繳稅

大戶，雇用的員工人數及其總薪酬也再創新

高，為股東達成再創公司新高紀錄的股價，

對於全體股東於2016年股東會通過後發放

再創公司新高紀錄的現金股利。

對於國內科技培育更是不遺餘力，在台

灣的大學研究中心擴大進行合作，與多所知

名大學攜手成立的四個研究中心，這些研究

中心擔負雙重的任務，首先是培養更多未來

適合服務於半導體產業的高素質學生，其次

是激勵大學教授提出新的研究專案計劃，包

括專注於最先進的半導體元件、製程、材料

科技、半導體製造、工程科學，以及與電子

產業相關的特殊製程技術。

愛才育才 贊助研究中心

2013年台積電在國立台灣大學及交通

大學分別成立研究中心，2014年於國立成

功大學及清華大學成立兩個新的研究中心。

這些研究中心由政府單位及台積電出資贊

助，台積電投入數億元新台幣並提供大學

晶圓共乘專車。2015年數百名在電子、物

理、材料工程、化學、化工及機械工程領域

成績優異的學生加入這些研究中心。

台積電為台灣最會賺錢企業，企業獲利

之餘不忘人文關懷在地教育，出錢又出力投

入偏鄉學童教育，從2004年至今募款贊助

金額高達1億以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在北

中南各廠區再度發起贊助「TFT為台灣而教

協會」及「均一教育平台」活動，為偏鄉學

童教育師資及教育數位內容貢獻心力。

台積電投入偏鄉學童教育計畫如同做晶

圓一般盡心、縝密而周延，從硬體、軟體至

教育內容一系列，點、線、面連成一氣，對

於偏鄉教育關懷，一開始與天下雜誌教育基

金合作是從書籍到導讀再進入數位教學；而

軟體師資及教育內容部分，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與TFT為台灣而教協會、均一教育平台結

合成夥伴，透過該協會培育偏鄉導師計畫，

招募教育體制內或外對偏鄉教育有熱誠老師

加入，解決偏鄉師資缺乏問題。

關懷偏鄉 招募導讀志工

而均一教育平台則是一個翻轉教室的概

念，以互動式教學引起學童學習興趣，目前

更進入課程數位化作業，使得偏鄉學童教育

資源不再受到地域限制；該平台進入數位化

過程中需要許多IT支援，台積電工程師可給

予相關協助，甚至可做的更好，對於偏鄉教

育贊助從硬體書籍、軟體志工老師至硬體內

容一系列投入贊助。

台灣教育普及，使得台積電擁有4萬名

員工是最大受惠者，由於科技變遷拉大城鄉

差距，使得偏鄉教育處於劣勢，台積電在

12年前便參與希望閱讀，在台積電內成立

偏鄉學童導讀志工，經過12年時間，台積

電導讀志工已有800餘人，累積捐贈逾23萬
冊好書，12年超過3,000位台積電志工與眷

屬參與、服務時數近5萬小時。   
                                                 (葉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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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

公司概述

聯華電子(簡稱聯電)為世界一流晶圓專

工公司，提供先進製程與晶圓製造服務，生

產各項主要應用產品之IC晶片。聯電提供完

整解決方案，能讓晶片設計公司利用尖端製

程的優勢，以及廣泛的特殊製程技術，使客

戶產品能在競爭激烈的IC市場中脫穎而出。

永續發展策略與組織

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著「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

行公益」的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期望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引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

循環。聯電的永續發展係構築於「創造以人

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榮的全球性友

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之下；以「客戶、股

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標，

共同追求永續成長。

核心競爭力與社會責任並重

聯電以四項高度競爭優勢，包括「獨立

研發自主能力」、「優良製造技術」、「優

良員工」、及「健全的財務結構」，輔以深

化於公司營運管理與組織運作中之五點企業

文化客戶導向、正直誠信、創新、當責、效

率，使企業得以持續維持於半導體產業之領

導地位；更以企業文化為基礎，規劃出結合

企業競爭優勢之企業永續發展藍圖與三大實

踐方向：

經濟面：持續提升公司治理績效

環境面：致力成為綠色晶圓專工生產

社會面：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永續組織

聯電的永續組織架構，縱向以董事長率

領之董事會為首，指導由執行長帶領之公司

組織及企業永續委員會，由上而下貫徹企業

永續政策，並設有稽核單位行監督之責；橫

向則設立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資本預

算委員會以提升董事會職能、強化公司治

理，企業營運組織與企業永續委員會則各自

設立所需功能單位，橫向分工共同執行與實

踐企業永續承諾。

利害關係人議和

332 21

42 53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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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除依

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

法規外，並制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做為建置有效公司治理架構之遵

循依據，以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

能、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尊重利害關係人

權益及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司之企業永

續委員會自2013年起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

告，2015年起直接向董事會報告推動成效

與計畫，期望能透過有效的公司治理運作，

來實踐企業永續經營責任與提升經營績效。

聯華電子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與資本預算委員會，其運作分別依

「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資本預

算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執行。另本公司

對董事會績效訂定評估辦法及評估方式，每

年定期就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執行自我評

估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

企業風險之瞭解、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董

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專業進

修、內部控制及審計委員會之溝通、財務報

導及外部簽證會計師之監督等評量指標之實

際執行情形，2015年年度評估結果董事會

運作績效良好。

為便利投資人取得聯電公司治理相關資

訊，除於年報揭露公司治理運作情形，於公

司官方網站亦設有公司治理專區，可供查詢

公司治理政策及執行情形。

89.8%   

1306.9

11,279   

200%   

1ST
  

1ST
   

3000

0

0

6.0%   

1.08 

332 21

42 53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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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

半導體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終端電子產品朝向功能提升、輕量化發

展，而近幾年節能減碳的觀念導入，也影響

晶片設計的方向。因此，在考量功能整合、

效能提升與低功耗等因素，晶片設計複雜度

大為提高。另外，基於生產效能考量，半導

體製程技術需要不斷地微縮化，晶圓面積必

須不斷地朝更大直徑尺寸發展。在此兩大發

展趨勢下，半導體製程技術門檻越來越高，

投資成本也以倍數成長。

永續經營理念之實踐

聯電研發團隊一向致力於推動先進製程

技術的開發，秉持著客戶需求至上的理念，

提供符合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的晶圓專工解

決方案，其中包含世界級先進製程技術、客

戶支援服務與生產製造。

持續創新研發先進技術

2015年環境與社會效益相關研發計畫進度

聯電除了持續研發降低晶片之耗電量

外，另亦開發各類能源管理晶片、人體感應

醫療類晶片、行動通訊類晶片、影像感應及

顯示等晶片，以降低終端產品使用時之環境

負荷，並促進社會溝通及人體健康安全照顧

201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0,145 10,45010,205
11,2741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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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便利性。

客戶服務

秉持聯電永續理念，經濟要永續發展，

除維持經營績效之穩定與成長外，重視客戶

意見、滿足客戶需求、獲得客戶肯定及長期

支持，更是永續經營之不二法門。而致力鞏固

經營績效的同時，對環境與社會之投資與付

出，以達共享、共好之目標，才能真正引動正

向循環，促成企業自身經濟成長、經營永續。

風險與危機管理

聯電以永續經營為企業營運的最終方

向，完善的風險管理與適切的危機處理是確

保永續經營的護身符。而為了減少事故發生

時，該事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及損失，公司

形象之維護，並保障利害關係者之權益，聯

電積極做好危機因應、危機前預防及演練。

永續供應鏈管理

在這一股全球社會責任及環保浪潮中，

我們發現，範圍已由企業本身逐漸延燒至整

個供應鏈。不論身處供應鏈的哪一個環節，

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必須要面對的責任。聯

電面對如此挑戰，也看出其中的契機。對於

永續供應鏈管理之推動，由環境委員會供應

鏈管理小組專責；聯電在全球各地之供應商

不僅是商業夥伴，除了品質與交期，聯電亦

要求所屬供應商在產品中環境關聯物質管

制、氣候變遷、勞工安全衛生以及人權，衝

突金屬/礦石、水足跡等議題上必須遵循相

關社會責任，自2008年起，聯電廣邀供應

商推廣「聯華電子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共同

宣言」。

永續發展

綠色工廠

為紓解生態環境惡化、降低溫室效應及

地球暖化之現象，以消耗最少資源，製造最

少廢棄物，聯電訂有環境保護政策，藉此持

續提升技術，並要求自我管制及不斷引進高

效能之汙染防治技術與設備，期望達到環境

共生、共榮及地球永續發展的目標。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82.7 83.782.8 86.485.6



— 185 —

5.42%   

5.33%   

37.6%   

11.59%   

90.0%   

100.0%   

0  

3000  

11.2%   

2714    

126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氣候政策與低碳承諾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生態環境巨變，聯

電體認身為地球村的一員，致力環境保護的

工作是責無旁貸，聯電領先業界於2010年
頒布「聯電氣候變遷政策」，作為公司因應

氣候變遷之最高指導原則。並訂定「聯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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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承諾」以為日後減碳計畫推展之指引。

針對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議題，近年聯

電積極擬定各階段及各面向的環保目標，設

定具體實施計畫，經企業永續委員會共同討

論與決議，並呈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核可後，

逐步進行推動。

水風險管理

鑒於近年來氣候變遷造成水環境急遽變

化，澇旱發生交替越趨頻繁，外界利害關係

人對於水資源議題日益關切。為及早因應複

雜之水資源問題，有效整合預防、節約、應

變等管理概念，聯電已完成水風險因子鑑別

與因應，並於2015年頒布「聯電水資源管

理政策與承諾」作為公司因應水資源管理之

最高指導原則。

綠色產品

聯電以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自當

與供應商及客戶為共同追求綠色產品為己

任，在環保意識抬頭的今日，誓為客戶及消

費者提供更先進、更節能與更環保的產品為

職志，並期能減少產品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

之資源及不必要的汙染。做為一個中間生產

者、和客戶信任的合作夥伴，聯電所生產的

晶圓產品，在客戶不斷地要求更先進的設計

下，其廣泛的應用在你我生活的周遭，像是電

腦、通訊、消費電子及工業應用等日新月異的

產品，透過這些產品，實現了對時代進步的貢

獻與承諾；聯電在追求獲利及成長的同時，更

自許為國家社會樹立一個良好的綠色典範，

不僅為永續經營之冀，更為社稷萬民之福。

聯電為確保產品符合歐盟EU RoHS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指令等國際環保法規，及客戶管制

有害物質的要求，聯電率先完成了有害物質

流程管理系統第三方驗證及第三方公正實驗

室定期檢測產品有害物含量，以落實並舉證

產品安全無毒性之要求。此外，聯電更完成了

產品碳足跡、水足跡之查證，以減低製程中對

環境之衝擊，更可善盡綠色產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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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觀念

2015年於4月20日舉辦「UMC Global 
Green Day」活動，以串聯全球聯電各營業

據點用各種綠色行動來呈現，同時開啟一系

列的環保月教育活動。

其中，更以南科植樹活動為標的，進行

溫室氣體減量與碳中和觀念推廣，邊界包含

活動前的籌備、活動期間，以及活動結束後

處理等三個階段，並透過量化活動溫室氣體

排放量，各類減量措施執行及本公司之碳權

抵換進行碳中和。

社會參與

勞工權益

聯電支持並尊重國際相關勞動人權規

範。

聯電強調之核心勞動權益

薪酬福利

聯電一直視員工為重要資產，期望透過

提供同仁具巿場競爭性的整體薪酬及福利，

吸引優秀人才加入聯電工作團隊，共同努力

達成營運目標，以締造聯電獲利佳績。

教育訓練

2015年，聯電所舉辦的訓練開班數達

9,725個班次，總訓練(人)時數達540,148
時，總參與人次為281,732人次，訓練總經

費共計新台幣46,274,587元。各類課程之滿

意度皆達90%以上。

健康與安全職場

全人健康管理計畫

93.1%   

95.0%   

0  

59%   

100%   

93.0%   

12,241   

43.4%   

0   100%   

100%  89.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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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深信健康的員工是企業成功的重

要基石，「全人健康管理計畫」於2015年
邁入第二階段，秉持2014年之計畫執行精

神，以形塑優質職場，凝聚員工向心力為主

軸，聯電持續深耕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

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等三大方向，守護

同仁與眷屬的身心健康。

除致力打造優良樂活職場外，配合職安

法修定，聯電推動人因工程預防及改善、母

性勞工健康保護以及過負荷引發疾病之預防

等一系列相關活動來照顧員工，落實關懷與

支持。透過完整的規劃及預防性調查，從各

面向深入了解同仁需求與身心狀況，並期望

藉由健康職場概念的推動，達到內部員工滿

意與外部支持認同，強化優秀人才之招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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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任，進而達到個人及企業整體經營績效提

升之目標。

社會公益

「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

榮」是聯電在永續政策上的重要願景。秉持

與社會共榮的精神，聯電亦善盡一己之力，

對社會有所回饋。透過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

的帶領，使得更多同仁重視公益議題，主動

投入志工活動，形成良好的內部風氣。透過

這樣正面風氣的擴大，也讓更多外部團體認

識聯電，並將影響圈擴及到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身上，由內而外形成良好的循環。

LBG Model
為有效量化公益投入所帶來的效

益，聯電參考倫敦標竿管理集團(London 
Benchmark Group)之社區投資評估機制，

將投入的時間、成本、實物捐贈及管理費用

等各項支出審慎紀錄，並評估這些投入後續

可帶來的正面效益。在公益方面的產出除了

包含實際的成本節省與利益產出外，亦包含

無形的影響，如建立良好企業形象、建立企

業社會責任楷模、為學童建立正面價值觀，

與彌補偏鄉孩童在教育資源上的不足等正面

效益。

除持續2005年起推動之「播撒希望種

子專案」，2015年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

聯園樂活文教基金會、聯電消防隊與員工社

團等單位，透過本身專業能力與觸及對象的

不同，以最適合的方式來投入公益活動。

34,435,555   (0.29%)

4,172,045  (0.04%)

11,808,406,852  (99.41%)

32,552,841  (0.32%) 47,481,810  (0.58%)

3,765,341  (0.04%) 4,622,727  (0.06%)

10,111,097,404  (99.33%) 8,124,275,019  (99.01%)

31,879,268  (0.27%)32,378,774  (0.32%) 28,799,912  (0.35%)

11,878,893,72010,179,794,360 8,205,17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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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 年聯電在志工投入總時數達

12,241小時，而在公益方面的捐贈及受益人

次上則有明顯增長，受益人次超過25,416，
顯見聯電志工投入之人力與心力持續擴展，

服務範圍遍及全台。

社會公益專案「播撒希望種子」

聯電致力於弱勢家庭學童之教育提升，

持續執行「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庭學童

教育協助專案」，期望透過企業之力量，

平衡教育資源不均之現況，迄今已投入

一億五千五百萬元，於弱勢家庭學童課業輔

導項目中，超過6,000位學童在聯電的協助

下持續升學，完成「播撒希望種子」的階段

性任務。

2015年，本專案除持續投入「希望種

子」協助弱勢學童教育之外，亦致力於深化

「生命教育」、「閱讀推廣」、「環保綠

能」、「基礎科技人才」等其他四大種子議

題，從心靈、學習、環保、基礎科技等面

向，進行新一波的紮根培育活動。此外，有

感於企業社會責任之體現，不能只從公司面

著手，而應更進一步吸納所有同仁的力量，

透過親力親為的具體實現，才能從小我到大

我，發揮群體眾志成城的力量，為台灣儲備

新一波成長動能。

聯電志工文化推廣

在致力於公司營業成長的同時，聯電亦

熱衷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為鼓勵員工從事

公益，提供同仁申請公假，以便同仁參與志

工服務，聯電的志工文化在聯電科技文教基

金會的引領下，已由基金會所屬志工隊逐漸

擴大至全體員工。2015年員工社團自發參

與志工活動的數目，也從原本現有的三大社

團包含燭光社、野趣社、悠聲蒞麗，增加至

七個社團，公益捐贈投入與受益人次也逐年

提升，各社團於2015年共計為弱勢族群提

供159場次的志工服務。聯電員工積極投入

與參與社會公益，更顯見聯電對志工文化塑

造的重視以及聯電志工的行動力、愛心及無

私的付出。

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

「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持續推廣社會

公益，目前以長期教育協助為重點。聯電基

金會持續推動「播撒希望種子教育協助方

案」，透過與新竹及台南教育大學的合作，

由基金會贊助經費，大學提供教室場地，兩

校學生擔任鐘點課輔老師，免費為經濟弱勢

且課業需加強的學生進行輔導。

聯電消防隊參與社會公益

聯電消防隊對外提供協助，積極參與

18,000
24場

24場
500人

110



— 191 —

外部大型演練，並協助環保署人員毒化災

訓練。除此之外，聯電消防隊結合聯電文

教基金會至國小進行各項安全宣導，讓防

災教育向下扎根，落實深入社區理念及行

動。2015年協助新竹縣/市消防局消防安全

宣導，及結合聯電文教基金會至課輔班協助

各項活動參與執行，共出勤23次。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2015聯電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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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保育生態 推動希望工程

聯電是全球知名晶圓代工廠，不只在產

業界占有一席之地，對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也付出相當大的努力。聯電執行長顏博文表

示，面對全球多元化的風險與激烈競爭的挑

戰，該公司會在既有基礎上持續強化優勢，

並與各界合作，不只為公司股東、員工與客

戶創造最大利益，也為生態環境與社會提供

永續的未來。

到 2 0 1 6 年為止，聯電已連續九年

列名於道瓊永續性指數 ( D o w  J o n e 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的世界指數

(DJSI-World)，並同時列名於新興市場指

數(DJSI-Emerging Markets)成分股之一。

在2016年評比中，聯電在「環境政策

及管理系統」、「環境報告」等項目獲得滿

分，另在數個項目則獲得半導體業最高分。

2016年道瓊永續性世界指數由全球大型企

業中挑選約2,500家企業參加評比，全球半

導體業僅有四家列名，新興市場指數中半導

體業則僅有三家列名。

啟動Green 2020 擘綠色願景

顏博文指出，連九年列名道瓊永續性指

數，顯現聯電長期在經濟、環境、社會面所

展現的治理績效和國際標竿企業並駕齊驅，

引領國內企業永續發展與國際接軌。聯電依

循聯合國2016年訂定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持續以先進晶圓製程解決方案，

扮演提升科技文明關鍵角色。

在環保永續部分，顏博文指出，該公司

秉持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榮的願景，與全

體員工共同努力，已宣示「Green 2020」計

畫，也就是預計2020年時，進一步實現節

水、省電與減廢各10%的綠色環保目標。

減碳數十載 完成碳交易

聯電從1999年開始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持續迄今，2013年以其十多年的減碳努力

成果，取得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減量額度(即

俗稱碳權)，並於2014年初，將其中一部分

授予中龍鋼鐵，完成台灣第一筆環保署認可

的碳權交易。該公司隨即以所有碳權交易所

得3,000萬元，成立環境保護專用基金，啟

動「聯電Eco-Echo生態保育希望工程」，

支持與推動台灣環境及生態保育。第一期計

畫(2014年至2016年)是由荒野保護協會進

行新竹大山背地區梭德氏赤蛙棲地保育。

每年頒「綠獎」 獎金100萬元

聯電也於2016年4月宣布，投入每年

100萬元成立「綠獎」(UMC Eco Echo 
Award)，這個獎項是「聯電Eco-Echo生態

保育希望工程」的延伸，為接續梭德氏赤

蛙棲地保育計畫之後的獎助計畫。自2017
起，聯電每年提供總獎金100萬元，補助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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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專案，執行生態保育工作。

顏博文提到，「綠獎」的起源是希望透

過徵選方式，將友善環境的傑出計劃和創意

聚集起來，激發對地球生態保育更有效、直

接的投入，產生持續的正面能量，許下長期

守護台灣生態環境的永續承諾。

聯電也持續進行用電減量，2013年至

2015年度累計用電減量5.42%，同期間用水

減量更達11.2%，並進行水回收再利用。至

於廢棄物減量方面，2013至2015年間也減

少達11.59%，共達2,788噸。

廢棄物回收 賦予新生命

關於聯電的主要廢棄物回收，例如在光

罩部分，是由廠商回收，清洗除去圖樣後，

產製成再生光罩或光學材料，而黃光廢溶劑

也由廠商回收再製成塗料稀釋劑或香蕉水調

配劑。氟化鈣汙泥則提供給水泥廠，當作水

泥添加劑，以及讓廠商回收製作為人工螢

石，成為鋼鐵廠助熔劑。

另外，聯電的低碳承諾也包括生產製程

全面導入低碳設計，新建與擴建廠房全面導

入綠建築標準，以及所有廠區完成產品碳足

跡盤查等。

組志工社團 助弱勢家庭

在社會參與部分，該公司搭配聯電科技

人才培育計畫、志工文化經營與社團評鑑的

鼓勵，積極進行公益服務與關懷。聯電長年

投入「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庭學童教育協

助專案」，透過企業力量，希望平衡教育資

源不均的現況，並成立聯電愛故事團，透過

戲劇傳遞生命教育，到2015年為止，六年

期間共演出52場，累計觀眾超過1.7萬名。

聯電也從2015年開始籌組「節能服務

隊」，針對弱勢族群提供節能減碳服務的綠

色志工團隊服務，橫跨節能、節水、環保、

消防等多面向。聯電節能服務隊除了隊員擁

有豐富的節能安全知識外，並擁有經內部主

管核定的每年100萬元經費，擁有經費支持

讓服務隊不僅提供節能安全的諮詢與建議，

更協助適當硬體改善施作，讓服務一次到

位，使弱勢團體無後顧之憂。

訂產業規範 形成綠色鏈

聯電位於中國廈門的Fab 12X晶圓廠，

是其切入中國快速成長的半導體供應鏈，並

掌握相關新市場商機的重要里程碑。聯電預

期Fab 12X晶圓廠的地理位置，能滿足客戶

對分散12吋晶圓產能的需求，也可強化其

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地位。同時，Fab 12X
也採用與聯電全球晶圓廠一致的永續製造規

章與標準，持續建立產業規範，來減緩全球

暖化、推動資源保護與節能。

另外，聯電也要求供應商，對產品中的

環境關聯物質管制、氣候變遷、勞工安全衛

生及人權、衝突金屬／礦石、水足跡等議

題，都必須遵循相關社會責任，希望建立一

個保護環境、重視社會責任、勞動人權、安

全、健康且永續性發展的供應鏈，協助上下

游廠商，提升綠色競爭力。

整體而言，聯電以其企業文化為基礎，

規劃結合企業競爭優勢的企業永續發展藍圖

與三大實踐方向，強調在經濟面會持續提升

公司治理績效，環境面則致力成為綠色晶圓

專工生產，社會面則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鐘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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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

公司概述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屬

子公司(簡稱「日月光」或「日月光集團」)

成立於1984年3月，首座旗艦廠設立於台灣

高雄，為全球半導體封裝測試服務的領導廠

商，我們不斷提供高速、微型化與高效能的

晶片，以符合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集團也

持續發展和提供客戶廣泛完整的技術及解決

方案，包括晶片測試程式開發、前段工程測

試、晶圓針測、晶圓凸塊、基板設計與製

造、晶圓級封裝、覆晶封裝、系統級晶片封

裝至成品測試之服務、以及提供完善的電子

製造服務整體解決方案。日月光公司股票在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為2311，
另有美國存託憑證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

牌交易，股票代號為ASX。我們的子公司

「環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碼為601231。

企業永續承諾

日月光集團為全球半導體封裝測試服務

領導者及主要的系統與核心技術整合者，在

社會轉型至綠色及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我們視永續發展與企業公民為

公司成長的機會，承諾提供具生態效益及負

責任的服務給我們的客戶，俾以在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三方面有優異的績效表現。

日月光集團將引領創新及永續的企業責

任實踐，為產業界、企業界、利害關係人和

全體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力。

日月光集團致力於以策略性做法追求企

業的永續成長，不僅會持續進行成本控管、

整合性風險管理以及先進技術開發，更會以

負責任的態度運用自然、社會與人力資本，

與我們所仰賴並汲取資源的土地共存共榮。

日月光集團承諾：

1.維持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於企業內

持續實踐商業道德規範，並恪遵所有營運所

在地的法律規定。

2.持續增加資源再利用及減少溫室氣體

與廢水排放、廢棄物產生及化學品使用，以

改善我們的生態效益並保護環境。

3.提供員工安全、健康及優質的工作環

境，確保勞動力多元化及保障人權。

4.建立供應商夥伴關係，確保供應鏈具

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其員工受到尊重並享有

尊嚴，且其營運對環境負責並符合商業道

德。

5.透過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教育計畫和

社會工作回饋社區，將資源做最完善的分

配，並發揮最大的社會影響力。

6.進行有效且具策略性的利害關係人溝

通與議合，並強化資訊的公開透明與平衡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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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管理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促成經濟、環境

與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並履行

承諾，日月光於2015年正式設立集團永續

發展管理組織架構，指派「集團永續發展委

員會」直接督導集團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同

時於2015年訂定並發布「日月光集團企業

永續發展與企業公民政策」為集團永續發展

之最高指導原則與承諾，以及「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為處理重大永續議題之規則和

程序。亦訂定「日月光集團永續發展組織及

運作辦法」，以明確規範該組織之職權及運

作。

利害關係人議合與溝通

日月光集團承諾，進行有效且具策略性

的利害關係人議合與溝通，展現透明與平衡

的資訊揭露。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是企業持續改善與

長遠發展的關鍵。透過各種溝通機制，我們

將利害關係人的回覆和建議納入全球策略與

營運規劃中。利害關係人議合的主要目的是

尋求各類利益相關群體的反饋，並將建議轉

化為實際回應行動。

重大性分析

重大性分析結果鑑別出15個關鍵議題

群組，其中三大優先議題群組為法律遵循和

道德規範、環境管理和員工關懷與發展。

公司治理

日月光集團承諾維持健全的公司治理制

度，於企業內持續實踐商業道德規範，並恪

遵所有營運所在地的法律規定。日月光努力

建立誠信及當責的企業文化，承諾在營運的

各個層面維持高標準的道德準則、公司治理

及有效的當責機制，並且以對社會負責與誠

信的方式開展業務，以符合公司和股東的長

遠利益。

治理架構

日月光集團堅信唯有健全及效率的公司

本報告書內容揭露我們在 2015年的永續活動，主要成果如下

截至 2015年 12月，日月光總

共捐贈了至少 26,000盞 LED

燈給高雄和南投廠區附近或

偏遠地區的 24所學校；預

計每年可節電約 100萬度。 

日月光獨家贊助的線上環

境教育平台「臺灣環境教

育對話平台（TEED）」，

已於 2015年 6月 5日上

線，截至 2015年 12月，

已包含 150個視頻講座及

60個廣播節目。

中水回收廠

日月光高雄與中壢廠區的中

水回收廠，在 2015年正式運

轉後，總共回收超過 196萬

噸水，可填滿超過 780座奧

林匹克標準游泳池。

水資源管理

2015年日月光整體取水量

較 2014 年減少約 14%，

在持續擴大產能及擴建廠

房的發展中，我們持續達

成了絕對取水量的減少。

衝突礦產管理

根據 2015年之合理程度的

礦產來源國調查和盡責調查

程序結果，日月光的封裝與

材料服務之所有產品以及電

子製造服務中的 SiM 和 SiP

產品所鑑別出的熔煉或冶煉

廠為「非衝突 (DRC Conflict-

Free) 」。

綠建築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日 月

光有 9座建築物取得台灣綠

建築 EEWH認證標章，以及

3座建築物取得美國綠建築

LEED 認證，其中兩座「金

級」LEED認證是在 2015年

取得。 

校園 LED捐贈

環境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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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運作才能持續推進及強化公司的競爭優

勢，進而確保股東之權益。秉持此原則，日

月光董事會設置「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

酬委員會」，輔助董事會之運作。此外，日

月光設有「集團稽核處」，負責定期執行稽

核業務並向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呈報稽核結

果。

日月光主動地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與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布的公司治理評鑑指

標，檢視公司治理實踐狀況及其有效性。該

評鑑指標之架構主要係採行國際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所

發布之公司治理原則。通過自我評估的過

程，我們的高階管理階層更加注重公司治理

制度的持續改善，期望進一步形塑和提升日

月光公司治理的品質。未來，強化董事會結

構與運作及提升資訊透明度將是我們持續努

力推動公司治理的主要焦點。2015年，日

月光評鑑為上市公司排名前百分之二十之企

業。

商業行為與道德準則

為使員工體認日月光的企業文化和從業

道德，進而建立良好的商業運作與企業經營

模式，日月光爰依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公布

之上市公司手冊第303A.10款規定、台灣證

券交易所公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

準則參考範例之規定，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簡稱EICC)之行為準則(Codeof Conduct)，
以及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
國際規範之精神，訂定「商業行為與道德準

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準則反映了

我們企業營運的政策，規範內容涵蓋商業道

德、資訊揭露、環境、勞工、安全與健康、

法規遵循與公司治理、以及社會參與，展現

我們對誠信經營、企業公民和社會責任的承

諾。

日月光集團人權管理

日月光集團人權政策敘明我們對人權保

障之標準，以確保所有的日月光集團員工受

到尊重並享有尊嚴，同時也確保不侵犯任何

人權。我們也期許我們的供應商與合作夥伴

符合本政策之標準。

法令遵循

日月光承諾以誠信和正直的原則經營業

務，完全遵循所有適用的法規。為符合日益

增加且日趨嚴格的法規要求，日月光法務部

門定期監控任何可能會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

響的國內外法令變動，並即時將所取得之最

新法規動態通知各業務相關部門，以確保全

球各營運子公司確實遵循各國法令規章。日

月光的任何員工、主管、經理人或董事均不

得進行或以任何理由指示他人進行任何非法

或不道德的行為。2015年日月光並未受到

任何公司治理法規相關的罰金(鍰)或非金錢

處分，並且沒有貪腐案件或抑制自由市場的

壟斷或不公平競爭行為。

風險管理

日月光通過組織中現有部門或功能單位

(或稱風險職責單位)進行風險管理。此外，

我們的高雄廠、中壢廠、環旭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所屬子公司(USI)以及所有的集團部

門皆有實施企業風險管理(ERM)專案。我

們鑑別出可能對經營目標產生影響的風險

/事件，評估後決定適當的應對措施。我們

建立預防、預警、應變、危機管理和營運持

續計畫，來減輕、轉移或規避風險。我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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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過完善的管理方案，日月光已經將各

種風險情境有效納入管控。

永續發展

環境永續

日月光集團承諾持續增加資源再利用及

減少溫室氣體與廢水排放、廢棄物產生及化

學品使用，以改善我們的生態效益並保護環

境。

日月光致力於發展及促進其企業之全方

位綠色概念，我們藉由持續減少排放溫室氣

體、廢棄物及廢水，來保護地球環境；此

外，從最初的產品設計階段，我們便將環保

考量納入持續的製程改善及新產品開發，提

供減少汙染與廢棄物的綠色製造服務。

氣候變遷管理與能源效率

氣候變遷已被認為是全球的重要環境議

題，對日月光亦然。為有效實踐並履行我們

的承諾與企業社會責任，我們致力於各種面

主要績效

KPI 2015 目標 狀態 2015 績效 2016 目標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 90% 查證 達成目標 97% 查證 98% 查證

水回收使用效率 * 75% 水回收使用效率 達成目標 82% 水回收使用效率 85% 水回收使用效率

廢棄物回收率 60% 廢棄物回收率 達成目標 64% 廢棄物回收率 65% 廢棄物回收率

*水回收使用效率 = 總回收水量 / 總取水量

* ISE Labs為 IC測試廠區，故不需取得 IECQ HSPM QC080000 認證。

環境管理系統與認證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IECQ HSPM QC080000 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 ISO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

範疇：所有廠區 範疇：所有廠區，但不包含 ISE Labs*  

範疇：日月光高雄廠、中壢廠、南投廠、上海封測
廠、上海材料廠、昆山廠、蘇州廠、威海廠、無錫
廠、韓國廠、馬來西亞廠；USI張江廠、台灣廠、
深圳廠、昆山廠、金橋廠、墨西哥廠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 14067 碳足跡查證 ISO 14046 水足跡查證

範疇：日月光高雄廠、中壢廠；USI張江廠、台灣廠、
深圳廠、昆山廠

產品與服務類別： 
方形扁平式封裝、球閘陣列封裝、晶片尺寸封裝、
覆晶封裝、基板、IC測試服務
範疇：日月光高雄廠

範疇：日月光高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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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努力，包含興建綠色廠房(高效能建築

設計)、節約能源、提升能源效率、裝置太

陽能、購買綠電及其他相關方案，來降低衝

擊並管理氣候變遷可能引發的風險。

水資源管理

「水」是一項重要資源，日月光致力於

水資源的保護和儲存。日月光的水資源管理

方案依據減量、再利用與回收三項策略進

行。日月光營運的主要用水來源是自來水，

2015年我們的整體取水量為15,971,068噸，

較2014年18,548,558噸取水量減少約14%。

此減少量來自我們的高雄、中壢、上海(封

測)、上海(材料)、威海、無錫、韓國、馬

來西亞、ISELabs以及USI，其中主要的減

量貢獻來自高雄廠。雖然日月光在持續擴大

產能及擴建廠房的發展中，我們仍持續達成

了絕對取水量的減少，另一方面，我們的取

水密集度(m3/百萬新台幣營收)在2015年為

56.4，較2012年的88.7減少36%。

2015年我們總共回收了約13,133,452噸
的水(相當於整年取水量的82%)，與2012
年的7,888,780噸相比，約增加66%。我們

的主要節水措施為超過濾(Ultra-filter,UF)
系統、化學機械研磨(CMP)廢水回收以及

RO濃縮水回收系統。

汙染防治

日月光各廠力求加強與提升廢水、固體

廢棄物、空氣汙染與噪音的防治措施，我們

以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為基礎，並採用

了「規劃—執行—查核—行動」的管理模

式，以推動我們於汙染防治上持續進步。

綠色廠房

自2014年起，我們承諾按照最先進的

綠建築標準，例如美國的LEED(領先能源

與環境設計)和台灣EEWH(生態、節能、

減廢和衛生)，來建造台灣所有新的製造工

廠和辦公大樓。此外，我們進一步通過實施

綠建築概念以及清潔生產評估，來推動「綠

色工廠標章」認證。藉由綠色建築標準的實

施，以及智能建築技術的整合，我們創造了

一個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提高健康安全，提

高可靠性，營運效率和經營績效更好的工作

環境。

永續製造

日月光集團致力提供具生態效益及負責

任的服務給我們的客戶，並將永續融入於所

有製造環節，包含原料使用、設計、採購、

生產及產品包裝，以降低成本、提高競爭

力，並減少對環境、安全和健康的影響。

環境保護支出與投資

環境支出是企業進行環境管理與經營決

策時的重要依據。為統計日月光集團在環境

方面的支出，我們於2010年開始導入台灣

環保署的「產業環境會計指引」，結合既有

會計系統與環境管控代碼，將日月光集團的

環境支出按費用性質分類。自2015年起，

我們每季計算與分析環境支出，確保資料正

確性以及促進更有效的成本效益評估，並且

依據評估結果持續地精進環境管理。

日月光集團至2020年環境目標
●2020年較2015年減少5%溫室氣體密

集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營收)

●2017年達成100%第三方溫室氣體查

證

●2020年較2015年減少15%總取水量

●2020年達成75%廢棄物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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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以上的目標，我們將持續投資節

能與節水之方案，並鼓勵我們的員工面對及

處理環境永續議題。

2015年12月，195個國家通過巴黎協議

共同對抗氣候變遷，我們也密切注意科學減

碳目標之設定與碳價議題，計畫邀請專家進

行工作坊以勾勒未來管理方法。

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與發展

日月光集團承諾提供給員工安全、健康

及優質的工作環境，確保人才多元化及保障

人權。

日月光承諾持續進行人才的投資與培

育，促使員工在公司的職涯發展中享有意義

與價值，並使公司擁有高技能及經驗豐富的

人力資本。我們尊重員工的人權，致力於提

供及維護舒適安全及照護員工身心健康的工

作環境，促進員工工作效率及生產力。

員工照顧

讓員工受到尊重、公平薪酬的對待，並

有學習成長與個人發展的機會是激勵員工願

意持續待在公司的要素。日月光致力於提供

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有利於員工的生產與

發展。我們也努力創造一個包容性的工作場

所，歡迎不同的種族、性別、國籍、宗教、

政治派別或年齡不同的夥伴共同在日月光大

家庭成長。

員工發展

員工的創新精神、才華與熱情是日月光

成功的驅動力。為推動創新和競爭能力，我

們持續投資智慧和人力資本，透過實體課程

培訓、線上學習課程、在職訓練及團隊工作

主要績效 

重點指標 2015 目標 達成狀況 2015 成效 未來 (2016)目標

1)員工滿意度調查 調查施測涵蓋率 60% 已達成 64% 施測涵蓋率 (共有九個製造廠參與調查施測 ) 設立集團員工滿意度調查指南

2)認證合格的內部講師 較之前一年度 (2014)增加
30% 已達成

2015共有 2,824位合格認證內部講師 , 較之 2014年
增加 51%
(2014: 1,865位 )

較 2015年度增加 30%

3)重大職業傷害 *與職業疾病數 零重大職業傷害和職業病案例 已達成 無重大職業傷害和職業病案例 零重大職業傷害和職業病案例

* 重大職業傷害係指死亡或住院三天以上 (不包含交通意外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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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強化我們的員工進而建構一具有意義

並有價值的職涯。

健康與安全

日月光集團承諾提供員工安全、健康及

優質的工作環境，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原則，據以規範公司在進行所有業務相關

活動時，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工

作者的健康及安全。日月光的職業安全衛

生(Occupational Healthand Safety,以下簡稱

OHS)管理主軸包括OHS管理系統、風險管

理、健康關懷與醫療照護以及防災演練與緊

急應變。

未來重點計畫
●建立集團員工照護指標檢視表並從而

互相學習精益求精

●2016年將設立集團員工滿意度調查指

南

●2020年將納入世界各地所有員工到員

工發展計畫中

●2017年將建構全球培訓資訊共享平台

●FR/SR達到比台灣EMS/半導體業界平

均低

供應鏈發展

日月光集團承諾建立供應商夥伴關係，

確保供應鏈具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其員工受

到尊重並享有尊嚴，且其營運對環境負責並

符合商業道德。

供應鏈是日月光價值鏈的重要延伸，我

們積極投入供應鏈永續發展以確保供應商和

承攬商以永續經營、遵守商業道德和負責任

的方式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供應鏈發展框架

日月光集團為全球半導體封裝測試服務

主要績效

KPI 2015 目標 符合程度 2015 績效 2016 目標

封裝與材料服務產品為非衝突 (DRC 
Conflict-Free)比例 (%) 100%  符合 所有產品 (100%)為非衝突 100% 產品為非衝突

電子製造服務產品為非衝突 (DRC 
Conflict-Free) 比例 (%) 33% 符合 SiM和 SiP 產品 (33%)為非衝突 67% 產品為非衝突

進行供應商永續性稽核之家數 100 間供應商 符合
完成 107間供應商稽核，項目包含勞工、健康與安全、
環境和道德

100 間供應商稽核

取得日月光「綠色供應商管理師」認證
之供應商家數

60 間供應商 符合 65 間供應商取得日月光「綠色供應商管理師」認證 新增 60 間供應商

關鍵供應商 *加入 EICC-ON平台並完
成 EICC自我評估問卷比例 (%) -- -- 21% 關鍵供應商完成 EICC 自我評估問卷 100% 關鍵供應商完成 EICC 自我評估

問卷 

*關鍵供應商乃指 :

(1) 採購金額為前 85%之直接材料供應商

(2) ATM : 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 6千 5百萬元 (200萬美元 )之間接與包裝材料供應商 ; EMS : 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 3千 2百萬元 (100萬美元 )之間接與包裝材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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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及主要的系統與核心技術整合者，對

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產生正面影響力是我們

的責任。我們視供應商為長期合作的夥伴，

並倡導與供應商一同建立永續供應鏈，致力

於責任採購及供應鏈的技術能力發展，俾以

持續提供負責任且優質的服務給我們的客

戶。

供應商永續管理

日月光視供應商為我們的重要合作夥

伴，供應商應公平的對待其員工並提供安全

的工作環境。日月光不允許供應商雇用童工

或強迫性勞動，如情節重大將終止往來，

2015年未有供應商因聘用童工或強迫性勞

動而導致中止合作關係。同時，日月光鼓

勵供應商取得國際認證標準，如ISO 90001/
TS 16949,ISO 14001, OHSAS 18001,ISO 
14064並發行永續報告書。

2015年與承攬商共舉行490次的溝通會

議，傳達日月光對於健康與安全之要求及規

定。同時，我們也鼓勵承攬商取得國際認證

標準，如ISO 14001、OHSAS 18001或其

他環保、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進而提升承攬

商的管理流程。

衝突礦產承諾

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的衝突礦

產之開採與銷售，有時會被武裝團體控制用

以資助該國和鄰近區域的衝突，而我們產業

的供應鏈可能會不慎取得衍生自衝突礦產的

金屬，例如金、錫、鉭和鎢。日月光集團致

力於供應鏈非衝突採購，只使用來源可靠的

非衝突礦產。我們也支持繼續使用來自剛果

民主共和國或鄰近地區非衝突礦產的措施，

以不至於影響或縮減該區域有責採礦作業。

未來規劃

日月光相信公司長期經營與成功的關鍵

必須仰賴於永續的供應鏈發展，因此，我們

致力於與供應商合作支持國際標準以建立永

續、創新和道德的供應鏈網絡。我們將透過

供應鏈發展架構來鼓勵及與供應商更密切的

合作，以帶動並強化整體供應鏈。

●2 0 1 6年鼓勵所有關鍵供應商透過

EICC-ON平台提供並完成EICC自我評估問

卷

●2016年開始頒發「日月光集團供應商

永續經營獎」

●2 0 1 7 年鼓勵至少 2 0 間供應商執

行EICC驗證稽核流程(Validated Audit 
Process,VAP)

●2017年達成所有產品皆為「無衝突

(DRC Conflict-Free)」

企業公民與社會參與

日月光集團承諾透過積極參與慈善行

動、教育計畫和社會工作回饋社區，將資源

做最完善的分配，並發揮正面的社會影響

力。

身為企業公民，日月光持續且具策略性

地與在地社區、環保公益組織及產官學界等

利害關係人議合及建立夥伴關係，並投入相

關資源以提升社會整體發展，及創造社會價

值。同時我們亦致力於推動與核心商業領域

相關的對外倡議，藉此提升公司的正面形象

及影響力，從而增進員工的向心力以及利害

關係人對於日月光的信任。

環保公益

日月光許諾自2014年起每年捐獻至少

新台幣1億元並維持至少30年，投入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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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新台幣30億元於台灣環保相關工作之

推動。我們以持續且穩定的方式投入一定規

模的環保公益基金，結合企業於財務及人力

雙重能量及公益專案管理實力，整合企業內

外部資源，與在地社區、環保公益組織及產

官學界等利害關係人建立夥伴關係，使得長

期具廣度和深度的全面性環保公益規劃得以

實現。我們期盼以自身的產業影響力號召

上、下游供應鏈投入永續發展、以技術能力

帶動環境技術產學合作並培養在地環境人

才、以及運用在地力量協助社區提升環保意

識與改善環境。2015年撥款新台幣1億元委

由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繼續執行環

保相關公益，並延續2014年重要的執行主

軸包括「推動環境教育」、「提升環境品

質」、「降低環境衝擊」與「贊助環保公

益」等。

主要績效

日月光的社會參與策略係以「環保公益」、

「產學教育」、「社區營造」及「對外倡議」

為四大發展面向，2015年我們共計投入了約

新台幣 1億 7,100 萬元在社會參與行動上，

志工投入人數超過 900人，志工投入總時數

超過 7,800小時。

依發展面向 依應用面向 依投入型態

2015年環保公益執行彙整表

主軸 主要專案

推動環境教育

綠色教室建構暨環保理念宣導計畫
環保學術碩、博士論文獎助
環境教育影音旗艦計畫
環境技術之學術研究計畫
國際環保法學術研討會
國小環境巡迴教育
環境教育宣導影片計畫

提升環境品質
環願山林造林方案
園區景觀綠圍籬

降低環境品質

校園 LED方案
再生水模型廠操作計畫
綠色供應鏈推動方案
環境衛生登革熱防治

贊助環保公益
草間彌生環境藝文推廣方案
環保主題親子劇場 -海底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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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教育

日月光集團秉持著「產業進入大學，大

學走入產業」的精神，促進在地學生就業機

會，為國家競爭力與社會經濟發展努力。日

月光多年以來持續與教育主管機關及當地學

校進行多項產學教育合作專案，執行主軸包

括「建教合作與企業實習」、「學術研究合

作」及「獎助學金」，期盼與校園資源整合

後發揮最大化的效益。2015年日月光持續

與在地學校合作，總投入金額超過新台幣

3,150萬元，其中技術研究合作專案經費約

新台幣1,800萬元，提供獎助學金約新台幣

820萬元，並提供約800位學生企業實習機

會，亦有230位學生參與了半導體學程。合

作學校主要包括台灣、中國大陸、日本、新

加坡等地區近30所學校。

社區營造

日月光營運據點遍布全球各地，三十年

來持續努力創造經濟價值，同時耕耘延伸企

業價值。我們致力於結合社區資源，與社區

民眾共同成長，並結合「財團法人日月之

光慈善事業基金會」，持續專注於「社區

發展」、「慈善關懷」及「急難救助」等

重點範疇。2015年社區營造支出超過新台

幣3,380萬元(約103萬美元)，弱勢家庭兒少

課後照顧159人，資助清寒家庭學童共730
人，公益捐助35個機構。

對外倡議

身為全球半導體封裝測試服務的領導

者，日月光致力於商業核心本業及永續發展

領域相關(環境、社會及經濟面向)之對外倡

議，對外倡議之範疇包括產業經濟發展、技

術創新發展、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供應鏈

及衝突金屬管理、人權與社會參與等，對外

倡議之形式包括直接或間接參與，以及志願

或義務參與。2015年日月光對外倡議支出

約為新台幣560萬元，並參與超過50個外部

組織。

未來規劃

日月光社會參與策略係以「環保公

益」、「產學教育」、「社區營造」、「對

外倡議」為四大發展主軸，未來我們仍將持

續投入相關資源包括人力及財力，並將更具

策略性地執行社會參與行動。

計劃 項目

建教合作與企業實習

日月光產學合作職涯發展計畫
偏鄉高中產業專班策略聯盟
日月光半導體封裝技術與製程工程師學程
日月光實習生

學術研究合作

半導體封裝技術研究專案
自動化技術研究專案
先進材料研究開發計畫
綠色材料合作開發計畫
製程技術聯盟計畫

獎助學金
日月光獎助學金
日月光新加坡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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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日月光集團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 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日月光集團榮獲氣候債券倡議組織「首支新興市場企業綠色債券認證」及

「首支台灣綠色債券認證」

日月光高雄廠榮獲經濟部國貿局進出口績優廠商「最佳貿易貢獻獎」

日月光高雄廠 榮獲 BSI綠色企業典範獎

日月光高雄廠榮獲德國聯邦資訊安全局 ISO 15408-EAL6安全認證

日月光高雄廠通過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認證」

日月光中壢廠榮獲美國綠建築 LEED金級認證

日月光韓國廠榮獲「有害物質卓越管理獎」

日月光日本廠「冬季節能縣民運動優良事業所」

日月光上海材料廠榮獲「上海市專利工作示範企業」

日月光上海封測廠榮獲「清潔生產合格證書」

環旭電子榮獲「中國製造企業 500強」

環旭電子榮獲「中國對外貿易企業 500強」

(資料來源：2015日月光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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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三面向 落實社會照顧

日月光成立迄今31年，長期默默地致

力於回饋社會有29年。由於日月光長期實

現社會責任，也讓日月光獲得由亞洲企業商

會所主辦的「2016 AREA亞洲企業社會責

任獎」，甚至在首次入列「道瓊永續性指

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就位居半

導體產業之首，也等於在社會責任的用心，

獲國際肯定。 

用心做慈善 深耕30年                                 

日月光表示，集團長期致力於慈善活

動，員工於民國75年自主成立愛心社。為

了擴展慈善事業的觸角與深度，愛心社於民

國97年進一步將員工慈善工作組織合併以

「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簡

稱慈善會)運作，進行日月光所有的慈善活

動。

日月光的慈善會始終秉持人本、愛與關

懷，每年都有創新的服務事工，致力成為服

務弱勢永續發展的慈善事業，除高雄楠梓的

慈善會總部，另陸續成立中壢辦公室、上海

辦公室及洛陽辦公室，將慈善會「日月有

光、人間有愛」的善念傳遞出去。                        

日月光集團透過「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

基金會」與「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

金會」推動文化教育及參與社區慈善活動。

除日月光集團董事長張虔生及日月光半導體

捐助的基金，還有來自全體員工的支持與無

私的奉獻，是日月光實現社會責任的關鍵。

促文化交流 長年贊助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86年，

長年支持及推動國內及國際文化的交流。除

舉辦或贊助藝術性、音樂性、文化性、教

育性、科學性等公益性活動外，2014年開

始承接日月光公司承諾捐助的每年1億持續

三十年的環保基金，新增環保性公益項目並

積極規劃執行。                                                  

日月光是全球最大封測廠，在考量全球

人口的快速增長、環境的負擔沉重及資源的

珍貴稀少，必須在社會轉型為環保、低碳經

濟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應該以負

責任的態度使用自然、社會與人力資本，和

這塊土地共存共榮。              

近幾年來，日月光更積極投注於節能

節水等資源有效利用的持續改善。2009
年正式於高雄廠區導入綠建築專案，從

此開啟於台灣歷史悠久的楠梓加工出口

區，建設台灣最大的製造工廠綠建築群計

畫，預計以至少十年的時間於高雄楠梓打

造多達16棟新廠建置及舊廠改造，並以

台灣EEWH及美國LEED綠建築雙認證為

品質的保證；其中，中水回收廠房及海綿

示範道路的鋪設都屬綠建築的相關計畫。                                                
另外，日月光中壢廠區也展開至少五棟新廠

建置及舊廠改造的綠建築群廠房計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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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深耕台灣的承諾，實現企業社會責

任。       

救助急難 出錢出力                                        

除了從集團供應鏈建立永續的、主導

的、創新的、精實的與道德的架構外，日月

光集團並透過教育、在地回饋、急難救助三

面向，落實社會照顧。                                      

其中，「急難救助」是針對社會發生重

大災難事件所做的當下緊急捐助及後續關懷

行動，如八八風災，還設立「日月之光綠色

生活館」以長期協助災農經濟獨立；高雄氣

爆後，除了立刻捐出鉅額捐款外，也以在地

企業，關懷災區協助重建。              

至於「在地回饋」，是搭配當地節慶活

動，如跨年、燈會、龍舟、路跑等；或是在

地景觀美化，如道路認養、廠區周邊綠圍

籬、公園景觀植樹等。                                  

「教育」則是日月光集團長期關注的主

軸，包括關懷弱勢家庭教育、環保教育、產

學合作及學術研究，涵蓋的面向及族群幾乎

已是全面，有小學生、國中生、高中職生、

大學生、研究生、講師教授、親子教育、社

區民眾、甚至公務人員學習等。

提供好環境 愛才育才                                                        

此外，日月光集團也深刻體認企業永續

發展，最重要的資產是「人」，因不僅對員

工，還有未來的員工、相關產業上下游的員

工、以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日月光都強調

有責任提供好的學習環境及內容、提升整體

人力的素質，進而在產業升級、產業發展環

境提升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盡到最大努

力。                

未來日月光集團仍會持續朝六大面向，

持續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其中在公司治理部

分，維持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於企業內持

續實踐商業道德規範，並恪遵所有營運所在

地的法律規定。

在環境永續部分，持續增加資源再利用

及減少溫室氣體與廢水排放、廢棄物產生及

化學品使用，以改善我們的生態效益並保護

環境。   

在員工照護部分，提供員工安全、健康

及優質的工作環境，確保勞動力多元化及保

障人權。

在供應鏈發展上，建立供應商夥伴關

係，確保供應鏈具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員工

受到尊重並享有尊嚴，以及用對環境負責的

方式營運並符合商業道德。   

重社會參與 三管齊下  

在社會參與部分，透過積極參與慈善活

動、教育計畫和社會工作回饋社區，將資源

做最完善的分配，並發揮最大的社會影響

力。

至於溝通與資訊揭露部分，進行有效且

具策略性的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議合，並強化

資訊的公開透明與平衡揭露。               

值得一提的是，日月光今年首度入列

「道瓊永續性指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

分股，並以新秀之姿，首次入列就躍居產業

之首，顯示出日月光在經濟、環境與社會面

向上的卓越作為與績效。  (簡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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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

公司概述

台達集團為電源管理與散熱管理解決方

案的領導廠商，並且在多項節能及新能源科

技領域亦居世界級的領導地位，包括視訊顯

像系統、工業自動化、網路通訊產品、可再

生能源應用與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等領域，

市場遍及全球。自1971年創立以來，台達

全球營收年複合成長率為31.8%。台達總部

設於台灣台北（註3），營運據點遍布全球，

包含歐、亞、美、非洲等近40個國家。截

至2015年，台達全球共有153個營運據點、

40個生產據點、61個研發中心及超過7,000
名研發工程師，全球員工總數約82,000人。

秉持「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

命，台達為第一家加入國際「電腦節能拯

救氣候行動」(Climate Savers Computing 
Initiative, CSCI)的台灣企業，其他參加的

公協會包含「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台灣

企業永續論壇」、「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以及台灣區

「電機電子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等永續發展相關組織；在中國

區，台達也參與多項產業同業公會，例如

「中國電源工業協會」、「中國自動化學

會」、「中國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協會」、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等，期許能透過企

業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與落實，對環境及社會

作出具體貢獻。

CSR承諾與組織架構

CSR承諾

身為國際企業公民，台達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全面發展，範圍包括健全的公司治理、

兼顧利害相關人的均衡利益、關注環境議

題、保護地球環境、關注投入節能教育以及

社會奉獻等面向。我們承諾如下：

●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嚴守商業道德

規範

●遵守法律規範

●提供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得以

充分發揮才能的空間，以及合理的報酬與福

利

●積極投入環保節能教育，並鼓勵員工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參與技職教育人才培育，積極建教合

作，建立公益線上開放式學習平台，彌補城

鄉差異

●創造公司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將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與做法推廣至

台達的供應鏈，共同追求更好表現

●研發環保節能產品並落實環保作為，

減輕對環境的衝擊

●投入創新研發，發展智慧財產權，為

人類文明科技進步、社會經濟發展及地球環

境永續發展盡力

此外，為落實台達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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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命，我們依循

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並

經董事會通過。該守則明確定義台達依循落

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

公益、強化資訊揭露等主要原則，具體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

CSR組織架構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為台達內部最高層

級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由創辦人暨榮譽董

事長鄭崇華先生擔任榮譽主席，董事長海英

俊先生擔任主席，委員會成員包含副董事長

柯子興先生、執行長鄭平先生、營運長李忠

傑先生等多位董事會成員及中國、泰國等地

區營運主管，透過定期會議，檢視集團整體

及各功能委員會的運作方向並督導執行成

效，CSR年度策略規劃及執行成果則於次一

年度向董事會呈報。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下設幕僚機構與執

行單位，其中「企業社會責任辦公室」擔任

秘書處，負責研析國際可持續發展趨勢、瞭

解利害關係人需求以提出台達在相關議題的

風險與機會，並與各功能委員會共同規劃應

用策略及執行方案；每年編寫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呈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後發行。另

一幕僚機構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主要負

責對外部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的溝通互動，特

別聚焦於環境保護、科技創新與教育推廣等

議題。

在執行面上，為有效落實推動ESG(環

境、社會及經濟面向)活動，區分公司治

理、員工參與、環保節能等三構面，由事業

單位、地區及相關部門主管所組成，負責擬

定台達政策、訂定方針、開發工具/流程，

並回報執行績效。委員會下設置九大專案工

作小組，就相關議題進行跨部門的整合及執

行推動。

支持企業經營國際倡議

2015年台達為響應Climate Disclosure 
P r o j e c t ( C D P )，提出「 We  M e a n 
Business」承諾三大項目，包括氣候變遷資

訊揭露、影響減碳政策與企業自主減碳。台

達同時支持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2004年發起的「反貪腐倡

議」，並透過制定企業「誠信經營守則」、

「台達電子行為準則」等作為達到誠信正

直。

CSR量化指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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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對話

與台達營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客

戶、經銷商、供應商、投資人 /股東、政

府、社區鄰里、媒體、非政府 /非營利組

織、外部評比機構及員工等。台達透過意見

調查，鑑別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議題。根據實

質性分析結果，對利害關係人及台達最重要

的議題包含：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創

新研發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綠色營運、品

牌管理、客戶關係管理、公司治理等七項。

公司治理

關鍵成果

●連續五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
之世界指數，2015年總體評分躍居全球電

子設備產業之首，且連續三年蟬聯「新興市

場指數」

●入選國際碳揭露計畫(CDP)之氣候揭

露領導指數(CDLI)
●《遠見雜誌》2015CSR獎-「CSR年

度大調查科技與傳產組」暨「教育推廣組」

雙首獎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

第三名

●「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十大永續典

範公司首獎、氣候領袖首獎、台灣Top50企
業永續報告獎電子資訊類金獎

●榮獲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
上市櫃企業

●連續五年入圍台灣「 2 0大國際品

牌」，是唯一連續三年品牌價值二位數卓越

成長的企業

●泰達獲東協公司治理評比前五十強

●泰國工業部CSRDIW Continuous 
Award

●《Asset》2015最佳環境責任倡議

2

2

12,300
2015 /12/31

~ 7%

~ 200
2015

~ 7,577
2015

~ 31.8%
1971

~ 7,10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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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職能與風險管理

增進董事會職能

2015年台達董事會進行改選，共選出

十二位董事，任期三年。董事長由海英俊續

任，主責健全公司治理與主持董事會運作。

台達目前有三席獨立董事，以加強董事會之

獨立性與多元性，發揮策略指導功能。台達

於「董事選舉辦法」中，明訂董事之選任應

考慮董事會之整體配置，且董事會成員宜普

遍具備執行職務所需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台達董事會組成整體考量包含：營運判斷與

管理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危機處理

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

決策能力等。

台達董事會同時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與

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皆由獨立董事組

成。

落實風險管理

台達以研發、製造及銷售之本業為主，

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而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中，亦明訂委員會行使職

權時，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

酬而從事踰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

累積創新能量

台達每年投入至少5%之集團總營收

於研發創新，2015年研發投入比率更突破

7%。目前，台達全球共有61個研發據點，

研發人員及工程師約7,000人。如何將創新

的技術，實踐為可行的商業模式，是台達目

前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參考國際上知

名企業的做法，導入新事業發展制度(New 
Business Development；簡稱NBD)，並建

立新事業關鍵績效指標與預算衡量機制，區

分新事業發展階段並定期檢視發展狀況，以

確保新事業目標與集團成長策略相結合。

同時我們也在各地舉辦NBD為主題教育訓

練，增進員工對於相關制度的瞭解。

提升品牌價值

台達的品牌獨特性在於業務發展與企業

社會責任緊密結合。「環保節能愛地球」，

這是台達的經營使命、也是我們對環境保

護的承諾。從核心能力以至產品開發，台

達積極落實品牌承諾：「Smarter. Greener. 
Together.共創智能綠生活」。這不只象徵了

台達對自身的要求，也代表對股東、客戶與

員工的承諾。我們深信藉由領先的技術與客

戶合作，持續創造高效率、可靠的電源及零

組件產品、工業自動化、能源管理系統以及

消費性商品，為工業客戶與消費者，提供多

元的產品與服務，迎向更智慧化、環保的未

來。

完善資訊揭露與股東溝通

台達在相關法令生效前即首開風氣之

先，主動將半年期合併財務報表送交會計師

簽核公布；同時，也即時完成在台灣證券交

易所之各項公告。台達網站除可下載董事長

致股東報告書、公司年報、財務報表、公司

治理各項規章、股價與股利資訊、以及法人

說明會等內容外，我們也增列了相關委員會

組織章程。台達在資訊揭露的努力與成果，

已備受投資法人、相關單位肯定，台達自

2006年已連續九年獲得資訊揭露評鑑A級以

上評等，2012至2014年更連續榮獲A++最
高等級評等。2015年台達榮獲台灣證券交

易所「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獎」，為評鑑排

名前5%上市公司，再次肯定台達在落實公

司治理、維護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

提升資訊透明度及企業社會責任等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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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卓越表現。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服務

台達以深厚的電源管理方案、散熱系統

解決方案、綠色機房解決方案等技術能力，

吸引品牌客戶共同開發新世代節能產品。為

維護客戶權益，台達提供多元化的客戶溝通

管道。針對客戶回饋或品質問題，各事業單

位也訂定了處理機制，即時給予妥善的處

理。

在客戶資料保護部分，為能有效以專門

一套系統進行客戶資訊管理，對於客戶的訪

問有嚴格權限管控策略與流程，台達在全

球各地部署相關DLP軟體和執行ISO27001
要求的相關措施，並於2014年取得資安

ISO27001認證。

供應商管理

台達視供應商為長期夥伴，我們相信唯

有企業文化相近，夥伴關係才能長久。正

直誠信是台達選擇供應商的首要條件。同

時，具有競爭力的品質、技術、交期及成

本，也是供應商所必備的條件。全球數千家

供應商不僅是台達的商業夥伴，更是我們

推動永續發展議題之合作夥伴。除台達集

團積極推動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同時號

召供應鏈推動並建置供應商EC平台，鎖定

重點供應商，並於2016年透過EC平台進行

CSR問卷發送，深入分析供應商在CSR落

實推動狀況，藉由台達本身推動CSR的經

驗，期盼未來帶動供應商成為綠色供應鏈。

目前，台達持續與供應商進行各項永續議題

之合作，例如：產品環境關聯物質管理、衝

突金屬管理、供應商ESG(環境、社會及經

濟面向)、風險管理(包含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EICC)，以及碳足跡/節能減碳管理、水足

跡/風險管理等。

永續發展

關鍵成果

●產品能源效率提升

-通訊電源供應器效能可達97.5%
-太陽能逆變器效能可達98.8%
- 車 用 直 流 電 源 轉 換 器 ( D C -
DCConverter)效能可達96%

●中國廠區(東莞、吳江、蕪湖、郴

州)、泰國泰達廠及乾坤新竹完成第三方

GHG盤查

●綠色產品標章

- 累 計 6 0 項 節 能 換 氣 扇 產 品 獲

「ENERGYSTAR Most Efficient 
Products」

-累計238項電源產品獲80PLUS認證

-累計39項產品獲台灣節能標章

-累計31項產品獲台灣環保標章

-累計20項產品獲中國環保產品認證

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台達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經營重大

風險項目之一，除密切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趨

勢發展、分析營運風險外，更依「減緩」及

「調適」二大面向進行管理。

氣候變遷減緩

氣候變遷調適

建構適應氣候風險的能力，進而減低可

能的氣候風險，是企業永續經營策略中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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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規劃的重要項目之一。台達目前已實施

下列氣候變遷調適措施：

●強化基礎建設：在可能受到極端天氣

影響之地區，運用工程技術減低風險。例如

泰國廠區考量可能的河水氾濫風險，地基較

海平面高出5~6公尺。

●建構可持續營運能力：針對可能的極

端天氣事件，台達各主要廠區已擬定緊急應

變計畫及機制，並成立應變小組，確保遭遇

事件時可繼續營運，並於較短時間內回復營

運能力。

●充分運用綠建築理念：綠建築永續基

地設計理念，可強化廠區因應極端天氣之耐

受能力。以台達台南分公司為例，運用透

水鋪面及滯洪池設計，使基地保水率高達

150%。

碳資訊揭露

自2007年起，台達開始參與碳揭露計

畫(CDP)，並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WRI)發表

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盤查直接排

放(範疇一)與間接排放(範疇二)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台達自2014年起連續二年入選

CDP氣候揭露領導指數(Climat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CDLI)；並連續五年入

選DJSI「道瓊永續指數」之「世界指數

(DJSIWorld)」、連續三年入選「新興市場

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2015年
位居全球電子設備產業之首，顯示台達的企

業社會責任成果已深獲國際高度肯定。

社會參與

關鍵成果

社會參與

台達除提供優質產品、服務，為世人追

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外，亦積極參與各類社

會公益活動。近年來透過企業核心能力與

社會公益相結合的策略，在普及綠建築概

念、推廣能源與氣候教育、積極培育人才等

面向，均獲致豐碩的成果。2015年，台達

投入社會參與的總支出近新台幣3億元，其

中與學術機構合作的研究計畫占61%、社區

參與類30%(主要項目為DeltaMOOCx線上

學習平台、Delta21@COP21綠建築倡議活

動、中達環境法學者計畫等)、慈善捐贈類

占9%(主要項目為故宮、台中一中校史館捐

贈等)。

以下依台達基金會發展三大主軸分類，

舉例介紹重點專案：

普及綠建築概念

建築物的能源消耗，占能源總消耗量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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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MO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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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時還會排放大量溫

室氣體。因此，推廣綠建築是實踐節能減碳

的最佳方式之一。台達憑藉本身使用台南廠

鑽石級綠建築的經驗，體會到綠建築在環保

節能的同時，也能兼顧空間的品質以及使用

者的舒適性，因此我們不僅承諾以後台達新

建的廠辦都採用綠建築工法，對外捐建的建

築物也都採用綠建築理念。歷年來，台達經

認證捐建五座綠建築，包含成大台達大樓、

成大綠色魔法學校、中央國鼎光電大樓、清

大台達館及那瑪夏民權國小。

同時，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也與地區社

教團體合作，持續培訓綠建築志工，協助地

區民眾瞭解綠建築的意涵，更讓小朋友認識

及熟悉綠建築，使綠建築觀念向下紮根。此

外，基金會持續培訓綠建築志工，提供成功

大學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又稱成大綠色

魔法學校)全棟以及戶外區導覽服務。2015
年，以成大綠色魔法學校為例，約28,000人
次參訪；而台達桃園研發中心則約有1,360
人次參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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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21@COP21】巴黎氣候峰會殿堂台達

節能實力驚艷國際

台達基金會連續九年參與聯合國氣候

會議。2015年底參與於法國巴黎所舉辦的

「COP21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除公開

響應CDP的Committo Action企業減碳活

動，更承諾在2020前，擴大節電範圍至全

集團，將用電密集度再下降30%，並規劃多

項「前進巴黎」系列活動推廣綠建築節能理

念，包括聯合國周邊會議、國際環境論壇、

SIF永續創新論壇、以及綠建築展，與世界

分享如何以綠建築調適氣候變遷之道。

推廣能源與氣候教育

能源志工

自2006年起，台達基金會每年招募員

工培訓成為能源教育種子，輔導能源學校，

並擔任氣候意識相關展覽導覽志工。2015
年台灣區有57名志工投入能源教育服務，

共進入12所小學授課，總服務時數為384小
時，服務學生達2,214人。

在中國地區亦積極培養能源教育志工，

除已建立志工團隊的上海、吳江、成都外，

2015年新增東莞、蕪湖、郴州，六地共193
名志工，服務七所學校，906名學童修習能

源教育課程。為加速海外域發展能源志工，

台灣總部將能源教案同步推廣至中國區。

2015年中國區安排五位種子講師至台灣觀

摩學習。

積極培育人才

以技職教育為發展核心，Delta MOOCx線上

學習平台正式上線

Delta MOOCx課程平台，是台達基金

會針對高中、高工自然學科及科技大學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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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程所精心設計的線上磨課師(MOOCs)
課程，集合數、理、化、生、地、電機電子

等高中學群科中心，以及三所頂尖科技大學

優秀教師群所共同開設，盼能利用數位學習

消弭城鄉差距與學用落差，培育人才，以追

求美好社會及人類永續發展。

CSR得獎紀錄
2

45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DJSI
World

2015 CDLI

2015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CDP
CDLI Climat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Channel NewsAsia 
2015

40

Channel NewsAsia 2015

11
CSR

CSR

CSR

CSR

Channel NewsAsia 2015

( )
CSR



— 216 —

(資料來源：2015台達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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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智能減碳 創造綠生活

台達電秉持「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運用電力電子核心技術，整合全球資

源與創新研發，深耕「電源及零組件」、「能

源管理」及「智能綠生活」三大業務範疇，成

為世界級電源領導廠商。台達電企業社會責

任策略與業務發展一致，以節能領域的領先

技術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期望在公司成

長的同時，面對氣候變遷的危機，一起節能

減碳，共創智能綠生活，打造永續生存環境。

永續經營 海內外獲獎不斷

近年來，台達電陸續榮獲多項國內外

企業社會責任的榮耀與肯定。2011~2016
年連續六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之「世界

指數」、2014~2015年國際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年度

評比，入選氣候揭露領導指數(Climat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CDLI)、台

灣唯一榮獲新加坡「Channel News Asia 
2015」傑出綠色企業獎的企業；在國內的

評比更是屢創佳績：連續十年於「天下雜

誌」企業公民獎名列前茅、連續四年獲得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雙料首獎、連

續四年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連續兩年榮獲

公司治理評鑑獎(上市櫃企業前5%)以及連

續五年入選台灣20大國際品牌等。

行動至上 響應碳揭露專案

台達電為長期關注氣候變遷，以實際

行動積極節能減碳。2015年巴黎氣候峰會

前夕，公開響應全球碳揭露專案(CDP)的
「Commit to Action」企業減碳活動，提出

「We Mean Business」，承諾三大項目，

包括，氣候變遷資訊揭露、影響減碳政策與

企業自主減碳一同面對低碳革命。台達電同

時率先發布《台達電氣候行動方案》專書，

整理面對氣候暖化時，企業的因應之道。

在產品節能方面，台達電致力於開發多

項能源效率全球領先的電源產品及節能解決

方案，每年投入約6%~7%的集團總營收於

研發創新，全球研發人員超過7,000人，公

司內部設立多元的獎勵制度，鼓勵創新研

發。2010至2015年，台達電高效能的電源

產品與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共計節電約173億
度電，約當減少92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自我要求 省電省電再省電

在廠區節能方面，2014年較2009年主要

廠區用電密集度已下降50%，2015年則更進

一步，自主承諾，提出2020年台達電整體用

電密集度再減少30%的新目標，能源管理範

圍擴大至新增主要廠區、建築／辦公大樓與

資料中心。同時，成立全球能源管理組織，

推動節能成果，2011~2015年累計已施行883
項能源管理方案，並開發建置「台達電能源

在線」監測系統(Delta Energy Online)，透

過系統提供即時監控與分析功能，協助節能

專案管理與持續檢視節能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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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達電引以為傲的綠建築方面，

台達電在過去十年間，共打造了23棟綠建

築，其中12棟經認證的綠建築於201年共節

電979萬度電，約當減少了6,961噸二氧化

碳排放。2015年底新落成的台達電美洲區

新總部，甫獲得美國LEED白金級認證，特

別採用先進的地源熱泵系統(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來調節大樓內的溫度，

地源熱泵系統在天冷、地表溫度比恆溫的地

下溫度(約70°F/21°C)低的時候，為大樓內

部傳送來自地下的熱，而在天熱、地表溫度

比地下溫度高的時候，則吸收大樓的熱導入

地下，再帶著地下的冷返回大樓，讓室內清

涼舒適，預期可達到淨零耗能的高標準。

節能分享 發揮企業影響力

台達電長期關注氣候暖化議題，自

2007年起連續多年出席聯合國氣候會議，

2014年在COP20的周邊會議上，台達電以

那瑪夏民權國小綠建築的案例，向國際與會

者展示綠建築的各項好處；2015年台達電

參與於法國巴黎所舉辦的「COP21聯合國

氣候變遷大會」，在COP21會期間，由台

達電經營團隊在多場國際氣候會議周邊論壇

與展演中，分享40多年來在節能減碳的經

驗與心得，發揮企業影響力讓全世界看見台

灣企業的努力。

同時，台達電執行長鄭平與基金會執行

長郭珊珊受到巴黎聯合國氣候公約德國館 
(German Pavilion)的邀約，與德國聯邦環

保局、國際環保團體Climate Alliance、英

國里茲大學 (Leeds University)等機構共同

參與周邊會議，呼籲各國重視能源效率所帶

來的減碳效益。能夠在國際氣候會議上，對

環境意見領袖分享台達電經驗，發揮企業影

響力，對台達電，甚至對台灣，都是一個十

分難得的機會。

淨零耗能 綠建築驚艷國際

同時，台達電於巴黎大皇宮舉辦

「Delta21 @ COP21」綠建築展，將台達電

過去十年來興建21棟綠建築的實際經驗，

與國際人士分享。以莫拉克風災過後，由

台達電所捐贈在高雄山區重建的那瑪夏民

權國小為例，2012年落成後，經過一年

的實測，民權國小全年每平方米的用電量

(EUI)，只需七度，為全台首座達到「淨零

耗能」校園。這座綠建築在災難時還可做為

全村的避難中心，為受到土石流威脅的當

地居民，提供水電無虞的安全避難場所，

2012~2015年，在台灣豪大雨期間已收容

1,500人次。

2 0 1 6 年，台達電將「 D e l t a 2 1 @ 
COP21」綠建築展移展至北京清大美院與

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分別展出綠建築應用在

城市住宅、農村建築及潔淨校園實例與建築

設計融合節能科技。另外，更將台達電歷年

打造綠建築的經驗，彙整出版「跟著台達電

蓋出綠建築」專書，期望推廣並普及綠建築

概念，打造永續環境。

持續落實「環保節能愛地球」經營理念

共創智能綠生活，長期以來，台達電致力將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進行策略性結合，

隨著台達電全球營運布局，深耕在地是台達

電未來的發展重點，未來將配合區域的發

展，以電力電子和新技術，推動在地企業社

會責任專案，成為國際級企業公民，並持續

落實「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命，與利

害關係人攜手共創智能綠生活，為後代子孫

打造永續生存環境。 (詹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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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

公司概述

光寶創立於1975年，以「光電節能、

智慧科技最佳夥伴」為願景，聚焦核心光電

元件及電子關鍵零組件之發展，致力以資源

整合與管理最佳化建立量產優勢。光寶提供

產品廣泛應用於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

汽車電子、LED照明、雲端運算及生技醫

療等領域，其中旗下產品包括光電產品、資

訊科技、儲存裝置、手持式機構件等皆居全

球領先地位。

光寶40年來專注於建立量產競爭優

勢，將多元化產品組合進行效益最佳化的資

源整合與管理，實現優質的營收成長與獲

利能力。2014年光寶順利完成「One Lite-
On」九大子公司整併，主要營運策略聚焦

於提升資產使用率、運用自動化生產優化產

能與效率、推動精實生產改造整體生產流程

與效能；長期則著重於實現獲利、穩健營運

體質，提升股東權益報酬，期為百年企業的

永續經營扎根。

光寶近年來積極由資通訊產業朝向雲

端、LED照明、汽車電子、生醫與工業自動化

等五大物聯網(IoT)應用領域拓展，積極打造

光寶新一波營運成長動能，其豐碩成果涵蓋

了LED室內外與車用照明等新光源產品、應

用於雲端運算中心之電源管理系統及固態硬

碟儲存裝置，以及汽車電子的節能產品；電

動車充電設備與無線充電、快速充電電池模

組等儲能產品。時值全球科技產業正迎來新

一波變革，光寶期許在此極具變動與挑戰的

時代中，發揮世界級卓越企業的既有優勢，

成為全球客戶在發展光電節能與智慧科技之

創新及應用時，首選的最佳事業夥伴。

企業社會責任觀點與承諾

光寶以「客戶滿意」、「卓越的執行

力」、「創新」及「誠信」的企業價值體

系，創造「永續經營」，在追求營收與獲利

同時，堅持扮演好全球企業公民的角色，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藉以持續創造源源不斷的

營運動力，及企業競爭力。

光寶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光寶「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Li te -On Corpora te  Soc ia 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CSER Committee)成立宗旨在於確切實踐

光寶對於社會的各項承諾，包括勞資關係、

員工照護、公司治理、環境保護與社會公益

等多層面向，尤其注重遵守政府法規、保障

工作權、增進工作職場健康與安全、發展綠

色產品、降低環境影響、負起社會與環境責

任與達到顧客要求等多項指標。

利害關係者鑑別

實質性分析流程

與利害關係人有效的議合，是企業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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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光寶與學者共同開發了

一項重大性分析流程(Materiality Analysis 
Process) 的系統化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 感興趣的永續議題，據此做為報

告書資訊揭露的參考基礎，以利於向不同的

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溝通。

實質性分析結果

依據實質性分析流程調查結果進行利害

關係者對議題的關切程度分析，考量權重之

影響後鑑別出光寶前十項主要關鍵議題順序

分別為「有害物質」、「環境績效」、「綠

色產品管理」、「職業安全衛生」、「碳管

理」、「勞動指標」、「環境政策/ 管理系

統」、「水資源管理」、「創新管理」、及 
「企業公民與慈善」，為光寶以此為基石進

行溝通與績效改善之重點。

公司治理

光寶重視營運透明度及公司治理，依中

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以及其他相關法

令制定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執行實務規

範，持續提升管理績效，保障投資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權益。

光寶推動公司治理的具體事蹟

2007年設置獨立董事取代監察人、成

立「審計委員會」，並分別於2008年及

2010年先後於董事會下成立「薪酬委員

會」及「成長策略委員會」。

重視資訊揭露，符合完整、即時、公平

與透明化原則，除了在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

站上公告各項財務資訊、財務報表、年報、

重大訊息之外，在光寶企業網站中(www.
liteon.com)，也能查詢到相關資訊，以供國

內外投資人參考。

持續致力於追求公司治理及財務資訊透

明化、即時化、公平化，在2015年度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舉辦的「資訊揭露評

鑑」當中，獲得A++級肯定，並在由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研議之第一屆「公司

治理評鑑」當中，列為排名前20%之上市、

上櫃公司名單。

2015年光寶廣州IMG廠區及高雄AE廠
區榮獲通過全球最具公信力的稽核認證系

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ACE)產品責任風

險AAA認證，目前累計共12個廠區已通過

(ACE)產品責任風險AAA認證，光寶並設

定旗下所有廠區皆通過產品責任風險AAA
認證之目標。

光寶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及成長策略委員會之運作分別依「董事會議

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薪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及「成長策略委員會組

織規程」之規定執行業務，落實公司治理。

反貪腐

光寶集團承諾並遵守業務所在國家之法

律及道德標準來維持商譽及從事業務活動；

我們不容許因對於營業額、利潤或績效的追

求而違反了道德與法律的規範，對於公司日

常營業活動之各項作業流程，公司亦會針對

潛在具有貪瀆風險之作業活動，透過適時的

宣導，以期預防貪瀆行為於未然。

建立
溝通目標

鑑別利害
關係人

永續議題
蒐集

實質性
議題分析

審查與
結果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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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管理

光寶科技為客戶、股東、員工及社區等

利害關係人，持續創造經濟、環境及社會永

續價值的目標而努力，在實現目標的過程

中，光寶科技以完整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及

落實的推展層次，鑑別、掌握企業經營所需

關注的風險，並透過風險轉移、削減及避

免，將可能的風險降至最低，這也是光寶科

技能夠不斷穩健成長並持續創造營運佳績的

主因之一。

永續發展

光寶與環境

光寶以產品完整生命周期，從設計、製

造、運輸、使用、直到回收與廢棄，通盤規

劃達成低汙染、低能耗、易回收的環境友善

目標；設定減碳、節電、減廢、節水以及提

升產品效率做為短、中期環保目標，致力達

到碳中和的長期終極目標。

光寶綠色承諾

光寶體認到企業對於環境所能發揮的影

響力，而具體的承擔對環境保護的責任，

因此在CSER行為準則中承諾了環境行為準

則，希望持續透過產品設計、製程管理、供

應鏈管理、售後服務等層面的作為，降低對

環境的衝擊，進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目的。此

外，光寶將持續與客戶、產業界(聯盟)以及

供應鏈合作，共同研討提升環境管理績效。

光寶環保行為準則

光寶承諾致力於設計與製造保護地球生

態的產品，及教育員工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為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光寶及所屬公司透

過環境管理，控制在設計和製造過程所產生

的空氣汙染、有害廢棄物、能源使用和噪

音。除此之外，光寶承諾建立、維護並持續

改善環境管理系統，以明訂各項環境控制的

作業流程並監控其執行進度。

具體來說，光寶承諾如下：

●提升所有廠區的能源節省及環境保

護。

●減少所有辦公場所及廠區的紙張、水

及所有的自然資源的使用。

●基於ISO14001規範，制定、維護與改

善標準作業程序，以有效執行空氣汙染、有

害廢棄物及噪音管控。

●減少所有營運據點的空氣汙染物、有

害廢棄物及噪音。

●符合所有適用的環境法令、客戶及其

他要求。

●與員工、供應商與客戶進行溝通，使

其更了解光寶的環境政策與努力。

光寶承諾透過下列策略以減少環境衝

擊：

●供應鏈管理：光寶持續鼓勵供應商開

發削減環境衝擊的創新營運模式。

●產品設計：光寶應用生態化設計原則

於所有的產品與服務，降低其對環境的衝

擊。

●製造程序與廠房管理：光寶持續改善

製造與非製造場所的環境管理系統。

●售後服務：光寶致力於將產品包裝與

營運活動(如運輸及銷售)的環境衝擊降至最

低，光寶也會盡最大可能向客戶提供環境資

訊。

環保管理目標

光寶訂定明確環保、節能目標，對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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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的使用以及各項汙染的排放，訂定各

項環境管理體系，持續不斷改善，並訂有管

理目標，以下為重要環境考量面之管理目

標。期以在產品的開發、生產、使用及廢棄

過程，致力達成低汙染、低能耗、易回收等

環境友善的目標。依照實際營運情形，各項

環保與節能資訊揭露內容，已達營收約95%
之營運據點(包括工廠與辦公室)。

減碳目標

氣候變遷所導致的衝擊為全球共通的環

境議題之一，因此減緩溫室效應為世界各國

所應共同承擔的責任，光寶以達到碳中和為

長期的碳管理目標；依循ISO 14064規範，

盤查與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並制訂、公

告各年度的減碳目標，而為持續推動排放

減量，光寶最近一期係以2014為基準年，

預定在2017年達成每單位營收減碳6%之目

標。

節電目標

光寶依循ISO 14064規範，鑑別主要溫

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使用，且達95%以

上，因此光寶以節能為減碳方法，持續推動

以能源管理系統為基礎之管理方法，積極推

動各項節能計畫，最近一期係2014為基準

年，預定在2017年達成每單位營收用電量

減少6%之目標。

減廢目標

廢棄物被視為錯置的資源，為提升資源

有效利用，持續採取減廢管理措施，將持續

減少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及依事業廢棄物的產

生、提高可回收的廢棄物資源，採三年為一

計畫期間，最近一期係以2014為基準年，

預定在2017年達成每單位營收產生之總廢

棄物量減少6%之目標。

節水目標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水資源的日益缺

乏，是節能減碳之外，人類即將面臨的另一

波重要的環境衝擊。基於保護水資源及企業

永續經營，光寶提早規劃各項水資源節約計

畫，透過改善製程、節水及水回收再利用等

措施，積極減少在生產製造過程產生之廢

水。節水計畫採三年為一計畫期間，最近一

期係以2014為基準年，預定在2017年達成

每單位營收之用水量減少6%之目標

提升產品節能效率目標

光寶電源產品除了符合Energy Star、
DoE與CoC的標準外，並持續改善待機損耗

技術及開發新世代的產品，以提高電源供應

器轉換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對於未來產品

的發展，更投入了大量的研發能量，訂定提

升產品效能計畫。以2015年研發的產品與

技術為基礎，2017年於桌上型電腦應用此

技術之電源供應器將提升2%的能源轉換效

率。至於筆記型電腦之電源供應器以及手機

充電器的待機損耗，將降低20%以上。

社會參與

光寶與員工

光寶持續打造全方位員工照顧的工作

環境，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EAPs)提供24小時免付費電話

或email高度保密的心理、管理、法律或醫

療等諮商服務，協助員工創造健康的身心、

享受平衡的工作與生活。

員工政策

光寶，自成立以來，始終秉持著「客戶

滿意」、「卓越的執行力」、「創新」、

「誠信」為公司核心信念的價值體系(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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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lieve)，以最佳品質為核心，透過創

新建立差異化，為客戶創造更大的商機與更

高的利潤服務，使光寶能成為贏得股東、客

戶和員工永遠信賴，永續經營的優質公司。

為實踐光寶的核心價值信念與永續經營

願景，光寶將員工視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員工才是使公司能持續保持優質成長、

不斷地擁有進步動能的最重要關鍵。光寶承

諾於所有的營運區域遵循下列適用的勞工及

員工聘僱法律以及國際標準，包括結社自

由、隱私、禁止強迫勞動、童工，以及任何

不當聘雇歧視的有關法規，且訂定相關規章

與規範具體保障員工權益，持續推動多元的

員工關懷專案，促進員工身心健康，並提供

具市場競爭力的薪資福利，為員工創造一個

「熱情、卓越、創新、成長」的工作環境，

各項人力資源的制度與施策皆以此四大目標

出發，秉持以人為本的理念，積極從工作

面、生活面及健康面切入全方位照顧員工。

讓員工不僅在工作中充份發揮最卓越的表

現，進而帶動公司持續地成長；同時更能進

一步使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中獲得身心平衡，

以期每位員工都是快樂的光寶人、讓公司與

員工共同創造未來卓越的藍圖並擁有幸福和

諧的人生。

熱情

光寶為了讓每位同仁維持身心健康、擁

有平衡的工作與生活，除定期舉辦與員工工

作與家庭生活相關的心理健康促進幸福講座

之外，另籌辦全公司性大型活動(如︰員工

旅遊活動、各項運動賽事、歌唱比賽、耶誕

餐會與年終聯歡會等)。另外2015年公司主

辦由同仁創作歌曲「光寶主題歌」合唱大

賽，讓所有同仁透過本活動展現出員工對公

司的熱情與向心力。

卓越

為維持一個良善安全且健康的工作環

境，光寶嚴禁工作場所有任何有形或無形的

性騷擾及歧視行為，員工不會因為種族、宗

教、膚色、國籍、性別等因素而被歧視。光

寶除了訂有明確的辦法規章(如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從業人員道德規範

等)，同時設置有員工申訴與性騷擾防治申

訴email信箱及專線，在接獲員工申訴後立

即成立申訴處理委員會，此外並設計嚴格的

保密機制，以保護申訴者身份之相關資料。

光寶亦依循電子行業行為守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EICC)建立完整

之管理系統。在大陸各廠接受來自客戶或客

戶委託之第三方的EICC的稽核，同時也主

動進行內部自檢及事業單位間的交互稽核，

以徹底落實行為準則的規範，確保勞工權益

受到保護。

創新

光寶洞悉到同仁在工作之餘，同時也必

須面對大大小小、各式不同的家庭生活照

顧、健康保健等議題。為了讓同仁在工作與

樂活員工
照顧願景
與策略

卓越
保障關心員工權益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創新
重視員工各項需求

促進身心健康平衡

熱情
樂活光寶系列活動

多元員工照顧方案

成長
完整個人發展藍圖

豐富便捷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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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間取得優質的平衡、也希望所有同

仁都能維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因此公司推行

光寶員工協助方案，協助同仁處理工作、生

活或健康相關的議題，解決同仁在各層面所

遭遇到的各式困擾。

成長

在員工訓練與發展方面，光寶提供員工

除基礎的新進員工訓練外，還有系統化的專

業課程、晉升管理課程以及便捷的線上學習

系統；同時亦提供員工自行參與外訓課程的

補助，豐富且多元的內、外資源讓員工擁有

自我學習與成長發展的機會。

光寶與社會

第15屆光寶創新獎，回歸獎項「創

新」之名，推動創新設計不限設計領域，應

突破領域限制，建立多元團隊並與創業銜

接。一方面鼓勵科技產品設計師、技術創新

者在創新的原點就賦予市場價值的思考，另

一方面藉此推動台灣科技創業風氣，延續科

技產業長期發展的火苗。

由基金會經營的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2015年積極推廣「信義地方學」成為台北

市信義區的生態、文史的交流園地，以公民

力量逐步蒐集、參考相關資料而紀錄當代地

方誌。

光寶科技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精神，長期積極投入社會共融，鑒於

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問題，包含新移民的社會

問題、青少年教養的問題、終身教育學習資

源缺乏、設計創新人才不足及日益嚴重環境

與生態保育問題等。光寶在社會共融的努

力，期以建構一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創

意活力與環境永續的社會。為了能達到這樣

的社會願景，我們勾勒出四項重要的使命，

包含促進多元文化人文素養、推動兒少年教

育關懷與終生學習、培育創新設計與專業人

才、發展永續產品與環境保育等。這些使命

的達成，則有賴於我們推動了具體的執行策

略，包含社區認輔、社區大學、光寶創新

獎、百年樹人計畫、企業志工系統及永續科

技產品等面向。

光寶文教基金會

光寶文教基金會於1993年創立，每年

光寶關係企業再由利潤中提撥1,000萬元捐

贈給基金會供作當年之營運費用。本著「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長期積極

投入教育公益活動，並深信「教育」是提升

改善社會問題之基石，20多年來持續進行

多元的教育推廣活動，希望對社會盡棉薄之

力。

以培育人文素養、倡導公益活動、關懷

企業文化及扶持兒童成長為宗旨，會務運作

規劃以推動「社區認輔志工團」及經營「信

義社區大學」，為兒童教育關懷及成人終身

學習教育推廣。

願景

方案

使命

策略

建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創意活力、環境

永續的社會

社區認輔、社區大學、光寶創

新獎、百年樹人計畫、企業

志工系統、永續科技產品

促進多元文化人文素養、推動兒少關懷

與終生學習、培育創新設計與專業人

才、發展永續產品與環境保育

*1. 活動費用純屬公司經營團隊直接長期投入經營之社會參與方案公益支出費用，並未包含公司

對該活動投入之人力及物力等費用，

*2. 活動費用未包含產學合作之實習生薪資及相關支出以及光寶文教基金會之活動及營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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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光寶文教基金會再次獲得教

育部的社教公益獎，其獎項目的，主要是表

揚對社會教育具有貢獻之團體及個人，彰顯

其懿德，並鼓勵踴躍參與社會公益服務，擴

大社會教育成果。今年有幸獲得認輔合作學

校─新北市三峽國民小學之推薦，獲得新北

市社教公益獎，再由新北市推薦至「教育部

社教公益獎」，最後獲得獎項。

另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多位講師獲得優

良課程及終身教學楷模殊榮，亦有學員獲得

終身學習楷模表揚，2015年信義社區大學

榮獲獎項如下：

(1) 2015年度優良課程「品茗藝術」優

良教師：曾志賢

(2) 2015年度優良課程「健樂營天使花

園」優良教師：簡慧美

(3) 2015年終身學習楷模：尤美玲學員

(4) 2015年終身教學楷模：講師曾至

賢、卓錦泰

(5) 台北市全民漂書推廣活動創意書架

票選

長期扶持社區認輔志工團：關懷、陪

伴社區弱勢兒童及青少年

2015年其他工作項目

●與張老師文化合作大型講座：「愛與

自由─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師生對話」，超

過800人次參與。

●發行社區認輔雙周報：藉由雙周報將

助人工作及培訓內容分享給相關領域NPO

推動社區認輔團隊

工作方案 2015年績效

認輔志工培訓活動 培訓系統為共同核心課程、基礎認知課程、進階

成長課程，長期且系統性培訓志工運用自我探索

和助人歷程與技巧，成為有效能的父母和助人工

作者。參與培訓之志工共有 16,634人次。

弱勢兒童、青少年小型團體

輔導及個別關懷輔導服務

認輔服務項目包括：小型團體輔導、個別關懷、

陪伴、照顧、輔導，接受認輔服務之學生共有

12,686人次。

新進團隊暖身服務 認輔志工依各校需求跨組服務，例如；圖書組協

助服務孩子閱讀，或晨光時間進班說故事、帶領

生命教育或品格教育等主題活動及學童課業輔導

服務。接受暖身服務之學生共有 2,935人次。

多元服務項目

工作方案 2015年績效

支援偏鄉弱勢高關懷學童服

務

受到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小及雙溪區牡丹國小的

邀請，連同三位認輔志工義務支援高關懷之小型

團體輔導活動。參與學童共有 781人次。

光寶科員工子女暑期夏令營 嘗試服務「內部客戶」，以企業員工子女為服務
對象，在光寶科技內湖總部舉辦為期三天的夏令

營活動。參與學童共有 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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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將家庭教育的體驗實踐，落實在家

庭生活之中，創造美好關係的愉悅生活，

2015年共發行17期電子雙周報，成為社區

認輔主要聯繫通知管道之一。

●創新研發父母學程：學程目標為幫助

父母對子女的認識瞭解，並且學習與子女共

學成長的知識與技能，增進父母自我成長與

推己及人的志願服務工作。2015年研發課

程為「食育、德育、家庭教育及助人學習」

及「美好關係~故事繪本在家庭經營及助人

工作的應用」。

●社區認輔弱勢學生獎學金捐助平台：

設立「社區認輔助學金補助辦法」，以專款

專用獎助學金的方式，協助經濟弱勢之國中

小學子之在教育，受惠學生共有39位。

推動成人終身學習：辦理「臺北市信

義社區大學」

信義社大以創立的使命及辦學理念為方

針，訂定辦學四大主軸「弱勢關懷，多元學

習；環境永續，綠色生活；公共參與，人才

培力；藝術文史，社區美學」並分別訂定其

願景及未來發展目標。期能以人為本，建構

終身學習平台，提升公民社會素養，關懷弱

勢，推動社區文教，「成為優質的社區大

學，信義區市民終身學習最佳夥伴」。在導

入企業經營管理制度，以有效的目標管理，

信義社區大學在2015年度共開設363門課

程，學生超過7,045人次。

再者，2015年光寶企業志工計60人次

持續與信義社大志工社合作辦理「光寶健樂

關懷盃籃球友誼賽」，年輕充滿活力的企業

志工，能將每次的陪伴與服務心得，分享於

社群，讓愛心與回饋社會的感染力持續蔓

延。

2015年辦學特色與績效

本年度於辦學四大主軸的創新專案上，

弱勢關懷訂定了長期(每月)走入社區對低收

獨老作義剪；環保綠生活方面將生態踏查結

合企業志工培訓，也積極與在地公民會館開

結合策略聯盟單位

工作方案 2015年績效

社區認輔幸福講座 配合認輔志工培訓及跨校交流，與張老師文化和

巴巴文化合作辦理社區認輔講座，推動理論與實

務之落實與閱讀運動，提升助人工作之素養與品

質。共辦理 12場次，參與志工共有 1,470人次。

政府部門專案 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委託辦理「社區家長

教育─食育、德育、家庭教育及助人學習的八堂

課」，參與學校共有 15所，參與志工共約有 2,400
人次。

社區關懷單位暑期照顧營隊 支持社團法人臺北市樂服社區關懷協會培力班辦

理「夢想家學堂」弱勢學童照顧營隊活動。參與

活動之學生共有 240人次。

大學院校實習場域 每年暑假招收大專院校實習生，落實產學合作。

參與實習學生共有 9位 (寒期 1位、暑期 8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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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綠生活講座；公共參與上，本校公衛社團

走進社區宣導與實作防治登革熱，而對於台

北市設計之都的議題亦積極陪伴參與；對於

藝術文史的推動，凡市府大型活動的專業演

出，我們亦主動投入，爭取師生演出的舞

台。

光寶企業志工

發展企業志工為光寶社會共融政策之

一，自2013年光寶開始規劃執行企業志工

活動，並以人才培育、社區關懷、公益贊助

及環境永續為架構建立光寶企業志工平台。

透過此企業志工平台整合內外部資源以及鼓

勵邀請所有光寶人(含員工及眷屬)一同加入

企業志工的行列，長期持續投入多元面向社

會公益，如學童英語及課後輔導教學、環境

保護以及弱勢關懷等。

推動實習：提供學子職場體驗，搭建

理論與實務結合培育人才的平台

光寶配合並認同教育部技職司的產學合

作推動計劃培養年青學生，透過與各大專院

校合作搭建理論與實務結合培育人才的平

台，每年遴選出各領域學生，提供實習、獎

學金等資源，一方面讓公司與未來的新血接

觸，另一方面也讓學子發揮所長與體驗職場

動態，並藉由實習過程發掘公司未來骨幹。

此外，學校方面亦可直接取得產業對人才需

求趨勢與資源而調整課程方向。因此達到社

會、學校、企業及學子個人的多贏為目的。

2015光寶創新獎：鼓勵創新設計突破

領域藩籬

光寶科技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培育

科技創新人才及提升華人國際競爭力，自

2001年特設「光寶創新獎」提供工業設

計人才嶄露頭角、揮灑創意與設計實力的

機會。獎項創立15年來，吸引全球20餘
國之華人工業設計人才競逐，歷屆主題與

獲獎作品充分展現前瞻設計及產業發展趨

勢。2015光寶創新獎以「光、電、節能」

與「智慧科技」為主題，共收到全球超過

1,678組作品激烈角逐。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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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推動
1.連續第五度獲選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成份股。

2.連續兩年獲選為摩根史丹利全球永續

指數( MSCI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
成份股。

3.獲Channel News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亞洲前20企業。

4.2007-2015連續九年蟬聯天下雜誌

「企業公民獎」，2015年榮獲「天下企業

公民獎」之肯定。

5.獲頒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5年CSR年度大調查科技與傳產組楷模

獎。

6.獲財團法人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

「2015台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電子

資訊製造業金獎。

7.獲客戶微軟(Microsoft)頒發社會

和環境責任(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獎。

公司治理

1.獲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十二

屆資訊揭露評鑑A++級肯定。同時在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之第一屆「公司

治理評鑑」列為排名前百分之二十之上市公

司名單。

2.光寶IMG廣州廠及AE高雄廠榮獲安

達集團(ACE Group) AAA產品責任風險認

證，累計共12個廠區通過AAA產品責任風

險認證。

企業營運

1.2015年營業額為NT$2,169.3億元，

稅後淨利率稅後純益為NT$72.23億元，每

股淨利為NT$3.11元，年增率12%。

2.2009-2015連續七年，天下雜誌1,000
大製造業調查排名「電子業」第一名。

2015年所有產業總排行第20名，製造業

「最賺錢企業」第3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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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1 .光寶自行開發3D列印手機天線採

用乾式製程為不須電鍍之環境友善製程，

2015年已成功商業化量產，完全免除使用

有毒重金屬及水資源，並於歐盟及美國取得

專利。

2.2015耗水密度為23.52 m3/百萬台

幣，較2014年耗水密度23.90m3/百萬台幣

減少1.59%。

3.連續兩年獲選國際氣候揭露領導指數

(CDLI)領先企業。

社會回饋

1.光寶文教基金會社區認輔團隊獲頒

2015年度教育部社教公益獎

2.光寶文教基金會社區認輔團隊獲頒

2015年度新北市社教公益獎

3.信義社區大學獲台北市政府頒發獎

項：

   -  2015年度優良課程品茗藝術優良教

師曾志賢

   -  優良課程-健樂營天使花園優良教師

簡慧美

   -  終身學習楷模: 尤美玲學員

   - 終身教學楷模: 講師曾至賢、卓錦泰

   -  台北市全民漂書推廣活動創意書架

票選

(資料來源：2015光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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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節能新應用 五路並進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乾旱、洪水、

熱浪、風暴等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大幅提升，

全球年年溫度升高。在《巴黎氣候協定》之

後，全球主要國家承諾並將積極達成節能減

排目標，光寶集團因應氣候變遷，以發展雲

端運算、LED照明、汽車電子、生醫、工

業自動化等五大IoT應用領域，回應全球節

能減排需求，做為企業的轉型重點，打造新

一波營運成長動能。

管理能源 解決電力問題

光寶集團順利推出資料中心級電源管理

系統，為雲端應用的關鍵基礎設施提供創新

彈性的電源管理、異地備援、遠端監測等提

供全方位解決方案，使耗電量龐大的資料中

心能夠更有效率使用及管理能源耗用。

另外，自主開發電動車充電器產品已成

功取得歐美規格與技術認證，客戶與產品安

裝量穩定成長。LED照明方面，不但為全

球汽車大廠生產各式車用LED照明產品；

更積極開發LED整合式光學感測器邁入心

率感測、方向、環境色彩、手勢操作等感測

應用。隨自駕車加速發展，光寶所開發的智

能感測模組將應用於不同的行車情境中。

使用綠材 拒絕電鍍製程

除了新產品開發符合節能減排趨勢，在

智能製造方面，繼成功開發3D列印、掃描

技術之後，光寶集團更領先業界成為全球首

家成功3D列印量產手機天線之廠商，順利

運用於國際品牌廠智慧型手機，由於在製程

端完全無須電鍍製程及使用綠色可回收材

料，大幅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深獲客戶青睞

與好評。

而光寶生醫以自有品牌成功進軍全球生

技醫療市場，目前已開發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

糖化血色素分析儀，並於新加坡成立首座海

外生技研發中心，針對急診與遠距照護市場，

整合光寶產品設計與量產優勢，積極發展具

競爭優勢的定點照護產品，期望提供變異程

度提高的環境下，更便利彈性的醫檢設備。

獎勵創新 打破領域藩籬

15年來，「光寶創新獎」已成為全球

華人工業設計人才嶄露頭角、揮灑創意與設

計實力的舞台。正值全球創新創業風潮方興

未艾，光寶創新獎秉持創新的精神，推動創

新突破領域藩籬並與創業銜接。以光、電、

節能與智慧科技的企業願景為主題，攜手各

界資源擴大賽事規模，除設計創新組外，首

度增設技術創新組，推動創新設計不分領域

的新觀念，提供跨界技術創新者一個展現團

隊精神與能力的新舞台。

首屆技術創新組吸引全台162組創新團

隊報名競逐，獲獎作品也展現高度商品化的

潛力。合併設計組全球共收到超過1,678組
作品與團隊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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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集團副董事長暨總執行長陳廣中表

示，光寶以教育行動實踐社會共榮，已行之

有年，以人本教育為核心所推動的各項社會

參與項目，透過不斷檢視、改善，使項目具

備可持續性及價值；結合企業核心能力做

大、做深；以企業之力支持、補充社會環境

對教育的需要，範圍從兒少、大學、社會新

鮮人，從職場銜接到成人終身學習，連公民

教育都包含在內。

四大使命 實現社會共榮

為了實現社會共榮的願景，光寶集團勾

勒出四項重要的使命，包含促進多元文化人

文素養、推動兒少年教育關懷與終生學習、

培育創新設計與專業人才、發展永續產品與

環境保育等。光寶文教基金會於1997年首

創台灣社區認輔工作，聘請專業師資培訓認

輔志工，使志工習得專業知識、技能之後，

固定到校認輔學習適應欠佳、文化不利、受

人際困擾、因家庭因素而被疏忽或家暴的學

童。社區認輔團隊獲頒2015年度教育部社

教公益獎、新北市社教公益獎。2015年基

金會提供認輔服務受惠人次為16,634人，結

合偏鄉弱勢高關懷、張老師、新北市政府、

萬隆教會等策略聯盟，擴大基金會服務受益

或參與總人次高達36,211人。

譜地方誌 重建土地倫理

由基金會經營的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是全國唯一由企業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長

期支持營運的社區大學，2015年度363門課

程，學生超過7,045人次，創下14年來人次

新高。2015年積極推廣「信義地方學」成

為台北市信義區的生態、文史的交流園地，

以公民力量逐步蒐集、參考相關資料而紀錄

當代地方誌。由信義社區大學「探索信義學

社」成員，逐步蒐集、參考相關資料而紀

錄，從發現新的都市脈絡，重建土地倫理關

係。初步透過地圖標記，讓多樣的知識更容

易理解及保存。

光寶在國內連續十年榮獲《天下雜誌》

企業公民獎、五度蟬聯台灣企業永續獎、

八度獲得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在國

際上獲頒Channel News 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亞洲第三名，連續六年獲選「道瓊

永續指數」DJSI成分股，連續二年獲選為摩

根史丹利(MSCI)全球永續指數成分股，並

連續兩年獲選列名為國際氣候揭露領導指數

(Climat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CDLI)
領先企業。憑藉高度透明的資訊揭露品質，

連續兩年榮獲台灣證交所國內資訊揭露評鑑

「A++」最高等級肯定，並於今年獲得台灣證

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百分之五。

與時俱進 不斷克服挑戰

科技產業正從傳統的硬體製造，快速跨

入大數據、LED智慧照明、汽車電子、生

技醫療、智慧居家、智能製造乃至於物聯網

等領域，需與既有產業縝密整合，甚至取而

代之。陳廣中表示，對集團而言，更重要的

是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挑戰，同時實現企業

社會責任的各項承諾。

過去四十年，光寶一直面對不同的挑戰，

但在克服挑戰過程中，光寶獲得成長的養分

及豐碩成果。期待這種創業家的精神能夠代

代相傳，使光寶成為社會正面的資產，永續

存在和發展的台灣企業。展望未來，光寶除

持續強化既有量產優勢與營運體質，更將積

極參與新應用領域的研發，多面向地打造永

續經營的成長實力，以期達成轉型升級發展

目標，使光寶能繼續提高對環境、社會、員工

與股東應承擔的責任與承諾。 (劉怡妤)



— 232 —

康舒

公司概述

康舒科技成立於1981年，自創立以來

堅持深耕台灣照顧地方的精神，將全球營運

及研發總部設立於台灣新北市淡水區，並設

置生產工廠，提供當地就業機會；秉持「創

新、和諧、超越」經營理念，以電源管理技

術為核心，藉由持續技術創新及客戶服務，

成為世界一級大廠的主要合作夥伴。

康舒科技從早期國內外電子零件銷售業

務，發展至現今成為以電源產品為主的專業

設計製造廠。其生產項目除電源供應器外，

並發展智慧電網及LED照明等產品，更積

極布局在綠色能源、儲能設備、醫療照護及

電動車車用與周邊設備電源等相關產品研

發。秉持提供最佳解決方案的理念，以提供

完整的解決方案，設計製造穩定優質的電源

產品，一同與客戶提升品牌價值，成為最佳

的合作夥伴。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及公司發展策略，康

舒科技亦在中國大陸、美國及馬來西亞等地

設有專業研發團隊，配合市場趨勢及客戶需

求進行前瞻技術的研究與產品開發，提供高

效能質優的電源或其他相關產品。並在中國

廣東省東莞市(1998年)、中國湖北省仙桃

市(2010年)、菲律賓卡蘭巴市(2012年)設

立專業的生產基地，結合台灣淡水工廠建構

完善彈性多元的生產網絡，滿足全球各地品

牌客戶對於產品的需求。

永續績效

經濟面

2015年受到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康舒

科技全年合併營收為208.36億元，較2014
年下滑13.5%。主要營業收入來自「電源供

應器」的研發、生產、銷售，占銷售金額

約95%，其他類型產品約占5%。展望2016
年將持續研發短小輕薄高效能的電源產品，

並朝向高瓦特數電源產品深根。掌握客戶及

世界這波節能減碳的浪頭，在公司的既有研

發技術下，開發更多新一代綠色能源產品：

如燃料電池產品、智慧電網及LED照明產

品、儲能設備及汽車充電產品。

環境面

在節能減碳的趨勢下，減碳活動與經

濟、產業發展的關係密切，康舒科技作為一

個世界級的電源專業製造廠，深知致力環境

保護是責無旁貸的責任。早在政府「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案」頒布前，康舒科技根據

公司「社會責任宣言」作為節能減碳的主要

架構，透過「2020能源永續」計畫作為主

軸。透過管理系統的推展與認證、環境檢

測、溫室氣體盤查、製程設備改善、能源管

理(水、電、瓦斯)、綠色採購等方式共同達

到善待環境、節能減碳、永續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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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

康舒科技至創立以來，本著關懷鄰里、

照顧弱勢、回饋社會的企業精神，利用公司

電源研發及員工人數優勢，以「節能減碳教

育」、「關懷弱勢團體」、「社會公益活

動」為三大主軸架構，建構屬於康舒科技的

社會關懷活動。

永續願景與策略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的一員，「永續發

展」是我們致力追求的目標。康舒科技關

注國際組織所推行的永續政策，針對聯合

國永續發展高峰會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將國際所關注的議題納入我們的永續願景，

並以行動落實於日常管理。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重要議題分析

康舒科技依據AA 1000AS當責性原

則標準(AA 1000 Assurance Standard, AA 
1000AS)方法，符合三大原則—包容性

(Inclusivity)、實質性(Materiality)及回應

性(Responsiveness)，進行2015年CSR報告

書利害關係人與重要議題鑑別。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康舒科技以「誠信」作為公司最高治理

原則，遵循法規法令及國際準則，以負責、

透明、詳實的態度揭露各項治理作為。藉由

企業年報與CSR報告，向股東及所有關心康

舒科技的利害關係人，溝通我們在誠信經營

上的實務成果，也因此得到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舉辦的第12屆資訊揭露最高等

級「A++」之榮耀肯定。同時也獲得臺灣證

券交易所評選為第一屆上市上櫃公司公司治

理評鑑TOP5%標竿企業之一。

公司組織架構

康舒科技秉持營運透明、重視股東權

益、誠信對待每位利害關係人。由董事會授

權組成「薪資報酬委員會」，並由專業經營

團隊負責公司營運執行。

董事會與股東會

董事會

董事會是康舒科技最高的經營決策單

位，負責任命與監督高階管理階層、公司營

運方向之決定、公司預算之審議及決算報

告、依法令規定擬議公司之章程。

執行股東會決議事項，並向股東大會負

責。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以盡善良管

理人的責任，監督公司業務的經營。同時為

確保股東及投資人權益，董事長並未兼任公

司經理人的職務。

股東會

康舒科技不分持股多寡，均以公平互信

原則對待每位股東，尊重股東的意見。股東

能對於公司重大事項進行表決，有權選任

和解除董事，並對公司的經營管理有決定

權。從2014年起推動電子投票制度行使表

決權，落實股東行動主義。2015年依法召

開股東常會，股東會議事錄均依照公司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記載其內容，並上傳至公司網

站「公司治理」專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防範利益衝突機制

公司依照法令規定訂定「董事會議事辦

法」、「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

則」，防止利益衝突的發生，並提供適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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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供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

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

無潛在之利益衝突。本公司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

人，皆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而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詳實記錄於會

議記錄中；另董事會成員均完成具專業知識

及獨立性之並指派專人負責處理，作為各訊

息管道的傳遞與溝通，以避免不法情事之發

生。

薪資報酬委員會

康舒科技雖尚未設置審計委員會，但董

事會授權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由三位獨立

董事擔任委員，其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監

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制度，

結合個人所投入時間、所擔負之職責、達成

個人目標情形、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

關連合理性予以評估，取得共識意見後向董

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考。

風險管理制度

康舒科技風險管控是透過辨識、評估、

控制、監控四大步驟來管理，並將風險降至

最低，以最少的資源來化解最大的營運危

機。依據公司「風險管理政策」明訂「風險

管理程序」及「災害復原管理程序」，由各

主要單位最高主管指派代表而成立的「風險

管理組織」，負責審核責任單位提出之風險

處理計畫、追蹤風險處理計畫執行成效，並

定期就風險管理執行結果召開會議檢討。透

過風險發生評估方法，採取有效策略降低公

司發生風險的機會，將可能危害公司本身運

作的風險降至最低，避免任何可能影響公司

達成目標的潛在危險因子，確保公司營運永

續經營。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道德規範與法令遵守

「廉潔經營」是康舒科技的核心價值，

各營運基地均遵循當地法律法規規定。

2015年康舒科技沒有遭受到任何法律或法

規(如會計詐騙、工作場所歧視、貪汙腐敗

等)實施的罰款或非經濟處罰。

外部組織參與

為掌握業界發展趨勢與加強外部組織交

流互動，康舒科技積極參與各項倡議組織，

出席相關會議並表達意見。透過參與產業公

共政策溝通討論，有效凝聚同業共識、促進

產業交流，即時瞭解及回應外部利害關人對

於我們邁向永續目標上的建議，以提升公司

治理能力，強化外部關係。

永續發展

綠色創新技術

永續設計

康舒科技為降低能源的消耗，提高產品

內部控制制度

建構合乎嚴謹及

彈性的書面規章

ISO 管理制度

管理辦法

作　　　為

每年依法出具「內部控制聲明

書」，該聲明書經董事會通過

後，於公司官網中對外公告

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稽核制度)

雙軌建立ISO管理制度，重要議

題如「品質與環境」，均已通

過相關ISO認證

針對高營運風險的控制項目，
個別訂定細部管理辦法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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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與回收再生率，採用永續設計的概

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階段，如：生產、

包裝、運輸、使用乃至廢棄處理或重複利用

等，納入各項考慮因素，對應公司綠色循環

做法，達成能源永續循環的目標。

創新研發

康舒科技聚焦創新，不斷研究創新技術

與理論，投入大量且穩定的研發經費，並將

研發成果進行專利申請，2015年共計取得

35件專利，主要聚焦於綠能研發及全自動

化生產技術。自2010年至今，累計已取得

254件專利項目，康舒科技將持續累積未來

所需之核心能源管理技術能力。

生產製程

康舒科技產品製程主要以組裝為主，分

為插件、組裝、檢驗、測試、包裝等程序，

屬於「無工業廢水、無排放廢氣」的製造

業。但仍秉持「落實環安理念、成就永續經

營」的環安承諾，持續推行綠色生產行動，

朝向低碳零廢製程邁進，並進行減廢及能源

節約行動。

原料採購

為落實環境永續之精神，在確保品質情

況下，康舒科技優先採購對環境衝擊較少之

原物料，以達到環境保護及能源永續的目的。

品質管理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乃為康舒

科技對於客戶的承諾，公司訂有「品質政策

宣言」及品質管理程序，並通過ISO 9001
國際品質標準，將品質管理融入日常工作之

中，達到客戶及公司雙贏的局面。

綠色包裝

康舒科技以電子產品為主，包裝考量首

重產品性能安全；但產品尺寸多樣，如何透

過包裝材料的選用及尺寸設計，實踐綠色包

裝為我們的主要目標。以綠色包裝的3R1D
原則－減量(Reduce)、再利用(Reuse)、
回收再生(Recyc le)以及可自然分解的

(Degradable)等方式進行包裝設計。

低碳運輸

溫室氣體的產生有部分是因交通運輸所

造成，但是產品運送、人員移動均需仰賴交

通工具。在貨物運輸上，透過原料零組件盡

量在地採購、善用海運等方式，康舒盡力減

少貨物運輸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人

員運輸上，則是鼓勵員工出差採直航、上下

班運用大眾交通工具等方式，減低溫室氣體

排放量。

綠能研發

全自動化生產技術

具低輸出電壓保護功能的電源供應器: 

適用於各式電源配適器，提高輸出效率。

磁性元件的鐵芯組裝裝置: 為全國第一台，

全自動化變壓器組裝設備。

案例 說明

2015 年專利技術特色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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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節能永續管理

康舒科技為確保各項CSR政策及行動能

被具體落實，建構了相對應的管理系統，並

與國際規範標準接軌，取得管理系統證書，

確實將社會責任政策與方針，融入各廠區日

常營運作業中，並透過PDCA循環運作，來

確保永續管理系統的穩定運作。

產品碳足跡及水足跡

為瞭解電源供應器在生產過程，從原物

料的開採與製造、組裝、運輸，直到使用

及廢棄處理或回收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及水資源的消耗量，將其結果做為產

品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依據。康舒科技選

定主要產品進行碳足跡(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2050, PAS 2050)及水足跡

(Water Footprint)查驗認證，展現公司對於

綠色生產的用心及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態

度。

康舒科技的環境使命

康舒科技視環境保護為企業的一種責

任，因環境保護不僅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也

能為後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所以每年

我們擬定計畫投入大筆金額推動環保，盡力

減少汙染對於人類的威脅，善盡環境保護和

永續發展的承諾。

能源管理

溫室氣體及節能管理

為符合國際標準，落實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工作，追求環境永續發展，康舒科技訂定

「能源政策」、「溫室氣體盤查宣言」作為

執行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依據。

備註：以上各項標準與管理系統，康舒科技均會定期進行第三方驗證，以確保系統之推行與證書之有效性。

永續管理系統

各廠認證取得（符合）狀況

淡水廠 東莞廠 武漢廠 菲律賓廠
範　　疇 標　　準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

TL 9000全球電信品質管理系統

TS 16949 汽車行業標準

ISO 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

EICC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PAS 2050產品碳足跡

產品水足跡

IECQ-QC080000危害物質管理系統

ISO 14064溫室氣體管理系統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 28000供應鏈安全管理系統

SA 8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品質管理系統

勞工、環境、道德、

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

環境

勞工安全與衛生

供應鏈安全

勞工權益、安全與衛生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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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導入ISO 14064溫室氣體管

理系統及認證，每年定期執行溫室氣體盤

查，藉此檢視各廠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未

來溫室氣體減量之基礎，淡水廠2013年更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落實公司能

源使用能效提升與減量的承諾。

康舒科技作為社會公民的一員，支持節

能減碳、愛護地球的理念，以設定每年目標

的方式，執行節能減碳專案。各廠均有成立

「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定期召開管理審查

會議，透過每季的追蹤審核，確保各項能

源管理方案有效執行，並執行「能源永續

2020」計畫。2015年康舒科技較去年共計

節省用電節省2,415度。

水資源管理

2015年整體總用水量較去年減少90,128 
m3，其中淡水廠2015年較2013年節約成效

達15.77(m3/人)，但中國大陸廠區雖然2015
年度總用水減少，但因供應員工住宿及三

餐，導致員工用水強度相對增加。未來將持

續訂定節約目標，管控節約用水措施，善盡

水資源永續的責任。

廢棄物管理

康舒科技採取「製程減廢、預防環境汙

染、材料分類回收、生活廢棄物減量」四大

方向進行對廢棄物管理。各廠區均設置專人

專區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將可回收利用

廢棄物加以分類處置利用，減少廢棄物的產

生量。至於無法分類的廢棄物委託合格廢棄

物處理廠商，並向環保主管機關申報。

綠色公民夥伴

綠色供應鏈管理

面對多元化的跨國設計與生產過程，如

何管控產品品質的一致性，達到客戶對於產

品的要求；除標準化的生產製程，更有賴於

供應鏈廠商的配合。康舒科技建置完整的供

應鏈管理模式，用統一標準來管理供應商。

供應商永續準則

為滿足客戶的要求，並與全球頂尖綠

色夥伴企業同步，康舒科技結合SA 8000、
EICC、AEO、ISO系統，制定供應商永續

準則，並要求供應商夥伴落實遵守。

客戶綠色夥伴

康舒科技一直謹守創新、和諧、超越的

經營理念，並以客戶滿意為目的行事，經過

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及客戶開拓，以電源管

理技術為核心的康舒科技已成為眾多世界一

級大廠的主要合作夥伴，並進入全球電源供

應器產業的領導廠商之列。以貼近客戶的方

2015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狀況

類別／廠區

直接排放(Scope 1)

間接排放(Scope 2)

總計

員工人數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單位

t-CO2e

t-CO2e

t-CO2e

人

t-CO2e /人

198.90

6,958.52

7,157.42

1,264

5.66

1,100.09

28,330.96

29,431.05

5,139

5.73

477.22

8,503.58

8,980.80

1,864

4.82

淡水廠 東莞廠 武漢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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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深入了解需求與問題，與客戶建構緊密的

夥伴關係。

社會參與

健康幸福的工作環境

「員工是最重要的家人」是康舒科技對

於員工的承諾，對待員工如家人，互相扶持

及共同成長，無論面臨任何困難或挑戰，我

們都願意成為員工最佳的依靠，解決他們的

困難，分享他們的喜悅。因此提供安全健康

的工作環境是我們的義務，打造員工幸福的

工作園地是我們的責任。期望與員工建立如

同家人般的關係，彼此尊重、誠信對待、培

育成長、幸福健康，進而凝聚全體員工的向

心力，共同實踐康舒科技核心價值的信念。

人力資源管理

我們在人力資源管理融入「傾聽」與

「溝通」二大元素，尊重每位員工，提供員

工期望合理的薪資福利外，更關心員工生

活，並隨著時代的改變，調整公司的管理辦

法，符合新世代員工需求，滿足對於工作與

生活的期待，提供自我展現的舞台，並能在

個人健康、自我實踐、職涯發展、家庭照

顧、薪酬所得間取得平衡，達到員工個人與

公司共同永續成長目標。康舒科技2013年
至2015年員工人員流動皆維持穩定狀況，

表示康舒科技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體制已具成

效。

員工溝通

解客戶對我們的評價

年度／項目

2015
2014
2013

產品品質

A
A+
A+

服務品質

A+
A+
A+

交遞品質

A
A

A+

價格品質

A
A
A

技術能力

A
A+
A

整體滿意度

A
A
A

2013~2015年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1. 評核結果A+ (90~100)、A (80~89)、B (70~79)、C (60~69)。

2. 整體滿意度來自產品品質、服務品質、交遞品質、價格品質及技術能力等五項實際得分率之平均值。

溝通

申訴

不法舉報

1. 意見箱

2. 告知主管

3. 告知人資單位

4. 請勞資會議之代表轉達

5. 座談會

申訴電話

1. 人資部(HR Dept.) 分機 32939

2. 稽核室(Auditor Office) 分機 32606

申訴信箱：Acbel-HQ@apitech.com.tw

舉報電話

稽核室(Auditor Office) 分機 32606

舉報信箱：Acbel-Vendor@apitech.com.tw

自身遭受不合理

對待，且循正常

管道未獲處理

他人不法行為

自己不法行為

員工申訴管道多元溝通管道

EICC隨身小卡
電腦開機宣導

Email宣導
公佈欄、海報

電子佈告看板

廁所文學

訓練／宣導

各類座談會

勞資會議

各樓層意見箱

申訴信箱

不法舉報信箱

員工訪談

管　　道功　能分　類

各項意見

建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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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福利

滿足員工薪資福利的期望與需求，康舒

科技最大的期望，因此每年均會主動參與業

界福利調查，洞悉市場薪資福利行情，並依

據各項專業能力的市場評價，建立公司具競

爭性的福利制度，進而留住公司優秀的員

工，提升公司競爭力。

在員工薪酬福利上，秉持誠信原則，以

同工同酬為根本，提供符合法令規定的薪資

福利，並按所任職務責任、所需專業能力及

績效表現來核定薪酬。且為吸引及留用人

才，藉由多元的薪酬福利措施來強化團隊合

作的成效，提升整體工作士氣及績效；並依

法提撥社會保險、勞工保險、勞工退休金等

基金，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

教育訓練與未來發展

康舒科技將員工訓練區分為新進員工訓

練、專業職能訓練、主管才能訓練、核心通

識訓練與外部訓練，分別針對新進人員、

一般職員、管理階層等給予相應合適的訓

練。2015年教育訓練投入費用總計為新台

幣7,307,548元，從投入的訓練資源足見公

司對於深耕員工發展的決心與企圖心，藉此

提升員工的專業、管理能力與績效表現，進

而達成企業永續營運的目標。

環安管理

健康與安全管理

康舒科技堅持為員工創造安心友善之健

康職場，我們是台灣早期完整導入電子行業

行為準則(EICC)、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A 
8000)、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四項國

際標準的企業，用系統化的管理機制，落實

對員工身心安全健康的保障。

積極預防職業災害

除了遵守法規及政策的要求外，藉由系

統性的全面管理，有效控制潛在危害風險，

並透過持續宣導，提升員工對工作安全的意

識。若不幸發生職災，我們會依「意外事件

處理規範」，除對受傷人員施以必要之緊急

救護處理外，同時迅速通知單位主管、警衛

室、勞安單位、醫護單位協助救護，並於事

故發生後24小時內填寫事件傷害調查報告

書。

針對各階段製造工藝高風險職務進行鑑

別，對於在此職務工作的員工100%進行上

工前培訓，提供完善的個人防護具保護，加

強安全設備裝置，避免職安衛生事故的發

生；新機種導入時必須進行風險評估，確定

人員機器安全無虞後，才能進入量產。並定

期進行環境檢測與員工職業健康檢查，落實

保護員工身體健康。2015年康舒科技無任

何重大職安及衛生事故的發生。

員工健康促進行動

康舒科技重視員工身心健康狀況，積極

執行各項疾病預防宣導及職業病防治教育，

透過新人培訓、在職定期培訓與不定期電子

郵件宣導，增進員工健康意識。

以淡水廠為例，2015年與醫院合作舉

辦「淺談心血管疾病」專題演講，與衛生所

合作，一年舉辦兩次健康檢查活動，與醫院

合作舉辦流感疫苗施打活動。

我們提供員工完整的健康檢查方案，每

年固定辦理員工健康檢查，也鼓勵廠區內承

包商員工一起參與健康檢查。年度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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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固定項目之外，每年另含癌症篩檢，

2013年為大腸癌，2014年為攝護腺癌、乳

癌，2015年為肝癌，替員工健康把關。透

過員工健康狀況資料庫建立，追蹤員工健檢

情況，針對健檢有重大異常之員工，由公司

專任護理師安排醫生會談建議就診複檢，並

進行追蹤。此外，日常公司也聘請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蒞廠定期提供同仁健康諮詢服務，

展現我們對於員工健康的重視。

2015公益活動
康舒科技所追求的社會關懷活動不只是

簡單的金錢的捐助，而是用深耕在地、積極

參與及回饋的精神，投入人力、物資捐助及

社會教育等；以實際體驗的方式鼓勵員工參

與活動，展現康舒人關愛社會的熱誠，也實

現自我存在的價值。

為豐富參與社會關懷活動內容，我們結

合員工眷屬、供應商、社福機構及學校一同

舉辦相關的社會關懷活動，讓有意參與服務

社會的人，加入志工行列讓康舒的愛倍增。

康舒科技淡水廠積極參與金仁寶集團

「許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舉辦

的各項公益活動，並與所在地的基金會合

作，推行各項扶助弱勢、關懷社會行動，且

透過鄰近學校的策略聯盟，導入環境教育的

推廣。

●2015年參與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圓夢計畫，認養弱勢孩童，

助其實現學習才藝的夢想。共有159位同仁

參與活動，募得242,840元，幫助12位弱勢

家庭的兒童。

●2015年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節慶(春節、母親節、中秋節)禮盒認購活

動，共計認購82盒禮盒，金額22,966元。

●2015年與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合作進行長期愛心發票募集活動。

●2015年舉辦「歲末感恩物資募集」，

募集共四箱物資，全數捐贈財團法人忠義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015年與財團法人許潮英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舉辦「書香傳愛 聯合募書活

動」。

●2015年康舒科技志工社與財團法人許

潮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合作，於淡水

區興仁國小進行課後「藝術&悅讀-志工伴

讀活動」。

●2015年透過員工子女暑期工讀生與新

北市淡水區育英國小、興仁國小合作舉行

「節能減碳」暑期學習營，課程包含LED

校園志工
學校伴讀

節能減碳學習營

萌芽志工
圓夢計畫

社區服務

暖心志工
廠區捐血

廠區義賣

物資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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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燈、智慧電網知識推廣，以及太陽能教具

演練操作，共計56名國小孩童參與。

●2015年參與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

業基金會，「童年萬花筒-2016公益手札認

購活動」共31本，以及「憶童趣玩」愛心

園遊會園遊券認購活動，共3,900元。

●2015年於舉辦「燃起您的夏日熱情-
二手物品大募集&廠區義賣」，募集物品全

數義賣所得共計19,839元捐贈財團法人忠義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015年舉辦『愛心助八仙塵爆傷患自

由樂捐』活動，共計604,670元。

●2015年每季與台北捐血中心合作，舉

辦公司廠區捐血活動，共計413袋。

●2015年與新北市政府合作辦理廠區

綠化植栽活動，淡水廠區共計栽植680株苗

木。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康舒科技致力於企業永續經營，關懷社會照顧弱勢，

提供員工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創造股東合理利潤，

藉由不斷地研發創新，及優化服務品質來獲得客戶及

外部組織的肯定。

(1)        康舒科技

● HP「2015 PPS Power HPSS Supplier of the Year」

● Lenovo「Perfect Quality Award」

● Sugon「優秀品質獎」

● TCSA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

   「台灣企業永續績效類《供應鏈管理獎》及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電子資訊製造業銀獎」

● 天下雜誌「CSR天下企業公民獎』

   大型企業組 Top 15

● 第一屆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評鑑 Top 5

● 第十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

      A++ 評等

(2) 淡水廠

● 臺北市政府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企業足超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認證標章－最佳麻吉獎」

● 新北市政府「環境教育獎－民營事業組特優」

● EICC「Validated Audit Process with corrective 

      action closed Recognition」

(3) 東莞廠

● 廣東省人民政府頒贈2013-2015年度廣東省

   直通車服務重點企業

● 東莞市人民政府頒贈2013-2015年度東莞市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範企業

● PACE「Preeminent Quality Supplier Award」

(4) 武漢廠

● 仙桃市人民政府頒贈2015年度工商稅收貢獻大戶

● 仙桃市人民政府頒贈2015年度安全生產和社會

   消防工作突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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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舒根留台灣 不忘鄉土情

康舒科技於1981年成立秉持「創新、

和諧、超越」經營理念，從早期國內外電子

零件銷售業務，發展至現今成為以電源產

品為主的專業設計製造廠。公司除生產電

源供應器產品外，並發展智慧電網及LED
照明等產品，更積極布局在綠色能源、儲能

設備、醫療照護及電動車車用與周邊設備電

源等相關產品研發。以「提供完整的解決方

案」自許，設計製造穩定優質的電源產品，

一同與客戶提升品牌價值，成為世界級客戶

的最佳合作夥伴。

「根留台灣」是康舒科技對「台灣」的

永續承諾；雖然國內企業在經營成本考量之

下，紛紛將工廠生產線外移到大陸或東南亞

等低工資的地區發展，但康舒科技疼惜這塊

土地的一切，樂於承擔照顧在地責任，秉持

「深耕台灣、照顧地方」的精神，除將營運

總部及研發總部留在台灣外，也保留台灣淡

水工廠的生產線，一方面提供在地居民工作

機會外，讓台灣下一代年輕人瞭解產業整體

的運作情況，另一方面和國內各大專校院建

立起緊密的產學合作關係，提供台灣年輕一

代更多學習與就業機會，實踐康舒科技「生

於斯、回饋於斯」永續使命。

誠信為最高治理原則

康舒科技以「誠信」做為公司最高治

理原則，所有行事均遵循法規及國際準

則，以負責、透明、詳實的態度揭露各項

治理作為。2015年得到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舉辦的第12屆資訊揭露最高等級

「A++」之榮耀肯定；同時也獲得台灣證券

交易所評選為第一屆上市上櫃公司公司治理

評鑑TOP 5%標竿企業之一。

同年，首次參與「台灣企業永續報告

獎」比賽，即獲得電子資訊製造業銀獎的

殊榮；並以CSR新進企業之姿，得到2015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第15名的佳

績。繼2014年獲得台北市政府「幸福企業

─二顆星」後，2016年更獲得勞動部工作

生活平衡獎「家庭樂活組獎章」的肯定。以

上種種獲獎成果表現出公司對於治理的用

心，與外界給予的高度肯定。

員工是最重要的家人

康舒科技將所有員工視為家人，互相扶

持及共同成長，無論員工面臨任何困難或挑

戰，康舒科技都願意成為員工最佳的依靠，

竭盡所能地解決員工的問題，因為康舒科技

相信「員工是最重要的家人」，而非單純只

是企業的資產。因此，康舒科技在人力資源

管理已與員工建立如同家人般的關係，彼此

尊重、誠信對待、培育成長，進而凝聚全體

員工的向心力，共同實踐公司核心價值信念

與永續經營願景。

康舒科技除依法給予員工法定假期外，

並為保護員工安全及身心健康，促進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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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提供全體員工三項有薪假期，包括颱風

來臨時保護人身安全的「颱風假」、紓解身

心壓力的「旅遊假」及專為投入志工服務的

「公假」等假期；另外，每年補助每位員工

最高6,000元的旅遊津貼，讓員工在無經濟

壓力下，能輕鬆度假，讓身心能獲得到真正

的舒壓。

獎勵生育補助2,000萬

康舒董事長許勝雄意識到台灣少子化

問題日趨嚴重，為讓員工樂於懷孕生子，

自2011年起每位新誕生的「康舒寶寶」可

獲得獎金66,000元，讓員工可以兼顧家庭生

活，安心育兒全力工作。生了兩胎寶寶的欣

怡笑著說：「當初第一胎寶寶生的太早了，

沒有領到公司這份大禮，第二胎寶寶就領到

生育獎勵，減輕了我們夫妻不小的經濟壓

力」。

康舒總經理高青山表示，生育獎勵措施

推行六年以來，到2016年已有310位康舒寶

寶出生，總生育補助金額達2,046萬，未來

將會持續下去，讓年輕人想生、敢生、願意

生。

邀員工子女實習體驗

康舒從2008年起每年暑假開放鼓勵員

工子女到公司工讀實習，並比照正式員工任

用給薪，讓員工在暑假期間不用擔心家中小

孩的作息，子女們透過親身工作體驗及學習

工作技巧接軌未來職場，也體會父母親工作

的辛勞，增進親子關係。這項政策推行以

來，至今已有百餘名員工子女受惠。

康舒科技本業在於成熟專精的電源研發

設計，利用設計過程提高產品能源使用效

率；以堅強的設計研發經驗為後盾，利用暑

假期間與淡水鄰近國小合作舉辦「節能減碳

學習營」活動，將節能減碳觀念深植孩童內

心，透過研發工程師親自解說及小朋友實際

動手做，加深「節約能源」的觀念，已有百

餘位國小孩童受惠。

教育減碳從國小開始

從2014年就與康舒科技策略聯盟的淡

水育英國小主任李雨蒔表示，與康舒合作至

今，每年暑假期間康舒員工都會主動到校舉

辦「節能減碳學習營」活動，透過電源用品

如智慧電表、LED燈管的拆解介紹，貼近

日常生活的解說，將冷冰冰的節能觀念，化

為生動活潑且小朋友容易吸收的知識。」，

李雨蒔說：「現在老師若忘記隨手關燈，還

會被學生糾正。」

高青山自信地說到「在台北淡水廠有

1,300多名的員工，公司聘用一定比例的身

心障礙員工，優於政府法規的進用標準，因

為每個人都是有用的，身體的殘缺不能代表

一個人的表現，只要我們提供合適的舞台，

他們的表現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好。

為身障提供工作舞台

康舒科技2012年、2013年連續兩年獲

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企業足超額進用認證

標章-甲等」的表揚；2015年更獲得台北市

政府勞工局「企業最佳麻吉獎」的肯定。

康舒科技創立35個年頭秉持堅持「待

員工如待己」、「提高能源效能」、「友善

對待環境」、「深化環境教育」及「關懷社

會弱勢」五項企業社會責任主軸，並將各項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融入日常公司營運之中，

展現出跨國性企業的宏觀思維與前瞻作法，

堪足以為業界的標竿表率。 (詹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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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

公司概述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6年，企

業總部位於台灣新北市汐止，是一個國際化

的自有品牌公司，主要從事於個人電腦、液

晶顯示器、投影機、伺服器、平板電腦與智

慧型手機的研發、設計、行銷、銷售與服

務，目前也積極發展自建雲(BYOC)雲端平

台與服務。我們的客戶種類包括消費性產品

使用者、中小型企業、大型企業、學校及政

府機關等。

宏碁2015年營業總額為新台幣2,637.75
億元，為全球前五大個人電腦品牌之一。

品牌價值與介紹

宏碁以「打破人與科技的藩籬」為企業

使命，堅持以人性化設計為本，持之以恆的

用「Explore beyond limits」探索精神，打

造易於使用的可靠產品，並針對消費者實際

需求，開發更多簡易方便的操作介面，讓使

用者可以輕鬆駕馭，享受高科技帶來的樂

趣，從而提高生活品質。

宏碁品牌的新核心精神價值，是由內而

外、從心理狀態至行為模式，以推動到公司

所有員工和合作夥伴為目標，分別為熱情

(Passion)、消費者導向(User-centric)、創

新(Innovation)、團隊合作(Teamwork)、
正直誠信(Integrity)與價值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

我們鼓勵員工擁抱改變世界的熱情，

透過團隊合作找到更多創新想法、了解消

費者需求、創造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的產

品和服務，透過5C原則(Communication，
Communica t ion，Communica t ion，
Consensus，Commitment)，員工、商業夥

伴或消費者，都獲得彼此的信任與利益的平

衡，共創新價值。

企業責任承諾與推動

宏碁以積極的態度檢視與推動重要永續

議題、聆聽利害關係人意見、並參與國內外

CSR相關倡議與組織。2008年，我們正式成立

CSR執行委員會與企業CSR專責管理單位—

永續發展辦公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CSO)；2011年，我們更成立全球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GCSRC)，擴大企

業責任治理架構涵蓋範圍。宏碁持續調整企

業責任策略與推動方向，以確實呼應永續發

展趨勢並對所處環境做出回應，對企業以至

於社會的永續發展做出承諾。

永續宏碁定義

致力於在一個穩定獲利、持續成長的企

業體質下，從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層面，

以積極的態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經濟

成長、環境保護、社會進步的三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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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治理

永續風險辨識與管理

2012年底，宏碁成立風險管理風險地

圖工作小組，涵蓋法務、財務、人資、供

應鏈管理、行銷、資訊、環安衛、資產管

理、產品事業群及永續辦公室等部門，每年

度從經濟、環境、社會三面向對公司營運

進行風險辨識(identification)。我們使用風

險地圖(risk map)，就風險的發生機率與嚴

重程度，分析對公司可能的危害程度，區

分風險等級及處理的優先順序；同時採用

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敏感性

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及壓力測試(stress 
test)等方法，進一步量化分析各項風險，並

檢視各風險因子間是否存有高度關聯性。工

作小組匯整上述分析結果，擬定後續執行計

畫並向小組召集人彙報；重大風險資訊亦於

審計委員會報告。

針對已辨識及分析的風險，指派相關

部門人員進行後續管理計畫的制定，包括

風險因應的各種策略：降低(reducing)、
規避(avoidance)、轉移(sharing)及保留

(retention)，並評估資源的投入、執行的優

先順序及後續的效益追蹤等。同時制訂風險

應變及緩解計畫，以及危機處理機制，以便

預防並提出預警，減緩風險對營運的影響。

利害關係人議和

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是宏碁CSR政策

的重要目標，我們透過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與互動，確實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訴求。

重大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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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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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深化公司治理

宏碁通過完整的制度來協調公司與所有

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利益關係，並強化公司治

理。宏碁將以有效的治理架構建立公司治理

制度，以王道的三大核心信念，即創造價

值、利益平衡與永續經營，完善各項辦法、

規範及流程之完整性，強化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宏碁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權益，並

相信健全有效率的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基

礎。宏碁對董事應具備之資格，除符合相關

法規要求外，更採取極高專業標準。宏碁之

董事均由股東會投票選出，皆曾於知名企業

擔任要職，具有商務、財務、會計、公司業

務等豐富經驗。

宏碁董事會下設四個委員會，分別為審

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資產處理執行

委員會及變革委員會，其運作分別依「董事

會議事規則」、「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資產處理執行

委員會職權準則」之規定執行。審計委員會

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主委分別由獨立董事曾

繁城與李吉仁出任，藉由發揮獨立性，進一

步提升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未來發展

宏碁持續追求更高層次的公司治理，

冀達到一流大型跨國企業之標準。2013年
中，董事會通過公司章程修訂議案，並於同

年之股東大會經股東投票同意。本屆董事會

於2014年由股東會全面改選後，宏碁已逐

步修訂及頒布多項內規，並依據最新章程之

規定，正式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

職能。宏碁未來將依宏碁公司治理藍圖，透

過董事與管理階層建立治理典範，以達到藍

圖中的各項目標原則，持續深化公司治理。

從業道德規範

宏碁擬定員工業務行為準則(Standards 
of Business Conduct, SBC)，作為指引同仁

與客戶、業務夥伴、股東及社區互動的基本

原則。本準則以宏碁之核心價值：熱情、使

用者導向、創新、團隊合作、利益平衡與正

直誠信，作為決策及行動的指南，對於公平

競爭、尊重環境、智慧財產權、利益衝突、

禁止不當支付、餽贈與招待、政治捐獻與活

動等均有詳細規範。

法令遵循

宏碁公司向來恪遵相關法令，於2015
年並未發生下列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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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我們致力於讓消費者了解宏碁產品的特

色與服務，並透過各樣方式了解消費者的需

求。宏碁的客戶可透過各式公開管道隨時與

我們連繫，反映任何意見及建議。

2015年，我們的努力也讓宏碁在全球

獲得許多客戶服務相關獎項。自2006年
起，宏碁連續十年榮獲電腦報中國IT品牌風

雲榜年度最佳服務品牌；在泛歐地區，宏碁

在荷蘭、法國、西班牙、德國、英國、奧地

利等國獲得年度最佳客戶服務之殊榮。我們

會持續將客戶的肯定與建議化為提升服務的

動力。

客戶隱私權保護

我們嚴格遵守宏碁隱私權政策，要求所

有員工都必須謹慎保護客戶交付給我們的機

密與專屬資訊，並在產品中導入資料相關安

全技術。

永續發展

落實環境管理

氣候變遷增加風險、過度消耗造成自然

資源耗竭、燃燒石化燃料導致空氣汙染、使

用複雜的化學物質更危害人體健康，這些現

象對人類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甚至危及下一

代的生存權利。我們秉持企業的環境責任，

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措施與再生能源的使用，

更廣邀供應商夥伴共同參與，提升能源管理

的績效並增加環保材質的使用，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並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除了提供安

全無虞的產品，更發揮創新能力，運用核心

技術協助節能減碳，積極掌握氣候變遷的風

險與機會，以環境友善企業為目標持續邁

進。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宏碁深知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可能對環境

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從原物料選擇、包裝、

運送、使用與回收各階段，仔細考量對環境

的可能衝擊，以減少環境負荷為目標，使人

們在使用宏碁產品同時，也為所處環境盡一

份心力。

91.65%
91.42%

91.67%
92.90%

93.74%
93.25% 93.38%

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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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因應

我們持續透過內部風險管理小組，將氣

候變遷的可能衝擊納入整體營運考量，預估

風險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並制訂風險應變

與緩解計畫以及危機處理機制，以便及早提

出預警，減緩風險對公司營運的影響。目前

鑑別出的主要氣候風險包括天然災害衝擊、

各國產品能源效率相關法規、消費者對環境

及氣候友善產品的偏好等，將較以往有更顯

著的影響。我們依發生機率、影響程度等因

子，進行分析並研擬相關對策，以期降低氣

候風險的衝擊。

針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機會，我們除持續

提升產品能源效率，更將整合核心事業及新

事業群，擬定低碳、永續的智慧策略「Smart 
Strategy」，發揮ICT產業的專業能力，協助

社會各層面達成減碳及相對應的調適。

歷年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目標

在綠色電力部分，總計宏碁集團採用綠

色電力已達19,802,992.09度，占範疇二用

電量的41.02%。我們將持續考量全球各營

運據點綠色電力或再生能源供給的可及性、

有效性與制度成熟度等因素，評估優先採

用地區，以達成2020年減碳60%的長期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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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宏碁2008年起加入CDP發起的供應鏈

計畫，鼓勵供應商回覆關於溫室氣體排放與

氣候變遷因應政策的問卷，並將資訊公開或

對參與供應鏈計畫的會員揭露。截至2015
年底，宏碁是唯一參與國際碳揭露供應鏈專

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Supply Chain 
Program)之台灣企業，供應鏈表現亦優於

全球平均。

產品碳足跡

2015年，我們率先參與台灣環保署推

動的產品碳足跡雲端平台，與主要供應商合

作，展開指標性產品的碳足跡盤查計畫，完

成Chromebook C740的碳足跡調查報告。

此雲端平台可有效整合供應鏈多方協作，達

成即時計算服務，大幅降低作業成本，加速

盤查作業進行。

節能措施

為保護共生共存的環境，我們持續探索

各種節能措施。2015年，宏碁渴望會館再

度獲頒行政院環保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銀級獎」殊榮，並受環保署、觀光局等政府

機關邀請，分享交流環保經驗，展現我們對

環境保護的用心與承諾。

水資源管理

2015年宏碁台灣節水重點持續朝水資

源回收再使用、改善用水設備、加強用水清

查及定期巡檢三大目標進行，與2014年相

較，總用水量減少約9,045度。

廢棄物管理

為遵循公司環境政策，我們對廢棄物處

理秉持遵守相關法規、產業規範及自我承諾

的原則。以宏碁台灣為例，一般垃圾配合大

樓管委會規定處理或自行交各地清潔隊清

運；資源回收物品分類集中後送交回收廠商

或配合各地資源回收車載運；廢資訊物品配

合年度定期作業統一交由合格簽約廠商處

理。

紙張減量與回收

以宏碁台灣為例，2015年持續選購具

FSC標章的影印紙；為降低用紙量，宣導紙

2015

78

C

2014

65

C

2013

64

B

2012

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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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雙面使用與減量列印，2011年至今，影

印紙用量逐年降低；推廣紙類回收、機密文

件銷毀作業採用水銷方式替代焚燒或掩埋，

以減少對空氣或土壤的汙染。統計2015年
宏碁台灣機密文件共銷毀15,326公斤。

社會參與

推動社會共融

我們公平一致的對待來自全球的傑出供

應商，進行有效率的營運及合作，提供客戶

高品質的產品。我們努力確保供應鏈提供安

全的工作環境，工人獲得尊重和尊嚴，並在

經營中承擔環保責任並遵守道德規範。我們

的目標是帶領整體供應鏈成為世界一流的社

會與環境責任供應商，持續強化宏碁供應鏈

對社會與環境的正向影響。

宏碁為員工創造樂觀、充滿熱情、敢於

夢想的工作環境，主動關懷溝通，支持與激

勵團隊。透過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吸引及

留住優秀人才；推廣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

關懷員工身心靈的健康；透過有系統的人才

培育，啟動改變世界的力量。

宏碁深知企業的發展奠基於社會，與社

區、人群緊密連結，而企業所創造的價值必

須能為社會所用。我們將核心能力運用在社

會公益與社區參與中，期盼善用資源與影響

力，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穩定力量。

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理流程

我們抱持著與供應商共同合作與努力的

態度，一方面制定管理規範，一方面也利用

多方管道與供應商溝通並協助其提升能力。

在標準方面，我們採用EICC行為準則，在

管理架構上，我們參考EICC的供應商導入

流程，將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理流程，區

分為導入、評估、確認、持續改善等四大階

段。

員工關懷與發展

人員僱用狀況

截至2015年12月底，宏碁全球正職員

工為6,863人。我們恪遵全球各據點勞動法

令聘僱員工，以聘用當地人員為主，秉持

機會平等原則，透過公開遴選的程序招募

員工，不分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國

籍或政黨，禁止僱用童工，適才適所、唯

才是用，於全球招募多元化的優秀人才。

2015年平均離職率為22.71%，主要係公司

轉型、調整組織與人力需求縮減。如有重大

營運改變，宏碁均依當地法令通知受影響的

同仁。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科技產品市場競爭激烈，人才的競爭亦

是如此，為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我們提供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並且諮詢企管顧問公

司的全球薪酬調查資訊，確保提供的整體薪

酬在各地人才市場中具備競爭力。我們也依

據公司獲利狀況、單位及個人績效發放獎

金，獎勵績效優異的員工，以台灣區為例，

設有績效獎金、員工分紅獎金等。

員工福利

我們除了依照法令提供基本福利外，另

提供團體醫療險，並參考各地風俗民情，提

供員工優質的福利。以台灣區的職工福利委

員會—宏碁福委會為例，2015年提供以下

三大類員工福利：休閒育樂福利、聯誼性活

動、現金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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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溝通

配合公司轉型，我們採取下列方式加強

員工溝通，以取得員工共識與承諾，共同為

轉型變革而努力：玩轉人生座談、與Jason
有約溝通大會、宏碁每日新聞、宏碁Good 
News。

持續學習與成長

2015年訓練規劃之方向，主要在協助

公司加速轉型為硬體+軟體+服務的品牌公

司，重點在於協助同仁掌握產業趨勢、技術

與商機的探討、提升數位行銷能力等；此外

也持續強化同仁將新宏碁核心價值落實於日

常工作之中。為確保訓練品質，所有訓練皆

依照「內外部訓練管理程序」辦理。2015
年全球員工受訓達8,981人次，總受訓時數

61,276人時；所有訓練係依工作需要、性別

平等、機會均等原則辦理。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為落實宏碁安全衛生政策，我們針對不

同對象規劃各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強化同

仁對安全衛生的重視，營造企業安全衛生文

化。2014年，我們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促進標章」。為

持續落實健康促進，2015年我們參加新北

市優良哺(集)乳室評選，榮獲母嬰親善類-
職場親善組優等。

社會公益與社區參與

策略與投入

我們以教育、環境保育及公益慈善為主

軸，搭配志工服務，並投入產品、技術、資

金等資源，參與社區事務及公益活動。我們

重視在地經驗的價值，長期與當地政府、學

校、非營利組織等多方利害關係人合作，將

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2015年，宏碁全球

社會公益與社區參與總投入金額超過3,600
萬元。我們將持續堅守回饋、共享的信念，

與社會同步前行。

教育案例：數位行動車提供免費電腦課程

2010年起，宏碁與漢光教育基金會合

作展開數位行動車計畫，以縮短資訊落差為

宗旨，為宜蘭及花蓮地區不易接觸科技的

族群如兒童、原住民、新住民與銀髮長輩

等，提供免費電腦課程。截至2015年底共

出動3,232車次、服務對象達44,321人次，

累積里程數相當於每月繞行台灣1.6圈。為

了解此計畫的長期影響，我們於2015年底

開始導入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的概念，透過鑑別利害

關係人、估算投入與產出、衡量成果與衝擊

等作法，獲得初步成果；2016年將進行後

續流程，期能掌握該計畫質化與量化的價

值，協助優化未來資源投入策略。

環境保護案例：志工淨山活動

2015年，宏碁台灣志工隊號召志工前

往雪山，身負厚重裝備協助清理環境，使生

態美景得以永續。此外也參與八仙山自然教

育中心的「企業回饋山林專案」，協助整修

步道、維護自然樣貌，以汗水與熱情守護大

自然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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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案例：災難救助

2015年6月發生八仙樂園塵爆事故，造

成輕重傷及罹難者近500人，受難者及其家

庭的身心復原之路並不容易，需要各個層面

的支持。宏碁除了金錢捐助外，也宣布研擬

相關配套方案，提供傷者適合的工作機會，

希望藉此扶持這些年輕的傷者早日回歸正常

生活，重返社會。

志工活動

宏碁鼓勵同仁參與志工活動，從中獲得

新的經驗與想法，並得到能量面對工作的挑

戰。宏碁台灣於2003年成立志工隊，發展

至今已逾12年，每位員工每年享有兩天帶

薪志工假，服務範圍涵蓋「數位包容」、

「公益慈善」、「國際志工」及「環境保

育」四大領域。自2015年開始，宏碁美國

的員工也享有兩天帶薪志工假，參與公司認

可的志工活動。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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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5宏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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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數位包容 建構資訊無障礙環境

宏碁成立於1976年，已經走過40個年

頭。旗下基金會成立於1996年，也在2016
年邁入20周年；過去40年裡，宏碁見證了台

灣經濟起飛，在近20年的歲月，宏碁基金會

則預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也為台灣

開啟永續發展的國際對話，宏碁創辦人施振

榮說：「我們的態度是謙卑的，視野是寬宏

的，做法是務實的，期望在我們建構的基礎

上投入更多的力量，讓社會持續前進」。

走過40年 節能不遺餘力

1970年到2000年之間，可說是台灣經

濟飛快成長的年代，這段時間裡，台灣推動

十大建設、設立新竹科學園區，台灣經驗甚

至在1990年成為亞洲佳話，擠進亞洲四小

龍；只是，凡事總有一體兩面，在經濟風光

成長的背後，台灣人面臨環境嚴重汙染議

題，不再常綠的小溪、已經鹽化的土壤，甚

至是地層下陷帶來的土地危機，都為台灣後

代帶來了不可抹滅的環境問題。

當然，這不只發生在台灣，全球主要經

濟體同樣倍嘗環境破壞苦果，國際間很早就

開始注重環境保護議題，而在台灣電子產業

環保意識尚未興起的年代，宏碁就開始關注

綠色經濟，並邀請國際重要利害關係人、環

保團體、勞動團體、上下游供應鏈、電子產

業界參與論壇，推動台灣綠色環保發展。

現在的台灣，環保意識逐漸抬頭，電子

大廠在生產製造過程也格外重視是否汙染環

境，而宏碁則是持續將綠能當作企業社會責

任重要議題之一，除了積極購買綠電之外，

也倡議供應商響應節能減碳。

購買綠電 2020要減碳60%

宏碁永續長賴啟民表示，「台灣購買

綠電仍會碰到本土電業法限制，因此，宏

碁購買綠電的地區以北美、歐洲為主，我

們的目標是2015年減碳30%、2020年減碳

60%」，那麼，供應鏈是否會與宏碁一起購

買綠電呢？賴啟民進一步表示，「我們並沒

有希望供應鏈跟我們一起購買綠電，但希望

他們每年能減少5%碳排放量」。

「其實，節能減碳不一定要從購買綠電

著手，我們都跟供應商強調，減碳最基本的

方法就是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源使用

遠比購買綠電更有意義」，賴啟民說，「宏

碁在購買綠電的同時也要求辦公室做到能

源使用效率改善，若拿2015年跟2009年比

較，現在宏碁一年都能節省好幾百萬度的

電，若未來裝設數位電表，更可直接透過中

控室監測各辦公區域用電狀況」。

改造包裝 更環保更省錢

除了減少能源使用外，宏碁也很早就將

環保概念導入產品包裝，過去，宏碁使用馬糞

紙設計包裝盒，不僅體積龐大，也不利於環境

保護，但近年來，宏碁外包裝開始改用回收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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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包裝盒體積甚至縮到原本的三分之一。

只是，使用回收紙製作產品外包裝難道

不會提高企業營運成本嗎？賴啟民回答，

「確實，有些地方成本多了一些，但包裝縮

到原本的三分之一後，物流運輸更省空間，

運送趟次也因此減少了，若從最終結果來做

比較，成本反而降低了」，不僅對環保有所

助益，也對企業營運帶來正面加分效果。

除了環保議題之外，宏碁也積極提供

ICT(資通訊科技)教育，投入社會公益；賴啟

民表示，「我們的公益活動與本業、核心能力

結合，除了針對弱勢族群、銀髮族、新移民提

供ICT教育，我們也做一些推廣獎勵，鼓勵國

高中生接受資訊教育、大學生創新創業」。

縮短落差 教長輩用電腦

宏碁自2010年起與漢光教育基金會合作

數位行動車計畫，為宜蘭、花蓮不易接觸科

技的族群，如兒童、原住民、新住民、銀髮

長輩等，提供免費電腦課程，截至2015年底

總共出動3,232車次，服務對象達到44,321人
次，累積里程數相當於每月繞行台灣1.6圈。

「我們要做的不只是縮短數位落差，更

想做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賴啟民

說，人們口中所說的數位落差主要是縮短

「擁有資訊設備者」與「無資訊設備者」之

間的差距，但數位包容是希望建立一個沒有

資訊障礙的社會，甚至提供數位機會，讓這

些接受ICT教育的族群能夠因為懂得善用資

訊科技，改善既有生活。

宏碁數位行動車開到花蓮之後，從國小

到銀髮族，從教養院到更生人，宏碁因應族

群不同提供各式ICT教育，當地民眾甚至有

人因此考了十幾張電腦技師證照，同時，也

幫助當地有機農場架設網頁、用網站銷售農

產品，找出新的商業模式。

教育偏鄉 行動車全球跑

宏碁數位行動車所提供的ICT教育不僅

應用於台灣本土，這項服務也推廣至緬甸、

菲律賓，「跟台灣不同的是，台灣數位行動

車是當天來回東部，但在菲律賓、緬甸可能

是開到一個偏遠的地點後就停在那裡一個

月，緬甸數位行動車上裝設了太陽能板，可

以供電給各式數位設備，而菲律賓數位行動

車使用的是大型貨櫃車，所有人都可以直接

在貨櫃車裡上課」，賴啟民進一步表示。

除了幫助全球偏鄉民眾接受ICT教育

之外，宏碁基金會也積極培訓各式資通訊

人才，除了成立完整的培訓機構「標竿學

院」，提供企業訓練與顧問服務之外，也以

數位創作獎、龍騰論文獎、龍騰微笑創業競

賽、雷鳥管理學院EMBA，串聯起從國高

中、大學到高階經理人的在職進修。

四大公益哲學 永續目標

宏碁將「必須的」、「別人不願意做的」、

「別人做不來的」、「宏碁比別人擅長的」列

為基金會四大公益哲學，賴啟民表示，宏碁選

擇從事比較具產業特色的公益項目，別人能做

的，宏碁就不需要再重複，「企業社會責任不

只侷限於公益、社會救濟，企業應該要根據核

心能力，發揮本業最大力量去投入、創造一些

機會讓給利害關係人，這也是宏碁為何比較

少捐獻現款的主因，除非國內突然發生重大意

外事故，宏碁才會參與捐款活動，不然，宏碁

更希望使用旗下產品跟人力資源投入社會」，

這些比捐錢更重要的事，將會是宏碁CSR永

續經營最重要的發展方向與目標。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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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

公司概述

英業達自1975年成立以來，從計算

機、電話機起步，並在筆記型電腦與伺服器

的專業代工上奠定扎實穩固的基礎，締造傲

視全球的成績；邁入21世紀，英業達更投

入雲端運算，無線通訊、網路應用、應用軟

體及綠色能源等高科技產品。

英業達長期以「創新、品質、虛心、力

行」作為經營理念，透過產品多元化、策略

聯盟及供應鏈整合，擴大企業營運規模，厚

植長期競爭優勢，達成最佳系統、軟體、服

務公司。

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以利害關係者的角

度，提出「十大信念」，以「人才為本」為

第一優先，「社會責任」為最終承諾。

經營理念與十大信念的結合構成英業達

之核心價值體系，並形成英業達追求永續發

展的企業文化。

未來經營五大方針

英業達積極推動「自主創新」、「綠能

環保」、「雲端應用」、「移動生活」與

「新興市場」等五大方針長遠策略，以追求

規模經濟，創造「差異化優勢」，強化公司

核心競爭力，提升成長動能，追求永續發展

的新契機。

經營績效

年度
項目

年度獲利(元)
01/01/2016 ~ 03/31/2016

2012 2013 2014 2015
營業收入 410,937,895 461,091,703 435,599,968 395,470,221 95,363,591
營業毛利 19,147,808 22,808,470 23,348,338 21,705,408 5,645,077
每股盈餘 0.91 1.97 1.98 1.5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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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權創新

英業達(含英華達)針對已具營運規模研

發及生產製造據點所產出的各式智慧資產，

如台北(士林、五股)、桃園、上海、浙江、

天津、南京、重慶等廠區，分別設立法務

智權團隊在地進行風險控管及保護。截至

2015年12月，英業達集團全球專利獲證數

超過14,000件，申請中的專利數超過6,000
件。英業達(含英華達)在法人專利總申請量

及獲證量排名，歷年累計領先台灣個人電

腦、智慧型行動裝置及伺服器ODM同業。

資訊揭露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英業達除於英業達

網站揭露董事會重大決議事項外，並設置利

害關係人專區，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

集及揭露；透過中、英文網站及落實發言人

制度及代理發言人制度；有召開法人說明會

時，亦將過程資料置於公司網站提供投資人

參閱，並依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達到

與投資人充分溝通之目的及公開資訊揭露之

時效性，並設置發言人。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小組」是英業達董事長成立

於英業達董事長室的專責單位，小組的成

立，充分顯示英業達推動社會企業的決心，

並希望藉此將CSR理念與行動更深入地推展

至英業達集團整體營運中。

「社會責任小組」專責負責英業達企業

社會責任相關事務，其透過集團管理中心會

議(GMC)的運作與協調，進行集團的公司

治理、企業承諾、環境保護、社會參與等

CSR規劃與推展作業，並同步呈報英業達董

事長，再適時列席董事會報告。

英業達的企業社會責任，蘊含於十大信

念之中，並且以最後一項「社會責任」，作

為具體展現。對內是「公司治理」，以誠信

正直，持守對各利害關係者的承諾；對外是

「企業公民」，也就是把企業公民的角色扮

演好，分別從環保、文化、扶貧、社區等四

大面向落實。

永續溝通

鑑別利害關係人

英業達參考GRI G4國際標準及AA1000 
SES(2011)國際標準，訂定內部鑑別利害關

係人管理流程，以區分出與英業達CSR相

關的利害關係者，如員工、客戶、供應商、

股東/投資人、政府機關、社區、媒體、競

爭者、非政府組織(NGOs)、非營利組織

(NPOs)、3rd Party評比機構及工會…等八

大主要利害關係人。

鑑別重大考量面管理流程

英業達為落實資訊透明化與強化對各利

害關係人的溝通議合，內部設有「鑑別重大

考量面的管理流程」，藉由鑑別與回應的流

程，做為利害關係人與英業達最基礎的溝通

管道，以達到透明溝通及重大性考量面之回

應。

議題鑑別

英業達為掌握核心議題，引領集團邁向

永續，透過各功能單位的機制，分別進行

國內外永續重大規範(如GRI G4考量面)、

客戶要求(如EICC、CDP)及國內外重大時

事…等重大性議題的鑑別分析，以確保充分

了解到利害關係者所關切之議題。英業達透

過與利害關係者溝通的互動，得到的重要訊

息回饋，做為公司治理與企業公民經營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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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據，並藉由各種溝通方式與機制，進行

經驗交流、分享與學習，深入分析利害關係

者的期望。

重大議題排列順序

重大考量面內容確認

英業達所關注之重大考量面，係依內部

考量、產業情況及利害關係人建議，確認這

些重大考量面對組織內、外的利害關係人皆

有影響。總計經濟面有四項、環境面有六

項、社會面有14項，總計24項作為本年度

揭露範圍與內容參考。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誠信經營為英業達「公司治理」最高原

則，是「社會責任」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更

是相關利害關係者對英業達深切關心的議題

之一。英業達深信最受信賴的企業背後，一

定有相當完善的公司治理基礎，公司治理不

只是財務的績效，更是「社會責任」的承

擔。

落實誠信經營

重視信譽，以誠信正直永續經營，是英

業達經營累積最大的資產。其中，「道德行

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為英業達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

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之行為道德標準及誠信經

營理念規範。

英業達董事會之議事係以建立良好治理

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為主要

目的。為避免有董事會成員與經理人有損及

公司之行為或與股東間利益衝突情事之發

生。對於公司重大經營議案，英業達已訂定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規範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和員工操守及避免違反

暨發生內線交易。

董事對於有利害關係之議案皆進行利益

迴避，並且透過公司治理議題之探討，與外

部簽證會計師檢討溝通公司治理策略。更於

每季邀請簽證會計師舉辦「公司治理座談

會」，透過聆聽專業會計師給予的經營建

議，做為各董事日後經營企業策略、方針、

目標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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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每年由董事會決議委任會計師，

並定期審查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有無違反職

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所規定之情事，及會

計法第47條情事發生，確認會計師與本公

司除簽證及財稅案件之費用外，無其他之財

務利益及業務關係，並檢查會計師是否為本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股東或於本公

司支薪，確認其為非利害關係人，經本公司

對會計師獨立性評估結果審查確認其已具獨

立性後，方進行會計師之聘任及費用之審

議。

英業達已建立有效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

會計制度

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

度。本公司會計制度係遵照證券交易法、公

司法、商業會計法、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等相關法令及原則規範而訂立，並配合

公司規章設計，期能符合實際作業需求。

內部控制制度

本公司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

內部控制制度。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係遵

照『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並由經理人所設計，董事會通過，再由

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

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健全經營，以合理

確保下列目標達成：

(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2)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

符合相關規範。

(3)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英業達內部控制涵蓋企業層級之風險管

理及作業層級之營運活動，並訂有「子公司

管理辦法」，進行對子公司經營管理及財

務、業務資訊之監理，落實對子公司風險控

管機制。本公司就關係企業相互間之財務業

務相關作業，亦訂定書面辦法規範，所有業

務往來時，皆依作業規範處理，以杜絕非常

規交易之發生。

優質服務 
英業達身為互聯網企業的一份子，英業

達提供客戶最全面且完善的客戶關係管理服

務機制，從接單至產品開發到量產階段，更

於產品出貨後追蹤產品在客戶端的狀況並主

動關心客戶的所有反映的訊息，藉由客戶抱

怨管理系統，以完整的客訴作業標準程序，

建立專案檢討進行成因分析、矯正與預防對

策擬定，有效性的確認等，將問題與予解決

並回饋至客戶，以滿足客戶對瞭解客戶真正

的需求以及確實傾聽客戶的聲音，加強管控

以達成客戶最高滿意度。

風險管理

英業達每年適時依全球環境、產業變

化，高階主管會議進行營運風險因素分析評

估與鑑別。本年度鑑別了五大項主要風險類

別，包括：科技及產業變化風險、重要政策

及法律變動風險、進貨與銷貨之風險、利率

/匯率變動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風險及氣

候變遷風險等，並針對以上風險類別，進行

評估，並提出風險對應策略與擬定緊急應變

措施。

永續發展

致力於節能減碳，重視生態與環保

鑒於全球綠色脈動與互聯網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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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浪潮，英業達積極推動「綠能環保」策

略，掌握低碳趨勢，朝綠色經濟發展。英業

達除制定「環保、文化、扶貧、社區」社會

責任政策做為推動的基石外，更設定「綠色

產品」、「綠色生產」與「綠色生活」之環境

暨品質目標，以承擔各利害關係人的寄託。

為回應全球環境議題，公司除制定環境

暨品質目標與政策做為推動的基石外，更設

定英業達五大方針之「綠能環保」，積極布

局綠能產業(英穩達、益通、英懋達)，期望

對於綠色經濟及減緩氣候變遷能有所貢獻。

此外，為展現英業達重視環境保護之決

心，響應推動「幸福企業」宣言，承諾積極

致力於節能減碳，重視生態與環保，以達到

「幸福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綠色體系

環境永續管理體系

為秉持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英

業達近年來逐步建置完善的環境永續管理

體系，透過PDCA(Plan、Do、Check、
Action)循環的四個步驟，執行管理系統，

維護管理機制的運作，使得四大環境永續管

理體系，每年通過獨立第三方驗證單位外部

驗證與查證。

英業達的四大環境永續管理體系包

含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ISO 14064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ISO 50001能源管理系

統等。

綠色設計及綠色產品

綠色設計即為環境化設計，其內涵為透

過系統化方式，將環境及安全等考量面整合

至產品開發設計階段為起點，納入產品生命

周期中，將綠色設計的概念導入製程，利用

原物料之選定及產品易拆解設計，降低產品

環境衝擊，同時維持產品價格、效能與品質。

為節省產品生產所需之資源，英業達於

設計開發階段，即透過材料共用、減用之設

計及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在維持產品功能與

品質的條件下，減少產品生產所須使用之零

件或耗材。英業達2015年設計的筆記型電

腦及平板相關產品之循環利用(Recycling)
率高達90%以上，優於歐盟WEEE規定的

65％，未來將持續朝向低碳設計努力，使

材料獲得更有效率的利用，以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

服務客戶產品認證

環保標章(Green Mark)除了考量原物

料、製程及市場之特殊因素外，同時也將生

命周期考量納入評估，避免汙染物於不同的

生命周期階段發生轉移。英業達個人電腦事

業群為提供客戶更好的環保服務，於2015
年計有三項產品獲得台灣環保標章(Taiwan 
Green Mark)之認證、45項產品獲得中國環

境標章(SEPA)之認證、45項產品獲得中國

節能標章(CECP)之認證、39項產品獲得

中國節能標識(CEL)之認證以及16項產品

獲得美國綠色採購評估指南(EPEAT)之獎

章，未來將持續滿足客戶之產品認證服務。

「產品安全規範」認證，確保消費者使用安全

英業達個人電腦事業群為服務客戶提供

安全的產品給消費者安心使用，有制定完善

的產品安全使用把關機制，確保產品開發階

段到量產階段，促使所開發的產品符合安

全、環保及相關技術法規或標準的要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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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計有16項筆記型電腦產品獲得北美

UL標識之認證、18項筆記型電腦產品獲得

中國CCC標識之認證、22項筆記型電腦產

品獲得台灣BSMI標識之認證以及21項筆記

型電腦產品獲得歐盟CE標識認證，未來將

持續滿足客戶之產品安全規範認證服務。

顧客權益

英業達提供客戶最全面且完善的客戶關

係管理服務機制，從接單至產品開發階段到

量產階段，更於產品出貨後追蹤產品在客戶

端的狀況並主動關心客戶的所有反映的訊

息，藉由客戶抱怨管理系統，以完整的客訴

作業標準程序，建立專案檢討進行成因分

析、矯正與預防對策擬定，有效性的確認

等，將問題解決並回饋至客戶。

環保支出

為避免公司營運過程造成環境汙染，英

業達對當地社區並無重大潛在或負面之影

響，英業達在空氣汙染、廢水、化學品、廢

棄物等方面皆有良好的運作與管控機制，有

效預防有毒或有害物質汙染周遭環境。英業

達於2015年並無發生任何嚴重洩漏事件或

因汙染環境而遭受損失及處分。

為降低公司營運對環境所造成之衝

擊，未來英業達將持續推行各項汙染預防

與環境保護工作，2015年環保總支出約

新台幣11,800萬餘元，主要包含廢棄物處

理10.96%、汙染防制設備維護19.58%、

環境檢測4.28%、生態綠化25.78%、綠色

管理體系驗證2.72%、產品環保標章認證

6.47%、環境教育0.27%、節能減碳工程

11.54%、環境保育活動4.6%、公協會年費

0.25%及職業健康13.54%等。

清潔生產

空氣汙染防制

英業達於生產製程排氣以顆粒物、錫及

其化合物、油煙為主，無排放氮氧化物與硫

氧化物，且廠區內設有集塵機、製程排風設

備、抽錫煙設備，靜電式除油煙機等防制設

備，並設置排氣筒高空排放，避免對周遭環

境造成汙染。

   NB + Thin Client 
+Tablet + 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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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  45
CECP 45
CEL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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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在產品製程中也無使用破壞臭氧

層物質，僅有部分舊型冷媒設備初始填充之

冷媒有含破壞臭氧層物質，未來將逐步替換

使用環保冷媒，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廢水處理

英業達公司以系統組裝測試為主並無製

程用水，因此廢水來源多為一般生活廢水。

廢水處理及衍生的漆渣廢棄物清除處理，符

合當地法令規定，對於相關棲息地與周遭生

態環境均無嚴重之影響。

化學品管理

為精確的掌握化學品之安全資訊，降低

化學品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危害風險，英業

達制定相關管理辦法，針對危害性化學品進

行管制，並設有危害性化學品暫存區，進行

24小時監控。此外，為使員工能正確使用

化學品，不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加以宣導，以

預防化學品之災害事故發生，2015年度英

業達無嚴重洩露情形發生。

廢棄物處置

英業達為ODM製造商，其事業廢棄物

處理方式均符合當地法令規定，選擇合格之

清理廠商，並有專人隨時監控廢棄物流向與

處理方式。

綠色夥伴

英業達目前由設計與研發、採購、零件

工程、供應商管理等相關單位共同組成「供

應商評鑑小組」，負責進行供應商評鑑作

業。英業達九個廠區每年針對具有中、高風

險之供應商進行現場稽核；以大陸地區為

例，2015年度中、高風險之供應商家數為

607家，其中執行現場稽核家數有86家，占

中、高風險供應商之比率的14.2%。

追蹤結案方面，各廠區供應商稽核人員

會依當年度稽核所發現問題，要求受核供應

商限期改善，如2015年環境管理系統有74
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有134項、勞工

道德有75項及管理系統有210項等493項改

善項目，並於廠區年度管理會議前皆已全部

改善結案完成。

能源管理

能源的使用不僅影響到企業營運成本，

也為產生溫室氣體主要的來源之一，如何能

有效利用能源也為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

之一。

能源統計

英業達(九廠區)2015年能源(外購電

力、天然氣)使用量為823,799,386百萬

焦耳，其中外購電力使用量722,703,216
百萬焦耳(占8 7 . 7 3 %)、天然氣使用量

101,096,170百萬焦耳(占12.27%)，2015
年相較於2014年826,236,571百萬焦耳減少

0.3%(2,437,185百萬焦耳)。

能源強度

英業達(九廠區)2015年能源排放強度

為2,847.56百萬焦耳/新台幣百萬元，相較

於2014年(2,498.45百萬焦耳/新台幣百萬

元)增加13.97%，係因個體營收為能源強

度計算之母數，且2015年個體營收相較於

2014年是減少12.52%，致使能源強度計算

結果為增加，顯示能源使用量之增加與個體

營收無正相關性。

節能方案

面對國際社會能源與環境議題，英業達

自2013年即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並進一步推展至大陸各廠區實施節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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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節約能源、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碳管理

溫室氣體政策與目標聲明

為回應全球能源耗竭、氣候變遷議題，

善盡企業公民之責任，英業達身為地球村的

一員，深知溫室氣體管理工作之重要性，提

出「溫室氣體政策聲明」及中、長期之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提供於英業達各廠區做為節

能減碳努力目標。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

英業達自 2 0 0 8 年起開始導入溫室

氣體盤查制度，迄今已完成九個年度

(2007~2015)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為使盤

查結果獲得預期使用者之認同，所有盤查作

業與文件均遵照國際標準ISO 14064-1制訂

與執行，並於每年盤查完成後進行內、外部

查證作業。

2 0 1 5年英業達集團(英業達與英華

達 )之主要廠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總計為

270 ,564 .91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主要

排放貢獻來源為外購電力，占總排放量

93.58%，較2014年排放量262,276.781公噸

增加8,288.13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主要增

長原因為英業達重慶廠區及英華達南京廠區

的產能擴增因素

溫室氣體減量績效

為減緩因公司營運排放之溫室氣體所造

成的環境衝擊，英業達持續推動節能減碳，

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2015年度推

行的各項節能減碳方案，英業達總計減少

20,441.77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大陸廠

區減碳成效為20,296.48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占99.29%)。

碳揭露

自2009年起，英業達每年參與國際碳

揭露組織(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之供應鏈問卷，至今已邁入第七年。連續

三年英業達CDP揭露分數皆達85分以上，

2015年英業達CDP揭露分數高達95分，足

見英業達在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的策略、推

動與揭露成果獲得國際組織的肯定。未來擬

將規劃材料供應商碳揭露調查與宣導活動，

收集彙整材料之碳揭露資訊作為後續在產品

碳足跡、產品水足跡數據計算引用參考。

水管理

近年來水資源議題一直是國際關注的重

點之一，身為地球一份子，為回應水資源議

題，英業達在全球歐、亞、美各地設有主要

生產基地，在設廠時一定會做環境評估，以

維護當地水資源生態。英業達配合當地政府

水資源政策，定期追蹤與管理水資源使用數

據，每年進行各廠區水資源耗用盤查、推行

水資源有效利用及建立廢水處理與回收水系

統，並訂定相關節水方案與措施，以減少水

資源的浪費。

綠色生活

為落實公司五大方針之「綠能環保」、

響應政府環境教育法之實施，英業達針對員

工面、產品面、社區面推行各項綠色生活行

動，提升更多民眾與企業之節能減碳意識，

讓每個人都能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社會參與

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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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職場

創造一個舒適、樂活、健康的友善職

場，是英業達對員工的基本承諾。英業達要

求營運績效的同時亦考量員工發展與家庭互

動，積極規劃不同的員工休閒活動，以活絡

員工間的情感互動、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

地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進而強化英業達

的永續發展。

健康職場

為達永續經營目標，企業首要落實安全

衛生的管理，才能提供員工良好的工作環

境。英業達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設置

專業及有效的安衛管理制度，研擬風險管理

策略並及時掌握國際各項資訊，透過安衛管

理系統持續改善的精神，以系統化之作法及

績效展現，採取規劃、執行、查核至矯正之

連續循環機制，發揮自主防護及管控的功

能，減少潛在工安之風險，進而降低營運風

險，提高企業營運形象。

英業達在台灣廠區及大陸廠區通過國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驗
證。為有效落實安衛管理系統，英業達透過

推動PDCA(Plan、Do、Check、Action)循
環的四個步驟，定期稽核與評估適切資源之

投資，並積極推動各項教育訓練、諮詢與溝

通、作業管理及工程改善等…來降低職場的

各項安衛風險，防止職業災害及疾病的發

生，提供穩定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2015年英業達七廠區於台灣、大陸地

區，工傷率、誤工率、死亡人數如下。

社會共融

參與組織

英業達關注公共政策事務，並保持中立

的態度與立場，不參與任何遊說與政治捐

獻，也不干涉員工表達其政治意向之自由。

亦無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辣斯和壟斷措施

的法律訴訟的相關事件。英業達積極參與各

地公協會組織，盼望為當地增加就業機會，

促進當地經濟繁榮發展，進而帶動國家競爭

力、產業發展、與社會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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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區

英業達2015年持續響應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社區一起亮起來」

社區志工專案活動，除贊助支持2015年台

北市士林區「天和里長青志工隊」活動，並

進行2015「愛‧幸福─讓我們一起攜手關懷

在地長青」志工日活動，招募公司社區長青

關懷志工，以實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志工團隊

英業達集團台灣地區制定了志工作業管

理辦法，積極鼓勵參加有益社會相關志工活

動的同仁，在假日給予有薪志工假，提高同

仁們參與當地自願性社福活動服務，推廣社

福學習。透過志工活動的參與提升鼓勵員工

加入志工團隊，建立英業達志工文化，在需

要公益活動志工的地方，主動投入為社會貢

獻一己之力。

長期投入議題關懷

慈善扶助

公益慈善

英業達與「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

善基金會」秉持「愛的英業達：在別人的需

要上，看到英業達的責任」的理念，透過相

關資源的整合與志工們無私的參與，將英業

達的「愛」送達到需要幫助的角落，用實際

行動關懷社會。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

金會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

會」於2010年1月成立，透過集團內外資源

的整合與結合員工愛心的參與運作，將英業

達溫馨的「愛」送達到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

手中，用實際行動關懷社會，目的在參與社

會福利相關公益慈善活動並與其他社會公益

團體合作，以協助社會上之弱勢族群獲得更

充足之社會資源以改善生活，並使其權益獲

得更佳之保障。

社會扶助

有關英業達2015年社會捐贈支出為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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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萬餘元。

弱勢關懷

英業達集團與「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

益慈善基金會」攜手合作，以及同仁們長期

的關心與固定捐款，親自參與相關慈善活

動，關懷弱勢，持續為需要的社福教育機構

與重大災害的受災戶伸出溫暖且厚實的雙

手。

支持社會企業

公司以收購台灣偏鄉小農(鄰鄉良食社

會企業)滯銷農產品、有機耕作產品、委託

單親新住民貧困家庭耕種協助…等多項業

務，落實社會企業精神，除進行商業經濟行

為及收益外，照顧社會弱勢農民。

CSR得獎紀錄

◆榮獲臺灣證券交易所「第二屆公司治

理評鑒績優獎」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24屆「中華民

國企業環保獎」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104年度「減碳行

動獎績優獎」

◆榮獲103年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獎」

◆榮獲臺灣「2015年專利申請及公告

發證」十大企業

◆榮獲內政部「捐血績優企業獎」

◆榮獲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獎」

◆榮獲臺北市「勞動安全優良單位獎」

◆榮獲桃園市「優良哺集乳室-績優金

質組優勝獎」

◆榮獲TCSA「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

◆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第16
名

◆榮獲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

TOP 30

(資料來源：英業達2015年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組織 \ 扶助項目 產業發展 經濟發展 藝術文化 慈善公益 生態保育 學術教育 體育 急難救助 總計(新台幣) 
英業達公司 1,050,000 80,000 0 218,100 0 4,956,493 1,000,000 0 7,304,593
英業達公益慈善
基金會 0 0 1,300,000 5,313,000 250,000 830,000 0 10,344,823 18,037,823

合計 1,050,000 80,000 1,300,000 5,531,100 250,000 5,786,493 1,000,000 10,344,823 25,34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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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十大信念 躋身模範企業

代工廠英業達成立於1975年，主要從

事消費性電子、通訊、資訊及網路應用等領

域的研發和製造，近年來積極跨入綠能市

場，而年營收平均都在千億元以上，全球員

工人數近50,000人，每年都積極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成為國內模範企業。

去年英業達邁入40周年，回顧英業達

創立以來篳路藍縷，從無到有，如今集團逐

漸精實壯大，並跨足太陽能及雲端產業，這

是全體員工努力的成果。

前瞻英業達集團下個40年的長期策

略，除在集團共利共榮全方位思維下，提升

財務管理績效、著重策略投資、活化智權以

及人力資源優化管理以達到持續追求卓越成

長及經營績效目標外；更須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之實踐，進而保障員工權益、參與環境保

護及致力社會公益、關懷弱勢。

根據英業達今年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指出，英業達長期以「創新、品質、虛

心、力行」做為經營理念，透過產品多元

化、策略聯盟及供應鏈整合，擴大企業營運

規模，厚植長期競爭優勢，達成最佳系統、

軟體、服務公司。

人才為本 追求永續發展

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更特別提出「十

大信念」，以「人才為本」為第一優先，

「社會責任」為最終承諾，而經營理念與

十大信念的結合構成英業達之核心價值體

系，並形成英業達追求永續發展的企業文

化。

英業達藉由企業文化的洗禮與塑造，同

時也促進全體同仁對於公司的了解與認同，

在嚴苛的經營環境中，進一步提升工作意願

與態度，進而強化公司競爭體質，創造企業

文化最大價值。

英業達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主要分為

「公司治理」、「企業公民」二大方向；其

中，「公司治理」部分，英業達每個月都會

開董事會，並且進行經營稽核跟缺失查核，

為股東權益把關，成立以來更沒有任何弊案

傳聞纏身，是國內優良企業模範。

四路並進 做好企業公民

至於「企業公民」方面，主要又細分為

環保、扶貧、文化、社區等四大面向。負責

企業社會責任業務的英業達董事長室資深特

別專員游禮濯表示，環保方面，英業達集團

旗下子公司益通、英穩達都致力於綠能發

展，而且集團每年都會參加全球氣候協定論

壇，今年更將開拔至摩洛哥召開會議，董事

長李詩欽親自率團出席觀摩，為全球氣候變

遷盡一分心力，並了解全球新的環保法規，

與時俱進，並要求工廠生產、供應鏈都要符

合環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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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扶貧部分也是英業達相當重視的環

節，游禮濯指出，英業達每年企業社會責任

的預算約2,500萬元，有近三成至四成的預

算用來扶貧、輔助弱勢，因為這才是最直接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我們每年不只捐

錢給家扶中心，而且會號召公司內部員工準

備耶誕禮物，在耶誕節時帶著300至400個
禮物前往家扶中心送禮。

濟弱扶貧 捐錢更要出力

游禮濯表示，家扶中心裡大多都是單親

家庭或隔代教養的弱勢孩子，企業捐錢固然

是好，但如果企業員工能參與其中，讓社會

弱勢能感受到人心的溫暖更重要，因此我們

每年都會讓同仁不是只有交錢認養家扶中心

的孩子，還要自己去買禮物，而同仁們也很

喜歡這活動，出現許多令人感動的故事。

游禮濯表示，自己印象最深的小故事

中，有位小朋友今年才小學六年級，當時他

在耶誕禮物清單中指出想要腳踏車，當時我

原本以為他只是看到其他小朋友有腳踏車，

因此也想要一台，而英業達也應要求準備腳

踏車給他，到了送禮物那天，我就問那位小

朋友為何想要腳踏車呢？

小朋友則回答，「因為家裡住淡水較偏

遠的郊區，每天阿嬤看醫生都要等好久的公

車，因此他想要一台腳踏車，而且讓阿嬤成

為第一個乘客。」此言一出，讓在場許多英

業達員工聽了都相當鼻酸。

散布愛心 打造互助社會

游禮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功能除了

給予社會弱勢的人幫助外，更重要的是發現

愛、挖掘愛，讓人跟人彼此之間互相幫助，

讓愛心能充滿在這個社會，或許這社會上需

要幫助的人太多了，英業達難以一一協助，

但公司會盡全力去做這件事情。

此外，英業達每年都會鼓勵員工參加

世界展望會的飢餓30，並且定期贊助該活

動。游禮濯表示，飢餓30每年都吸引很多

台灣年輕人去，我覺得這點最令人感動，表

示台灣年輕人都很有同理心，我相信這個國

家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在文化方面，也占英業達企業社會責任

總預算近一成，英業達長期贊助台北愛樂、

朱宗慶打擊樂團，而且在每年暑假的台北國

際音樂節，都會邀請全世界的音樂團體，共

同與台北愛樂進行表演。

除扶貧與文化外，英業達總部坐落在士

林鬧區，也特別注重敦親睦鄰，將社區列為

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游禮濯表示，公司每

年在士林區，都會辦「寒冬送暖」活動(每

年12月到2月)，藉此送冬衣、煮熱湯等方

式，幫助弱勢家庭。

樂捐助學 處處放送愛心

英業達去年更與百齡國小配合新建圖書

館，並且與百齡國小協議，只要小朋友跑一

圈操場，就捐一塊錢，結果第一個月就捐了

15萬，等於百齡國小每天跑5,000圈，平均一

個人一天跑十圈，並利用該款項買書捐到圖

書館，「一邊鼓勵運動，一邊捐錢買書」。

近年來台灣天災人禍不斷，英業達也在

第一時間捐錢救災，包括八仙塵爆、台南大

地震、高雄氣爆均捐贈1,000萬元。游禮濯

表示，未來英業達集團會繼續在企業社會責

任部分努力，讓愛心關懷能散布到台灣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 (陳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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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公司概述

華碩電腦為全球電腦暨行動通訊產品的

創新標竿品牌，以「追尋無以倫比」為品牌

精神，致力為消費者打造全方位的數位生活

體驗。

華碩經營理念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

情地發揮最高潛力

●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無止境地追求世界第一的品質、速

度、服務、創新、成本

●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

人類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利害關係人議合
華碩電腦秉持著誠信經營、綠色堅持與

對社會的關懷，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利害關係

人的信任。我們也建立起透明、即時、有效

的溝通管道，除了各單位代表在日常業務

中，與利害關係人持續交流反饋外，為了廣

納不同意見，我們在公司網站建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與企業社會責任信箱，聯絡管道皆有

專人負責，依據不同議題進行範疇、性質分

類，並由各專責單位進行回應。

重大性議題

華碩對於重大性議題的鑑別，是經由彙

整利害關係人透過各種管道表達的關注議題

/頻率，考量全球同業/異業的永續作為，以

及各種調查分析報告等，依其造成永續經

營上的風險與影響進行管理。我們鑑別出

在SDGs中，利害關係人希望華碩呼應的目

標，亦針對這些目標採取相對應的活動。我

們未來也將持續規劃新的專案，推動華碩在

永續發展中的影響力。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董事會

董事會為華碩電腦公司最高治理單位，

由七席董事及三席監察人所組成，皆為男

性，無獨立董事，董事長施崇棠先生未兼任

公司總經理之職務。董事會成員普遍具備營

運判斷、會計及財務分析、經營管理、危機

處理、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決策

等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薪資報酬委員會

協助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

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以及公司整體薪資報

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薪資報酬委

員會的職責在於確保公司之薪資報酬規劃符

合相關法令且足以吸引優秀人才。

個資資安委員會

個資資安委員制定「個人資料保護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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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資產安全政策」，於華碩集團正式公告施

行，作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與建

立、實施資訊資產安全防護之指引。

Green ASUS和SERASU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ER)委

員會

分別監督產品綠色管理與組織環境及社

會管理相關事項。

永續發展辦公室

永續發展辦公室的職掌包括產品綠色品

質、企業永續績效、供應鏈社會責任管理、

員工關懷及社會參與等五大面向，涵蓋治

理、環境及社會等永續議題。

經營資訊揭露

財務資訊

2015年華碩集團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723億元，較2014年略減1%；歸屬母公司

股東之稅後淨利為171億元，較2014年減少

12%。華碩智慧型手機2015年出貨量大幅

增加，但受新興市場匯率波動影響，致匯率

換算後營收約與2014年持平，淨利同因業

外匯兌損失而減少，惟在核心本業營運部

分，仍屬穩健。

道德誠信與透明度

企業遵循從業道德，維持資訊透明度是

永續經營重要的一環。為凝聚華碩人共識，

特精選華人傳統優質五德「謙、誠、勤、

敏、勇」，列為全體同仁一致之待人處世與

自我砥勵之行為標竿，以符合經營理念之一

「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2015年間，華碩員工無涉及違反從業道德

相關規定之事件。

對外部合作廠商，華碩皆要求簽回「誠

信承諾書」。針對違反反收賄、反貪瀆而造

成公司損害的外部單位，將依據簽署之誠信

承諾書的規定予以求償並採取必要的法律行

動。2015年期間，華碩與外部合作廠商之

間，無發生違反誠信規定事件。

稽核管理

稽核室之職掌在於協助董事會與高階管

理階層進行獨立、客觀地評估華碩集團的內

部控制制度之完備性、有效性及落實性，並

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地確保內部控制

制度能持續有效實施。同時依董事會與高階

管理階層之委任，提供相關調查、評估或諮

詢服務，以協助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履行

其公司治理的責任。

永續營運轉型

永續經營是華碩的願景，也是我們認為

不可或缺的企業競爭力。而華碩多年來在治

理、環境與社會上的努力，以及所採取的行

動，呼應了SDGs的多項目標。我們始終秉

持著初衷，結合企業本業與永續作為，以達

到「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

類社會環境真正做出貢獻」的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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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參與組織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符合外部利害相

關者的期望，華碩充分評估並積極參與各項

國際組織計畫，堅實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並

對環保議題作出實質貢獻。華碩申請加入

EICC成為會員，承諾全力支持EICC行為守

則，致力推動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包

含：尊重勞工與人權、建立健康與安全的工

作環境、推行環保製程等。同時亦要求一階

供應商共同遵循EICC行為守則，持續監控

供應商實行績效，以期達到EICC的願景及

目標。

永續價值鏈

價值鏈是企業為產生其服務或產品，影

響層面所涵蓋的範疇，亦即包含上游與下游

供應商所串連的供應鏈。如同產品的生命周

期，ICT產業的價值鏈包括了從原料開採、

製造組裝、銷售運輸、市場行銷、產品使

用、售後服務乃至於廢棄物回收等，整段流

程所創造的企業價值，也是企業永續經營上

必須通盤考量的範圍。

供應商管理策略

華碩制定供應商風險管理策略，由組織

內部建立持續改善(PDCA)架構的ISO管理

體系，到組織外部參與國際組織，結合外部

資源，共同監控與管理風險。藉由透過三大

步驟：風險鑑別、稽核作業、持續改善的程

序，持續管理華碩供應鏈風險。

供應鏈環境足跡

華碩認為企業有職責將環境管理推廣至

整個供應鏈，除了企業營運範疇內造成的環

境足跡，也應該與供應鏈合作減少製造產品

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足跡。華碩對於供應鏈

的環境足跡監督管理，聚焦在溫室氣體排放

與水資源使用兩個面向。

消費者交流互動

華碩成立ZenTalk論壇，服務廣大華碩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周

邊配件及ZenUI的使用者。透過ZenTalk論
壇，直接解決使用者的產品問題、傾聽使用

者的建議與需求，建立與消費者的良好互

動。ZenTalk同時設有「產品專區」供使用

者發問討論，更提供ZenCare(線上客服)專

人協助解決手機常見使用問題與疑難排解。

華碩並成立華碩數位學園定期針對不同

產品開設教學、互動課程。以手機課程來

說，許多年輕人購買ZenFone系列手機贈送

長輩，但不一定有時間教長輩使用或解答問

題，此時即可幫長輩報名參加華碩數位學園

的課程。

產品顧客服務

華碩不僅重視產品品質與性能，完善的

售後服務，卓越優質的服務體驗更是一直努

力的目標。華碩服務網遍布全球，提供在地

便利化的服務體系，親切、專業、快速有效

率，是我們秉持的服務態度。在管理上，華

華碩供應鏈管理策略為：

1.鑑別產品生命周期上下游供應鏈的風險

2.建立組織內部常規管理程序

3.結合外部國際組織資源

4.提升供應鏈因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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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透過不斷地精進流程與追求完善的服務品

質，贏得顧客的滿意和信賴。

顧客滿意度

華碩相信「提升服務品質，從服務滿意

度著手」。其中顧客滿意度亦依照內部訂定

之「客服中心售後服務顧客滿意度管理辦

法」施行，每年度由內外部稽核單位進行稽

核活動，持續精進流程。

顧客隱私與資訊安全

在2015年，華碩與華碩雲端未有因疏

失而導致資料遺失或錯誤、用戶資料外洩等

投訴案件發生，亦未發生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之案件。

永續發展

環境保護作為是華碩的利害關係人最關

注的議題之一，也是華碩在永續經營的路

上，長期投入的領域。我們在追求替消費者

帶來無與倫比的體驗價值的同時，始終秉持

著「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的目

標及願景。

在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高度普

及下，資通訊產品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品質，

卻也衍生出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與風險。

因此，華碩在多年前即導入歐盟整合產品

策略(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將產

品從製造、運輸、使用到廢棄等各階段的

生命周期進行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依LCA結果制定及推動各種整合式

策略及行動。華碩以市場機能為導向，透過

利益相關人參與，刺激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

需求；同時不斷精進產品綠色設計，堅持符

合全球環保標章規則，發展出全方位的綠色

產品供應鏈結構，並開發生命周期各階段降

低其環境衝擊的「綠色產品」。

生態化設計

依據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的研究資料

顯示，產品在生命周期中帶來的環境衝擊，超

過80%在設計階段就已經決定，因此，在產品

設計階段導入環境友善思維，是避免產品造

成環境危害的最佳方法。為了落實生態化設

計，從源頭開始減少環境足跡，華碩建立多份

技術標準，從設計、物質選用等多個面向訂立

門檻，要求所有產品必須符合相關環境規定

後，才能量產出貨，再藉由定期的內、外部稽

核程序，組成完整的產品環境管理架構。

經過產品生命周期評估後，華碩鑑別出產

品造成環境的主要危害風險，包括：產品製造

過程及本身含有的有害物質、產品使用階段的

能源浪費、以及生命周期結束後的電子廢棄

物等，因此，華碩生態化設計採用三個主軸管

理產品綠色品質，分別為：「選擇環境友善材

料」、「易拆解易回收設計」與「節能設計」。

綠色產品

藉由環保標章制度，正是協助消費者在

採購時，辨別綠色產品最有效率的方法。環

保標章的建立，是透過訂立明確規範，在產

品生命周期各個階段均訂立標準；並藉由查

核方式，確認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較一般產

品可達到較低的環境衝擊。華碩分析全球環

保標章的規範，鑑別出具有代表性的標章計

畫，2015年共取得7,427個環保標章。

在現行的環保標章中，又以EPEAT對

於華碩最為重要。EPEAT是由美國電子電

器工程師協會發起的標準，包含：減少對環



— 274 —

境有害之原料、原材料之選擇、產品環境化

設計、延長產品使用年限、降低產品能耗、

廢棄產品管理、公司環境績效表現、產品包

裝等八大面向。現行EPEAT環保標章已推

廣至全球，且直接與政府綠色採購相關。

2015年華碩新增註冊EPEAT環保標章共187
筆，EPEAT金牌產品所占比率高達91%。

環境足跡

華碩設有環境安全衛生專職團隊，負責

全公司環境安全管理，評估公司活動可能產

生的環境衝擊，以符合環境法規及政府的相

關環保要求。此外，也持續訂立嚴格規定及

推動改善方案，藉此將環境衝擊降至最低，

持續朝向「零汙染」的目標邁進。

廢棄回收服務

在產品廢棄階段，華碩支持「個別製造

者責任」(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亦即生產者負起自家產品回收和廢棄

處理的管理責任。只要消費者或企業客戶手

上有使用壽命結束或是老舊須汰換的華碩產

品時，華碩可提供便利的回收服務，擔負起

回收責任。不只在台灣地區，華碩於全球主

要銷售區域，皆透過與當地合格回收處理商

合作，建立免費的產品回收服務與回收點。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議題一直被列為最受關注的風

險及影響之一。聯合國更將「採取緊急措施

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影響」列為永續發展目

標。所有報告與研究皆指向同個方向：減緩

氣候變遷，是人類必須立即面對且採取行動

因應的議題。

溫室氣體減量承諾

華碩在2009年訂立初期減量目標：承

諾在2015年前較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15%。該目標在全體員工配合下，於

2010年提前達成；更在2013年底，華碩的

減碳量超出基線排放量高達30%。

在2015年承諾到期後，華碩已訂立第

二階段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訂於2016
年公告實施：

華碩支持聯合國氣候峰會提出的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包括：

1.全球均溫升幅小於攝氏2度 
2.2050年前全球減碳50%

同時，華碩將致力於減少環境足跡，承

諾在2025年前：

1.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以2008年
為基準)

2.主要產品的能源效率提升50%(以

2013年為基準)

氣候變遷的管理

華碩重視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亦將氣候

變遷列為必須立即採取管理的重要風險，因

此設有專業團隊對此議題採取一系列管理措

施，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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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2015年華碩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前一年

度有2%的微量增幅，原因在於業務擴張

後，企業總部大樓空間不敷使用；在2014
年另外啟用研發大樓，因而造成用電量增

加。我們將在2016年審視所有用電結構，

啟動新的節能方案，逐步朝減量目標邁進。

為了將節能概念擴至全球子公司，華碩持續

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範圍，本次報告書亦揭露

2015年度海外子公司及華碩雲端的電力使

用量。

社會參與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

華碩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因此華碩

提供具巿場競爭性的整體薪酬、豐富的應景

活動及各項福利補助，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工

作團隊，並透過完整的薪資福利及完善的保

險制度保障員工的基本生活，讓員工在專注

工作之餘兼顧家庭與健康。此外，在人才培

訓上也始終不遺餘力，積極培養更多深具華

碩人特質與能力的員工，並透過協助員工成

長，讓組織更加成長與茁壯，達成「數位新

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業」之願景。

人力結構與招募政策

2015年華碩集團全球有近100間子公

司，分布於亞太地區、歐洲、美洲及非洲。

華碩及華碩雲端全球員工人數為16,905人，

其中台灣區為7,350人，中國及其他海外地

區為9,555人。華碩不因種族、性別、年

齡、黨派、宗教、殘障等狀況歧視員工，

僱用員工遵循當地法令、最低年齡規定、

EICC等相關規定，並依據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揭示華碩人權政策宣言。

薪資與福利

華碩的薪資標準，依職務、能力、學

歷、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決定，不因性別、

宗教、政治、婚姻狀況等而有所不同。每年

年中，華碩亦檢視公司薪酬條件與市場薪酬

水準，視需求進行調整。男女薪資比例以同

職等比較，經計算後約為1：1。台灣區男

性基層人員及女性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皆

優於法令規定，2015年度與當地基本薪資

比例為1.05。華碩亦提供台灣區員工許多福

利。

能力發展培訓

人才是企業成功的基石，華碩相信唯有

每位員工充份展現ASUS DNA(華碩五德、

崇本務實、精實思維、創新惟美)，並在其

工作崗位發揮所長，將能達成「數位新世代

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業」的願景。因

此，華碩以ASUS DNA基礎，分析各階層

人員職務所需之管理與專業職能，建置以職

能為導向的訓練體系。

個人學習成長計畫與績效考核

華碩的績效管理制度，結合績效評估和

學習成長計畫，除了重視員工績效表現外，

更強調員工未來之學習成長，以充份發揮員

工能力，達成組織目標。

職場安全

提供一個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是企業的

承諾，也是給員工的基本保障，為維護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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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華碩遵守法令規定，採取多種方式維

護勞工安全，包含多元化的教育訓練、客製

化安全衛生講習e教材、活潑性的工安活動

等。

2015年華碩台灣區發生之職業災害多

為上下班交通事故，損失工作日為306日，

缺勤率0.59%；華碩雲端台灣區為上下班

交通事故，損失工作日為8.25日，缺勤率

1.40%。2015年華碩台灣區及華碩雲端台灣

區職業傷害統計結果整理如下：

員工健康照顧

華碩台灣區各辦公室據點定期及不定期

執行各項作業環境檢測，確保員工在健康安

全的環境下工作。企業總部及承德辦公區設

有醫務室與門診，聘用專科醫師及護理師，

提供全額免費的醫療門診服務。為提供員工

多元門診優惠服務，華碩收集員工推薦、網

路優選、社區醫療群優良診所等資訊，在針

對科別、醫師經歷與證照、合格開業證明、

診所環境與特約內容進行評估後，與診所簽

約成為華碩特約醫療院所，提升員工就醫品

質、健康照護與服務。

樂活工作環境

華碩定期舉辦各種樂活人生講座或各類

競賽活動，邀請員工一同參與，適度紓解工

作壓力，提升自我成就感。另規劃幸福旅遊

系列講座，教導員工從旅遊中體察不同面向

的生活樂趣，享受生活。此外，還有各類藝

文活動，如配合節慶邀請傳統藝術家至公司

舉辦各類傳統童玩DIY活動，或是邀請設計

中心員工在藝文走廊舉行插畫展，並當場繪

製客制化卡片，提供員工作品及專長展出平

台。

社會回饋及參與

華碩多年來在社會參與上投入相當多的

資源，以多元化的方式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除了每年進行的捐贈、贊助、社區服務等社

會參與方式，更進階到結合企業營運及核心

價值，將社會回饋的資源導向最大化的價

值，樹立起業界典範，創造華碩獨特的永續

競爭力。

數位包容

資訊產業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電子產

品推陳出新相當頻繁，導致許多電腦在仍可

使用的狀態下就被消費者報廢，這不僅造成

資源浪費，廢棄產品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在此同時，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仍有大

量的弱勢族群沒有機會接觸電子產品。因此

華碩開始了縮短數位落差專案，除了可延長

電子產品的使用年限，減少地球環境負擔，

更可讓弱勢族群經由數位教育，翻轉未來。

華碩文教基金會

2008年成立的華碩文教基金會，致力

縮短數位落差及城鄉落差，透過各地區之非

營利組織與國內外志工團，前往服務地區設

立數位學習中心，運用綠色科技與社會人文

連結，協助當地解決數位落差問題，並以具

體及持續的行動力回饋社會、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以期培育國際人才與實踐華碩世界公

民之理想。

再生電腦數位培育計畫

自2008年起，華碩文教基金會持續推

註1：失能傷害頻率（FR）指每百萬總經歷工時之失能傷害次數。

             計算公式：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件數／百萬工時

註2：失能傷害嚴重率（SR）指每百萬總經歷工時之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計算公式：失能傷害嚴重率＝總損失工作日數／百萬工時

註3：失能傷害損失工作日：指勞工因發生職業災害之總損失日數。

註4：缺勤之定義為員工因失去勞動能力而不僅是因公傷或職業病脫離工作崗位。

             包含之假別：病假、公傷假、曠職。

             計算公式：缺勤率（AR）＝總缺勤時數／總工作小時數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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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再生電腦希望工程」專案，經由回收處

理廢棄電腦，將可用零件重新組裝及軟體更

新。透過此專案，不但可將廢棄電腦經逆

物流回收處理，推廣環保愛地球的觀念；

另一方面也可建立起資訊產品基礎建設，

成為推廣數位學習、縮短數位落差的第一

步。2015年，華碩完成廢棄電腦等資訊設

備回收總量達19,456件，較2014年總回收

量14,956件成長77%；2015年，再生電腦捐

贈總數達1,262台，總計受贈之國內非營利

組織為89家，海外14個國家。受贈單位亦

運用再生電腦搭配華碩文教基金會所提供的

軟體課程服務，藉由此軟體課程、教材之提

供，直接間接總受益人數約16,050人次。

數位機會中心計畫

自2009年起持續七年，華碩文教基金

會參與亞太經合會ADOC 2.0專案與外交部

合作，協助ADOC會員國及台灣邦交國當地

非營利組織，設立數位學習中心、推廣數位

學習及縮短數位落差，縮短國家、城鄉、年

齡及性別間的數位差距，提升競爭力，讓當

地民眾能擁有更便利、幸福的生活。

華碩在A D O C及外交部的大力支持

下，協助超過23個國家建立數位機會中

心，除了再生電腦、全新電腦的捐贈外，更

搭配資訊志工的服務來推廣數位學習，提升

偏鄉兒童、貧困青年學子、婦女、銀髮族的

數位能力，並提供工作實習機會。七年間共

捐贈華碩全新筆電約2,100台及再生電腦近

10,000台，成立超過100間電腦教室，受惠

人數超過10萬人次。

華碩世界公民/志工專案

2015年，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十個國際

志工團隊合作，共111位來自各大專院校之

學生、指導老師、及華碩員工遴選出來的國

際志工，前往印尼、印度、泰國、菲律賓、

越南、柬埔寨、坦尚尼亞共七個國家的偏

鄉地區，提供當地資通訊教育、華語文教

學、生態保育、科技教育等教學服務。華碩

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服務，給予參與員工公

假，藉此激發華碩人潛能，善盡社會責任。

華碩文教基金會也透過成果分享發表會、

Facebook及志工網站，以影片、照片及文

字記錄分享志工服務過程及當中有趣或感

人的故事。2015年度，志工們於上述服務

單位，共計服務3,770人次；藉由Facebook
分享之故事與相關訊息，共觸及206,440人
次。

雲端服務的社會運用

網際網路的普及，帶動了醫療服務的數

位化、雲端化。透過資訊與通信科技的建

立，將可強化民眾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2012年，華碩雲端與秀傳醫療體系合作，

以通過全球1,000多萬用戶驗證的雲端技

術，結合秀傳在醫療照護領域的深厚醫療能

量及全台最完整的醫療服務覆蓋率，開啟雲

端技術的創新應用。此後延續此專案，透過

雲端平台整合個人健康紀錄及各類照護資

源，幫助健康資料串流，展開更多創新健康

服務，提升民眾的照護服務品質與效率。

印尼雅加達KDM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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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帛琉健康雲端照顧服務

除了在國內建立起雲端健康服務平台，

華碩雲端在政府醫療外交計畫的促成下，偕

同秀傳醫療體系與中華電信，於2013年協

助友邦國家帛琉建立更完善的醫療照護機

制；以台灣健康雲服務經驗為基礎，整合跨

領域資源，打造整體解決方案並輸出國際。

社區參與

華碩與華碩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藝文活

動，落實關懷本土、放眼國際、善盡社會責

任，以下是實際參與的各項社會活動。

台科大華碩企業書院

自2015年起，華碩與台科大啟動長期

的企業書院計畫，運用華碩的資源，培育國

家未來的人才。企業書院的參與學生為篩選

制，學生皆來自不同科系。透過授課、參

訪、競賽等方式，以及模擬跨部門、跨產業

的工作模式，讓學生更了解產業的實際情

況；此外，更邀請職場經驗豐富的華碩主管

與幹部擔任講師，縮短學生對產業認知的落

差，幫助建立未來更準確的求職方向，進而

提升就業率。

華碩校園領袖培育計畫(ASUS Campus 

Executive Officer Program)

2005年第4季起，華碩開始舉辦校園領

袖培育計畫。從全台大專院校遴選學生菁英

參與業務行銷工作，親身投入職場第一線，

使其透過業務行銷實戰經歷了解華碩產品及

品牌精神，累積職場專業能力。此計畫迄今

持續超過10年，不斷培育出未來的華碩及

國家社會人才。華碩也聘用參與過此計畫且

符合華碩職務條件的畢業學生至集團內工

作；未加入華碩者亦是優秀的職場勞動力，

為國家社會創造價值。

第六屆華碩原住民科教獎

華碩原住民科教獎自2009年起舉辦至

今，累積至第六屆為止，直接參與之原住民

師生、耆老與部落家長超過2,000人，完成

研究日誌超過1,500篇，完成科學專題作品

共20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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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透過雲端科展平台，讓原鄉的中小

學生在耆老與家長陪伴下，以部落生活環境

的事物現象為題材，進行科學專題研究，以

提升原住民學生在全國性科展中的競爭能

量，其表現足與一般學生匹敵。此計畫辦理

模式明確可行，科學教育成效深受肯定，同

時亦建立起產官學媒各界長期推動原住民科

學教育的合作機制。

鬧熱關渡節

2015年華碩與同樣地處關渡的台北藝

術大學共同舉辦「鬧熱關渡節」，本次活動

以「綠色關渡」為主題，華碩號召上百名員

工，以電腦包裝材料及環保素材為主題，參

與踩街遊行、市集義賣及匯演；並將出自華

碩設計團隊、代表華碩精神的「2357晶片

牛」帶上一同踩街。活動中所有義賣所得，

皆回饋給在地的課輔中心及台北北家扶中

心，協助弱勢孩童。

醫護人員關懷慰問

2015年6月27日晚間，新北市八仙樂園彩

色派對發生粉塵爆炸意外。華碩於第一時間

啟動員工關懷應變小組，清查傷者中是否有

華碩同仁，所幸確認全體同仁平安。秉持著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華碩人亦慷

慨解囊、參與愛心捐款，期望以個人微薄之

力積沙成塔，協助傷患度過漫長復建之路。

除了金錢贊助外，華碩也預期原本工作

已相當忙碌的第一線醫護人員，在照護大量

的受傷者時會有更大的精神壓力。為了給予

這些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支持，華碩同仁發

起加油打氣留言活動，以關懷同胞之心，將

溫暖送給淡水馬偕醫院、振興醫院、台北榮

總醫院三家燒燙傷病房中心的醫護人員，期

許將愛傳出去，讓社會更祥和美好。

喜憨兒成長培育

華碩長期關懷弱勢族群，除了在縮短數

位落差專案提供教育學習機會，及提供弱勢

團體贊助金援外，亦以實際行動支持弱勢團

體的終身發展。華碩聘用九名喜憨兒為正職

員工，於華碩員工餐廳規劃常設性櫃位，櫃

位營收全數捐贈給喜憨兒麵包坊。

公益捐贈與贊助

除了實際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外，華碩每

年亦編列預算贊助不同團體組織，同仁亦自

發性發起募捐活動。贊助領域，包含大愛電

視台公益廣告、Monster競技啦啦隊以及各

項社會關懷公益事項。2015年度華碩投入

公益捐贈支出金額為30,614千元：主要為捐

助華碩文教基金會、八仙塵爆捐款及教育及

社會關懷公益事項。華碩亦為員工建立公益

捐款平台，透過該捐款平台，2015年共向

華碩同仁募得4,886千元，主要捐助對象為

八仙塵爆、歲末弱勢祝福及提供弱勢關懷。

CSR得獎紀錄

●UL零廢棄物填埋證書

●內政部綠建築標章證書-鑽石級

●美國綠建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白金級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20%

(資料來源：華碩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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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送愛 繞著地球跑

華碩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SR)  ，從

2007年開始每年定期出版「企業永續發展

報告書」，讓利害關係人更了解華碩落實企

業社會環境責任的用心與決心；2009年更

特別成立「永續發展辦公室」，以經濟、環

境與社會各角度，執行各項專案，期望成為

社會向上的力量。

產學攜手 赴海外做公益 

身為科技廠商，華碩做公益不離本行，

致力推動「縮短全球數位落差」，不遺餘力，

今年再度入選企業社會責任「標竿企業」。

華碩文教基金會自2011年開辦「國際志工

團」，每年同步徵求華碩內部同仁，及全台

各大專院校海外服務企劃，提供出團指導與

資源贊助，至今已累積超過500位志工參與。

以2016年為例，華碩文教基金會與上

百位志工夥伴，前往包括菲律賓、印尼、越

南、泰國、尼泊爾、緬甸、馬來西亞、印

度、坦尚尼亞等九個國家，透過捐贈硬體、

課程教學，協助其偏鄉學校及社區建構友善

的數位學習環境，縮短數位落差，接受教學

服務的師生超過7,000人次。

今年夏天，華碩號召交通大學、清華大

學、台北商業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多所國內大

專院校，加上台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總共

組了10個志工團、 120位志工夥伴，每個志

工團搭配一名華碩志工，一同前往海外執行

數位服務計畫，教學課程涵蓋：認識電腦、

基礎上網、基礎軟體應用(Word、Excel等) 
、基礎攝影、文化交流及團康活動等。

真情交流 找到文化價值 

一位參加坦尚尼亞教育志工團的華碩志

工，回國後分享心路歷程，表示「投入志工

服務不是短暫的，是要持續做下去的」。能

將台灣資訊科技教育與人文風情，透過交

流，用心與世界無私分享，更重要的是，也

從中重新尋找到自身文化的定義和價值，意

義非凡。

另一位被分派前往印度Jamyang School
服務的志工回憶道，「這裡的人們，生活簡

單而樸實，雖然沒有豐富的物資，但卻有著

非常富足的心靈。我們不只一次得到孩子分

享的食物，而當我們給他們小點心時，也可

以看到孩子們將小點心再拆分為更小塊，與

其他孩子們分享。他們沒有太多的私慾，即

使自己手上只有少少的一點點，依舊願意把

僅有的一點點資源拿出來與大家共享。」

善用優勢 放送愛的世界 

華碩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魏杏娟說，華碩

以多元形式，讓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藉由

志工活動，讓員工身體力行，善用核心能

力，發揮潛能；回饋社會，其中全球數位志

工將華碩縮短數位落差的使命，實際落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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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角落。

未來華碩將持續推動國際志工專案，協

助縮短數位及城鄉落差，並結合各地區非營

利組織與國內外志工團，於服務地區設立數

位學習中心，以具體行動回饋社會，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同時也期盼有更多企業響應投入。

此外，華碩本身也以捐贈電腦、平板等

科技設備的實際行動，幫助許多開發中地區

的學童，有機會接觸新科技，藉此改善生活。

位在厄瓜多南部偏鄉的薩拉古洛市，是

個人口約3萬人，民風純樸的城市，原住民人

口約占35%，保存自有特色的傳統原住民文

化。備受市民愛戴的沙朗戈(Abel Sarango)，
去年成為該市建市192年以來首位原住民市

長後，積極奔走引進外援，希望把薩拉古洛

市現有的老舊圖書館改造為多媒體資料室，

結合相關科技設備，提供該市學生、專業人

士及社區居民一個良好的數位學習環境。

拿出行動 捐電腦給偏鄉

消息透過我國駐厄瓜多代表謝妙宏轉答

華碩，華碩欣然同意捐贈一批筆記型電腦，

協助薩市居民實現夢想。

2016年6月，薩拉古洛市建市以來首間

「多媒體資料室─台灣數位學習中心」開幕

揭牌，這在當地可是大事，當天薩市包括市

議員，市府官員、各級學校校長、師生及家長

代表約160人應邀觀禮，每個人內心都充滿喜

悅，臉上流露滿足笑容，場面溫馨感人。

而這只是華碩縮短全球數位落差行動的

其中一環，華碩的贊助支援計畫不是放煙火

式的稍縱即逝，而是持之以恆。

以菲律賓為例，2015年菲國發生海燕颱

風，華碩文教基金會立刻捐贈一批電腦，協

助颱風受災的獨魯萬市(Tacloban City)Liceo 
del Verbo Divinovm基督學院與帕羅市科

技部國立科學中學(Philippine ScienceHigh 
School) ，重建兩所學校的電腦教室。

2016年，華碩基金會總共又捐贈42台
電腦到菲律賓，推廣當地數位學習環境。包

括捐贈21台電腦予菲律賓科技部轄下的國

家電腦暨數位學習中心(National Computer 
Center)，縮短大馬尼拉地區居民的數位落

差。

數位貨車 行動學習教室

同時也捐贈21台電腦予菲國「關愛基

金會」，支持「數位行動貨櫃車」的數位教

學服務，預計數位學習的列車將開往內格羅

斯省(Negros)等偏鄉地區，提供偏鄉居民

初階的電腦課程，改善當地數位落差並推動

數位學習教育的發展。受訓後學員可取得菲

國技職教育主管機關的結業證書，增加電腦

相關工作機會的職能條件。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表示，「永續經營是

華碩的願景，也是不可或缺的企業競爭力。」

崇本務實  堅守誠信原則

華碩秉守「追尋無與倫比」的企業精

神，在追求卓越創新及堅持品質之餘，也傾

注心力在環保與企業社會責任上。雖然身處

競爭激烈與變化迅速的科技產業，華碩堅持

以崇本務實的經營理念，堅守誠信原則，傾

聽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兼顧永續治理及企業

營運成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希望對人類

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曾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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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

公司概述

友達光電原名為達碁科技，成立於1996
年8月，2001年與聯友光電合併後更名為友

達光電，2006年併購廣輝電子。友達光電為

全球第一家於紐約證交所(NYSE)股票公開

上市之TFT-LCD設計、製造及研發公司。

身為全球光電解決方案領導廠商，友達

光電以卓越技術為競爭優勢，研發、設計及

製造大、中、小尺寸面板，擁有從3.5G、

4G、4.5G、5G、6G、7.5G到8.5G最完整

的各世代生產線，產品線涵蓋1.2吋至85吋
各種液晶顯示器應用面板，TFT-LCD事業

占合併營收比重約92.5%。友達光電自2008
年起進軍綠能產業，2012年成立視訊產

品、移動產品、太陽能三大事業群，致力提

供客戶完整光電解決方案。目前全球員工人

數近42,000人，營運據點遍布台灣、中國大

陸、日本、新加坡、韓國、美國及歐洲。

永續評比肯定

榮獲公司治理評鑑肯定

證交所2015年首次針對全台上市上櫃

公司的治理表現進行評鑑，公布排名前20%
的優良企業並表揚前5%，協助投資人及企

業自身了解公司治理成效。友達光電連續兩

年榮獲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之企業，肯定友達在落實治理制度、重

視股東權益、營運透明度、風險管理、即時

資訊揭露等各面向表現卓越。

CSR議題管理

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

友達光電除針對日常業務以各種方式與

利害關係人保持互動外，在官方網站上設有

外部溝通信箱info@auo.com，做為利害關

係人與公司最基礎的溝通管道，主要內容大

略分為產品資訊、尋求業務往來、產品保

固、投資人服務、工作機會。針對企業社會

責任議題，設置CSR信箱csr@auo.com，此

溝通信箱設有專責人員管理，並依類別分送

至業務權責單位進行處理。

Oekom Research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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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分析結果

年度永續績效

2015 20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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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97
97 98 100

0  

100%

 

 

ALCD8  

ALCD  

1.4  

1.4 AMOLED9

 

15,600  

15,600 2015 1,494

 

 

334.5
2009  

 

2015 48.4

 

7.7%

2010 7.7%

PFCs

PFCs 2015 2008 61%

CDP

2015 CDP 97
CDLI

 

88% 

1.2  

ISO 14046  

ISO 14046  

 

 

99  

99  

10% 

AHVA10

 20.6%

SunForte PM096B00 20.6%
335  

 

0

2015
0

0  

12

 

5,703  

2,237  

2,428  

4,082

 

 

1.2~1.8  

81.5%  

2014

11  

2010 25.8% 15.3%

8. Advance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9. Active Matrix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
10. Advanced Hyper-Viewing Angle
11. 



— 284 —

公司治理

治理組織

董事會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以及重大經

營決策的中心，其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

管理階層、監督經營績效、監督公司遵循法

令、公司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決議，並致力

於股東權益極大化。董事會應負責公司整體

的營運狀況，設立確切的目標，並努力達成。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執行監督職

責及行使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

定之職權。審計委員會定期與公司之簽證會

計師進行交流並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獨立

性及績效進行審核。同時，公司內部稽核人

員會定期向審計委員會提報稽核報告，審計

委員會亦定期對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

員及其工作進行考核。

薪資報酬委員會

友達光電依法規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

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委任三位獨立董事擔

任薪酬委員會委員，分別為楊秉禾、謝惠

娟、彭錦彬獨立董事，並由楊秉禾擔任薪酬

委員會主席，2015年召開四次常會。

企業永續委員會

友達光電企業永續委員會於2013年底

成立，依公司重要實質性，成立五個子委員

會，設置秘書處負責委員會運作及永續趨勢

分析，並設有利害關係人組，負責彙整利害

關係人之聲音。

營運風險管理

公司自2008年即執行營運持續計畫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的演練，

隨著風險的全球化，衝擊的面向將愈趨複

雜，因此將面向較為單一的BCP，逐步調

整至依不同業務復原目標，設計不同復原

策略的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從關鍵業務的復原流

程演練，進展至策略、組織、流程等的全盤

規劃，並參考持續營運管理系統ISO-22301，
建立適合友達文化的BCM管理制度。

客戶關係

友達光電致力提供完善的產品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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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開發各種創新的應用產品。不論是產品

開發設計、生產運送或維修服務均設有專責

單位，於最短時間內提供服務。在客戶互動

上，除定期安排會議，為了解客戶對友達光

電的滿意度以及品牌價值認知，每年執行全

球客戶滿意度調查，鑑別五大構面之成果，

監控滿意度成果並設定目標。若未達標便須

執行改善策略，在高階主管管理審查會議上

審核，作為提高客戶滿意度之依據。

客戶滿意度

2015年三大事業群的客戶滿意度表

現，移動產品事業群在技術、品質與綠色產

品上，維持既有水準，在售後服務亦大有進

步，僅交貨構面出現微幅退步。視訊產品事

業群則在品質與服務上明顯進步；太陽能事

業群品質服務則大幅成長。

品質管理

友達光電建立全球服務據點及客服網站

系統(Customer Service System, CSS)以提

供客戶更好的售後服務品質。客戶於收到貨

物的保固期間內，若有關於品質不良等相關

問題，皆可與客服人員聯繫或登入此系統申

請維修暨退換貨之服務。客服人員會安排產

品退換貨、維修及運送等事宜，客戶可隨時

透過CSS系統追蹤退貨號碼、維修進度及維

修報告，維修中心也可藉由CSS系統得知客

訴原因，並於維修後上傳維修報告於系統

中。藉由此完整的服務流程也讓資源可重複

再利用，減少報廢導致的環境負荷。

依循公司品質政策—「準時提供高品質

的綠色產品及服務，與顧客共創雙贏」，友達

光電根據客戶特性與區域，透過海外部門收

集客戶投產資訊，每周定期檢視客戶回饋的

VLRR(Verified Line Reject Ratio)，並透過

不良品退回分析與檢討結果，提供改善建議

讓工廠持續調整生產參數或流程優化，降低

異常發生率。此外，根據客戶每季評比的結果

改進，若發生品質異常抱怨，友達海外駐廠客

服會立即協助區分不良品，確保客戶產線順

利；並將異常案件之分析與改善做法登錄於

CCS，平行展開於其他廠區，防止再發生。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為友達光電營運重要夥伴，透過緊

密合作方式，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及成長。

永續發展

綠色生產與產品



— 286 —

節能成果

節水成果 廢水管理

歷經2014年日月光廢水超標排放河川

的汙染事件後，輿論壓力使水汙法得以在

2015年初正式公告生效，其修正精神為

「強化風險預防管理」、「強化刑責及罰

則」、「追繳不法利得」、「鼓勵檢舉不

法」及「資訊公開」等面向、強化現行水汙

染防治法管理及罰則，以制裁蓄意非法業

者。此法條對製造業無疑是嚴峻考驗，對

此，友達光電的因應是透過多面向溝通、嚴

格執行放流水管制、龍潭廠區製程水全回

收、水足跡生命周期評估、沿岸生態調查等

各式改善措施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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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管理

PM2.5自主檢測

近年來，霾害成為國人見證空氣品質惡

化的有感指標，而隨著肺癌死亡率趨高，

PM2.5正是重要指標之一。環保署積極推廣

可視化指標，使民眾可隨時警惕以外，在排

放源的粒狀汙染物管制也加緊腳步，公告標

準採樣分析方法，強化原生性排放源的管

制。

環保署統計數據顯示，原生性14PM2.5
中，77%來自交通運輸工具以及裸露沙塵、

路面揚塵及露天燃燒，23%來自各式工業煙

道(含電力業)以及逸散源所產生的點源。雖

然環保署未制訂產業PM2.5排放標準，但友

達光電在空氣汙染議題上，已先行透過環檢

所新公告標準方法，執行液晶面板顯示器製

造程序在各式煙道中PM2.5的檢測，成果顯

示無明顯的環境風險。

VOCs指標管理

除PM2.5議題外，造成衍生性PM2.5的
前趨物質──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亦

是友達光電長期關注的空汙指標。隨著自動

連續監測裝置(CEMS)的規範及技術提升，

友達光電亦以線上監測數據，隨時掌握公司

的排放狀態，指標化15管制VOC排放量，

2015年VOCs指標為1.37g/m2，相較2014年
之1.58g/m2進步了13%，預計2020年能達

成1.3g/m2目標。此外，亦以前端VOCs原
物料使用量為指標，檢視使用合理性，達成

源頭管理。

廢棄物資源再利用

友達光電秉持合法精神處理廢棄物，同

時考量環境效益及清理成本。處理優先原則

為回到製程中再使用，其次為委託合格處理

或再利用廠商進行處理，若無適宜之途徑才

以焚化或掩埋處理。

綠色創新

友達透過光罩製程簡化、UHD面板簡

化用料、持續提升穿透率、研發可攜式摺疊

太陽能模組等方式積極進行綠色創新。

氣候變遷因應

氣候變遷為全球性的議題，CO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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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國持續提交自定NDC2，其中隱含之

機會與風險，是企業須提前因應準備的挑

戰。加上台灣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已於

2015年正式公告，國家長期減量目標明確

化，如總量管制，是否影響企業產能擴充及

市場機會，為友達光電永續管理的重要課

題。

2015年製程減碳25%結果

友達光電在2012年設定減碳目標，

2015年全公司的製程碳排放量將比2010
年減少25%。歷經五年積極開發節能方

案，2015年每單位產品之製程碳排放量為

46.8kgCO2e/m2，較2010年之58.5kgCO2e/
m2下降20%，未達預定25%的目標。檢討

原因，主要為2015年初春台灣適逢67年來

最嚴重的缺水問題，工廠大幅提高水回收比

例，而龍潭廠為達成製程水零排放目標，能

源耗用量大幅增加，以及擴廠進行裝機測試

等因素。

CDP揭露

友達光電自2007年起主動參與CDP投
資者問卷回覆，同時回應客戶參與「供應

鏈專案」(Supply Chain Program)之問卷調

查，藉由問卷回覆的過程，不僅可回應國際

關切與期待，更進一步審視氣候變遷對公司

的衝擊。CDP揭露成績亦被呈現在高階主

管會議，做為策略訂定之參考。揭露資訊中

包含友達光電對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風險

鑑別與機會分析、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外部查

證、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績效，以及企業對

碳議題的管理機制。

友達光電連續三年獲選為氣候揭露領導

之標竿(CDLI9)企業成員。2015年揭露分數

為97分，績效分數為B，尤其在氣候變遷治

理、風險與機會管理、查證等項獲得肯定。

社會參與

社會關懷與參與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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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架構與目標

友達光電以「培養老實聰明人」、「公

益關懷/推動原創文化」、「推動光電科普

教育」及「親近大地生態節能環保」為公益

活動四大主軸，讓員工投入志工參與，實現

自我，同時為更美好的社會努力。根據推動

公益多年之經驗，友達光電發現提升志工

回流率是關鍵因素，因此於2013年底擬定

「公益發展ABC」計畫，以系統化之方式

推展活動，塑造活絡的志工服務氛圍。

培養老實聰明人：老實聰明獎學金

為落實回饋社會的理念，友達光電於

2006年起設置老實聰明獎學金，協助家境

清寒、家庭突遭變故的學童。由於捐款對象

明確，且具專款專用之透明流程，深獲員工

認同，亦因為申請手續簡便，讓很多被其他

獎學金拒之門外的學童能獲得幫助。2015
年老實聰明獎學金活動主題為「時時有你讓

愛延續」，不僅在諧音上具備十周年意涵，

更期許延續員工及公司力量助學圓夢，並獲

得集團公司熱情響應，共募集超過855萬元

的愛心捐款，總參與人數近2,200人，員工

捐款人數及款項創

下歷年最高紀錄。

十年來，獎學金累

積捐款已超過 1億

元、受惠學童更高

達近3萬人。

公益關懷

2013年起台灣各廠區成立六大服務性

社團，由同仁定期至鄰近社福機構服務，服

務內容包含陪伴、環境清掃、課輔等項目，

對象為社會局緊急安置兒童、身心障礙院童

與中輟少年。2015年共服務150場次、志工

投入逾2,000人次。除了定期服務外，亦於

每年公司家庭日邀請機構的學童同樂。

光能科普教育案例：光能未來營

身為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與太陽能製

造商，友達光電善用光電技術專長，推動光

電科普教育。自2005年起持續舉辦「光能未

來營」活動，以輕鬆活潑、深入淺出的活動

及課程，讓國小高年級學童了解TFT-LCD及

太陽能原理及應用，並藉由團隊競賽激盪小

朋友的創造力、思考力及行動力。同時希望

藉由活動的舉辦，減少城鄉差距，傳達真實

親善美麗的理念。2015年共舉辦八梯次，觸

及21所國小，超過300名偏鄉小學生參與。

愛護綠色大地案例：台中廠環境場所

友達光電台中廠區以節能廠房及再生

能源利用之特色，於2014年8月通過環保署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成為全台第一

家製造業環境教育之場域。2015年推動國

小戶外教學營隊、親子營、及成人參訪研習

等環教活動，課程內容益智有趣，受到學校

肯定，針對偏鄉學校師生，更補助車資，共

計1,527人次參與。

ABC

c n

r n

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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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

人才組成

友達光電2002年開始全球化布局，海

外廠區陸續落成，員工人數於2012年達4萬
6千多人。但隨著產能調整，2015年員工

人數相較2011年下降12.7%，員工總數為

41,362人。

薪資與福利

友達光電深信員工是企業的最大資產，

依據員工學經歷背景、專業知識技術、專業

年資經驗及個人績效表現以核定薪資水準。

全球各主要營運據點之標準起薪優於當地

法定最低薪資，約為1.2~1.8倍不等。員工

之標準薪資和加薪幅度不因性別、種族、宗

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和工會社團等有所

不同。而隨著績效與年資的變化，實際薪資

則會有差異，以男女薪資為例，女性薪資為

男性薪資之0.8~1.24倍不等。

台灣地區員工依法提供勞健保、生育/
育嬰假、退休儲備金等，團體保險部份，於

所有同仁報到當天，提供包含全職、兼職、

臨時工團體保險，同仁亦可自費將眷屬加入

公司之優惠福利措施，讓團保保障的範圍由

員工個人擴及至家庭。台灣以外之廠區，各

項社會保險制度亦依當地法令規定辦理。

假勤制度方面，友達光電提供優於勞基

法的休假制度，並規劃黃金周，請主管鼓勵

同仁每年彈性安排假期與家人相聚出遊。為

鼓勵同仁工作表現，正職員工相較約聘員工

享有共二個月三節獎金、績效獎金、分紅等

獎金，以及福委會之福利補助。

福利委員會

為照顧員工生活，維持勞資和諧，並鼓

勵從事正當娛樂與休閒活動，友達光電依法

成立「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

會」(簡稱福委會)。委員來自公司各部門，

依部門人數比例透過推舉或選舉的方式產生

代表，每個月召開例行性會議，於會議中行

使相關職權，決議員工福利政策並舉行各項

員工活動。除不定期舉辦節慶活動、運動

季、友達夢想星、簽約達人活動等外，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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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團組織辦法，鼓勵同仁成立及參加社團

活動，充分享有組織社團的自由。

員工權益

友達光電致力維護員工人權，不只在政

策面上推行保護，更在執行面上設立管理機

制以確認同仁得到妥善照護，如多元的溝通

或申訴管道。此外，亦不因種族、性別、年

齡、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作為員工任用、考

核及晉升的評核標準，如有違反，同仁可善

加利用溝通管道反應。公司亦以最嚴格的個

人資料保護規範，確保同仁投書的自由性和

保密性。

此外，友達光電長期推廣誠信的企業核

心價值，鼓勵自由開放且互敬互重的道德文

化，透過行為守則的案例宣導，強化員工的

道德認知，2015年並無違反道德之申訴案

件。

勞資關係

為建立和諧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

友達光電在蘇州、廈門區新加坡地區皆有

工會組織。在台灣則依勞基法83條以及內

政部公布之辦法，訂有「勞資會議實施辦

法」，各廠區依法定期舉行勞資會議，進行

勞資協商與勞工議題之討論。

健康照顧

2011年開始推動「AUO健康日」健康

促進計畫，希望透過「Knowmynumbers」
將 健 康 意 識 推 廣 到 所 有 員 工 ， 進 而

「Improvemynumbers」養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最後達到「Changemynumbers」對

自我的健康負責。隨著友達光電邁入第19
個年頭，員工平均年齡層由28歲緩升到34

歲，異常指數比例漸漸增加。為營造員工健

康氛圍，2015年首度將「健康促進活動」

之成果納入SaftyABC的安全評比，凡是參

與健康活動都可幫廠區加分。另外，為提高

同仁參加活動之機會，除了維力中心主辦

外，亦鼓勵廠區的護理人員自行舉辦活動。

教育訓練

企業永續經營仰賴長期的人才適性學習

與發展，友達光電依照員工需求設計訓練藍

圖，不分性別和種族。員工從入職開始，便

協助其熟悉環境，瞭解公司經營方向與理

念，2015年台灣廠區針對直接人員和間接

人員，分別舉辦293梯次的廠區訓練和十梯

次的新人動力營；入職後，針對不同職務與

職級，進行系統化的學習發展。

工作安全

2015年度全球友達同仁不含交通傷害

之受傷失能件數共38件，失能傷害頻率為

每百萬工時0.41，較2014年下降31.7%，失

能傷害嚴重率則為每百萬工時9.69，較2014
年下降17.2%，無任何因公死亡案例。

若轉換成公司內控指標，2015年目標

原訂為事故件數小於30件，失能件數30
件，皆未能順利達標。有鑑於此，2016年
將目標放在「強化安全關懷」及「建立安全

夥伴」，持續要求主管走入現場，關懷同仁

作業，並邀請專家傳授關懷技巧及要點。此

外，友達光電亦將承攬商視為自身責任，教

育承攬商作業風險。

友達光電將持續加強員工危害認知，期

望透過「安全文化提升專案」，營造安全文

化，讓每位友達人快樂上班、平安回家。



— 292 —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友達光電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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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永續發展 獲道瓊肯定

友達是一家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公司，不論是對環境的友善、工廠

的節能減碳、員工的教育訓練，以及人才培

訓等，友達CSR不論是在台灣或在國外均備

受推崇。

以2 0 1 6年9月公布的道瓊世界永續

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DJSI World)中的電子設備及零組件

(ITC Electronic Equipment, Instruments & 
Components)產業類項目，友達獲得榜首。

績效稱冠電子零組件

友達能夠從全球頂尖電子設備儀器元件

公司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同時也連續七

年入選道瓊世界永續性指數成分股，可以看

出該公司卓越的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一再受

到國際肯定。

友達2016年全方面表現皆相當優異，

多項評比分數位居該產業類別之首，包含經

濟構面的「客戶關係」與「供應鏈管理」；

環境構面的「氣候策略」、「環境政策管

理」、「環境報告揭露」及「產品責任」；

社會構面的「企業關懷」、「勞工與人權」

及「人才招募與留任」等。

其中氣候策略、環境政策管理、環境報

告揭露更獲得滿分佳績，展現友達重視企業

經營與環境永續發展的積極態度。

用高標準自我要求

友達董事長暨執行長彭双浪表示：「永

續經營為友達堅持的價值理念，無論是公司

治理、環境永續或社會關懷皆秉持最高自我

要求標準，期望透過積極做為與影響力，實

踐友達企業社會責任承諾，引領整體產業、

上下游合作夥伴及社會共同往永續發展邁

進。」友達長期投入綠色永續，將理念落實

於生產流程、廠房建置、能源回收再利用等

各環節，過去十年間，友達面板製程不僅用

水、用電減量近一半，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大

幅降低65%，2015年底友達龍潭廠亦正式

啟用全台首座自主設計整合之製程用水全回

收系統。

企業治理方面，友達已連續二年獲選

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企

業，於維護股東權益、提升資訊透明度等各

面向皆表現卓越。

打造100%水回收廠

友達是以「全台首座100%水回收廠

房」脫穎而出，獲得評審青睞，顯示友達不

僅落實技術創新，更結合綠色永續承諾，肯

定友達重視企業經營與環境永續發展作為，

以積極正向的行動，擴大影響力。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為全球華人

媒體最早推動的CSR評鑑獎項，具高度公

信力，2016年參賽角逐高達282件為歷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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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友達以「全台首座100%水回收廠房」

獲得環境友善組楷模獎，評審團肯定友達正

視產業問題，開展具體行動，回應社會責

任；且投入經費龐大，後續將帶動產官學研

關注，延伸影響力。

實踐製造業零廢水

研發過程中需找出最佳的製程用水分流

收集組合，使零排概念能轉換為可行之技

術；工程期間除掌握進度外，更需維持既有

系統正常運轉與生產製造。

彭双浪表示：「友達突破技術困難，完

成全台首座自主設計整合之製程用水全回收

系統，樹立水資源回收之里程碑。盼藉由此

工程創新作為，分享水資源處理技術，並推

動供應鏈一同節水，從自身擴大影響力，以

積極態度引領社會與產業朝向正向氛圍。」

友達對於環境的友善，不僅是在工廠

的節能減碳方面，該公司每一年都會響應

植樹節活動，2016年連續九年舉辦「Green 
Party綠色嘉年華」活動，迄今已累計種植

超過100萬棵樹。

植樹為地球造氧氣

光是在2016年植樹節當日，友達在台

中廠區種植1萬棵樹苗，連同廠區內現有植

物數量已達7萬棵，相當於11座大安森林公

園的涵氧量，為台中科學園區種樹量領先企

業之一，充分展現友達身為地球公民、致力

於推動綠色承諾之企業社會責任。

彭双浪認為，友達把對環境的關懷融合

於營運策略中，不僅在製程朝碳排減量的目

標邁進，更落實於廠區環境的綠化。

承諾與自然文化共存

友達中科廠在建廠之初，即承諾與當地

自然文化共存，做好水土保持，不只獲得節

能建築設計獎，也是行政院環保署認證的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藉由長期的植樹與護樹規

劃，不僅實現綠色工廠的美名，更是中部科

學園區的活心綠肺，為園區內良好空氣品質

盡一份心力。

至於人才培育，友達2016年5月與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包含共

同研發專案、短中長期實習制度、實習工

廠、獎學金及講座等系列計畫，期望縮短學

用落差，促成雙方更深度的合作與交流。

因應產學合作所需，友達將原有的3.5
代廠產線轉型為全台首座液晶面板實習工

廠，開放給產學合作之學校實習觀摩，幫助

學生實地了解面板產業及工作環境，同時也

讓企業資源能有效回饋學界，積極實踐與本

業結合的企業社會責任。

友達也與北科大訂定實習合作計畫，針

對大四以上光電相關科系學生，提供短期及

六個月以上的中長期實習機會。

凝聚產學研創新能量

彭双浪說，面對全球產業競爭，友達期

望透過與北科大合作，建立產學接軌平台，

發揮合作綜效，推動整體產學升級。不僅為

光電產業培育優秀人才，同時結合本業落實

社會回饋。未來友達將持續與國內多所大學

進行產學配合，開展專案研發、實習制度、

課程講座等合作模式，凝聚產學研發力量，

為台灣光電產業厚植競爭力。

                                                 (蕭君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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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

公司概述

1974年在台灣肇基，1988年投資中國

大陸以來，鴻海迅速發展壯大，擁有近百萬

員工及全球頂尖客戶群，2013年進出口總

額占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的3.5%，2015年
高居《財富》全球500強第31位，是全球最

大的電子產業科技製造服務商。作為電腦、

通訊及消費性電子(3C)產業製造服務的全

球領導者，提供最具競爭力的製造技術及解

決方案，持續服務於我們全球的客戶、員工

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

資訊處理技術是鴻海永續發展策略中的

基石。我們採用垂直整合的商業模式，提供

創新、高效能、高成本效益及富有彈性的一

站式綜合服務解決方案，成為全球3C產業

製造服務之領導公司。此外，為實現鴻海商

業策略藍圖，抓住物聯網和大數據時代所帶

來的巨大機遇，以確保鴻海處於ICT生態系

統的核心，發展並提供硬體到服務及相關技

術解決方案，推動在整個產業價值鏈中之合

作與機遇。

繼續致力成為負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業界領

袖

作為電腦、通信和消費電子(3C)行業

的全球領導者，鴻海堅信社會和環境責任

(SER)是可持續業務的核心，並致力成為負

責任的雇主及優秀的企業公民。就著目標，

我們訂立策略以及有系統的一系列措施，確

保我們的業務、價值觀和做法，與利害關係

人的需要、以及對業界領袖的期望一致。

集團致力投放資源於員工和社區，並以

我們在創新科技方面具備的專業知識，為環

球營運開發可持續科技方案和產品，同時加

以運用。我們明白，積極的員工和良好的工

作環境是推動創新的重要動力，因此我們將

員工的福祉放於首位，同時打造有利員工發

展、鼓勵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工作環境。我們

亦承諾，在鴻海營運的當地社區，致力貢獻

並推動慈善工作，以支持社區發展。

作為電子企業公民聯盟(EICC)的活躍

成員，鴻海致力履行作為良好企業公民之責

任，並以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管理業務。集

團一方面積極採用和提倡綠色環保生產模

式、提倡公平和誠實的原則，另一方面投資

及促進可持續技術解決方案，同時堅守以誠

信作為業務營運的基石。

集團的所有業務和營運均遵守企業社會

與環境責任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所有員工均清楚守則內容。集團全球SER
委員會(Foxconn Globa Lser Committee，
簡稱FGSC)在守則清楚列明集團在道德規

範、勞工及人權、健康與安全及環境方面的

原則，確保所有業務營運符合有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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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鴻海內部及外在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與利害關係人緊密合

作，回應與利害關係人有關的環境、經濟及

社會議題。隨著全球市場不斷發展，鴻海馬

不停蹄，專注投資創新技術並應用於生產之

中，確保業務可持續增長，同時減低對環

境的影響。作為我們社會和環境責任(SER)

行動的重要一環，SER委員會轄下的專責團

隊，一直與利害關係人保持緊密合作，推

動、發展及訂立一系列積極且全面的措施。

可持續發展是鴻海營運策略的基石，集

團在營運和供應鏈上—包括由產品設計、研

發以至應用創新環保技術—均有相應的措施

配合。我們亦確保供應商明白、遵守高水準

及達至典範實務標準的社會及環境責任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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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鑑別溝通與責任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溝通

依據A A 1 0 0 0 S E S利害關係人議合

原則(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進行利害關係人與重大性議題之

鑑別，藉此準確掌握利害關係人關切的重大

環境、經濟及社會相關議題，以回應利害關

係人之訴求與期待。由集團SER委員會評估

小組成員及相關代表進行利害關係人鑑別，

鑑別的標準係依據利害關係人對鴻海的依賴

程度責任、影響力、關注程度、責任和多元

觀點等五個面向進行評估，依據上述原則

確認為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股東

/投資人及非政府組織。為強化對各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鴻海與員工、客戶、供應商、

社區、投資人及非政府組織等利害關係人建

立了多種溝通管道，傾聽各利害關係人的聲

音，瞭解他們對鴻海的期望，學習他們的先

進之處。

重大性議題範疇及實質性分析確認

鴻海藉由多元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彙整其所關注之議題，以永續性脈絡、重大

性、完整性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為基礎，識

別初步的重要議題，集團SER委員會評估小

組成員，並依AA1000 Materiality Test準則

之實質性鑑別「對組織的衝擊程度」及「利

害關係人關切程度」兩軸線進行評估，據以

分析重大性排序，並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

重大性議題矩陣

首要揭露議題：包含員工溝通與關懷、

供應商管理、公司治理與營運績效、能源與

溫室氣體管理、誠信經營、市場形象；一般

揭露議題：包含：廢棄物管理、職業健康與

安全、社區關懷與公益投入計畫；次要揭露

議題為員工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為代表鴻海

SER投入持續納入溝通及揭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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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組織及集團董事會

鴻海設立董事會，負責公司治理框架的

制定。董事會在維護股東利益的同時，將實

現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股東/投資

人、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作為指導原則。公司董監事無編列酬勞，根

據董事會規定，董事對公司事務有利益衝突

時必須迴避。董事會管理團隊成員的報酬直

接來自於鴻海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個人持股

價值。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集團

內最大的上市公司，設有兩位獨立董事及兩

位監察人，董事長郭台銘先生同時擔任集團

執行長。

鴻海從全球資本市場籌集營運資金，作

為公司營運基礎，無任何政府持有鴻海重要

股份或給予財務資助。

集團全球SER委員會
鴻海在追求獲利的同時，一直堅持扮演

好全球企業公民的角色，推動企業社會環境

責任發展，以此來創造運營動力與集團競爭

力，實現永續經營的目標。鴻海於2007年
3月成立集團企業社會與環保責任全球委員

會(Foxconn Global SER Committee，簡稱

FGSC)，由副總裁陳振國博士擔任主任委

員，FGSC下設專職的專業團隊，負責企業

社會與環保(SER)責任的制定與推動監督。

鴻海旗下各次集團設立SER分會，執

行集團相關SER政策，並受FGSC監督。至

2015年底鴻海已在全球各園區建立一支上

千人的專職SER團隊，與客戶、政府及社會

各界密切互動，以增進企業透明度，全方位

致力於社會與環境責任的推動。

2 0 0 5年3月，鴻海加入電子行業公

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簡稱EICC)，成為聯盟的正式成

員。身為聯盟會員，鴻海遵循EICC所有相

關行為準則，積極推行企業社會與環境責

任，並不定期稽核相關供應商，以確保供應

商也遵守相關政策與行為準則。

集團行為準則規範

作為EICC的正式會員，鴻海積極參與

各項聯盟活動及承擔會員義務，與電子行業

各戰略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遵守與推行，同時，鴻海秉承公正﹑誠實、

廉潔的原則參與商業競爭，開展業務。鴻海

以EICC公布的電子行業行為準則為基礎，

於2008年6月制定集團第一版《富士康行為

準則規範》(Foxconn Code of Conduct，簡

稱CoC)，每年進行CoC的檢討與修訂，積

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有新進及在職員工

每年皆需接受Foxconn CoC教育培訓，CoC
培訓率覆蓋率為100%。CoC內容涵蓋了道

德規範、勞工與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

管理系統、禁止使用衝突礦產及反貪腐政策

七大方面。

永續發展

實現綠色和可持續生產

鴻海致力推動在應用綠色技術和優化生

產程序之同時，實現可持續增長。我們積極

為全球資訊技術業出一份力，實現加強環境

保護、提高能源效率和資源管理、創造健康

生態系統，並通過創新和新技術產業建設生

態文化的共同目標。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向來

是鴻海最重視的一環，我們採用系統化方

式，將綠色及可持續措施與日常營運加以融

合。透過在各層面採取對環境有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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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如環保產品設計、節能減碳、製程管

理、建立能源及資源管理系統及供應鏈管理

等，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集團的綠色及可持續生產原則應用

於所有營運層面，由高效能技術、廢物

管理，至環保產品及建築設計。在鄭州

園區即將投入使用的智能旗艦倉，規劃達

到綠建築LEED(Leadership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全球最高綠色環保

標準，應用綠色環保建造材料達到節能減碳

目的，鴻海嚴格遵守國際能源效益、廢棄物

處理及環保措施標準。截至2015年，鴻海

完成33家法人公司ISO50001能源管理體系

外部驗證作業。

鴻海以環境的可持續性為目標，正為邁

向零廢棄物工廠而努力。我們正研究仿效可

持續的自然周期，於此周期裡使所有廢棄物

經設計後變成資源，供他人使用。在鴻海的

觀瀾園區，我們採用「資源—廢棄物—再生

資源」的迴圈利用模式，讓高達94.5%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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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回收再用，剩餘的5.5%則用於焚化發

電。

在 2 0 1 5 年，鴻海成功將二氧化碳

減量25%，超額完成集團因應大陸地區

「十二五」計畫而訂立減碳24.5%的目標。

同時，鴻海亦積極投資於各式節能技術，

2015年投入人民幣2.7億，展開共1,284項節

能專案，總計節能512百萬kWh，節能效率

為6.12%，節能效益高達人民幣3.71億元。

鴻海亦在所有園區及生產運作上大力

推行開發綠色新能源。我們增加了光伏發

電量，並在中國深圳市園區實施2MW光電

建築一體化太陽能光伏工程，分布在園區

三棟多層電子工業廠房屋頂。截至2015年
12月31日，光伏項目累計發電量為784萬
KWH，節約標準煤2,979噸，減量二氧化碳

達7,418.2噸。已建成光伏發電總裝機容量

46.2MW，年度發電量達6千萬kWh。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大陸貴州省貴陽市

的第四代產業園區，於2014年7月開始投入

營運，它同時也是鴻海的遠景及綠色製造哲

學的縮影。園區不單採用最新的綠色製造技

術，空間規劃及建築，更加按照當地的天然

地形及所處環境設計；而園區內綠色數據中

心的基地設計，則採用基地生態綠化設計、

基地保水設計、節水資源設計，並使用低碳

環保材料設計。

於2015年，綠色數據中心通過美國綠

建築協會LEED之白金等級認證，於2016年
1月取得證書，成為全中國第一個獲綠建築

LEED白金等級認證的數據中心。

社會參與

為員工創造良好及可持續發展的工作環境

鴻海以人為本的宗旨，始於為員工提供

業內最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具競爭力的薪

酬。鴻海堅持合法、公平、公正、平等自

願、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並基於員

工能力，給予相對應之薪酬待遇及公平的晉

升機會，並在所有園區推行職場多樣化。鴻

海擁有約百萬員工，其中包括超過五萬名少

數民族。集團女性員工占約35%-36%。員

工學歷方面，高中或技術及職業學校或更高

學歷的人員總數為76.8%。

集團基於員工能力及表現，發放獎金鼓

勵員工，包括提供員工年終獎金，及定時鼓

勵獎金等。集團各園區的基層員工現時之入

職起薪標準，均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0%
以上。三個月試用期滿後，入職員工將獲加

薪，其標準均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20%以

上。此外，集團每年均與中國內地工會簽訂

集體合同，保障員工權益，當中高達99%之

員工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集團所有員工亦

受社會保險保障。2015年度，在集團實際

工作滿一年以上，且績效考核符合公司要求

之員工，平均收入均增長達3%。此外，集

團亦向表現傑出的員工發放非現金福利，包

括中國內地住屋及在各鴻海營運城市發放股

票期權。

鴻海作為全球其中一名最大的雇主，我

們對履行企業責任極為重視，並很高興見證

集團在提升員工生活質素方面均有明顯進

展。在提升員工收入的同時，為養成員工對

健康生活習慣的重視，以及促進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鴻海每年投入大量資金，改善園區

內基礎設施及宿舍環境，並在所有園區均設



— 301 —

置休憩設施，鼓勵員工保持健康有活力的生

活習慣。此外，集團提供專業輔導及支援服

務，隨時幫助員工面對在工作或私人生活方

面的挑戰。我們非常重視人才培訓及發展，

更成立業內具領導地位的企業學院—鴻海

IE學院－為員工提供進修及培訓和技術發

展機會。IE學院先後與史丹福大學、休士

頓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知名大學合

作，並與各智庫一同開展科學研究及員工培

訓，推動科技及知識交流。集團亦提供實習

機會、幹部培訓、獎學金及其他教學、培訓

及發展課程。於2015年，IE學院的工作如

下：

1.為集團員工提供管理、通識、技術、

在職培訓、工業工程學歷教育等各類培訓，

合計約578萬小時，培訓超過3,687萬人次。

2.與56所知名院校合作的正規學士課

程，合共招生7,510人，並有4,859人畢業，

取得學院學歷。

3.為支持學員進修，向共2,116名學員

頒發各類獎學金，總額達五百多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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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關注員工安全及健康

鴻海作為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業的

領先公司，一直非常重視企業責任。作為企

業承諾的一部分，我們對全球員工身心健康

及安全極為重視。我們相信員工的健康及福

祉，對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因此，

鴻海制定了一系列全面措施，以系統性的方

法確保及提高職場安全和職業健康。

鴻海的員工健康與安全政策及標準

均符合國際及當地的法律法規，包括

OHSAS18000，國際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

系，以及SA8000，針對企業職場之可審計

社會責任標準。我們不斷提升集團的職業

健康及安全措施，努力備受肯定之餘，並

已取得由瑞士SGS公司(Societe Generalede 
SurveillanceS.A—一家專門提供專業檢

驗、驗證、測試和認證服務的公司)頒發的

OHSAS18001及CNS15506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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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鴻海的職業健康和職安計

畫獲頒不少獎項，包括台灣勞動部的「新北

市優良事業單位特優獎」及「新北市敬業樂

業安衛人員特優獎」。鴻海更獲頒發證書，

以表揚集團累積取得357萬無災害工時紀錄

證明。

鴻海用自身擅長的「雲(雲端)、移(移

動)、物(物聯網)、大(大數據)、智(智

慧)、網(網路)」，替員工及直系親屬建構

全方位的保健計畫，為員工和他們的直系親

屬提供醫療諮詢、預防和篩檢、免費健康檢

查、醫療援助、健康意識和風險評估，以及

一系列專業健康諮詢服務。

鴻海的創新H2U(health to you)服務平

台利用大數據收集健康數值，為員工提供健

康知識及提示，讓他們存取有關健康的資

訊，及時解決任何問題。有見智能產物在醫

療保健行業的潛力，鴻海自行研發智能手

錶，讓用戶能夠貼身記錄自己的活動、睡

眠、心率狀態。

同時將所有相關資訊皆匯送到H2U健

康管理平台，進行數據分析。2015年集團

共發放16,200支智能手表給台灣園區員工及

其家眷使用。

以「百分之百安全，零隱患」為安全

目標，鴻海訂立了一系列嚴謹的標準及措

施，以監察及減低職場隱患。在所有的生

產設施，我們均進行24小時檢查和監測，

並培訓員工偵查和防止任何園區的安全隱

患。鴻海亦成立了IE總處現場人因工程中

心(Foxconn Industrial Ergonomics Center，
FieC)，為旗下子公司建立人因工程管理制

度、實施人因工程教育訓練、推動現場人因

工程風險評估、及透過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進

行改善。

我們相信，要建立和諧安全的工作環

境，每一位員工均擔當了重要角色，因此我

們訂立了一系列訓練計畫，藉此提高員工的

健康和安全意識；同時教育及鼓勵員工參與

職安議題，計畫包括各種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如消防應急編組培訓、職業健康與安全

培訓、外來人員安全培訓、粉塵保養管理人

員培訓、危險化學品管理人員培訓，以至特

種作業培訓，如電工、焊工、叉車、電梯

等。

此外，鴻海正投放資源，提倡部分生產

過程自動化。鴻海已經開始在所有園區使用

自動化技術，提升生產效率，並透過教育訓

練，讓員工能專注在生產運營中的其他方

面。

致力推動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性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科技製造服務

商，鴻海竭力遵守環境法律及規例，並歡迎

第三方公司審計，確保我們正履行環境社會

責任，包括促進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美國《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Dodd-FrankAct)及客

戶的要求，鴻海每年均要求供應商呈交供應

鏈衝突礦產盡責報告，而這亦是集團承諾尊

重有關條例及集團行為規範的一部分。集團

一直使用EICC&GeSI開發的衝突礦產調查

範本，對供應商進行調查，同時與我們的供

應鏈夥伴合作，解決及改善潛在的不合格情

況，推動達至國際最佳做法標準，包括建立

基準和創立平台，與供應商交流有關職業健

康和安全、減碳和能源效率等領域的經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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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集團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貫穿整

個供應鏈，從產品設計到材料採購、

採購政策及供應商審核。另一方面，

鴻海亦成立專責部門，研究法規、客

戶、業界與社會的各項環保要求，包

括RoHS2.0(Restrictionon Hazardous 
Substances)、REACH(Registration，
Evaluation，Authorization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及禁止衝突礦產條例等，進

行收集與整合，轉化為集團的內部措施及規

範，同時與供應商緊密合作，確保供應商明

白及符合鴻海所訂立的標準。

除遵守供應商作業規範外，鴻海要求供

應商履行社會及環保責任，並實施可持續發

展措施。同時，所有供應商需要將集團要求

傳遞至下游供應商，對其進行限用有毒有害

物質管控，展開能源減碳專案，要求其提供

環保物料與驗證的符合性資料，並建立有效

運行的綠色產品管理體系，建置綠色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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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此外，我們訂立嚴格的材料採購和供應

商管理標準，包括供應商必須遵守的溫室氣

體減排目標。在體系及供應鏈運作過程中，

鴻海利用系統平台監控運作體系，進行供應

商審核和培訓，確保各程序符合可持續發展

原則。

為了配合集團高效運作及綠色採購的目

標，我們利用大數據開展整合綠色採購服務

平台、統籌應對、源頭控管、資訊共用及樹

立標竿。我們將客戶及產業的環保及永續數

據整合，加入服務平台，發展採購平台，讓

鴻海內部、各次集團及供應商得以充分運

用，將此統一及系統化的綠色採購標準融入

在日常營運之中。

與本地團體合作積極回饋社會

鴻海長期積極投入社會活動，本著「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體現「愛

心、信心、決心」的企業文化，投身慈善事

業，積極回饋社會。集結公司資源與員工的

知識及愛心，發展文化均富、關懷弱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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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敬老、實踐公益，並協助消弭城鄉之間的

教育差距，善盡企業社會環境責任，打造愛

護環境、守護地球的永續社會。由鴻海總裁

郭台銘先生創建的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一直不遺餘力推動慈善事業，貫徹集

團踐行公益的宗旨。

另一方面，由郭台銘先生參與捐贈的台

大癌醫中心醫院，亦於2015年舉行了主體

建築上梁儀式。永齡健康基金會與台大團

隊走訪全球各地著名醫院，攜手規劃台大

癌醫中心醫院的藍圖。本著「以病患為中

心」的理念出發，融合科學研究與先進智能

醫療管理系統，融合細胞治療與質子治療

發展抗癌技術，打造服務(Service)、管理

(Management)、建築(Architecture)、研發

(Research)及科技(Technology)兼具的智能

醫院(S.M.A.R.T.)。

另外，永齡健康基金會亦與台大合作，

共同成立幹細胞治療中心與永齡生醫工程

館，攜手展開台大癌症中心醫院及輻射科學

暨質子治療中心的工程。工程完成後，有關

之設施將成為世界一流的抗癌治療中心。

2015年6月，新北市八里區的八仙樂園發生

粉塵爆炸意外。儘管鴻海與這次意外無關，

本著關懷社區的宗旨，集團及郭台銘先生在

意外發生後即以鴻海教育基金會及永齡慈善

基金會的名義，分別撥款新台幣1,000萬及

1,500萬給「八仙粉塵氣爆救助專案」愛心

專戶，用於醫療及後續照護，期盼傷者早日

康復，幫助家屬解決照護困境。

鴻海與永齡教育基金會、16間大學以

及社區團體合作，不遺餘力地推動弱勢學童

學習發展。其中「永齡希望小學專案」為偏

鄉學童提供課後教學服務，投入研發學習教

材。另外，永齡教育基金會亦捐贈予「國立

澎湖科技大學」獎助學金，一方面獎勵優秀

學生就讀海外大學，另一方面則鼓勵優秀

清寒學生勤學向上，以順利完成學業。鴻

海更一直竭力推廣科學、技術、工程和數

學(STEM)教學，在歐洲大學園區舉辦科學

展，並與歐洲本地機構合作舉辦科學比賽等

活動，培育年輕學子對科研的愛好。

CSR得獎紀錄
●天下雜誌「台灣一千大」排名第一

名。

●中華徵信所台灣企業營收排名第一

名。

●美國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強」第31
名。

●榮獲美國富比士雜誌「全球2000大」

第122名。

●第二屆上市公司治理評鑑前5%。

●2015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47
名。

(資料來源：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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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發揮科技力 造福社會

電子大廠鴻海投入企業社會責任不遺餘

力，以綠色環保、醫療照顧、教育領域等三

路並進，在董事長郭台銘掌舵之下，戰略投

資夏普美夢成真，目標借重雙方科技資源與

研發實力，用科技的力量改進人類生活，造

福與回饋社會，期許讓每個人都能健康長命

百歲。

鴻海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耕耘多年。過

往累計八次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公

開資訊方式供社會大眾傳閱，而郭台銘更是

親上第一線，化身鴻海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

的最佳代言人。

綠色製造 郭董全力推動

在綠色環保方面，郭台銘多次出席海內

外國際博覽會，暢談綠色製造。在最近一次

的中國大陸大會上也提及推動綠色製造的進

展。郭台銘指出，綠色製造不僅是責任，而

是企業不可或缺的DNA。鴻海集團的生態

保護數據中心已獲得中國第一座LED的白

金級認證。

郭台銘提到，鴻海集團在中國各省推動

綠色製造項目，其中在貴州推動項目包含生

物分解塑膠、廢氣三個月左右可完全分解

等，以及運用氣候的大數據來發展綠色隧道

數據中心等。郭台銘也許願若全球數據中心

都比照鴻海成功的方案，將能在一年省下約

半座三峽大壩的發電量。

金援醫療 打造抗癌基地

在醫療方面，郭台銘也曾提到，他的心

願是希望「台大癌症中心醫院」能在兩年後

開幕，讓更多有需要的人都能有更好的醫療

資源。

郭台銘去年也將個人股利收入逾71億
元，全數捐贈台大抗癌項目。郭台銘當時對

此表示，個人股利在扣除相關稅額後，將全

數透過永齡健康基金會用於台大捐贈案。

永齡健康基金會說明，在創辦人郭台銘

對台大的實體捐贈案，加速建造「華人第

一、世界一流」的抗癌基地，其中「台大癌

症中心醫院」大樓目標2017年完工、2018
年對外試營運。

做對的事 加碼不是問題

郭台銘表示，只要是做對的事、願意再

加碼捐贈。郭台銘也直言，他的下一個夢想

就是能讓科技來改善人類的生活。他也曾幽

默指出，2050年時他將剛好101歲，他希望

屆時的股東會他不必主持會議，而是讓更多

年輕人來發揮。

郭台銘提到，鴻海力挺夏普水波爐，這

些家電能夠實現「沒有用一滴油烹飪」的健

康美味，同時推廣永齡有機蔬菜也是希望讓

更多人吃到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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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足生技 找健康的秘密

郭台銘強調，鴻海希望用科技的力量改

進人類生活，這是他想做的事情，讓每個人

吃乾淨的食物、喝乾淨的水、呼吸乾淨的空

氣，讓每個人身體健康、長命百歲，未來也

將對外發表系列新產品。

郭台銘直言，醫療生技結合科技的發展

將幫助人類，比如他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母

親，在醫療團隊協助下手抖時間減少90%，

上次與夏普簽約時帶她去日本一周相當開

心、還不想回來。

郭台銘也多次感性表示，每次看到這麼

多老伯伯股東們的長期支持，就想到「沒有

我媽媽當初給我10萬元就沒有鴻海」，認

為針對生醫領域的投資，將能造福更多群眾

與股東。

永齡健康基金會今年也首度舉辦國際生

醫新創團隊競賽，並攜手三創育成基金會邀

請「富比世under 30」的青創家與入駐三創

的青創團隊分享創業經驗，暢談醫療、機器

人領域的未來趨勢。

鼓勵創業 發揚三創精神

據主辦單位目標，新創團隊在競賽過程

中激發出的「創新靈感」與「新創火花」就

是「三創精神」(創新、創意與創業)，目標

協助台灣生醫圈打造出獨特的新創公司。

具體實例包含，鼓舞躊躇不前、動機不

足的年輕人，勇敢往前邁進，同時對社會拋

磚引玉，結合台灣頂尖的醫療資源，鼓勵新

創氛圍，號召更多對生醫新創有興趣的人

才，與基金會共創台灣健康醫療新未來。

當時郭台銘與鴻海獨立董事、國光生技

董事長詹啟賢共同聽取H. Spectrum各團隊

的簡報，也欽點FaithTube等生醫新創團隊

投資。郭台銘聽完簡報即先恭喜此團隊入

選，並提問產品專利申請，也表態鴻海專利

團隊能提供必要協助。

老鷹想飛 贊助生態教育

至於教育方面，郭台銘也親自回應小學

生想宣傳「老鷹想飛」紀錄片的心願，更爭

取公播權、贊助紀錄片下鄉播放計畫，讓全

國更多國中小學生關心生態。

回顧當時，台北市大屯國小學生陳冠聿

看了「老鷹想飛」後感動落淚，覺得「老鷹

好可憐」，老師因此和全班討論「可以怎麼

幫老鷹？」小朋友想了不少辦法，陳冠聿靈

機一動，說「我要寫信給郭台銘，請他幫忙

做廣告，讓大家都去看。」老師也告訴孩子

「你寫得出來，老師就幫你寄。」

信寄到鴻海後，鴻海幕僚群先備足功

課，然後轉給郭台銘。郭董了解後，深受感

動，也想為小朋友做些事情。當時幕僚建

議，郭董若願意親自上陣，便是最大的宣

傳。沒想到，郭台銘立刻決定挪開下午會

議，邀請陳冠聿班上同學到鴻海，隨後決定

爭取公播權，並贊助在全台中小學播放。

永齡慈善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郭守正也表

示，「老鷹想飛」在全台國中小播放以外，

寒假也在三創數位生活園區播映，未來也會

邀請大、小朋友到永齡有機農場參加有機課

程。

                                                 (尹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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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

公司概述

上銀科技公司是專業研發製造線性傳動

的關鍵零組件廠，主要產品：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以及產業用機器人，均以自有品

牌HIWIN行銷全球。自1989年創立以來，

上銀不斷地投入研發創新，包括：產品、製

程、設備、產能、通路、服務以及人才培育

等等，才能成就一個在線性傳動控制產業排

名世界第二大的品牌。

經營理念

整合全球資源，持續創新，為人類更佳

的福祉與更好的工作環境而努力不懈，藉由

「專業水準、工作熱誠、職業道德」之實

踐，實現企業永續經營之職志。

而上銀科技的企業使命，自創立以來，

即是在為人類更佳的福祉與更好的工作環境

而努力不懈。同時，經營團隊的經營思維也

建構在四個支柱上：員工、股東、長期發展

與企業社會責任。

願景

1 . 讓每位員工與其家人皆以身為

HIWIN人為榮。

2.每年為股東創造一定的獲利比例。

3.永保公司競爭力，提供社會就業機

會，也間接驅動上下游的就業能量。

4 .讓H I W I N產品在世界精密工業

領域，持續發光發熱，為MIT(Made In 
Taiwan)塑造新形象。

5.在公司核心技術能力基礎之上，持續

投入環保節能產品，為大環境的安全與綠

化，盡一份心力。

6.持續投入CSR，為HIWIN品牌加

分，也為人類福祉加值。

重大考量面鑑別&利害關係人溝通
上銀科技在照顧員工與投資者的最大獲

利之時，也追求公司永續發展。為確保企業

永續發展之規劃與決策，須與公司所有利害

關係人建立透明及有效的多元溝通管道及回

應機制，將利害相關人所關注之重大性議題

引進企業永續發展策略中，做為擬定公司社

會責任實行政策與相關規劃的參考指標。

針對所鑑別出之重大考量面及議題，上

銀科技列為公司治理之最高指導原則，並針

對各重大考量面訂定管理績效指標並定期檢

討考核，期望透過報告書透明揭露，達到確

實回應利害相關人及包容性，以及企業永續

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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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環境面 社會面 榮譽肯定

重負荷滾珠螺桿近四年累計約節電 8億5千度
交叉滾柱軸承CRB系列體積較一般傳統軸承縮小 70%
HIWIN G06系列潤滑油較一般潤滑油脂磨耗降低將近 80%
下肢肌力訓練機訓練效率為傳統的行走復健 10倍
篩選新供應商利用環境管理準則通過的比例達 100%
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 17.8%

2015年可回收資源廢棄物較2014年 增加26%

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投入金額為 NT$84,541,885元
2015年健康講座參與人次，共 3,192人次
2015年訓練發展時數，共 19萬小時
2015年處理客 申訴疑似洩密 0件
2015年受監管機構處分案件 0件

證交所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 排名前5%
2015年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148.8億元
股 後利益為新台幣 6.1元
累計至2015年商標註冊，共 64國
累計至2015年專利取得件數，共1,378件

富比士雜誌2015全球創新成長百大企業 第37名
榮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金獎 與 創新成長獎

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通過台灣智慧財 管理規範 (TIPS) 認證

(p.24)

(p.25)

(p.10)

(p.26)

(p.28)

(p.25)

(p.72)

(p.43)

(p.40)

(p.40)

(p.60)

(p.51)

(p.58)

(p.22)

(p.42)

(p.46)

(p.48)

(p.20)

(p.21)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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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組織

上銀科技經營團隊致力於公司治理政

策，不僅保障股東權益，也提升資訊透明

度，成果有目共睹，並榮獲證交所舉辦第二

屆(2015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前5%的殊榮。

主要執行方式如下：

1.透過各功能性委員會執行，強化董事

會職能與公司治理的運作。

2.建立有效內部控制制度並落實自主檢

查，借重獨立董事專業經驗，增加團隊之實

務經驗。

3.建立公開資訊申報作業，使股東及利

害關係人能充份瞭解公司之財務、業務狀

況，以及實現公司治理之情形。

4.最高治理機構為董事會，董事會重要

決議並需經股東會承認。除董事會對公司之

監督外，CSR委員會則會關注有關教育、經

濟、環境及社會弱勢之議題，並將重大事項

送呈董事會中報告。

永續任務

1.組織運作將配合產品種類日益增加，

持續在全球主要地點設置分支機構，拓展營

業版圖；增加品牌能見度。

2.持續投入研發，提升核心技術，並延

伸產品應用面。

3.運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的創新能

量，實踐智慧製造與智慧服務。

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計，董事

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

行之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

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1)營
運的效率或效果、(2)財務報導之可靠性、

(3)相關法令之遵循。

資訊揭露

上銀科技秉持公開、誠信之原則揭露公

司相關資訊。將公司之營運績效、財務報

告、永續報告等透過投資人服務平台或公司

網站透明且公開的揭露，供投資大眾查詢及

參考。

另外亦透過公司網站公告股東會、法人

說明會之資訊，並設有發言人制度，專責處

理投資人及股東問題，作為公司與投資人間

之溝通管道。

公司網站設有利害關係人專區，投資人

可直接與董事長或監察人溝通，公司內部

並設有argon信箱(董事長交流頻道)和hope
信箱(總經理溝通平台)及help信箱(人資回

饋平台)，鼓勵同仁表達意見或舉報違規情

事，有助公司有機性成長與發展。

客戶服務

顧客滿意是企業經營的基本責任，也是

最有力的行銷工具和語言，上銀科技經由客

戶調查和經常性的拜訪、交流，以及優質的

售前與售後服務，讓客戶領受安心的保障，

進而促使上銀科技進步的動力，以期客戶的

產品能在全球市場上更有競爭力，並獲得各

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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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產品與服務違反市場溝通之法規及自

願性規範的事件數量

1.2015年受檢舉銷售明文禁止及爭議產

品的案件共計0件。

2.2015年受利害關係人提出問題或公開

辯論主題產品的案件共計0件。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

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1.2015年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

周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

準則的罰款金額為0。
2.2015年受檢舉銷售明文禁止及爭議產

品的罰款金額為0。

供應鏈管理

上銀科技是一家全球性的企業，除了製

造、研發持續強化競爭力外，也致力於永續

採購。而上銀科技的上游夥伴：原物料供應

商與製程代工、加工的外包廠，其業務量隨

著上銀科技的營運發展而成長，也隨著全球

化的腳步而與世界接軌。

上銀科技為了落實在價值鏈的「互利共

生」關係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自2003
年起，上銀科技整合了上下游夥伴，建立

B2B電子商務平台(企業體系間)，創造了

「上下整合，協同管理」的新營運模式，為

整個產業鏈節省許多人力與成本，使上下游

的關係更緊密。

上銀科技不僅是要生產高品質的產品，

也不斷地督促供應商保持穩定的供貨品質，

更希望能與上銀科技共同追求堅實之成長。

採購與管理機制

上銀科技視供應商為長期配合夥伴，透

過營運時緊密配合模式，共同追求企業永續

經營與相互成長，對於新供應商之選定除了

依其價格、品質、交期列為評核項目，並加

上環境管理、勞動人權及財務評估項目進行

評核，其調查結果顯示新供應夥伴100%通

過該評核，2015年增加460家配合之供應夥

伴，總計數量為2,056家，在資材採購以台

灣當地供應商為主，除供料彈性與應變快速

之考量外，亦支持台灣產業經濟之穩定，不

僅提供當地工作及就業機會，增進地方繁

榮，節省運輸能源並同時提升與輔導供應商

品質、環境之意識與能力。

供應商評鑑

年度
家數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增加家數(A) 239 243 460
通過家數(B) 239 243 460
通過比例(%，B/A) 100% 100% 100%

永續發展

上銀科技依循環境安全衛生政策，致力

在研發、產品製造及服務、原物料使用、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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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等決策過程中融合環安衛保護觀念，並持

續進行改善，善盡汙染防治、廢棄物減量、

節約能源以及勞工安全衛生保護之責任，為

此本公司向所有同仁、客戶、協力廠商及社

會大眾承諾做到：

1.教育同仁，提升同仁環安衛保護意識

及活動參與，並持續對員工、廠商、客戶進

行環安衛議題上溝通及諮詢。

2.遵守政府環安衛法令規章及其他要求

事項。

3.加強汙染預防工作並主動持續進行改

善。

4.安全合法處理廢棄物並持續進行工業

減廢。

5.自願對溫室氣體盤查與控管或減量並

保護天然資源，節約能源使用。

6.加強廠內傷害及疾病預防工作，以降

低安全衛生危害風險，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績

效，達到「零災害」事故。

執行方式

環境安全衛生的管理手法有賴於健全的

ISO 14001、OHSAS 18001、ISO 50001、
CNS 15506管理系統建置，以PDCA的程序

不斷持續改善，以有效提升整體安全衛生績

效，並透過環安衛能委員會設定績效管理指

標進行目標標的管理，並定期追蹤績效。

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之目標，

全體同仁共同推動國際標準ISO 50001:2011
能源管理系統，我們承諾之能源政策：

1.遵守能源相關法規，優先採購節能產

品。

2.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持續改善能源績

效。

3.審查能源目標標的，確保資訊資源取

得。

4.落實能源管理系統，全員參與節能減

碳。

5.創造企業能源價值，建構永續企業文

化。

能源管理與減量

1.2015年度持續推行ISO 50001能源管

理系統，經改善後共節省117萬度電、344
萬元，二氧化碳減量610公噸CO2e。

2.2015年度完成工二廠與雲科廠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建置，預估2016年可節

省108萬度電、318萬元、二氧化碳減量567
公噸CO2e。

3.2016年度將陸續完成工一廠與潭子廠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以期望能減

少更多二氧化碳排放。

目標

於2015年出版之報告書中針對環境管

理擬定的短、中、長期目標方案，與2015
年達成狀況：

•短期目標：一年內完成工二廠與雲科

廠建置推行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中期目標：三年內完成尚未建置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之營運據點。

•長期目標：五年內各營運據點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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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EnPI)降1-3%。

2015年執行狀況

工二廠與雲科廠已於2015年11月通過

TUV驗證公司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2016年節能改善目標方案

廠
區

減量計
畫方案

預計年節電
量(度電)

預計年
節省費用
(萬元)

減碳量
(公噸
CO2e)

節電量
(GJ)

經費
(萬元)

營
運
總
部

箱型冷
氣節能
計畫

363,504 107 190 1,309 140

營
運
總
部

修補空
氣管線
及其配
件等洩
漏

24,403.148 7 13 88 10

雲
科
廠

修補空
氣管線
及其配
件等洩
漏

936,547 275 489 3,372 50

工
二
廠

修補空
氣管線
及其配
件等洩
漏

145,112 43 75 523 50

合　　計 1,469,566 432 766 5,292 250

能資源使用

上銀科技組織內投入生產與營運所發生

之能源消耗，包含電力、天然氣、柴油、乙

炔之使用，其中以電力為主要使用能源。

2013年-2015年生產過程中，溫室氣

體、廢水、廢棄物排放數據：

原物料投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鋼材 31,429.50公噸 39,662.10公噸 39,076.90公噸

鋼珠 292.42公噸 500.70公噸 520.73公噸

能資源投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電力 148,161.57千度 163,452.41千度 162,774.16千度

天然氣 1,011.94m3 1,303.23m3 2,906.15m3

柴油 271.84公秉 308.55公秉 284.20公秉

汽油 66.59公秉 71.86公秉 74.52公秉

乙炔 0.13公噸 0.11公噸 0.07公噸

自來水 366,870公噸 416,413公噸 416,000公噸

產品產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滾珠螺桿 1,132仟支 1,323仟支 1,329仟支

線性滑軌 12,922仟支 14,261仟支 14,773仟支

廢棄物產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廢棄物總量 4,215公噸 5,118公噸 5,216公噸

廢水排放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廢水總量 174,363公噸 196,185公噸 196,780公噸

溫室氣體排放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CO2 80,709公噸 90,658公噸 90,724公噸

能源使用 熱值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能源使用量 焦耳(GJ) 能源使用量 焦耳(GJ) 能源使用量 焦耳(GJ)

天然氣(千立方公尺) 9,000 1,011.94 38.13 1,303.23 49.11 2,906.15 109.51

柴油(公秉) 8,400 271.84 9.56 308.55 10.85 284.20 10.00

汽油(公秉) 7,800 66.59 2.17 71.86 2.35 74.52 2.43

乙炔(公噸) 12,800 0.13 0.01 0.11 0.01 0.07 0.004

外購電力(千度) 860 148,161.57 533.48 163,452.41 588.53 162,774.16 586.09

合計 - - 583.35 - 650.85 - 708.034

註：1.各項能源引用之熱值是參考經濟部能源局中華民國103年能源統計手冊
　　2.焦耳換算公式：能源使用量*熱值/106*4.1868
　　3.熱值單位：千卡(k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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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有鑒於溫室氣體效應危害地球生態，

上銀科技依國際標準組織之ISO 14064-
1:2006，通過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為國內傳

動控制與系統科技業之首例。

水資源及廢水管理

上銀科技2015年度總用水量約為41.6萬
噸，用水來源均使用自來水，為落實水資源

管理，工安環保部每月定期統計自來水用量

情形，以確認用水情形是否有異常狀況。

廢棄物管理

上銀科技製程產生廢棄物的種類為一般

事業廢棄物，沒有產生有害廢棄物。一般事

業廢棄物依種類暫存於廢棄物暫存區，再委

由環保署認可之清除機構清運，且不定期安

排人員跟車至處理廠，以確認清運途中以及

處理場是否洩漏或其他違反環保法規之事

項，2015年度未有發現清運中違規紀錄。

2015年總計產出5,216公噸廢棄物。

上銀科技持續推行廢棄物減量之活動，

在新進人員入廠時即進行廢棄物處理與資源

回收分類教育訓練，並至各單位進行廢棄物

分類稽核工作。同時在環安衛能委員會中報

告各部門分類情形，以有效落實廢棄物分類

及減量之目標。2015年總計可回收資源廢

棄物為9,120噸，較2014年增加26%。

環境會計：2013年-2015年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單位：千元

年度
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汙染預防成本 (空、水、
廢)-經常支出 5,423 6,229 15,895

汙染預防費用 (空、水、
廢)-資本支出

965 238 4,000

資源永續利用成本(廢棄物
清運) 9,146 27,941 50,776

環境、工安及衛生系統發展
成本

1,037 795 719

總計 15,606 34,965 67,391
註： 2015年度廢棄物清運費用較2014年增加22,835千元，

主要原因在於廢棄物處理費用調漲，使得成本增加許
多。

法規符合性

上銀科技最近五年完全沒有違反環保法

規而受罰之重大事件。

社會參與

職業安全與健康

為貫徹執行環安衛政策，上銀科技建立

系統化的制度管理，從研發、產品製造及服

務、原物料使用、廢氣等融合環安衛保護觀

念，藉由組織會議、教育訓練及員工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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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積極推動各項目標管理方案持續進行

改善，善盡環安衛保護之決心。

職業安全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

上銀科技各廠區依法規均設有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其中勞工選舉之代表占所有委

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每季定期召開會議一

次，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教育訓練、承

攬商管理、健康促進、作業環境監測及相關

議題進行審議、協調及建議。各廠勞工代表

人數約占該廠區委員會總人數33%-40%之

間。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2008年12月工一廠初次通過台灣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CNS15506)驗證，2013
年2月完成營運總部、工二廠、潭子廠、雲

科廠及雲科二廠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

證。於2016年2月5日完成營運總部、工一

廠、工二廠、潭子廠、雲科廠及雲科二廠管

理系統換證，系統認可有效期限為2016年
2月26日。目前除雲科二廠尚未通過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外(預計於

2016年度申請認可)，各廠區皆已通過。

員工健康促進與管理

同仁的身心健康是生活平衡的重要元

素，亦是增進公司生產力的重點，上銀科技

透過多元健康照護方案及舉辦各項健康促進

活動，以提升員工身心靈健康。

守護員工健康

上銀科技各廠區皆有設置保健室，聘僱

專責職業衛生護理人員與特約職業醫學科專

科醫師，定期駐診提供醫療、健康諮詢、個

案管理、緊急傷病救護、體檢異常關懷等相

關保健服務，讓員工的健康照護零距離。

2015年共計4,894人次。

上銀科技每年舉辦在職同仁健檢服務，

並推動相關慢性病防治及癌症篩檢等活動，

以即早發現危害健康及潛在致病因子。依據

同仁健康檢查結果進行分析與追蹤管理，

2015年持續針對潛在心血管疾病風險族群

進行分析，並透過前後問卷調查、數據追

蹤監測，瞭解個別健康問題，進行個別指

導，多數同仁經過指導後在健康認知總提升

21.9%。

上銀公司為鼓勵同仁養成運動習慣與維

持強健體魄，除每天進行健康早操，更舉辦

登山、保齡球、壘球隊、羽毛球競賽等活

動，並自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組隊參加台

北101國際登高賽。

上銀科技重視健康的文化與行為，舉辦

一系列健康講座：揭開身體密碼、健走活

動、職場壓力紓解與人際溝通技巧、緊急救

護(含AED教學)等課程，以培養同仁健康

生活觀念，共計3,192人次參與。較2014年
度增加2,999人次。

幸福企業

上銀科技對人力資源的重視，可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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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創立時，將員工列在經營思維的四大支柱

「員工、股東、長期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把員工列為首位即可看出創業者的信念。

上銀科技人力資源的核心理念源自公司

經營理念：「專業水準、工作熱誠、職業道

德」，其意涵為：

　　●專業水準

要求每位同仁對所賦予的任務，不論是

日常作業或是專案工作都展現出專業水準，

即世界一流的品質與服務。上銀科技非常積

極提供訓練與發展機會，培育同仁提升其專

業知識與技能。

　　●工作熱誠

上銀科技期望同仁對所負責的任務要有

「當責」的態度，不只做完，更要做好、為

客戶創造價值。而同仁具備高昂的鬥志，持

續以赴的工作熱忱，才能做到真正的當責。

上銀提供發展舞台，協助同仁成長，也提供

獎勵機制，鼓勵同仁延續工作與學習的熱

情。

　　●職業道德

企業經營者用心創造一個安全、整潔以

及愉快的工作環境，讓同仁可以安心工作。

公平對待每位同仁，致力維護並尊重當地勞

動法令與國際公認人權，整體薪酬高於同業

水準。也期待同仁以誠信面對工作與相關人

員，保守公司與客戶的營業秘密、提供客戶

最好的品質與服務。為了建立具有國際競爭

力，貫徹誠信正直之核心理念的經營原則，

公司從上至下一體貫徹執行，嚴格杜絕公司

內、外有貪腐之事件發生。

人力資源的各種制度與工作環境的規劃

皆依循上述理念設計與執行，且在員工加入

上銀第一天透過新人訓練與員工說明，另在

員工識別證及每日晨操與每月月朝會中再提

醒員工落實遵守，期望員工從心認同公司經

營理念，且在上銀科技安心工作並不斷學習

與成長。

上銀科技深信，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資

產，也唯有團隊能創造價值，公司才有存在

的價值。因此上銀科技的人才留任政策以

「照顧員工」及「培育發展員工」為主軸，

人才留任之相關制度亦從這二個主軸發展而

來。

執行方式

上銀科技對人才留任係透過「薪資福

利」、「訓練發展」、「員工健康管理」及

「家庭活動」等面向，讓員工獲取合理報

酬、維持身心健康、對工作投入可獲得家人

支持而無後顧之憂並常保學習、付出與成

長。每個面向的推行都透過PDCA的管理手

法，於年初訂立目標、期中「按季」檢討與

修正、年終檢討與回饋，做為良性循環與持

續改善的努力目標。

管理績效

上銀為了提升台灣生育率及經濟發展

考量，2012年起推動「育嬰補助」政策，

員工不論男女只要有新生兒出生皆可獲得

每月5,000元且連續二年之補助(兩年共12
萬元)。在此福利推動下，上銀在2013年至

2015年誕生402位HIWIN寶寶，員工除擁有

工作價值外，也能建立美滿家庭而善盡傳承

責任。

為了讓員工能與公司共同成長，上銀積

極為員工量身規劃工作所需專業訓練，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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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保持新知且將所學運用在工作中，進而

提升績效而獲拔擢，2013年至2015年共晉

升1,659名員工。另培養員工終身學習的教

育思維，2015年起與技專校院合作HIWIN
二專與二技專班，共計60名員工主動報名

參加，努力向學的精神與態度，不但增進自

己的學理專業又可取得學位證書，第一學期

公司補助90多萬元學費。

精密機械產業員工98%為男性，為了

鼓勵女性加入機械產業行列，HIWIN推行

女性優質友善職場相關措施，如孕婦專用

車位、哺乳室、性騷擾防治課程等。2013
年至2015年新進女性同仁的人數比率皆較

2012年增加女性主管人數亦逐年成長，顯

示上銀科技重視兩性平權，並多方協助女性

員工在職場發揮所長。

社會責任

上銀科技在企業社會責任2015年的

投入金額為84,541,885元，其中包含四大

項：人才培育26,932,951元、產學合作

15,744,850元、社區關懷31,580,099元與公

益贊助10,283,985元。

人才培育

上銀科技在推廣品牌、建構核心技術之

餘，也隨著營運獲利的成長而積極投入一系

列精密機械領域人才培育的公益活動，為營

造學習成長的社會而奉獻心力。

人才培育案例：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上銀科技於2004年起每年斥資千萬創

辦「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Hiwin Thesis 
Award)，期能結合產學界的力量，加強研

發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產業核心競

爭力，2015邁入第12年，總投入金額近億

元，倍受國內機械業與學術界重視及讚譽，

已被譽為機械業的「諾貝爾獎」。

產學合作

上銀科技積極參與政府推動的多元產學

合作計畫，例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業學

院計畫、產業技師人才培育、技專校外實習

等；為讓更多機械領域學子可透過暑假體驗

精密機械產業職場，提早認識產業趨勢及確

認自己未來職涯方向，HIWIN集團於2012
年首推辦理「企業技術人才培育計畫」，提

供兩個月的實習機會給全國電機、機械、自

動化系院所之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盼能拋磚

引玉，影響更多企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期

望能縮短學用落差，以提升台灣競爭力；另

外與多所大學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或設立聯

合研發中心，進行中長期前瞻技術的研究發

展。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上銀科技自2011年起，持續與高職

端、科大端合作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讓

學生提早體驗職場，並透過長期之企業實習

培養學生成為理論基礎與實務技能兼具之人

才。

2013至2015年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統計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件　　數 3 3 4

合作校數 5 4 8

實習人數 126 9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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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

上銀科技對公司營運所在地點，皆會投

入當地社區關懷活動。

社區關懷案例：台灣

建置國小圖書館、童書與英語課程，卓

永財董事長深信：「窮人一無所有，而知識

就是力量」。因此，上銀科技在人才培育上

的用心，並不止於研究生或大學生。回饋社

區並協助基層教育發展也是有意義、並值得

長期投入的社會公民責任。

有鑒於城鄉差距，對於偏遠地區學校基

礎教育資源遠不如大城市的學校，上銀科技

在廠區所在的鄉鎮，透過同仁訪查，調查附

近學校圖書館的設備、藏書，乃至於閱讀環

境，協助學校提出計畫並出資改善軟硬體，

且每年定期捐贈圖書充實書庫。

●2015年贊助六家國小圖書館硬體興建

費用25,100,900元；

●2015年贊助六家國小、雲林刺桐國

小、嘉義三和國小，圖書捐贈含童書、報

紙、雜誌等，共計492,745元。

公益贊助

上銀科技每年贊助經費200萬元，上銀

科技蔡惠卿總經理，擔任公益平台基金會董

事職務，適時給予協助與建言。公益平台文

化基金會運用在下列幾個部份：

1.藝術文化深耕

2.教育扎根計畫

3.觀光產業輔導

4.資源整合專案

CSR得獎紀錄
●證交所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

●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通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認
證。

●2016年榮獲日經Business評選《全球

上市企業綜合成長力百大的第五名》。

●2015年榮登富比士(Forbes)《全球創

新成長百大企業》第37名。

●入選美國NASDAQ股市機器人指數

型基金ROBO-STOX權重排名TOP 10。
●2001-2016連續16年榮獲台灣精品金

銀質獎。

●2007-2016連續十年榮獲天下企業公

民獎。

●2011-2015連續五年榮獲台灣創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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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20強。

●2016年榮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TOP50企業

永續報告獎─金獎」及「人才發展獎」。

●2015年榮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以

及「創新成長獎」。

(資料來源：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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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產學合作 投注大心力

富比世(Forbes)2015年評選全球創新

成長百大企業，上銀(HIWIN)全球排名衝

上第37名，表現亮眼。28年前，上銀只是

間年營收6,000萬元的小廠，2015年合併營

收已近150億元，期間成長250倍，在全球

市場舉足輕重。

值得注意的是，上銀在企業成長茁壯的

同時，也不忘善盡社會責任。產品研發不但

符合環保綠能要求，更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為業界培育人才，公司也熱衷參與社會公

益、鼓勵員工終身學習。 

積極研發 拿下綠色典範

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上銀近幾

年頻頻獲獎，包括天下雜誌2005年評選為

「全國最佳企業公民」、2011年第一屆經

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卓越創新企業獎、經

濟部遴選2011年「台灣創新企業10強」、

經濟部第一屆「綠色典範獎」。

2013年，上銀再獲第一屆經濟部「卓

越中堅企業獎」；同年與台中高工、台科大

簽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培育未來將才；捐

贈新竹六家國小卓永統紀念圖書館；2014
年獲TSCA台灣企業永續獎與社會共融獎

等。

回饋鄉土 秉持上善若水

探究「上銀」的名稱，上銀董事長卓永

財說，主要源自「上善若水、銀向未來」的

信念，取自老子道德經第八章：「上善若

水」箴言所引申的經營理念。

卓永財認為，水扮演著滋養大地萬物的

重責大任，而「上善之人，如水之性」，企

業領導人不僅要肩負著照顧員工家庭的幸福

責任，同時也要有促進產業發展，回饋鄉土

社會與國家的一顆心。

上銀是專業研發製造線性傳動的關鍵零

組件廠，總部位於大肚山麓的台中精密科

技創新園區，主要產品包括滾珠螺桿、線

性滑軌及產業用機器人等，並以自有品牌

「HIWIN」行銷全球。

自1989年創立以來，公司就不斷投入

研發創新，包括產品、製程、設備、產能、

通路、服務及人才培育等，才能成就一個在

線性傳動控制產業排名世界第二大的品牌。

追求環保 致力光風發電 

近幾年，上銀跨足工業及醫療機器人，

並建立全球最完整的機器人系列產品線；其

關係企業大銀微系統，也成為全球最大半導

體精密定位系統製造商，同樣在市場占有關

鍵地位。 

上銀總經理蔡惠卿指出，無論是過去、

現在、未來，上銀不僅產品符合綠能環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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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製造過程和實際應用上非常環保，連

產品的發展思維與投資標的也都與環保有

關，包括風力發電(關係企業大銀微系統)、

太陽能(子公司上銀光電)等。

跨足醫療 提升生命品質

她強調，上銀起家是滾珠螺桿、線性滑

軌，涵蓋產業領域一路由工具機零組件、產

業機械、光電、半導體到醫療，上銀所扮演

的角色，也由一家科技領導廠商，逐步發展

成為「提升人類生命品質的參與者」。

上銀會往醫療產業發展，其實跟卓永財

的母親有關。排行老四、身為家中最小兒子

的卓永財，從小就跟母親的感情很好，但母

親在60歲時過世，對他造成很大的打擊。 

「如果以現在的醫療水準，母親一定可

以活得更久！」卓永財長大後，每次想起母

親就感觸良多。而這顆種子，也在卓永財的

心中逐漸發芽，他要想辦法讓醫療品質更

好、相關醫療設備更為平價化。

造福病患 拚設備平價化

對此，上銀近幾年陸續和學研機構合

作，成功研發下肢復健訓練機器人、手扶機

器人、洗澡機器人等產品。以下肢復健訓

練機器人為例，瑞士品牌一台要價1,000、
2,000萬元，但上銀只需600萬元，是國外進

口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不到。

蔡惠卿強調，上銀發展醫療機器人，並

沒有離開核心技術與本業，只是希望讓醫療

設備平價化，讓更多醫院可以買得起，造福

更多患者。

台灣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對企業而

言，要找到好的人才也越來越難。對此，卓

永財認為，可以利用學校教授的專才，補足

企業不足的研發人才，而學生也可以提早了

解企業需求。

卓永財在擔任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公

會理事長期間，帶著理監事們幾乎跑遍全台

的科技院校，並陸續啟動許多產學合作的專

案計畫。

「永續性、持續下去，這個元素很重

要！」蔡惠卿說，許多企業家做CSR，只是

因為人生到了一個階段，希望在回饋社會鄉

里上做出一點成績來。

培育種子 上下游一起來

但卓永財並不這麼認為，他希望用自己

的能力，對社會產生正向發展，而且是永續

性的，絕非蜻蜓點水。上銀也以自身企業當

作範例，鼓勵產業上中下游參與產學合作。

這幾年，上銀在產學合作方面投注相當

大的心力。包括與台中高工、大甲高工、東

勢高工及沙鹿高工等，推動產學合作班。以

台中高工為例，已有兩班陸續畢業，合計有

100多人考上台科大。

至於大學院校部分，上銀研發團隊近年

來持續和研發機構、學術界合作，例如與台

大、清華、淡江、成大、中興、中正、逢

甲，以及明新、龍華、勤益、虎尾、崑山科

大、中國醫大等各大學合作，開發很多重要

技術。

卓永財強調，上銀藉由產學合作計畫，

提供產業界與學術界研究領域的互動瞭解，

進而促進機電工業技術的創新速度與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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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學生願意投入機械產業領域，為台灣

精密工業發展添注更多新能量。

懂得感恩 助母校蓋圖書館 

今年74歲的卓永財，出身於新竹六家

的客家農家，淡江大學會統系畢業後，取得

舊金山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位，有著客家人

耐操特性，力求進步，也為員工做出最佳示

範。

談到上銀會捐贈圖書館給六家國小，其

實也是卓永財對母校的一份感謝與感念。六

家國小百年校慶時，卓永財以傑出校友身分

回到母校，在與校長閒聊時，發現學校由於

校舍老舊、師資高齡化，面臨招生不足、甚

至廢校的危機。

卓永財二話不說，當場允諾提供協助。

隨後出資將老舊教室整建為圖書館，並招募

志工媽媽進駐，提供學童課後導讀，接著還

外聘美語老師到校免費上課。短短幾年，六

家國小竟翻身成為當地的明星學校，招生爆

滿。

善待員工 創造高附加價值

卓永財說，上銀自創立以來，始終秉持

著信念，認為企業經營者善盡社會責任的第

一個基礎，應該是守法、善待員工且專注經

營使本業獲利成長，以回饋股東，為客戶創

造更高的附加價值，同時確保員工有一份安

穩的收入與學習成長的環境。

第二個階段，則是發揮「推」與「拉」

的關鍵作用，協助上中下游更有競爭力，甚

至整個產業的創新能量，進而再投入「社會

公益」的活動。 

2015年，上銀主導推動工業4.0的許多

活動，就是在實踐這樣的思維。上銀也率先

採取行動，近二年陸續贊助多場大型論壇，

並成立傳動控制科技論壇。

卓永財深知，工業4.0關係到台灣未來

50年的整體競爭力，他也建議政府應投資

更多經費建立感測器和控制器的國產能力，

結合大學、研發法人與產業，共同培育工業

IC人才，以做為發展工業4.0的基礎。

建生態鏈 站在巨人肩膀上

「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卓永

財認為，大家應該要找系統廠合作，要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同時用「夥伴生態系

統(Partner Ecosystem)」的概念整合資源，

往智慧製造、機器人、物聯網及綠色生產等

趨勢前進。

居於永續經營的思維，上銀也啟動「傳

動&控制科技論壇(IMTF4)」於2015年10
月正式上線。卓永財的夢想是把IMTF4論
壇打造成為華語區，免費學習及互相討論傳

動與控制科學的園地，成為工業4.0代表並

具備實用價值的技術論壇網站。 (宋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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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建設

公司概述

國泰建設創立於1964年，為專業房地

產開發公司，亦為國內知名霖園集團重要成

員之一。成立半世紀來，秉持著「誠信正

派、專業負責、穩健經營」的理念，在全體

員工的辛勤耕耘及廣大客戶的愛護支持下，

期間雖歷經多次景氣變動，我們仍在競爭激

烈的市場中穩健成長、持續茁壯，進而發展

成為國內大型專業房地產開發公司。目前營

業範圍遍及台灣各主要都會區，並先後在國

內投資興建各類型房屋累計近52,000戶。

因應市場變化，本公司將隨時掌握走

勢，並發揮穩健體質及品牌力，短期推案土

地朝市中心精華區合建開發為主；中長期土

地儲備朝市郊潛力區布局，期盼以靈活兼顧

風險思維，來突破困境，此外，持續穩健經

營拓展既有的多角化事業，並積極評估其他

新事業的投入，朝擴大營收規模，創造穩定

的獲利空間邁進。未來我們將更積極落實

「誠信、當責、創新」的核心價值，並且強

化公司品牌形象，用心打造讓消費者「住一

輩子的好房子」。

產品與服務

業界標竿

作為國內最大企業集團「霖園集團」主

要成員，國泰建設始終秉持初衷與信念深耕

台灣半世紀，並以「產權清楚、按圖施工、

如期交屋、永久服務」之四大保證，滿足消

者對住的需求，並因應時代變遷和市場轉

變，從批量製造到精緻客製，發展至對「全

方位『家』的滿足」，累積超過五萬名的客

戶與消費者口碑見證，本公司已穩坐國內營

建業領導品牌。近年推案地區多以大台北地

區、桃竹、台中、台南與高雄等都會中心為

主。

創新思維 產品服務升級

為維持公司穩健營運，提升成長動能與

創造獲利目標，本公司積極創新產品，於全

台六大都會區精華地段陸續推案，同時配合

都市發展政策，跨入都市更新業務。此外，

利用營建業數十年累積之技術經驗和客戶基

礎，擴大經營與服務層面，自2002年起陸

續轉投資地產相關事業，包括經營大樓管理

維護之「霖園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匯

聚不動產、法律、財金專業之「國泰建築經

理公司」。並經綜合考量產經發展趨勢、集

團業務發展潛力，2011年轉投資成立健檢

與產後照護事業之「國泰健康管理公司」

以及旅館開發與品牌經營之「國泰商旅公

司」，擴大服務領域，朝向多角化經營以穩

定獲利來源，目前國泰健管與國泰商旅在主

要都會區皆有服務據點，預計未來將陸續評

估拓點，以達規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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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與願景

企業社會責任(CSR)委員會

國泰建設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

理，於2014年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指定成

立「CSR委員會」，於2015年11月5日訂定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組織規程」，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

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

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國泰建設CSR
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高階主管

擔任委員，下設公司治理、客戶關懷、員工

照護、環境保護、社會公益五個專門小組。

另CSR委員會專責推動單位為本公司總經理

室，負責委員會會務及推動事項整合。

永續思維

永續不動產價值鏈

不動產之關聯性產業涵蓋範圍非常廣

泛，面對土地資源日益稀少、社會環境變遷

及客戶居住需求改變的整體影響下，國泰建

設持續關注及研究不動產業發展之趨勢，並

適時調整經營策略、強化核心競爭力，以期

創造永續競爭的優勢。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的鑑別與溝通，是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的基礎。國泰建設尊重利害關係人

權益，透過適當溝通方式，了解其合理期望

及需求，並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對公司的

期許，妥適回應作為決策的參考，期望能與

各利害關係人共創及共享永續經營成果。

企業社會責任重大考量面

國泰建設於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

製過程中導入重大性分析，希望透過系統化

的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人所關注與對公

司永續經營有重大影響之的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作為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參考基礎。企業

社會責任考量面重大性分析包含「鑑別利害

關係人」、「企業社會責任議題歸納」、「關

注議題調查」、「重大考量面鑑別」、「審查

與討論」等五大步驟，以決定重大考量面與

重大性排序。

2015年

226份

17個 2015 年共鑑別出 17 個重大考量面，並針對各考量面訂定有

效之管理方針。

國泰建設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理，2015 年 11 月 5 日訂

定「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規程」。

2015 年共回收 CSR 問卷 226 份，其中關注度問卷回收 220

份，衝擊度問卷 ( 國泰建設主管填答 ) 回收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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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建設五大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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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組織架構

國泰建設秉持永續經營理念，期望為客

戶、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最大的利益及價

值，我們以「誠信正派、專業負責、穩健經

營」的理念為最高原則，力行財務公開化、

資訊透明化原則，實踐適切及有效率的經營

管理，致力於保障股東權益。

董事會運作

公司治理評鑑

證交所辦理公司治理評鑑本屆已邁入第

二年(評鑑年度為2015年)。為持續強化並

提升全體上市櫃企業之公司治理水平，第二

屆整合原資訊揭露評鑑指標，並參酌國內實

務及國際發展趨勢，將總指標數自92項增

加至98項，得分標準亦較前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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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建設五大經營理念

對永續經營之衝擊度

利害關係人之關注度

▲非重要考量面 ▲次要考量面 ▲重大考量面

3600

3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3800

4000

4200

間接經濟衝擊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議 保全實務

童工

原住民權利

供應商人權評估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公共政策

原物料

排放

污水與廢棄物

交通運輸

供應商環境衝擊評估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反歧視

強制與強迫勞動

女男同酬

供應商勞動條件評估

勞動問題申訴機制

社會問題申訴機制

經濟績效

行銷溝通

勞僱關係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教育

多元化與工作機會平等

當地社區

反貪腐

法規遵循

金獎

6%~20%
國泰建設於 2015 年之公司治理，評鑑得分名列 824 家上

市公司中的前 6% 至 20%。

2015 年本公司榮獲台灣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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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國泰建設參加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中心舉辦之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

總計受評公司共有上市公司824家及上櫃公

司623家，合計1,447家。國泰建設於本屆公

司治理評鑑，依得分情形，名列上市公司

824家中前6%至20%。

董事會職責

國泰建設董事會議除了進行重要的財

務、業務報告之外，董事、監察人可與公司

財務、內部稽核主管溝通，瞭解公司內部風

險控管及內部稽核報告等，並透過內部(稽

核室)及外部(會計師)之年度稽核計畫及財

務報表簽證持續辨認本公司對於各項上市公

司相關法令及財務會計準則的遵行及目標達

成效率。每季至少召集一次以上董事會，

2015年度召開八次董事會議，全體董監事

之董事會平均實際出席率為88.6%，股東會

董事實際出席率66.7%。

利益迴避

國泰建設重視企業誠信，將「誠信經

營」內化為企業文化，為確保企業經營體質

健全，以公平透明的方式進行商業活動，我

們在2013年訂定了「國泰建設誠信經營守

則」，透過嚴謹的公司治理理念、風險控管

機制，及完善的內部規章，防範任何不誠信

行為發生。誠信經營守則中更明訂國泰建設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

制者應秉持公平、誠信與透明之方式從事商

業行為，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

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義務等不誠信行

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另依國泰建設董

事會議事規範第15條規定，董事對於會議

中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

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如有害於國泰建設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產業永續發展風險

面對社會環境及消費者需求改變等可能

之潛在風險，不動產業需適時調整經營策

略，提升企業的優勢競爭力，所採取策略，

如：強化創新研發之能力、朝向多角化經營

及國際化發展之策略，始能永續維持核心競

爭力。對此，國泰建設藉由建構堅實的經營

團隊，長期對房地產市場之需求及景氣變化

的研究及觀察，以快速且適時的產品類型調

整方針，並根據區域客層特性作出市場區

隔，提供多樣化的產品類型，以面對不動產

開發各階段所面臨的風險，進而擴展我們的

營運規模。

法規遵循

法規遵循對於國泰建設整體實際營運及

企業形象均有可能產生衝擊，如有違規事

件，亦將影響社會觀感。國泰建設遵循法

規，期能建立消費者對公司品牌之信任，凝

聚員工之向心力，增加投資人之信心，確保

公司永續經營。

建築安全品質管理

100 %

金石首獎

金質獎

優質獎

2015年國泰建設各建案100%皆有經過地質鑽探、

結構外審與鄰房鑑定。

2015 年國泰 O2 馥建築榮獲優良規劃設計類金石首獎。

2015 年國泰賦都榮獲最佳規劃設計類住宅類金質獎。

2015 年御博苑榮獲最佳規劃設計類商用建築優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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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安全品質管理系統

施工品質一向是客戶關注之要點，國泰

建設對工地的管理及施工品質的查驗不遺餘

力，在市場上獲得客戶的肯定與支持。自政

府推動「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後，國泰

建設從2005年開始將三級品質制度與公司

既有查核制度結合，並導入績效評核制度，

有效協助承包商提升及確保施工品質。我們

與主要營造商夥伴三井工程，維持著良好的

合作與信賴關係，在因應環境永續潮流上，

我們持續秉持高品質建案的標準，貼心客戶

服務的堅持，共同提供客戶更優良的居住環

境。

供應鏈管理

重視工地環境安全衛生

國泰建設重視施工環境的安全管理，由

於建築工程項目繁多，配合工程技術的專業

性，加上各項機具設備、材料及現場人員，

讓建案工地作業環境變得複雜，也因此，如

何建構及落實營造商的施工安全管理，成為

我們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議題與環節。

國泰建設執行各項安全控管機制，透過適當

管理機制及訓練，確保施工人員作業活動不

會造成對環境安全之影響與衝擊。

供應鏈評鑑

2015年國泰建設的營造商夥伴計五

家，均為本國廠商。2016年國泰建設導入

「供應商CSR現況自評問卷」，問卷分為環

境面、勞工面、人權面、社會面、產品面五

大構面，針對五家營造商夥伴，進行CSR
現況分析。自評問卷分為優良、合格、待改

善三個等級，計有三家供應商自評分數超

過85分，二家供應商自評分數超過60分，

優良百分比60%，自評分數顯示國泰建設供

應商在CSR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管理與落

實。未來將持續推動各類別供應商符合企業

社會責任之五大構面的評核，提升供應商夥

伴對CSR的落實與管理，共創多贏。

客戶服務管理

四大保證 對客戶負責

國泰建設充分體現客戶導向精神，針對

不同客戶層級與需求用途，推出機能完整且

高品質的居住空間，同時導入先進適切的行

銷方式，提供客戶最貼心感動的服務。我們

於1970年率先在業界中提供客戶「四大保

證」，除了「產權清楚、按圖施工、如期交

屋、永久服務」的承諾，於建案開發前、銷

售、營造到售後服務，都站在客戶角度思

考，讓客戶享有更安心、更高品質的服務，

努力做到真正讓家成為幸福的平台。

2015 年國泰建設針對 5 家主要營造商實施供應

商企業社會責任評鑑。5家

金質獎

零災害

國泰天母 2015 年最佳施工品質類住宅類金質獎

森林苑 2015 年最佳施工品質類住宅類金質獎。

森林苑 2015 年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台中市無

災害工程認證」。 2日內

0投訴案件

當住戶反映房屋相關問題時，我們會在2日內完成聯繫，

並配合客戶時間進行勘查及後續之修繕處理，確保住戶

權益。

2015 年我們並未接獲經客戶及主管機關證實，國泰建

設有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的相關投訴事件。

四大保證
於 1970 年率先在業界中提供客戶「四大保證」：產權

清楚、按圖施工、如期交屋、永久服務。

售後永久服務
國泰建設早於 1968 年便推出業界首創「售

後永久服務」，讓購屋客戶得到永久的保障

與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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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銷售資訊透明

售後永久服務

國泰建設早於1968年便推出業界首創

「售後永久服務」，讓購屋客戶得到永久的

保障與安心。除了在交屋時交予客戶「服務

手冊」及「保固服務記錄卡」外，亦藉由系

統化的管理，提供客戶即時的售後服務回

應。

我們所推出之建案，均以慎重態度進行

施工，然興建過程中難免會因人為及材料缺

陷之因素，讓客戶在居住期間發生破損之狀

況。為使住戶在房屋使用後所發現之缺失，

能迅速得到修繕之協助，國泰建設首創「房

屋售後永久服務」，設置專責單位辦理售後

服務工作，當住戶反應房屋相關問題時，我

們會在二日內完成聯繫，並配合客戶時間進

行勘查及協助後續之修繕處理，確保住戶權

益。為提升客戶認同與需求，強化客戶對公

司的忠誠度，國泰建設台北總公司每年針對

修繕服務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2013
年客戶滿意度為9.06分，2014年客戶滿意度

為8.94分，2015年客戶滿意度為8.85分。

確保客戶隱私

2015年我們並未接獲經客戶及主管機

關證實，國泰建設有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

顧客資料的相關投訴事件。

永續發展

綠建築管理方針

在永續發展理念的驅動下，我們也進一

步思考，不動產開發對自然資源的耗用，及

對社區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期望從建築物

生命周期「開發設計」、「營造施工」、

「銷售服務」著手，在永續的思維上，開發

友善建築，並以具體行動提升房屋能源使用

效率及綠化環保措施，提供民眾友善環境的

居住品質。

綠建築管理制度
●外部制度：綠建築九大指標

●內部制度：建築物碳足跡管理系統

土地開發

國泰建設在開發時的土地選擇考量因

素，包括了地理位置、交通方便性、舒適與

生活機能等，除此之外，為了降低開發風

險，確保企業經營及客戶權益，我們會進行

下列措施，包括：

●針對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中土地，確

實評估主要及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容積強

度、獎勵規定及使用限制等相關事項。

資訊透明之作為

國泰建設以嚴謹的態度面對客戶，針對銷售過程中可

能存在的各種銷售細節，除要求契約條文內容明確、

定義清楚外，亦規範樣品屋和廣告文宣品等項目，針

對樣品屋之空間大小是否與圖面相符，我們亦指派專

人查核，保障消費者權益。

圖面規劃

● 針對銷售需求，選擇樣品屋所需製作之棟戶別。

● 針對需求及功能性進行圖面之研討、設計及修正。

● 設計完成之圖面及估價單，經由國泰建設發包單位
進行發包作業。

施工進行

● 樣品屋於木作、油漆、建材設備、飾品佈置等工
種施工中，分別進行階段性之查驗和做需求性之
調整。

● 階段性查驗中並檢視現場施工人員機具配備是否
符合勞安檢查之要求及標準。

完工驗收

● 於國泰建設員工完成驗收作業後，請施工廠商檢附
施工階段、裝潢傢俱之擺飾照片及相關請款文件等
進行請款作業。

● 樣品屋施工圖面、裝潢傢俱擺飾圖片等資料進行
歸類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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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掌握都市計畫、重大政策、政府

投資開發案，及交通建設之訊息及進度，尋

找具未來增值潛力之投資標的。

●取得土地原料前，我們一定多次且不

同時段勘查土地現場狀況及周邊環境有無嫌

惡設施存在，確保優質建案品質。

●對有意購買之土地，除洽詢土地周遭

耆老及查閱政府相關公務單位資料，並透過

文獻查詢有關本區歷史環境，釐清本案土地

是否屬於山坡地或文化遺址保存列管，或土

地曾是墓地或曾受工業汙染等負面因素。公

司目前持有之土地皆無政府公告列管受汙染

土地，未來若有受汙染之情形，皆依政府相

關法令辦理整治。

綠建築設計

國泰建設在新建物開發階段，除了完全

符合我國建築、安全、消防等法規之要求

外，亦配合國際趨勢，逐漸導入綠建築設計

理念，期望從設計源頭進行永續建築的規劃

與管理，儘量減少房屋使用階段所產生碳排

放量。近期之新建案亦配合「綠建築標章」

所要求之生態固碳、節能減碳、減廢降低碳

排等三項規劃，符合綠化量、基地保水、日

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室

內環境、水資源等綠建築評估指標，預計於

完工後取得綠建築標章，提供給客戶一個舒

適、健康及環保居住環境。

2015年申請及取得綠建築標章須符合

「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

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汙水垃

圾改善」等九大指標之要求。

建築物碳足跡

以建築領域而言，所謂建築碳足跡就是

一棟建築物由「搖籃到墳墓」的生命周期中

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前述LCBA對

鋼筋混凝土建築壽命為60年之視野觀之，以

工程實務來定義「建築碳足跡」的話，則是指

該建築物在60年生命周期中，在(1)建材生產

運輸、(2)營造施工、(3)建築使用、(4)修繕

更新、(5)拆除廢棄等生命周期五個階段過程

之活動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建築碳足跡評估的目的在於「維持相同

基本建築機能之前提下，以建築設計、營造

施工相關手法來達到減碳目的」。建築碳足

跡評估的功能有三：一是「碳標示」，二是

「熱點診斷」，三是「減碳行動」。其中

「碳標示」與「熱點診斷」是碳足跡評估的

功能，第三項「減碳行動」乃是基於前兩項

的「有效性」與「信賴性」所採取的投資對

策。碳足跡評估法之命脈在於「有效性」與

「信賴性」，亦即必須能簡易操作，同時對

減碳技術有正確且高敏感度的辨識功能，否

則無法形成良好的減碳政策。

國泰建設建築物碳足跡認證與標章

2015年國泰建設建案國泰TWIN PARK
導入建築物碳足跡管理系統，於2016年6
月取得碳足跡認證與標章，ISO14067碳
足跡認證聲明書詳見附錄七，碳足跡指標

548.46kgCO2e/(m2.yr)。低碳建築聯盟建築

碳足跡總碳足跡為97,576(t-CO2e/60yrs)，
碳足跡指標為39.883(kgCO2e/m2.yr)。

能資源與汙染防治管理

ISO 14001 2015 年導入 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1 2015 年導入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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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與汙染防治管理方針

台灣每年平均碳排放量為亞洲第一名，

碳排密度更高居世界第一，公司認知環境保

護是全球人類當前需共同努力之重要課題，

正視地球暖化對生態影響以及環境保護的重

要性，積極推動節能減碳等實際環保活動，

善盡企業應盡之社會責任，以達到企業與環

境的永續發展。

原物料使用

國泰建設為建築業，所開發建案所使用

之大宗原料包含鋼筋、混凝土及鋼骨。

能源使用與溫室氣體盤查

節能減碳

目前國泰建設的辦公大樓耗能主要以空

調及照明為主，並未造成大量的能源使用與

影響，然而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我們仍努

力思考如何在營運過程中力行各項節能減碳

措施。

水資源管理

降低工地噪音與粉塵的影響

為降低營建工程所造成的空氣汙染問

題，國泰建設要求營造商夥伴必須遵守環保

署所訂定之「營建工程空氣汙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針對有可能引起揚塵之各項施工

過程、場所或作業，推動噪音、粉塵等相關

汙染防制措施，進行環境監測，減少施工過

程中對周遭環境之影響。

工地水汙染防治

2015年國泰建設並無油料、燃料、廢

棄物、化學物質等洩漏事件，營造興建階段

鋼筋 ( 噸 )

12,236
17,418

22,044

2013 2014 2015

混凝土 (M3
)

70,814

103,612

118,044

2013 2014 2015

鋼骨 ( 噸 )

47

4,711

39

2013 2014 2015

國泰建設歷年建案大宗原物料採購量

國泰建設辦公大樓端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能源耗用 (GJ) 2,361 2,499 3,241

能源強度 (GJ/ 人 ) 17.36 18.38 23.66

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一 )( 噸 CO2e) 17.78 15.02 17.54

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二 )( 噸 CO2e) 305.79 331.27 436.03

溫室氣體排放 ( 總計 )( 噸 CO2e) 323.57 346.29 453.57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 噸 CO2e/ 人 ) 2.36 2.55 3.31

註：ISO14064-1 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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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地產生之地表逕流廢水，皆依政府相關

法令辦理，目前皆未有受廢水排放嚴重影響

情形。

工地廢棄物管理

建築使用物料除少量金屬可被回收外，

大部分成為建築廢棄物，主要可分為施工與

拆除兩大類別。由於建築廢棄物體積較大、

無法燃燒又無法為生物所分解，故如果處理

不當，將可能影響環境及生態。對此，國泰

建設以嚴謹態度聘用合格清運廠商來處理相

關建築廢棄物。

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與發展

員工關係管理方針

任用
● 專才專業、適才適性。

● 吸引和留住優秀員工。

薪資 ● 確保公平和競爭力的薪酬。

陞遷

● 用人唯才，合理陞遷。

● 推動績效管理。

● 支持潛力人才發展。

安全健康
●  持續安全衛生改善，員工身心健康保持平

衡，邁向永續發展。

教育訓練

●  根據管理人員職能模組執行管理才能訓練，
使他們具備能夠勝任未來擔任領導者的職能
以及企業管理技能。透過多元的途徑取得豐
富的學習資源。

人力結構

國泰建設截至2015年底，員工總數為

137人，公司職務類別皆為間接行政管理人

員，員工及管理階層100%為設籍於台灣的

本國人，其中男性占65%、女性占35%。

截至2015年底，中階主管男性的比率為

81.8%、女性為18.2%；高階主管男性的比

率為85.7%、女性為14.3%。截至2015年
底，未僱用身心障礙員工，公司員工無成立

工會。

重視道德操守與人權

員工道德操守

國泰建設重視員工誠信道德，為了讓所

有員工瞭解應遵守之法律規範和履行之道德

國泰建設辦公大樓端用水量

2014 年 2015 年

台北總公司 (     ) 2,207 1,705

台中辦公室 (     ) 198 215

台南辦公室 (     ) 318 173

高雄辦公室 (     ) 108 126

合計 (     ) 2,831 2,219

用水強度 (     / 人 ) 20.82 16.20

M
3

M
3

M
3

M
3

M
3

M
3

767仟元 2015 年針對員工訓練總投入總費用為 767 仟元。

育嬰留停復職率 100%。

1,600萬元 2015年國泰建設福委會員工福利補助金額逾1,600萬元。

2,622小時 2015 年員工總訓練時數累計為 2,622 小時。

100 %

767仟元 2015 年針對員工訓練總投入總費用為 767 仟元。

育嬰留停復職率 100%。

1,600萬元 2015年國泰建設福委會員工福利補助金額逾1,600萬元。

2,622小時 2015 年員工總訓練時數累計為 2,622 小時。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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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2013年訂定「國泰建設誠信經營守

則」，作為員工業務執行，及商業夥伴、供

應商來往之行為遵守依據。2015年未有貪

腐事件發生，亦無任何政治捐獻。

重視人權與性別平等

本公司「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3條規定承攬商進場前需提供施工人員名

冊，可藉由名冊之核對杜絕童工之使用，國

泰建設各營運據點和各工地營造廠商均無使

用童工及強迫勞動之情事。

國泰建設為保障員工工作權益，提供免

於被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早在性別工作平等

法公布前，便已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消除性別歧視及維護性別

工作機會平等，至少已公告實施八年以上。

保全人員人權訓練

為確保訪客安全及適當的接待行為，針

對維護建物安全之保全人員，我們在契約書

中載明工作規則，包含服裝儀容、執勤禮節

態度、執勤時注意事項與不可為之行為說明

等事項，除了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定期受訓，另亦透過相關措施確保其

工作人權，國泰建設所委託之保全並無發生

超時工作之情形。

國泰建設的北中南辦公場所日常之安全

維護及大樓管理，均委由專業大樓管理公司

依其制訂之管理標準規範辦理，除與警察治

安單位連線戒備，並配置保全人員戒守辦公

場所安全。

完善薪資福利

加強員工福利是國泰建設對照顧員工的

承諾，我們建構完善且具人情味的福利制

度，以照護員工的身心健康為出發點，提供

多元福利項目。除法令規定之福利如勞健

保、特別休假外，亦包括許多兼具照護與休

閒的福利項目，特別是每年皆舉辦多次健行

與康樂活動，增進員工之間的情誼。

薪酬制度

國泰建設提供給員工穩定且符合產業水

準之薪酬，我們重視男女平等，新進男女薪

資相同，大專畢業以上之專業職員工與基本

工資之比例為1.65至1.85：1我們重視男女

平等，員工薪資不會因性別有較大差異，

一般員工男女薪資比例1.06:1；中階主管男

女薪資比例1.06:1。男女薪資比例差異之原

因，主要係因考量產業特性，男性須擔負技

術責任較以內勤為主的女性為高，惟薪資比

例差異不大。

福利制度

關心員工身心健康

國泰建設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之分類，列為第二類事業單位，故不需設

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國泰建設2015年之

職業病率(ODR)、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嚴重率(SR)及與工作有關的死亡

總人數皆為0。2015年男性員工缺席率為

0.039%，女性員工缺席率為0.210%。

國泰建設員工的工作性質非屬高風險或

職業病易發的類型，但我們仍定期辦理員工

健康檢查，並針對檢後之健康狀況，安排醫

師至公司讓員工進行諮詢，且於2015年下

半年委請國泰健康管理舉辦「健康照護專

案」，就檢後進行數值異常之追蹤管理並

給予必要之個別健康諮詢關懷與指導，以

使同仁掌握自身之健康狀況。2015年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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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健康飲食及健康照護平台使用&APP教
學」、「營養師及體適能教練講座&諮詢」

二場講座，搭配運動手環，協助員工做好自

身健康管理。定期舉辦健行活動、家庭日及

員工旅遊，邀請員工眷屬一同參與，以增進

員工家庭身心健康。

公司明確訂定社團組織辦法，鼓勵同仁

成立及參加社團活動，讓同仁充分享有組織

社團的自由。現職同仁10人以上即可申請

成立社團，目前社團包括旅遊社、登山社、

籃球社、羽球社、瑜伽社、漁釣社等社團，

並由福利會提供補助經費及資源。

人力發展

2015年針對員工舉辦跨部門團隊合

作、領導力研習營、人才培育研習營、職場

健康管理講座等課程，加上各部門之專職訓

練、專題研討、派外受訓等，累計總訓練時

數為2,622小時，總投入總費用為767仟元。

社會共融

國泰房地產指數

為加強房地產市場資訊透明度，健全

房市發展，並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國泰

建設於2002年開始與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

研究中心合作，編製及發行「國泰房地產

指數」，至2015年已邁入第13個年頭。我

們每年編列新台幣300萬元預算投入研究工

作，歷經十多年的努力，「國泰房地產指

數」的編製內容與方式不斷創新精進，已成

為國內房地產相關研究中，資訊最完整、資

料空間範圍最廣的分析資料，同時也成為國

內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及同業間相當重視、

廣泛引用之資訊，成為國內重要房地產資訊

參考資料之一。

員工福利 說明

給薪病假 提供員工 5日給薪病假

公司制服 國泰建設全額負擔員工的夏季與冬季制服各 1套的訂作費用，並於每 3年更新

子女教育獎助金補助 全年分 2期發給

團體保險 員工及眷屬皆可參加團保，保費由公司全額負擔

健康檢查 定期於每年 3月至 5月檢查

結婚補助 夫妻同為國泰建設員工者，皆可申請補助

生育補助 夫妻同為公司員工者，皆可申請補助

年節慰勞金 端午節、中秋節慰勞金

員工旅遊 每年補助單位 1次

健行活動 廣邀員工及眷屬參加，每年舉辦 4至 5次的員工健行活動

康樂與社團活動 發放電影票與藝文票券

鼓勵員工從事正當
休閒活動

每名員工每年可參加2個社團，目前社團包括旅遊社、登山社、籃球社、羽球社、瑜珈社、

漁釣社等社團，並由福利會提供補助經費及資源。

慶生禮物 員工生日禮券及每月舉辦慶生會

文教活動 每年發放圖書禮券

每年編列新台幣 300 萬元預算投入「國泰房地產指數」

研究工作。

都更及合建案原所有權人皆已 100% 安置，

並無爭議發生。

300 萬元

100% 安置

每年編列新台幣 300 萬元預算投入「國泰房地產指數」

研究工作。

都更及合建案原所有權人皆已 100% 安置，

並無爭議發生。

300 萬元

100%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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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國泰建設秉持永續服務的精神，履行打

造安全住宅的承諾，並實踐都市更新的精神，

為住戶再度營造更優質舒適的生活空間。

良好社區關係

國泰建設位於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與民

族路口交叉口之「國泰賦都」，與原住戶、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達成合建分屋之合作模

式，於2014年拆除舊建物，安置原所有權

人31人。更與鄰地之桃園國小溝通達成下

述共識，減緩對環境衝擊。

●提供本公司興建計畫予桃園國小，讓

校方明確了解工程內容與期程。

●於施工期間盡量降低噪音產生減少對

學生的干擾。

●捐贈桃園國小需要之校園硬體設備。

●於地界上興建新圍牆取代原校方舊圍

牆。

●提供公司聯絡窗口供桃園國小聯繫或

申訴。

社會公益

投入社會公益

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長期深耕文教活

動、傳承本土文化、資助弱勢族群。本基金

會在全台廣設圖書館，推廣文藝，並每年舉

辦「台語金曲演唱會」傳承台語歌曲之美。

持續贊助「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

「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以培養寬闊視

野、品學兼優的未來人才。長期支持公益，

霖園圖書館

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自 1983年成立以來在全台設置

13所圖書館。內部開放使用面積共達 700多坪，每

館藏書 2,000 餘冊，館內長期訂閱各類書報雜誌，

並定期舉辦兒童繪畫活動、拼布創意與點心烘焙教

學提供民眾學習各式才藝的機會，發掘生活樂趣。
兒童繪畫

拼布 點心教學

希望藉此提供良好的

閱讀環境，讓民眾自

在學習、涵養生活達

到寓教於樂，培養第二

專長、豐富日常生活，

並增進鄰里情誼。

13,888,937元 2015 年社會公益相關支出，合計

13,888,937 元。

13所 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自 1983 年成立以來在全台設置 13

所圖書館。

16年 國泰公益集團舉辦捐血活動邁入 16 年。

13,888,937元 2015 年社會公益相關支出，合計

13,888,937 元。

13所 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自 1983 年成立以來在全台設置 13

所圖書館。

16年 國泰公益集團舉辦捐血活動邁入 16 年。

13,888,937元 2015 年社會公益相關支出，合計

13,888,937 元。

13所 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自 1983 年成立以來在全台設置 13

所圖書館。

16年 國泰公益集團舉辦捐血活動邁入 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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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協辦新住民關懷活動、夏日捐血、兒童

成長營、寒冬送暖等活動，持續以行動回饋

社會。

CSR得獎紀錄
●2015年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金

獎

●2 0 1 5年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

6%~20%
●2015年國泰O2馥建築榮獲優良規劃

設計類金石首獎

●2015年國泰賦都榮獲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金質獎

●2015年御博苑榮獲最佳規劃設計類商

用建築優質獎

●國泰天母2015年最佳施工品質類住宅

類金質獎

●森林苑2015年最佳施工品質類住宅類

金質獎

(資料來源：國泰建設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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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永續經營 樹立產業標竿

身為國內大型房地產開發龍頭的國泰建

設董事長張清櫆表示，國泰建設有責任為產

業樹立一個良好標竿，不僅領先業界推出

「產權清楚、按圖施工、如期交屋、永久服

務」四大保證，2015年所有新開發案更主

動導入綠建築標章，並加入再生能源、雨水

回收系統使用，不僅做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示

範作用，更是營建業率先做到友善環境的大

企業。

四大保證 讓你住一輩子

張清櫆說，企業的成功需要一個安定的

社會，因此企業應該以實際的行動來關懷社

會，國泰建設深耕台灣長達半世紀，以幫住

戶「打造住一輩子的好房子」當做企業社會

責任的目標。

國泰建設近年推案多以大台北地區、桃

竹、台中、台南與高雄等都會中心為主，為

讓公司永續發展、經營，自2002年起，利

用在營建業累積數十年的技術經驗和客戶基

礎，擴大經營與服務層面，轉投資房地產相

關事業，包括經營大樓管理維護的「霖園公

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以及匯集不動產、

法律、財金專業的「國泰建築經理公司」。

多角經營 擴大服務領域

張清櫆表示，因應時代變遷和市場轉

變，以及集團業務發展潛力，2011年開

始，國泰建設轉投資成立健檢與產後照護事

業的「國泰健康管理公司」，以及旅館開發

與品牌經營的「國泰商旅公司」，甚至配合

台灣4G產業發展，參與轉投資行動通訊產

業，不僅能擴大服務領域，更朝向多角化經

營，穩定獲利來源。

張清櫆指出，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表現

在企業永續經營、創新發展上，還須做到環

境永續的社會責任。除了持續關注各建案汙

染防治工作的執行外，公司更在2015年主

動導入北中南各營運據點的ISO 14001國際

環境管理系統。

分層把關 減少碳排放量

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統計，國內房屋碳

排放總量約占全台總排放比的三分之一，以

房屋產製的生命周期階段來說，包括建材生

產、建造施工、使用維護、破壞拆除、廢建

材棄置等過程，都會產生碳排放。

張清櫆說，如果房屋在建設規劃期沒進

行建築能源消耗評估，經過漫長的居住及使

用形成的碳排放，可能會加速地球暖化。因

此國泰建設率先業界推出五大綠建築政策，

包括：

第一、導入永續環保設計理念，推動綠

建築設計與規劃。

第二、從房屋生命周期分析做起，儘量

減少不可再生資源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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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儘量使用對環境友善、對人體健

康影響較少之建材。

第四、創新研發提升施工技術水準，減

少施工廢棄物及確保安全衛生。

第五、確保建案與周邊環境、空間的和

諧，對當地社區及社會友善。

三管齊下 全面守護生態

面對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的議題，國泰

建設已對旗下所有新開發建案，積極申請國

家綠建築候選證書，並導入再生能源與雨水

回收系統之使用。包括生態固碳、節能減

碳、減廢降低碳排等三項規劃，符合綠化

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

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等綠建築評

估指標，預計在新案完工後取得綠建築標

章，提供客戶舒適、健康及環保居住環境。

截至目前為止，國泰建設已取得綠建築

候選證書之建案，包括「TWIN PARK」、

「民生建國都更案」、「國泰金城」、「國

泰層峰」、「御博苑」以及「國泰沐善」六

大新案；預計申請綠建築標章的新案，則有

「桃園中路段」、「板橋DE」、「木柵公

寓都更」以及「國泰竹科」等四大案。

自發性盤查 評估碳足跡

此外，國泰建設2015年也首次自願性

的投入各營運據點的ISO 14064-1溫室氣體

盤查作業，並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產品

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在國泰「TWIN 
PARK」建案導入建築碳足跡評估，以期減

緩對環境生態的衝擊，進而達到減碳目的。

為維持經營財務穩健，國泰建設日常管

理的財務指標，包括每周觀察銷售狀況表，

適時調整銷售方式；若出現購地需求，公司

便以動態管理方式確認購地產生的收益是否

符合財務結構，以及每季財務資料是否符合

授信銀行的要求。

針對法規稅務問題，如房地合一稅，國

泰建設透過縝密的研究及評估，以嚴謹方式

試算對公司可能的損益影響，包括存貨滯

銷、匯率風險，及評估利率抬升對消費者購

買意願的變化及國泰建設營收損益的影響。

營運管理部2015年針對相關開發案的

融資、現金流量預估等進行動態評估，針對

預期收益是否符合財務結構指標出具意見

書，併同該開發案之規劃設計方案呈報管理

階層參閱；另於每季自我檢視財務資料，分

析是否符合授信銀行對流動比、負債比等項

目的要求。

健全市場 編製房產指數

另外，為加強房地產市場資訊透明度，

健全房市發展，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國泰

建設在2002年開始與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

研究中心合作，編製及發行「國泰房地產指

數」，至2015年已邁入第13個年頭。

張清櫆表示，國泰建設每年編列新台幣

300萬元預算投入研究工作，歷經十多年的

努力，「國泰房地產指數」的編製內容與方

式不斷創新精進，已成為國內房地產相關研

究中，資訊最完整、資料空間範圍最廣的分

析資料，同時也成為國內政府機關、民間機

構及同業間相當重視、廣泛引用之資訊，成

為國內重要房地產資訊參考資料之一。

展望未來，張清櫆說，國泰建設秉持著

對環境更和諧、社會更美好的追求，致力於

公司與社會的永續發展。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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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

公司概述

漢翔前身為1969年3月成立的航空工業

發展中心，隸屬空軍總司令部，後於1983
年1月改隸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30餘
年來除與國外廠家合作生產UH-1直升機、

F-5E/F噴射戰鬥機、T-53發動機、TFE73l
發動機，並自行研製完成介壽號、中興號、

自強號等各型教練機，以及研發新型戰機。

1996年7月改制為經濟部所屬之「漢翔

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朝向企業化、民

營化及國際化方向發展，經營策略也從軍用

航空轉型為軍民通用，定位為「發展航空工

業之國防科技公司」，而為避免市場過度集

中之風險，並求技術能量充分運用及發揮綜

效，主要業務包括「國防業務」、「民用航

空業務」及「工業技術服務業務」。此外，

因應未來航太零組件複材化趨勢及厚植複材

研發技術與先進產能，漢

翔於2010年11月完成先進

複材中心(TACC/Taiwan 
A d v a n c e  C o m p o s i t e 
Center)籌建並開始投產，

期能帶動國內複材產業升

級，提升全球競爭力。

鑑於航太產業具有高

競技術密集之特性，漢翔

面對國際航太市場激烈之

競爭力，於2014年8月21日改制成為民營

公司，8月25日正式掛牌成為上市公司的一

員。而為建構完整航太產業供應鏈，提升我

國在國際航空產業層次及整體競爭實力，

2015年提出籌組A-Team 4.0(台灣航太產業

聯盟)的構想，正式開啟「台灣航太A-Team
成為全球航太產業重要供應鏈」之路。

漢翔在國家航空工業發展政策指導、歷

任主管辛勤灌溉與全體同仁努力耕耘下，已

培育經驗豐富之航太科技人才，並使漢翔擁

有軍用飛機之研發製造、全機系統整合、民

用飛機之區段研發、零組件製造與組裝、後

勤支援與飛航服務等能量，為亞太地區少數

兼具研發、系統整合、測試及製造能量之航

空工業供應商，受到國際間航太產業的重視

與讚許，並對國家航太工業具重大貢獻。

使命、願景暨經營理念

使命

落實國防自主，
加強國家安全。

發展航空工業，
促進經濟繁榮。

願景：全球一流航太及科技服務企業

成為航空產業的
領航者

成為航空業供應
鏈高品質製造者

成為航空產業高
效率經營者

成為企業社會責
任的實踐者

經營理念

A
Accountability

當責

I
Innovation

創新

D
Dedication

專注

C
Customer

Oriectation
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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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歷年淨利與每股盈餘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法規，善盡企

業公民責任。

2.重視公司治理，經營資訊透明化，保

障利害關係人權益。

3.關注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致力保護

地球環境。

4.提供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維護員

工身心健康。

5.關懷弱勢團體，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大性議題

漢翔依公司重要CSR議題，界定主要

利害關係人包含政府機關、股東、客戶、員

工、供應商、承攬商及社區鄰里等。彙整出

24項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後，評估利害關

係人對各議題關注程度及各議題影響企業營

運的衝擊程度，據以分析最終議題的重大

性。

經審慎分析後，得出漢翔公司2015年
重大性議題共15項，並進一步評估議題的

考量面與影響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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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 報告邊界 類別 考量面 GRI 指標 相關章節 頁碼 

營運財務績效 組織內 漢翔公司 經濟 經濟績效 EC1 財務績效 12 

組織內 漢翔公司 
能源管理 

組織外 客戶、供應商 
環境 能源 EN6 能源管理 52 

組織內 漢翔公司 
水資源管理 

組織外 社區鄰里 
環境 

廢汙水和廢

棄物 
EN23 水汙染防制 58 

組織內 漢翔公司 廢棄物管理 

與回收 組織外 社區鄰里 
環境 

廢汙水和廢

棄物 
EN23 廢棄物管理 60 

員工權益 

與福利 
組織內 漢翔、員工 社會 勞僱關係 LA1-LA3 

員工權益 

與福利 
70 

組織內 漢翔、員工 
職業安全衛生 

組織外 供應商 
社會 

職業健康與

安全 
LA5-LA7 

安全與健康的

工作環境 
78 

人才培育 

與教育訓練 
組織內 漢翔、員工 社會 訓練與教育 LA9-LA11  

人才培育 

與發展 
66 

組織內 漢翔公司 
產品品質 

組織外 客戶 
社會 

產品與服務

標示 
PR5 品質管理 93 

組織內 漢翔公司 客戶滿意度 

調查 組織外 客戶 
社會 

產品與服務

標示 
PR5 客戶滿意度 94 

組織內 漢翔公司 
顧客隱私 

組織外 客戶 
社會 顧客隱私 PR8 營業機密保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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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漢翔公司重視公司治理，並依「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發布「公司治理作業

要點」，以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保障

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

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提升資訊透明

度。

治理組織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以維護股東權益與落實公

司治理為企業經營決策中心，並設審計委員

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董事所組

成，分別協助董事會有關其監督職責，確保

公司相關法令及章程之遵循，致力公司及股

東權益維護。

本公司董事對於董事會各項報告及議案

均審慎審查，及依專業提具相關意見，功能

性委員會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相關審查決議

情形，確實發揮董事會監督與管理之職能。

避免利益衝突機制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5條已訂定

董事利益迴避條款，並設置專業獨立董事，

共同組成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等功

能性委員會，監督公司財務業務之營運，有

效維護公司利益。本公司另設有發言人制度

系統及各項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並於公司網

頁設立投資人專區，充分落實資訊揭露與利

益迴避。

風險管理

為能有效辨識及管控影響公司目標達

成、永續經營等風險事件，漢翔於2011年
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每季定期審議風

險等級，並指定風險負責人進行風險管理對

策之規劃與執行，包含風險管理政策之擬

訂、風險項目之辨識及管理等作為，並將執

行成效陳報董事會。

誠信經營

誠信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為建立

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漢翔已明

訂「漢翔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漢翔公司

經營管理人員道德行為準則」、「漢翔公司

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要點」及

「漢翔公司員工行為倫理規範」，做為經營

管理者及員工遵循依據。

本公司採用「廉政問卷調查」方式，詢

問本公司供應及外包廠商，問卷內容分為

「行政服務」、「整體清廉度」、「防貪規

範」等。藉由回收之問卷分析結果，瞭解廠

商對本公司的觀感與評價，期有效辦理相關

防貪及肅貪工作。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受訪廠

商對本公司之行政效率、服務態度及整體清

廉度，皆持高度肯定。

為確保每位員工均能瞭解及落實執行公

司誠信規定，本公司對所有新進人員皆實施

漢翔風險管理政策

一、提供公司相關資源，持續改進風險管理制度，以降低經營風險。

二、實施持續性風險評估、處理、監控及溝通等作業。

三、建立員工風險管理之概念，形塑公司風險管理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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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教育訓練，以實例宣導誠信的重要，董

事長也多次親自主持講習，對公司幹部及員

工宣導公司誠信政策。

營業機密保護

漢翔為研發與製造國防科技產品、航空

系統裝備及其他科技製品與服務之營利事

業，執行業務所持有、使用或開發之資訊受

「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國防部結

合民間發展國防科技工業保密作業規定」、

「檔案法」所規範，為確保漢翔競爭優勢及

履行對客戶、合作對象的保密義務，須按保

密協定、「營業秘密法」及技術支援契約所

適用的法令採取保護措施，另遵循「個人資

料保護法」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

另為符合新版 I S O 2 7 0 0 1 : 2 0 1 3 /
CNS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要求，積極

導入建置資安相關管控系統與制度，並

於2015年10月8日通過環奧國際驗證公司

(TCIC)年度複驗，授與管理系統驗證證

書。

客戶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服務

滿足客戶品質、交期、服務等需求是漢

翔核心業務之一，公司針對客戶抱怨及改正

行動給予持續監控及評估客戶滿意度。對於

評估結果有差異部分立即執行改善計畫，並

跟催及評估改善結果的有效性。

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漢翔除獲得ISO9001-2008 & AS9100C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外，現已通過波音

D6-82479、空中巴士AP2190、GEAE 
S-1000、聯合科技ASQR-01(包括普惠

引擎與Hamilton Sundstrand)、漢威聯合

SPOC、MITAC MRJ-SQC-01、Alenia 
IAYC 05C、貝爾SQRM-001及龐巴迪

QD4.6-40等世界級航空品質認證，成功跨

越國際商用航空製造供應鏈門檻，具充分經

驗與能力來滿足客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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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製程認證

漢翔已通過N A D C A P (N a t i o n a l 
Aerospace  and  Defense  Con t rac to r 
Accreditation)相關特殊製程認證，計有非

破壞檢測、塗層、表面強化(珠擊)、複合

材料、熱處理、非傳統加工(雷射&放電加

工)、化學製程、焊接及材料測試實驗室等

九大類特殊製程認證。

檢測能量

漢翔擁有充足的檢測能量，足以滿足各

種檢測需求。

客戶滿意度

滿意度評量

漢翔依據國內外客戶要求重點，設計不

同問卷內容，定期進行滿意度調查，期能獲

得更佳的客戶關係。

客戶獎勵

1.於2015年2月榮獲波音公司2014年績

效卓越獎。

2.於2015年3月榮獲美國Honeywell公
司頒贈最佳進步獎。

3.於2015年5月榮獲奇異公司「傑出成

長獎」。

4.於2015年12月榮獲日本三菱飛機公司

頒發MRJ最佳供應商獎。

供應商管理

漢翔運用軍用飛機完整的研製能量，發

展民用飛機及發動機業務，目前已與波音、

空中巴士、奇異等全球多家大型知名飛機及

發動機製造公司建立密切業務關係，成為全

球航空產業供應鏈中重要一員。

漢翔清楚了解產業群聚是台灣航太供應

鏈的優勢，積極透過諸如協助廠商品質系統

建置、特殊製程認證輔導、加工技術移轉、

航太工具設計及製造能力奠基、航太檢驗能

力提升…等作為，以近20年來與國際航太

大廠合作經驗與技術為基礎，由漢翔派專業

技術團隊到供應商端執行技術移轉或由供應

商專業團隊到漢翔加工現場熟訓，建立與供

應鏈家族成員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以提升整

體台灣航太產業供應鏈的競爭力與擴大台灣

航太產業的規模。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的風險管理

對於不斷升高的環保議題，各航空運輸

業者紛紛以更換輕型、省油、減排綠能的飛

機與引擎因應。針對節能減碳、飛行器減

重、降低製造汙染等環保訴求，身為航空國

際供應鏈的一員，漢翔自不能置身於外，除

遵守相關法規、配合政府相關措施外，亦依

據客戶需求，使用強度高、重量輕的複合材

料，以減輕重量降低油耗，減少空氣汙染。

漢翔為善盡保護地球的企業公民責任，在追

求利潤成長、股東權益極大化的同時，也致

力於節能減碳及防止環境汙染。以「符合法

規、清潔生產、全員參與、持續改善」的理

念，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以降低所生產的產

品與相關活動、服務等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環境與能源政策

環境管理制度

漢翔成立於1996年，計有台中、沙鹿

及岡山等三個廠區；並於1999年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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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

漢翔自2011年起自行盤查溫室氣體排

放量，除每季公告於公司內部網站外，每

年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揭露。2014
年車用汽柴油及瓦斯合計排放629二氧化碳

當量公噸、用電量部分為70,414二氧化碳當

量公噸，合計排放量71,043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年；2015年車用汽柴油及瓦斯合計排

放659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用電量部分則降

為66,276二氧化碳當量公噸，合計排放量

66,935二氧化碳當量公噸/年，較2014年減

少4,105二氧化碳當量公噸/年。

綠色採購

漢翔全力執行綠色採購政策，針對辦公

室行政物品、文具、資訊設備與電氣設備等

物品，要求採購單位均以具有綠色環保標章

產品為採購首選標的。漢翔在2015年依政

府機關指定之綠色採購項目，達成採購率

100%。

綠色產品開發

漢翔以航太燃氣渦輪引擎核心技術、控

制系統設計能量投入再生能源領域，並持續

配合經濟部發布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政

策，協助各縣市推廣沼氣發電能源案，運用

於垃圾掩埋場與畜殖場等場所發電效果良

好，將為我國再生能源奠定長期持續發展的

利基。

移動式沼氣微型氣渦輪發電機組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沼氣發電系統能源

再生計畫」，協助推動中央、漢寶和台糖等

公司之沼氣發電計畫，實踐環保理念；包含

有效利用農業及工業所產生汙水之沼氣，應

用航太的燃氣渦輪對於燃料之多適性及抗腐

蝕性來發電，克服沼氣設備容易損害問題，

並利用餘熱將能源效率提升至70%以上，燃

燒利用掉的沼氣甲烷，可有效減少對環境損

害，降低等同體積二氧化碳的25倍，2015
年在國內已具體利用多個畜牧場、垃圾掩埋

場所產生之汙水，產生有效電能；國外則參

加馬來西亞PIPOC國際棕櫚油產業展，開

拓漢翔在東南亞地區沼氣運用知名度，並將

沼氣發電系統運用於馬來西亞棕櫚油壓製廠

每天48,000立方米沼氣的減排，這是等同50
萬頭豬沼氣減量的效益。

電動車電控制模組

隨著地球溫室效應所造成的氣候暖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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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能源逐漸耗竭，節能減碳成為國際矚目

議題。因汽油車行駛每公里能量消耗是電動

車的三倍，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電動車的四

倍，發展電動車將能顯著的達成節能減碳之

效益。漢翔所開發之電控模組將以應用於小

型電動汽車為首要標的。

能源管理

漢翔公司已成立節能減碳推動小組及技

術分組，更加落實節能減碳之策略，使台中

廠區於2012年取得ISO-50001認證，岡山廠

區與TACC廠區也於2013年取得ISO-50001
認證，並以PDCA(Plan-Do-Check-Action)
的機制，持續改善能源使用方式，達成企業

永續經營目標。

設置電能管理系統

為有效管理公司各廠房、大樓電力系統

之用電總量，漢翔利用電能管理系統進行監

控、蒐集、統計即時用電資料及管理重大機

具即時用電訊息。

節能措施：以夏季(6月1日至9月底)機

台用電管理為例

重大基載用電設備需調節於上午10:00
前完成開機運轉，以利用半尖峰低單價備載

運轉，如重要中央空調系統及生產重大用電

設施。高負載機具用電調整至下午17:00以
後半尖峰時段使用。

增加離峰時段契約量利用率，降低流動

電費。高負載機具配合開機管理措施，避免

用電負載重疊超過契約容量遭台電罰款。

節能成效

漢翔2014年總用電量約113.02百萬度

(營業收入24,924百萬元)，2015年總用電

量為106百萬度(營業收入23,086百萬元)，

2015年致力於節能改善措施，其用電量減

少，顯示執行之成效。

水資源管理

漢翔近年來將水資源利用視為重要議

題，無論是員工節約生活用水宣導，或是生

●新北市八里五具C65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台北三峽三具C30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中科院觸媒燃燒發電及微型電網研發

●台電樹林一具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台中垃圾掩埋場一具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往復式引擎一具80 kW沼氣發電系統

●漢寶畜牧場三具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畜產所一具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中央畜牧場三具C65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台糖畜殖場沼氣發電四具微渦輪發沼氣發電機組

 

■ 微型沼氣渦輪發電機組總設
置容量260kW。

■ 每年可減少7,800多噸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 一年半累計發電133萬度電，
累計收入達430萬餘元。

綠能沼氣進擊，點點黃金成真-成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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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單位水資源再利用都是各單位極力推行之

活動，並為減少水資源流失，除於2013年
開始規劃老舊地下供水管路汰換工程，節水

效益卓越；且負責水電供應與使用單位亦均

持續檢討精進員工節約用水與水資源回收利

用計畫，期能達到最少用水與最高回收使用

百分比。

台中廠區RO廢水收集作為熱處理製

程使用，2015年回收率達46%；全廠區用

水與2014年比較，2015年全區用水減少

40,667度，減少率約5.01%,減少CO2排放

量：6,303kgCO2；岡山區廠RO廢水收集

作為沖廁使用，2015年回收率達15.21%；

全廠區用水與2014年比較，2015年用水減

少7,439度，減少率約4.94%,減少CO2排放

量：1,160.48kgCO2。

水汙染防治

漢翔產生之廢水包含作業製程廢水及員

工生活汙水兩部分。廢汙水處理場皆配置具

廢水處理合格證照專職人員負責廢汙水處理

設備之操作、維護，保持處理設備正常運作

與放流水質符合放流標準。

空氣汙染管理

漢翔少部分製程使用有機溶劑、酸性物

質與粉塵汙染，於生產設備建置前，皆先評

估其加工可能造成之逸散對環境汙染因子，

故汙染防治設備均列為生產線必要設置裝

備。且汙染防治設備設置完成後，更會同轄

區環保機關共同進行功能測試確認工作，經

過檢測數據評估合乎環保法規標準後，始能

開始運作生產。

廢棄物管理

漢翔為求致力於環境保護，降低廢棄物

可能造成之環境危害，公司內部訂定「事業

廢棄物作業規定」、「事業廢棄物清運工作

指導說明」等作業標準與管理文件，在符合

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

法規要求下，根據廢棄物之特性集中分類並

妥善貯存於各暫存區，並不定期進行內部環

境稽核，使公司之各項事業廢棄物皆能完善

管理、清除、處理、再利用，避免廢棄物造

成環境汙染。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2014年營運過程產生之廢棄物總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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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0.13立方公噸，產生之廢棄物中共有71％
可供回收或再利用；2015年營運過程產生之

廢棄物總量降為3,010.64立方公噸，且產生

之廢棄物中更有74％可供回收或再利用。

社會參與

員工關係

員工僱用

漢翔員工進用，採公開甄試方式行之，

全公司男女性別比例約為3.67:1。公司致力

於落實兩性平權，對員工的薪資、績效考

核、晉升機會並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人才培育與發展

為建立符合ISO10015國際認證培訓標

準的訓練品質系統體系，以及達成人力資源

發展策略目標，公司於2015年持續以「航

太產業職能建構、評量與訓練發展」做為人

才培育與發展執行策略，藉由行動方案執

行，有效且快速建立人才培育與發展制度。

員工進修與人才培訓

漢翔已建立生產製造、品質保證、物料

管理、維修服務四大職類之員級人員職能模

型，同時建立物料管理師級以及基層管理職

類領班人員之職能模型，並完成四種職類總

計3,000位員工的職能評量以及群體與個人

相關報表。

除職能發展相關訓練外，依流程構面策

略目標及實際需求辦理相關訓練課程，主要

重點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生產工程、稽核

認證、機械產品製造加工、物料管理、品質

工程、機務、資訊軟體、工程及產品維修

等課程，以確保相關業務主管與員工具備

必要的本職學能。2015年辦理訓練計2,868
班，參與員工計64,623人次，訓練時數合

計263,945小時；公司並鼓勵員工多元化學

習，另開設數位學習課程54班，參與員工

計17,628人次，訓練時數合計20,840小時。

培育未來航太人才

漢翔公司以「成為全球一流之航太及科

技服務企業」為願景，積極培育航太業優秀

種子不餘遺力，於2015年暑假持續規劃辦

理「漢翔2015年大學航太暑期研習營」，

讓各大學菁英學生藉由飛機設計、製造、航

空品保至飛行測試等課程以及相關工作場所

及流程參訪，認識航空工業之能量及未來發

展，期間也安排各校在公司任職學長分享工

作經驗與交流，激發大學菁英學生對航太工

業之興趣，並將學校所學與實務互相連結，

做為職涯發展的試煉與參考。

產學合作

漢翔為將技職教育與航空產業結合並培

養優質航太人才，與多所學校簽署策略/產
學聯盟，共同規劃課程、師資，並提供學生

實習場地與機會，攜手培育航空領域菁英。

勞資和諧

依據勞基法83條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規定，每三個月舉辦一次勞資協商與勞工議

題之討論。目前全體員工參加工會比率約為

70.86%，公司與企業工會為使團體協約之

各項規定執行順遂，2015年勞資雙方召開

四次討論會，落實本條約之履行。

為保障員工權益，漢翔已明訂「漢翔公

司從業人員申訴案件處理作業規定」、「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

「漢翔公司心理輔導實施作業要點」、「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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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公司員工關懷系統運作要點」、「漢翔

公司重大勞資糾紛預防、緊急應變作業規

定」，以及設置各種溝通信箱與專線，員工

有任何意見均可利用內部資訊網、從業人員

申訴規定、員工關懷系統、企業工會、公司

管理會議、勞資會議等管道反應，並定期召

開月會、季會與勞資會議、福利委員會議，

確保溝通管道暢通。

員工權益與福利

持續落實執行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重視員工

教育訓練，維護員工及其家庭之身心衛生，

2015年無人權相關之申訴案件以及公開或

法律事件；推動性別平權，成立「性騷擾申

訴評議委員會」，由經管法務處處長擔任主

任委員，以尊重人權價值精神與男女平等權

益之信念，建立性別實質平等環境。

此外，職工福利委員會秉持照顧員工立

場，積極辦理休閒知性之旅、技藝競賽、球

類比賽、專題講座、文康育樂活動，調劑員

工身心；開辦員工團體保險、致贈退休員工

禮品、壽星賀禮、三節禮券，並辦理各項補

助如社團、結婚、生育、喪葬等補助；設置

餐廳、福利社、特約商店等員工優惠消費。

員工協助系統

為了結合內外部資源，提供同仁解決在

工作、健康、情緒、壓力等方面之協助服

務，漢翔推動員工協助系統(EAS)，並分為

心理諮詢輔導、傷病事故關懷、新人引導、

屆齡/專案退休關懷、重大傷病支持團體等

方案提供協助。

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員工是公司最大的資產，漢翔關懷員工

健康，持續建構健康、安全、衛生和舒適的

工作環境，使每一位同仁都能安心工作，與

公司共創美好的未來。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漢翔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安全衛生政策 職災發生情形

2015年本公司職災發生率以『勞動部

公告按行業分失能傷害頻率(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前三年度之平均值

*0.8=1.67為目標值，年度實際職災發生率

為1.50。

各項職災發生缺失事項，雖未發生罰款

事件且各單位均已完成矯正與預防措施，不

僅仍要求工環單位應再加強推動與稽核相關

事宜，亦請各單位需再強化管理作為並共同

努力創造一健康安全同仁作業環境。

安全衛生管理優良事蹟

1.本公司2015年榮獲高雄市政府肯定獲

頒「高雄市工安環保績優單位」。

2.本公司2015年10月通過SGS公司

OHSAS18001及TOSHMS(台灣職業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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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系統)換證驗證，證書有效期限持續

至107年10月15日，期間每年仍需執行乙次

複評作業，每三年換證驗證。

社會關懷

漢翔公司的經營策略中，以「企業社會

責任的實踐者」為未來公司發展形象自許。

天然災害預防

漢翔有感於天然災害對國人的威脅，持

續本著「資源整合、各界共享」之理念，運用

公司核心飛航工程技術之資源，執行「追風

計畫與西南氣流豪大雨觀測實驗」，期望能

在國家之減災救災政策下，多盡一份心力。

追風計畫

主要係針對可能影響台灣之颱風進行觀

測。執行本計畫之飛機從台中清泉崗機場起

飛，到達颱風氣流雲層之上空後，以規劃航

路投擲「投落送」取得大氣資訊，利用衛星

設備將資訊傳送至中央氣象局之系統中，經

資料同化分析後，改進颱風路徑預報準確

率，以降低國人災害損失，並提供國際氣象

界與學術單位分享，提升我國在颱風研究領

域之國際地位。

西南氣流豪大雨觀測實驗

配合中央氣象局執行「西南氣流豪大雨

觀測實驗」，同樣以飛機於高空投擲「投落

送」，以獲取大氣相關資料。其實驗總體目

標係針對豪雨預警和防減災需求，加強西南

氣流導致的豪大雨天氣系統之基礎科學認

知，改進現有短期定量降雨估計與預報精確

度，並深入了解西南氣流本身的熱動力特

徵，引發豪大雨天氣系統的激發機制，以及

中尺度對流系統本身內部之雲微物理和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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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結構。實驗同時也進行高解析度定量降雨

預報數值模擬與雷達資料同化實驗，以改進

現有定量降雨預報的精確度。

執行成效

2015年分別於8月6日、8月20日及9月
27日執行蘇迪勒、天鵝及杜鵑等三個颱風

的觀測，其中蘇迪勒颱風更是一日執行二次

觀測。自2003年來杜鵑颱風首飛至2015年
共計執行「追風計畫」74飛行架次，觀測

58個颱風。

「西南氣流豪大雨觀測實驗」自2006
年至今，累計執行44飛行架次。在颱風侵

台前12至72小時，能夠有效的減少路徑誤

差，平均達78.6公里，並且改善路徑預報準

確率達26.5%，降低國人財物損失、提升我

國在颱風研究領域之國際地位。

空中醫療救援服務

自2013年6月至2015年，已完成澳門、

上海、西安、香港、深圳、大阪、金邊、瀋

陽、廈門、首爾、杭州、岡山、馬尼拉、無

錫、河內、成都、東京、廣州、寧波、曼

谷、溫州、檳城、沖繩、長沙、南京等海外

緊急醫療空中運送航點及任務共49批次。

未來將持續擴增國際航點，積累緊急醫療救

援經驗，以加速緊急醫療救援運送服務，讓

民眾獲得更完整的醫護服務品質。

敦親睦鄰

漢翔公司每年持續落實敦親睦鄰工作，

董事長與相關主管拜訪廠區周邊地方仕紳，

並編列年度睦鄰經費預算，依據地方需求申

請，提供補助。2015年補助範圍包括：清寒

慰問金、節慶送禮、老人慰問、銀髮族暨里

民健檢、急難救助、弱勢學童航空體驗等。

協助弱勢公益團體

漢翔為能扶弱濟貧，常年透過公司成立

之企業志工團隊人力，定期發起二手物資募

集活動，以深耕方式長期鼓勵員工踴躍捐助

財物，直接間接協助弱勢團體能正常營運。

台北飛航情報區

許可 (D-1日前)

D-1日前許可N

Y

任務歸詢

資訊傳送至
中央氣象局

任務執行
T-30分鐘

人員登機

D日 任務提示

交通部民航局&空域管轄國
(日本或菲律賓)

申請飛航作業(D-2)日
(漢翔公司)

空中觀測日期(D-day)確定
(中央氣象局)(D-2)日

觀測航路與投擲點討論
(台大、颱洪中心 & 漢翔)

交通部
民航局

(台大、颱洪中心&漢翔)

颱風及西南氣流豪大雨觀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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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公益活動

為持續協助各單位及本公司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以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同理心，

透過企業志工團隊的宣傳及協助，展開社會

關懷行動。漢翔企業志工隊獲頒104年台中

市政府勞工局「團隊服務獎」。

CSR得獎紀錄

第24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漢翔岡山廠主要從事發動機製造，秉持國防

科技工業研發的精神推動環境保護，成為首

家獲獎的航空製造業。

2015年度毒性化學物質聯防運作管理

績優優良獎：本公司積極參與「中區毒性化

學物質聯防組織」，該組織於績優評選中獲

得優勝。

績優健康職場健康領航獎：衛福部國健

署推動健康職場，本公司整體表現優異，榮

獲南區推動健康職場績優單位。

(資料來源：漢翔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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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長期以來肩負著發展航空工業的使

命，積極成為「全球一流的航太及科技服務

企業」，除了帶動國內航太產業技術提升、

強化經濟體質；並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的經營理念善盡企業公民責任，整合

公司資源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擴大就業 善盡社會責任

漢翔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範圍涵蓋公司治

理、永續環境、社會公益、資訊揭露等層

面，更自許成為推動環境保護、綠色產品、

社會關懷的領頭羊。漢翔2016年分別入選

證交所編製的企業社會指數「台灣就業99
指數」與「台灣高薪100指數」。

其中，「台灣就業99指數」是證交所

為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協助降低失業

率，從上市公司中篩選出僱用員工人數最多

的99間公司所編製；另為鼓勵企業加薪、

留住人才，以發放薪酬較高之上市公司編製

「台灣高薪100指數」。

漢翔董事長廖榮鑫也指出，漢翔在追求

營運成長的同時，也重視對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影響，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經營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即刻救援 發揮飛航優勢

漢翔在飛航服務的部分，因為擁有相關

的技術，可以進行颱風觀測及醫療救援等，

為台灣環境保護及防災盡社會責任；其中，

執行蘇迪勒、天鵝及杜鵑等颱風觀測18餘
小時，預測路徑及降雨量具顯著改善成效；

緊急醫療，2015年度執行21批次救援任

務，其中，包含緊急運送八仙塵爆傷患返回

香港就醫等。

並且要求所有的同仁須貫徹「誠信正

直」的核心價值、以「當責」為堅定不移的

組織文化、並且「信守承諾」做為與共同利

益人的堅定黏著劑，一定要力求在股東、員

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之間，達到利益均衡。

廖榮鑫指出，綜觀全球航太產業，各航

空運輸業者均更換輕型、省油、減排綠能的

飛機與引擎，以因應不斷升溫的環保議題，

身為航空國際供應鏈的一員，漢翔更不能置

身於外，除整合國內航太產業能量共同爭取

國際訂單，並在產能規劃上採用綠建築或環

保製程設計，及依據客戶需求使用強度高、

重量輕的複合材料，以減輕重量降低油耗、

減少空氣汙染，對全球環境保護盡分心力。

四大理念 塑造優良文化

而且漢翔長期推動的經營理念，當

責（Accountab i l i ty），凡事應主動進

取，積極負責；創新（ Innovat ion），

在工作上要持續改善、不斷創新；專注

（Dedicat ion）：全體同仁要發揮並提

升其本職學能專注於工作上；顧客導向

漢翔誠信正直 保障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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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Orientation），透過團隊合

作、良性競爭，滿足顧客需求，創造公司最

佳利益，塑造企業優良文化，並達成落實

「全員品保」、獲致「顧客滿意」、創造

「合理利潤」、確保「永續經營」；長期以

來漢翔更積極推動保障股東權益、資訊透明

化為公司治理重要的責任和精神，已制定公

司治理架構與執行審稽實務，確保公司相關

重大資訊皆以即時與公平之方式揭露。

在「環境保護」方面，除建立環境管理

系統、降低生產及營運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亦積極開發環保製程技術，及協助客戶開發

綠色環保產品以共同實現企業公民責任。漢

翔以航太燃氣渦輪引擎核心技術及控制系統

設計能量投入再生能源領域，降低畜牧業排

遺之沼氣（甲烷CH4）所造成的溫室效應，

並持續配合經濟部政策協助各縣市推廣沼氣

發電能源案，運用於垃圾掩埋與畜殖等場所

之發電成效良好。

在「社會關懷」方面，堅持「照顧基層

員工、鼓勵優秀員工」的基本理念，除重視

員工權益及生涯規劃與發展、推動員工及家

庭協助系統達成員工調薪之承諾等，並於

2015年6月獲證交所納入「臺灣高薪100指
數」，而在重視員工學習發展的同時，也結

合供應商共同推動產學訓合作，配合社會資

源改善青年就業問題，提升航太產業整體競

爭力。

防災救災 啟動追風計畫

另配合政府「防災優於救災、離災優於

防災」理念，漢翔運用飛航工程技術核心資

源，執行「追風計畫與西南氣流豪大雨觀測

實驗」，讓政府及民間預先做好各項災害防

治措施，以降低國人生命財物之損失。漢翔

也提供本島、離島的醫療後送服務及國際航

線之醫療轉運，使民眾獲得更完整的醫護服

務，深獲社會大眾肯定。

漢翔將秉持永不停歇的學習精神、積極

奮進的工作態度和虔誠不移的感恩心念，持

續整合公司資源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並

藉由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使公司與國際產

業發展趨勢接軌，提升與利害關係人之關

係，建立優質企業形象，達成永續發展的目

標。

整合資源 籌組A Team 4.0

航空產業為國家策略性產業，可帶動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業務面的部分，為了推動

台灣航太產業發展，整合產、官、學、研等

單位籌組「航空產業A Team 4.0」，利用航

太技術及品質認證優勢輔導供應商，期能培

植提升產業鏈內上下游環保綠能製造技術，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漢翔主導推動「台灣航太產業A Team 
4.0」2016年10月在漢翔台中廠區（鋁合金

加工、複材加工）舉行「台灣航太產業A 
Team 4.0智慧機械設備合作模式研討會」，

制定合作期限及機台績效標準。

廖榮鑫也認為，從IMTS國際工具機展

發展趨勢來看，推動A Team 4.0是符合世界

潮流，長期希望智慧機械設備要提高精度、

可靠度、配備周全、智慧自動化；長期還要

提升至航太等級，並積極發展客製化的特殊

性智慧機械設備，如航太複材智慧機械設備

等，推動工業4.0，如機械新產品走向自動

化、智慧化、客製化等，全面化的產業升

級。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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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車

公司概述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概稱和泰

汽車)創立於1947年，初期以貿易為主要業

務，隨後陸續取得豐田、日野、凌志等汽車

知名品牌之代理權。迄今，係日本豐田汽車

海外市場的首家總代理商，並於1997年於

台灣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2207)。

「共好文化」推動

推動背景

和泰汽車持續秉持「TOYOTA WAY」

不斷改善的精神，繼續挑戰自我，推動改

革。因為企業要長久經營，唯一不變的法則

就是不斷的求新、求變，才能促進公司及

全體同仁共同成長，達到員工得意、顧客

滿意、股東樂意的企業經營目標。2014年
起，本公司著手推動「共好文化」，以激發

員工工作熱情，塑造互相鼓舞氛圍，進而提

升經營績效。共好文化的精髓如下：

願景與使命

和泰汽車的使命-TOYOTA集團BEST
總代理

和泰汽車的願景-跳脫框架.凌駕夢想

永續發展推動組織

和泰汽車為徹底落實永續經營之理念，

於2011年10月由董事會訂定「和泰汽車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對象包括本公司及

旗下集團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以符合平衡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發展之國際趨勢，並

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

善員工、社區、社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企

業責任為本之競爭優勢為出發點。

我們相信透過有效的管理及執行，將

CSR行動與經營策略結合，且內化為發展與

營運策略之根本，並偕同員工對社會永續發

展創造持續貢獻。和泰汽車對於企業社會責

任之實踐，係遵循「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

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加強企業社會

松鼠的精神

做有價值的工作

海狸的方式

掌控達成目標的過程

野雁的天賦

相互鼓舞

01 02 03

面對集團

前瞻發展策略的

規劃者

面對組織

勇於挑戰、

持續改善的團隊

面對顧客

創新服務的

提供者

TOYOTA 集團

BEST 總代理

跳脫框架
凌駕夢想

時時自我
挑戰達成

不可能的任務

保持危機
意識掌握
時代趨勢

激發員工
熱情挑戰
更高目標

跨越桎梏
以創新的

做法克服逆境



— 355 —

責任資訊揭露」等四大原則，並且參考國際

相關倡議之精神，針對四大原則提出指導方

針，作為日常作業之依循。

和泰汽車求永續經營的落實，於2012
年正式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專責小組」，由

董事長擔任指導委員，總經理出任主任委

員，副總經理為副主任委員，並由各本部協

理為專責小組委員，由公司整體經營團隊所

組成之專責小組，擬訂和泰汽車整體企業永

續發展之脈絡，同時反應利害關係人關注之

相關議題，並且配合公司推行之方針管理，

將CSR相關事務結合方針於前一年制定之次

年度方針，於當年6月參酌方針執行狀況進

行下半年方針修訂。適時呈報董事會，彙整

董事相關指導，並採取適當行動及對策。

同時為符合整體企業永續精神之推動，

公平競爭

永續環境

維護社會利益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避免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確實履行納稅義務

．反賄賂貪瀆

．企業捐獻須符合內部作業程序

．減少商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妥善處理廢棄物

．採用低耗能、綠能用品

．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如耗能用品的回收、再利用

．增加商品與服務之效能

．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

．反歧視

．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劃

．與員工溝通對話

．宜秉持對商品負責與行銷倫理，維護客戶權益

．不得有欺騙、誤導、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客戶信任、損害客戶權益之行為

．尊重並保護客戶之隱私權

．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供應商合作，共同

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企業社會責任之治理機制、策略、政策及管理方針

．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司營運與財

務狀況所產生之風險與影響

．公司為企業社會責任所擬定之履行目標及措施

．企業社會責任之實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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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於專責小組下成立三大永續方向推動小

組，分別為「經營發展推動小組」、「永

續環境推動小組」以及「社會參與推動小

組」，涵蓋所有相關部門。而為進一步追求

資訊揭露之強化與落實，責成公關法務部擔

任「CSR報告書編製小組」，負責整體和泰

汽車永續作為與績效之公開揭露，與利害關

係人展開有效溝通。

和泰汽車為落實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

量，於2006年開始積極向日本豐田汽車爭

取引進環保節能油電混合車，展現降低對自

然環境衝擊的用心，至2015年底，和泰汽

車油電混合車累計銷售量已達71,837台，不

僅實際彰顯對環境的友善，也帶動台灣汽車

界追求綠能運輸的風潮。

重大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利害關係人溝通

和泰汽車期待為整個產業及社會在邁

向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做出實質的貢獻。

也相信透明化的溝通與良好的互動，對於

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信任感的建立，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與影響。因此，我們透

過AA1000SES-2011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

(SES)，找出七個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分

別建立不同的溝通管道與平台。因為利害關

係人所關心的議題，也是促使我們不斷改進

的動力，進而為整個社會帶來良善的循環與

真正的益處。

重大性議題矩陣

潛在性議題
永續管理之重大議題

關
注
程
度

影響程度

和泰重大性矩陣

經銷商管理

公平交易

人才招募

人才培訓與
教育訓練

勞工權益

薪資福利

職場環境

法規遵循

永續供應商管理

風險管理

公司治理

綠色服務與維修能源管理

辦公室環保

水資源管理

環保教育

公益與慈善活動

新興市場策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
申訴機制

綠色運輸與物流

廢棄物管理空氣污染防劑環境管理

溫室體管理

核心重大議題

品牌管理

產品設計

客戶服務

營運績效

企業永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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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和泰汽車由黃烈火先生所創立，現由蘇

燕輝先生擔任榮譽集團總裁，黃南光先生為

董事長，總經理由蘇純興先生擔任。和泰汽

車董事會擁有完整且獨立的監督功能、專業

的經營團隊、嚴謹的內稽內控機制，透明且

即時的溝通機制與管道。任何政策或法規的

變動，本公司皆嚴格遵守法令規定，並及時

因應主管機關之管理辦法與實務守則。

於重視並遵循「正直誠信」的企業文化

指導下，和泰汽車力行財務公開化、資訊透

明化原則，徹底貫徹正確有效的經營管理，

並致力於股東權益之保障，以達成共好治理

的極致境界。

董事會運作

董事會係和泰汽車最高層之決策與監督

單位，職司公司治理之結構規劃及審酌，其

運作悉依「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

事規範」，每季至少召開一次，由董事長召

集並擔任主席。定期董事會主要議事內容，

包括但不止於營運計畫、年度與半年度財

共好治理

93.2%

31.5% 132,418台

前6%~20% ISO 27001

101,971,202,000元

425.05元

2015 年和泰汽車董事平

均出席率達 93.2%，落

實公司治理實質性。

和泰汽車於 2015 年小型

車 (TOYOTA+ LEXUS) 市

場佔有率達 31.5%，亦

為所有品牌中第一名。

2015 年和泰汽車總營收

2015 年和泰汽車每股市值 ( 平均 )
和泰汽車 2015 年總販售小型車台數

達 132.418 台。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和泰汽車列為

前百分之六至前百分之二十之公司。

和泰汽車協同旗下 8家經銷商，推動國際

資訊安全管理標準 ISO 27001 驗證，成為

台灣汽車業界第一家總代理及經銷商，上、

下游廠商均通過 ISO 27001 認證的汽車經

銷體系，提供顧客安全無虞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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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內部控制制度變動、內部稽核業

務報告以及其他重要事項等。本公司董事

成員依據「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選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目前

和泰汽車董事會共有21名董事及四名監察

人，預計2016年選任第19屆董事後，將設

置三名獨立董事。2015年董事平均出席率

達到93.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之出席率為

82.3%，且為掌握最新公司治理趨勢及產業

脈動，董事皆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每年進行進修。

誠信經營-落實法規依循
和泰汽車為尋求良好公司治理制度，秉

持誠信經營與落實法規依循，特別訂有「和

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內

含董事會利益迥避程序)、「和泰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反賄賂誠信經營守則」、「和泰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與「和

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

程序」等，進一步確保誠信經營的優良傳

統。而為求全體員工皆能依循相關法規，和

泰汽車訂有員工指導綱領，作為最高指導原

則，同時配合共好文化以及員工行為準則，

將指導綱領進一步延伸，透過文化的形塑以

及具體的規範，讓所有同仁於日常作業中，

皆能有所依循。

資訊揭露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充份揭露攸關性及

可靠資訊、降低資訊不對稱落差，並加強與

投資人溝通，和泰汽車特別制定「資訊揭露

原則」。

風險管理

和泰汽車對風險管理極為重視，除各部

門均應謹慎辨識可能存在之風險，研判風險

影響程度及發生頻率，並須掌握跨部門與風

險之間的相互影響外，財務部門則依照董事

會核准之政策執行，並針對利率與匯率波

動、通膨或通縮變化等財務或有風險，進行

長期的研究、評估、防範及規避作業。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及顧客資料保護

和泰汽車自1987年開始豐田在台新事

業，29年來已累積200多萬顧客資料。對

此，我們秉持「總是為您設想」之精神，持

續精進及強化資訊安全系統，提供顧客正

確、安全的資訊服務。為全面實現「資訊安

全零缺失」的高品質服務承諾，和泰汽車成

立了「資訊安全委員會」，作為集團資訊安

全之最高指導單位，以貫徹資訊安全治理政

策，明確宣示及落實維護資訊安全，並要求

全體員工確實遵守。此外，和泰汽車更協同

旗下八家經銷商，推動國際資訊安全管理標

準ISO 27001驗證，成為台灣汽車業界第一

家總代理及經銷商，上、下游廠商均通過

ISO 27001認證的汽車經銷體系，提供顧客

安全無虞的服務。

保護顧客隱私權

為確保顧客隱私權，和泰汽車遵循個人

資料保護法，將個資保護納入公司治理強化

重點項目。2010年起，和泰汽車即成立集

團內跨公司之個資防護組織，並建立全集團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致力建立全集團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從企業策略面著手定位組織管理

與運作，透過業務流程與資訊系統的分析，

檢視個人資料取得、處理、傳遞、儲存、封

存與銷毀等過程的生命循環及存取控管情

況，規劃最合適的個資保護解決方案，確實

保護顧客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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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精神，是和泰汽車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從售前到售後的維修服務，我們讓服務

不僅是工作，而是時時站在客戶的角度思

考，創造超越滿意的感動。

傾聽顧客的聲音

和泰汽車以「總是為您設想」的服務理

念，要求全國所有經銷商，以專業貼心、確

保消費者權益為前提，推動各項服務政策及

行動。本公司相當重視顧客意見的反映與後

續處理，為提供顧客便利及一致性服務機

制，我們特別設置「顧客服務中心」，統一

接收及處理相關諮詢及申訴需求，並透過電

訪、郵訪方式蒐集顧客聲音。為了更有效追

蹤及控管顧客意見之處理情況，和泰汽車率

同業之先，於2005年導入顧客服務專業資

訊系統，並透過系統與經銷商總公司、地方

據點三方連結，確保三方同步掌握即時且正

確的資訊，提供迅速便捷之顧客服務，來保

障顧客權益。

顧客服務
專業資訊系統

All-in-One行車生活服務App
「驅動城市」和「LEXUS Plus」

LEXUS Safety System +

TSS(TOYOTA Safety Sense)
主動式安全防護系統

為了更有效追蹤及控管顧客意見之處理

情況，和泰汽車率同業之先，於2005年

導入顧客服務專業資訊系統，並透過系

統與經銷商總公司、地方據點三方連結，

確保三方同步掌握即時且正確的資訊，

提供迅速便捷之顧客服務，來保障顧客

權益。

為了更有效追蹤及控管顧客意見之處理情況，和泰汽車率同業之先，

於2005年導入顧客服務專業資訊系統，並透過系統與經銷商總公司、

地方據點三方連結，確保三方同步掌握即時且正確的資訊，提供迅

速便捷之顧客服務，來保障顧客權益。

計劃針對未來大 /小改款或新導入之車型，將LEXUS Safety System + 主動式安全防護系統列為

標準配備，而大 /小改款或新導入之Hybrid 車型，則追加車輛接近警示系統，以提升道路行駕

的人車安全。

和泰汽車致力擴大搭載安全配備車型的

比例 -針對暢銷冠軍COROLLA ALTIS 推

出 Safety+ 版、主力量販等級升級搭載

VSC車輛穩定控制系統、TRC循跡防滑

控制系統、Smart Entry 車門啟閉系統、

Push Start 引擎啟閉系統等九項科技 /安

全配備。

共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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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品安全性能

和泰汽車對產品安全性的提升從來不遺

餘力，舉凡主被動式防護系統、安全駕駛輔

助系統、煞車/懸吊系統、高剛性車體設計

等，都在「總是為您設想」的理念下，逐年

增添顧客行車安全之更高保障。2015年發

表的「日野低地板巴士」新車，為確保更平

穩、更安全的駕乘行能，配備了三段式油壓

減速器、四輪碟煞與ABS煞車系統等安全

平穩設計，而日野貨車座艙則採高剛性強化

設計，搭配車門防撞鋼樑及潰縮式方向盤。

以豪華車著稱的LEXUS，其肅靜性

與安全始終備受肯定。截至2015年，已針

對GS、GSF、ES、RX及LX等改款車系

導入Lexus Safety System+主動式安全防

護系統，另於RX450h、GS450h/300h及
RC300h等油電複合動力車(Hybrid)裝載了

專屬的車輛接近警示系統。本公司更計畫針

對未來大/小改款或新導入之車型，將Lexus 

Safety System+主動式安全防護系統列為標

準配備，而大/小改款或新導入之Hybrid車
型，則追加車輛接近警示系統，以提升道路

行駕的人車安全。

為降低意外發生的可能性、提高行車

安全，和泰汽車導入高科技安全配備，

例如TSS(Toyota Safety Sense)主動式安

全防護系統、TNGA(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全新世代模組化底盤等。同

時為回應市場消費者期待，和泰汽車致力

擴大搭載安全配備車型的比例，針對暢銷

冠軍COROLLA ALTIS推出Safety+版，主

力量販等級升級搭載VSC車輛穩定控制系

統、TRC循跡防滑控制系統、Smart Entry
車門啟閉系統、Push Start引擎啟閉系統等

九項科技/安全配備。另於2015年小改款的

RAV4全面強化安全性，將VSC車輛穩定控

制系統、TRC循跡防滑控制系統、駕駛座

膝部SRS氣囊、HAC上坡起步輔助系統等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TOYOTA

LEXUS

商用車

SSI電訪(成績)

SSI電訪(滿意率)

CSI電訪(成績)

CSI電訪(滿意率)

電訪-SSI(落實度)

電訪-CSI(落實度)

郵訪-SSI(滿意度)

郵訪-CSI(滿意度)

CSI-電訪

SSI-電訪

調查方式

97.2 

83.3%

96.8 

77.1%

98.1%

98.0%

979

978

97.2 

82.0%

97.4 

81.3%

99.4%

98.4%

977

971

95.3

-

97.7 

85.8%

97.2 

81.1%

99.4%

98.5%

983

980

94.9

92

95.9 

75.5%

95.9 

75.3%

98.6%

97.2%

983

961

97.8 

84.6%

96.4 

77.8%

98.5%

97.4%

986

965

調查方式說明

一、TOYOTA

（1）SSI電訪成績：整體TOYOTA營業所之滿意度之分數平均。

（2）SSI電訪滿意度：整體TOYOTA營業所調查樣本中，達A+(95分 )以上的高滿意比例。

（3）CSI電訪成績：整體TOYOTA服務廠之滿意度分數平均。

（4）CSI電訪滿意度：整體TOYOTA服務廠調查樣本中，達A+(95分 )以上的高滿意比例。

二、LEXUS

（1）電訪：整體LEXUS營業所 /服務廠之落實度分數平均

（2）郵訪：整體LEXUS營業所 /服務廠之滿意度分數平均

三、商用車：SSI、CSI 只有電訪沒有郵訪。

顧客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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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全等級標準配備，並配備七顆SRS氣囊

於主力量販等級，全面提升車輛安全性，用

心守護人車安全。

共好夥伴

和泰汽車締造新車銷售第一名的長期

紀錄，又能成為獲獎無數之汽車業標竿企

業，全體員工兢兢業業的卓越表現外，合

作超過一甲子的日本豐田汽車、精工打造

TOYOTA、HINO國產化的國瑞汽車、緊密

團結且共識堅強的經銷商團隊、提供高品質

也高配合度的供應商，全是和泰汽車最感

念、最驕傲的共好夥伴。

永續發展

和泰汽車對環保議題的目光從未停滯於

眼前的成就，而是不斷在全球的趨勢中，走

出一步步自己的道路，專注的腳步亦不曾稍

歇。我們以實現「低碳與循環型社會」為願

景，在車輛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從開發設

計、採購、生產、物流、銷售減少浪費和回

收利用，積極降低產品與服務對環境的影

響。我們對環保的原則及行動，係依循日本

151個據點

2,669萬元

自 2003年起積極推動經銷商及

關係企業通過 ISO 14001驗證，

是國內車業第一家結合經銷商全

數據點通過 ISO 14001驗證的企

業。

近三年環保支出金額，包含環境

教育、環保設備、環境管理系統

與廢棄物處理。

全車型符合環保署、經濟部與交

通部法規標準並取得合格認證。

能源效率標示在等級2

以上之車型比率。

平均年度用電強度，2015

年降低的百分比。

平均年度溫室氣體排放

強度，2015 年降低的百

分比。

使用環保水性漆塗料，

每年可減少有機溶劑揮

發性氣體的排放量。

建置經銷商R134a冷媒回收

機，2015年之總回收量。

經銷商車輛廢棄物回收

比率。

100%

100%

74% 4.2% 4.8% 360萬個

50噸 526公斤

共好環境

協助經銷商服務據點導入

中央給油設備，每年可減

少機油瓶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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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汽車之地球環境憲章(TOYOTA Earth 
Charter)來推行，用中、長期的思維來履行

核心行動。日本豐田的企業文化強調尊重他

人，在追求企業成長的同時，也將環保放在

日常營運的核心重點，透過「地球環境憲

章」作為全球TOYOTA夥伴的環保指導原

則。也因此，和泰汽車環境永續政策包含政

府政策、汙染防治、資源回收與環境意識四

大面向。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改善廠區周界環

境品質，以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落實資源永續利用，促進資源回收再

利用、減少廢棄物產出及避免資源浪費。

●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消除工作場所

產生影響員工的危害因素。

●強化員工環保意識，舉辦環境教育訓

練與積極參與社區環保事務。

環境永續行動與計畫

和泰汽車近年未曾有重大環境違規，是

由於每位員工皆考量自身工作對潛在環境的

環境永續行動績效與成果

2016新規劃

100%通過

一年提交兩次管理明
細表並確保無使用

舉辦8場

持續較基準年減少排放

-

-

-

-

低於 2015年排放量

100%通過

TOYOTA玩具愛
分享活動

每年發行

．專責人員教育
共計300
．全員環保教育
共計500人
．環保公報發行12期

-

2015年具體實績

TOYOTA與 LEXUS據點全數通過

一年提交兩次管理明細表
並確保無使用

共舉辦8場

比2008年基準
年減少24.23噸

累計共導入進口車型13款

減少268.2噸紙材

減少268.2噸紙材

更換 LED燈管、公務車選用
油電混合車、燈具分區控管
、空調溫度設定、省水設備

比 2008 年減量 5.15%，實
際減量達2,177.7 公噸。

TOYOTA與 LEXUS據點
全數通過

與台大和林務局合作捐贈2
萬顆樹苗並提供3年的樹林
撫育基金400萬

-

每年發行

．專責人員共計59人

．全員環保教育共計256人

．環保公報發行12期

具體實施項目

全據點通過 ISO 14001認證

供應商有害物質管理

定期舉辦環境月活動

使用水性塗料以減少有機溶
劑揮發氣體產生

導入油電混合節能環保車款

零件部包材回收減量再利用

經銷商零件包材回收、廢棄
物回收

總公司、新莊、楊梅各區域
實施節能改善方案

經銷商設定並達成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

經銷商環境風險評鑑（DERAP）

舉辦各項環保公益活動
樹苗捐贈

推動節能商品活動 - 
省油競賽、推廣Hybrid 車款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環境教育推廣 - 環管專責人
員教育、全員環保教育、環
保公報發行

議題

朝低碳節能
努力

建構循環型
的社會

持續
投入環境、
生態保育

強化
環境管理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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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努力於商品企劃、運輸、販賣、維販

賣與維修等營運活動中，達成零汙染的目

標。和泰汽車的環境永續行動是整合經銷

商、服務廠及物流中心等體系來共同執行。

於優化及改善後，再逐步推展至全公司及各

協力廠商。我們透過全面性地瞭解環保法

規、相關環保設備及設施的導入審查、環保

業務宣導及環境管理專業人才培訓等，針對

營運過程中的各項環境風險予以嚴格管控，

據此推行各項環境永續行動和計畫。在環境

保護的投資與支出上，我們定期舉辦環境減

少教育，優先採購環保材與節能設備、導入

環境-管理系統並每年經過外部驗證，以及

委託優良廠商進行廢棄物處理；近三年的總

投入金額超過兩千萬元。

社會參與

1億2,800萬元

936萬元 2.2萬小時 795萬元

5.4萬小時

0件

總經理

2015 年員工福利總支出金額，比 2014

年成長 10%。

2015 年員工教育訓練總支出金額，

比 2014 年成長 24%。

2015 年員工教育訓練總時數，比 2014

年成長 55%。

2015 年售後服務人員教

育訓練總支出金額，比

2014 年成長 43%。

2015年售後服務人員教育

訓練總時數，比 2014 年

成長31%。

全體、職能、所長與

副所長之教育訓練，

連續三年的完訓率。

秉持「安全第一」的

工作原則，近三年來

員工發生重大的安全

意外事件為零。

導入總經理職能訓練課

程，包含策略引領力、組

織影響力、願景領導、遠

見與洞察力、決斷力、誠

信經營、發展夥伴關係、

危機管理。

共好員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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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與福利

權益維護

和泰汽車在2009年制定，並於2013年
修訂「和泰汽車員工行為準則」，建立一致

道德標準來加強員工自律精神，提升公司內

控及治理能力，強化重視公益與環保的公司

文化。攜手跟員工一起投入社會貢獻行動，

致力於創造更好的社會價值。

我們建立多元化的勞資溝通管道，每

兩年定期於第三季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

2015年共發放問卷449份，回收326份，回

收率73%。以滿分5分計，整體滿意度總平

均由2011年的3.70到2013年的3.79，2015
年續成長至3.86。透過對所有調查結果進階

分析，瞭解同仁對工作環境之滿意度與真實

需求，作為公司政策改善之基礎。

薪酬與福利制度

和泰員工之薪酬待遇，皆依員工待遇支

給辦法辦理；唯協理級以上人員需由公司薪

資報酬委員會審核與建議，並經董事會通

過。公司亦委託外部獨立顧問進行員工薪酬

之建議報告，而員工本身也可透過勞資會議

反應，或經由員工意見信箱進行建議。升遷

制度依資位分為16級，各職級則依其市場

價值及公司薪資政策，設定薪資中間值和上

下限，使員工薪資結構兼顧合理化與彈性

化，亦有效激勵員工積極提升職能、創造更

佳績效。

福利會乃為照顧員工生活與增進福利而

成立，其服務項目包含結婚/生育/喪葬/急難

慰助、獎助學金、年節福利品、慶生禮品、

旅遊補助、急難貸款、住院慰問、住院補助

與退會慰勞。並訂有和泰汽車互助辦法，以

照顧會員生活。公司每年提供員工健康檢查

費，並邀請醫師至公司說明體檢之結果與預

防疾病之方法。另為因應本公司與國外廠家

往來日趨頻繁，特定管理部人才發展室為教

育訓練主管單位，來全面統籌規劃該員工語

言能力發展計畫。制定員工外語進修補助辦

法，持續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以提升員工語文

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促進業務溝通與推

動。

工作健康與安全

安全不僅是工作的基本條件，亦是目

標，全體員工應努力創造安全、健康、舒適

的工作環境。和泰汽車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乃秉持著「跳脫框架、凌駕夢想」的精神，

提供顧客優質車輛與感動服務。同時，不斷

挑戰極限、超越自我，以「保護員工工作安

全」、「促進工作環境衛生」、「關懷員工

身體健康」為目標，持續改善提高職業安全

衛生績效，達到永續經營、持續服務的願

景。

人才培育與評核

持續學習，是和泰汽車協助員工發展的

基石。我們重視員工的職能與潛力發展，每

年投入大量的教育訓練資源，透過員工技能

及素質的提升，強化企業的整體競爭力。依

據和泰汽車公司教育訓練辦法，以有計畫

性、長期性、連貫性的方式培養各級優秀人

才，達成公司永續發展之最高目標。教育訓

練計畫由管理部全面統籌辦理，從擬訂計

畫、派定師資、編訂教材、甄選受訓人員、

籌劃教育場所、檢討訓練成果，到訓練經費

預算編定與執行運用的過程，來健全完整的

教育訓練體系。

和泰汽車的社會公益五大主題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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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環境保護、弱勢關懷、學術培育、藝

文及體育活動推廣」。60多年以來，公司

即抱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觀念

投入社會慈善工作，積極舉辦及獎助各種公

益活動，數十年來不曾間斷過。除奉獻在與

本業相關的交通、環保等公益議題之外；近

年來更致力於弱勢關懷及學術、藝文等推

廣，以善盡企業公民責任並回饋給社會，成

果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肯定與認同。

交通安全案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44,000套

18萬名學童

4,531名志工

1,000萬元 1,800萬元 2,450萬元

6台捐血車 579萬毫升

2011 至 2015 年的五年時間完成捐贈全台灣各

縣市國小交通導護裝備，裝備包含警用等級之

反光背心與指揮旗。

2005 年至 2015 年，已舉辦超過 800場說故事

巡迴活動，累計學童參與人數。

2013年起帶領八大經銷商共同推動「社區綠改

造計畫」，近三年的志工投入人數。

2015年啟動喜憨兒關愛計畫，

提供庇護工廠的憨兒們長期、

穩定的經濟支持，並喚起更多

社會大眾一同共襄盛舉。

自2013年起，每年捐助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弱勢學童長假

營養資助計畫」，攜手改善偏鄉

孩童暑期用餐的困境。

自 1991年起實施和泰汽車技術支援計

畫，協助技職學校培育汽車修護人才，

至目前捐贈之教材與實習教育車輛之累

積金額。

自2011年起，每年捐贈大型捐

血車給各捐血中心，提升民眾

捐血時的便利、舒適與安全。

自 2012 年開始，於每年的 8月

份舉辦「和泰全國捐血月的活

動」，截至 2015 年底已募集的

捐血量。

共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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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案例：環境月活動

弱勢關懷案例：喜憨兒庇護工場計畫

2015年啟動喜憨兒關愛計畫，於全台

121個TOYOTA服務據點全面採購喜憨兒烘

焙商品。藉由長期採購合約的簽訂，提供憨

兒們長期、穩定的支持，並喚起更多社會大

眾一同共襄盛舉。協助庇護工廠年收益約增

加1,000萬元以上，捐贈醫療巴士一台。

學術培育案例：全球夢想車創意繪畫

大賽

藝文與體育活動案例：Lexus經典饗宴

――第六感生死戀

CSR得獎紀錄
●LEXUS獲得天下雜誌「金牌服務大

賞」第一名(汽車原廠服務業)

●「台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獎榮耀連續

二年獲獎(工商時報)

●壹週刊「服務第一大獎」第一名

●TOYOTA榮獲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

品牌」汽車類第一名

●LEXUS獲得台灣區豪華車SSI(新車

銷售顧客滿意度)第一名

●LEXUS獲得台灣區CSI(汽車售後服

務顧客滿意度)第一名

(資料來源：和泰汽車2015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2015

1,649
參與人數

．以「社區大連線，擁抱綠未來」為主體，邀請社區發

揮巧思投稿提出創意 idea。

．針對社區閒置空間再改造或綠美化，並由經銷商提供

贊助金及一日志工協助進行社區環境改造。

．累計超過350份社區改造計畫書，並從中挑選優秀改

造計畫共22件進行社區綠改造。

A（8歲以下）

B（8至11歲）

C（12 至 15 歲）

總計

TOYOTA 全球夢想車創意繪畫大賽作品數

201320122011 2014 2015

29,462

28,743

13,038

71,243

16,852

9,638

513

27,003

9,270

18,209

5,628

33,107

14,498

13,457

5,571

33,526

6,258

29,843

3,687

3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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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車回饋社會 環繞三主軸

和泰車在還不是產業龍頭的時候，自

1974年起，即投身於交通公益事業，致力

於交通安全宣導及推廣相關活動，迄今已逾

40年未曾中斷。

推廣交通安全 不遺餘力

和泰車表示，「永續經營企業、積極回

饋社會」是和泰汽車集團的經營宗旨，和泰

車深信企業經營應與永續發展齊頭並進，數

十年來以實際行動舉辦各項環保、公益活

動，善盡企業公民責任，為台灣盡一分心

力。

除公益、環保活動之外，和泰車所代

理之品牌TOYOTA及LEXUS也積極舉辦人

文、藝術等相關活動(如TOYOTA全球夢想

車繪畫比賽、LEXUS新銳影展等)，以期培

育更多台灣優秀人才；今年和泰車總計投入

近1億元作為公益活動的費用。

40年下來，和泰車的公益活動分為三

個主軸：社會參與、社會承諾與環境友善。

串聯五基金會 聯合勸募

社會參與部分，今年首次結合五大基

金會(兒福聯盟、喜憨兒基金會、伊甸、陽

光、血液基金會)成立讓愛啟動公益勸募平

台、投入廣宣資源，廣邀車主以及大眾捐

款。今年的愛心捐款加上和泰車共同參與總

計2,000萬元，用於捐贈一台和泰號大型捐

血車、幫助弱勢學童、老人、身心障礎及顏

面傷殘等弱勢族群，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從2011年起，和泰車已捐贈七台捐血

車、5萬個血袋空袋，總價值超過4,000萬
元，而且因應捐血車的捐贈，和泰車結合

八大經銷商、全台捐血中心共同舉辦捐血

活動，自2016年已舉辦510場捐血活動，

近2.5萬元參與捐血，募集共884萬CC的血

量，有效舒緩暑期血荒問題。

同樣是以交通安全為考量，和泰車已投

入國小巡迴說故事11年，請知名劇團以生動

的表演方式，傳達交通安全的正確知識。也

從2011年起開始捐贈台灣各國小導護志工裝

備，累計捐贈5萬套導護裝備，到今年全國

國小已送過一輪，今年開始第二輪的捐贈。

動員全台社區 改造環境

環境友善方面，發起綠色環保總動員全

台社區大募集，透過環境月活動改善閒置空

間，將資源回饋在地，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和

環境保育，自2013年至今已辦過超過20場
的環境改造活動。

更有意思的是和泰車的玩具復活節活

動，許多家裡小朋友長大、舊玩具堆積如

山、不知如何處理的問題因而獲得解決，透

過玩具復活、二手玩具被清潔、再生之後，

透過寒暑假招募的大專院校志工傳愛到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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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部落，造福更多大小孩童。

和泰車今年與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合

作，將TOYOTA 122個服務據點作為玩具

回收中心，今年已回收超過36噸的玩具，

相當於減少兩座大安森林公園樹木一年的吸

碳量，超過4,600名車主參與回收玩具，幫

助超過1,100位偏鄉孩童，回收、整理好的

玩具並遠送到柬埔寨、印尼、尼泊爾等地，

既可以達到環境的目的，又讓更多的孩童感

受到世界的美好與關心。

取得環保認證 綠化商店

在環境友善方面，更重要的是由自己

與自己的產業做起，和泰車連年取得ISO 
14001國際環保認證、全營業據點通過環保

署綠色商店認證、零件配送以回頭車方式降

低車輛運輸成本、減少能源浪費，設立環境

管理專責單位、定期追蹤管理溫室氣體、電

力及水資源的使用。

產品方面，積極導入對環境友善的油電

車(Hybrid)車型，有28個車種(72個車型)

取得節能環保標章。並率同業之先、導入環

保水性塗料、環保機油與環保輪胎，更鼓勵

消費者使用再生零件、減少資源浪費。在此

同時透過零件包材減量、減廢、再回收，每

年有近9萬元成本遞減的成效。

推動內部共好 激發士氣

和泰車在環保與弱勢關懷上做了許多投

入，但要長期維持則需要員工的支持，因此

自2014年起在內部推動共好文化，激發員

工工作熱情、塑造互相鼓舞的氛圍，進而提

升經營績效。

2015年起再推動「計步到雲端」健走

活動，鼓勵員工達成每日萬步的目標，希望

養成員工運動習慣並改善健康狀況。總經理

蘇純興還率領公司主管以身作則親自參與，

員工參與比率達到33.5%。

和泰車除了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賀

禮、急難救助和子女獎學金以外，並定期舉

辦家庭日活動，邀請員工及家屬共同出席，

促進員工交流、提高公司認同。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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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緯

公司概述

上緯從樹脂材料開始一步一腳印到現

在，陸續發展環保耐蝕樹脂、風力葉片樹

脂、碳纖維產品及綠色能源開發。上緯堅持

研發自有技術，以自有品牌(SWANCOR)

行銷全球五大洲，品質與技術深受國內外客

戶肯定，與世界一流公司並駕齊驅，並已成

為複合材料的知名品牌。

2015年設立永續發展委員會，更有系

統的建立環境保護及企業永續經營之企業社

會責任，並落實於企業經營中。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之投入與作為是真正想要做對台灣有

幫助的事，在材料事業及能源事業相輔相成

下，期能達成「在綠能及環保領域提供客戶

最高價值的產品與服務」的使命。

根基於「成為綠能與環保領域，受尊重

的材料及能源開發公司，進而成為全球知名

品牌」願景，我們於2012年開始參與台灣

離岸風力發電的開發，一路以來披荊斬棘不

畏困難，堅持企業社會責任之信念，按示範

獎勵辦法之規範逐步完成海氣象觀測塔，

2016年完成示範機組，並計劃於第二階段

增設風機，共計128MW發電容量，打造台

灣首座離岸風場，與國際永綠能

源趨勢齊行。

除此之外，我們開創台灣先

例，引進赤道原則辦理融資，成為台灣首件

遵循赤道原則規範辦理之融資案。2016年5
月，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行、法

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共同組成聯貸案統籌主

辦銀行團，融資海洋風電公司建置二部離岸

風力發電機組，並以最先進的對環境、社會

友善，並注重保護生態多樣性、維護當地漁

民生計的開發模式，發展綠色再生能源，以

達環境保育、經濟發展並行不悖的目的。

上緯更聘請專業的Mott MacDonald，
依赤道原則規範進行審查「風力發電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報告」，同時也完成了環境相關

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差異分析，進行有效管理

環境與社會風險，以善盡環境保護及企業永

續經營之社會責任。

離岸風電的推動困難重重，我們一路跌

跌撞撞，不管未來的路有多麼艱辛，在別人

萌生退意下，上緯仍憑著對綠能的一股熱

情，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土法煉鋼，移開了一

座又一座的大山，努力朝著綠能及環保領域

邁進，為的是一個更潔淨、更有能源的未

來。

上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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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

受惠於風力發電及中國大陸防制空汙政

策，帶動風力葉片樹脂與環保樹脂的需求

成長，2015年是上緯營收及獲利快速成長

的一年。2015年度集團合併營業收入96.55
億元，稅後淨利為10.20億，較前一年度成

長38.39%；每股盈餘為新台幣11.85元，較

2014年度8.93元成長32.70%。

公協會參與

透過積極參與各公協會的組織運作，進

而增加產業間學習、參訪觀摩、技術交流及

合作的機會。

為推動國內風力發電發展，上緯積極參

與台灣風能協會，由董事長蔡朝陽擔任風能

協會理事長，共同致力推動風力發電，台灣

風能協會不定時舉辦研討會及相關活動。上

緯藉此建立風力發電推廣及技術發展服務平

台，促進產業間技術學習與交流、增進社會

大眾對風電產業及環境生態的認識及應用，

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新一波的綠色經濟。

認真傾聽

上緯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已經邁入

第二年，在利害關係人和重大議題的分析上

也更為精進、成熟，以期能夠更加了解與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暢通溝通管道，清楚了解

利害關係人對上緯的意見，進而在永續經營

上納入。2015年上緯依據下列四個步驟進

行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分析。

積極回應

為了讓利害關係人清楚表達關注上緯之

永續面向，2015年永續議題設定更貼近上

緯發展狀況，更能夠知道利害關係人的想

法，進而能夠完整揭露利害關係人真正想知

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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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及重大經營

決策的中心，每季定期由公司經營階層向董

事會報告經營績效，董事會下設有薪酬委員

會及特別委員會，協助董事會致力於股東權

益極大化。

功能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依據「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辦法」規定，於2011年10月成立薪資報

酬委員會，主要職權為：

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CSR委員會)

上緯公司於2015年4月正式成立企業永

續經營委員會，確保企業永續經營之落實，

並依重要功能性設有公司治理、客戶關係、

員工關係、供應鏈管理、環境永續、及社會

關懷小組。

掌握風險

面對全球環境快速變遷，各種天災、人

禍發生皆可能影響公司營運，公司對此訂有

「風險控管辦法」以加強財務風險、作業風

 

99.4%

50%

  

NO.15

 
  

NO.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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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及法律風險等可能風險之管理。稽核室透

過風險評估，擬定年度稽核計畫，藉由執行

稽核計畫及年度內控自行檢查作業，不斷對

各項潛在之風險進行控管，並定期將結果上

呈董事會。

對客戶的承諾

上緯秉持誠信經營之原則，與客戶關係

之經營亦然。提供良好品質之產品使客戶信

賴是上緯之至高原則，透過不斷優化產品性

能，認真服務之精神，上緯所建立之品牌已

深獲客戶肯定。

依2015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顯示，客

戶對於品質之穩定度最為重視，滿意度已從

2014年度之95.8%提升至99.4%。

扎根綠色事業

氣候變遷與機會

台灣擁有豐富的海上風能資源，離岸風

場開發將有助於我國推動達成二氧化碳減

量、低碳能源結構調整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發

展之目標。政府2009年積極輔導開發新能

源，且離岸風力發電將為未來風力發電之主

流。

政府計畫目標預計於2016年完成國內首

座離岸風場開發設置，2020年完成開發淺海

風場520MW，且將於2030年前共設置超過

1,000架風力機，總裝置容量將達5,200MW，

其中4,000MW為離岸風力機。上緯因愛惜

台灣這片土地，所以利用台灣獨厚之風力資

源，藉由產品供應鏈借力使力切入下游風場

開發商之角色，投入潔淨能源，並把優良技

術留在台灣、創造就業造福社會。

尊重地球，從低碳做起

上緯公司主要產品為環保綠能的複合材

料，樹脂材料部分包含乙烯基酯樹脂與環氧

樹脂。乙烯基酯樹脂目前廣泛應用於工業用

防腐蝕，包含泛用型、阻燃型、耐高溫型、

增韌型等完整產品線。其中阻燃型的乙烯基

酯樹脂在近年來開始廣泛地用於製作火力發

電廠的玻璃鋼(複合材料)煙囪、排煙脫硫設

備和濕式靜電除塵器(WESP)。排煙脫硫與

濕式靜電除塵器可除去燃煤產生的酸氣與粉

塵。

目前上緯公司的乙烯基酯樹脂，在中國

大陸玻璃鋼煙囪材料市場占有率超過80%，

2015年所新建的11座玻璃鋼煙囪，全部採

用上緯的樹脂材料。

環氧樹脂產品主要應用於清潔能源風力

發電，中國大陸發電七成比重來自火力發

電，發展風力發電不僅能減少燃煤使用量，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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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減少燃煤所造成的空汙問題，上緯自

2006年跨入風力發電行業，所開發的全系

列風力葉片樹脂材料，包含灌注樹脂、手糊

樹脂、模具樹脂、膠粘劑等產品，各項性能

均能符合國際驗證機構GL要求，備受中國

大陸風力葉片廠的肯定，目前實際掛機運行

的業績已超過10,000座，市占率逾四成。

風起，綠意，新能源

風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發電過程

中不需要任何燃料，經由葉片轉動即可將潔

淨的風力轉換成綠色電力，既不排放溫室氣

體與汙染物更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其技術

成熟已接近傳統發電成本。

由於風力機採組合式設計，施工安裝時

程也較傳統電廠來得短，以台灣海域充沛的

風力資源及綿長的海岸線，不論是以替代能

源的觀點或是二氧化碳減量的觀點，離岸風

力發電應是可以大力推動的永續綠色能源。

上緯公司自2014年12月30日取得二架

示範機組之電業籌設許可，於2015年8月完

成海氣象觀測塔主體結構之建置。二部示

範機組預定於2016年12月底前完成商業運

轉，工程完工後預計可減少1.35萬噸CO2排

放量。

為了順利完成風場開發，所需要的開發

資金約為210億，如果沒有銀行融資支持，

能源政策絕對走不下去。

上緯於2015年底聘請專業的Mott Mac 
Donald依赤道原則規範進行審查「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報告」，並於2016年3
月份完成了環境相關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差異

分析。

合作成長

技術發展，根留台灣

離岸風力發電在歐洲地區已具備成熟之

開發與施工技術，而亞洲地區仍處於起步階

段，尤其國內尚無離岸風電相關技術經驗與

設備，包括風力機、風機基礎製造、施工平

台船及海底電纜等仍須由國外進口；其餘海

氣象觀測塔、陸域變電站、陸纜及海纜施工

則由國內廠商承攬，以建立自主的離岸風電

供應鏈。

海洋風力發電公司為確保第一階段二部

示範風機機組之品質並控管施工風險，聘用

歐洲具風場開發經驗之專業工程與商務顧問

進行專案規劃、工程設計、品質控管與環安

衛監控、保險與專案認證，確保風場之建置

能在規劃預算與時程內順利完工。藉由示範

機組國際合作策略，汲取歐洲工程技術、法

律、商務及專案融資等之專業能力，如國外

風機基礎設計公司COWI與中興工程顧問社

  

 

  

8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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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海底電纜由日本住友供應，穩晉公司

負責布纜及安裝。此外，也引進歐洲主流海

纜接上風機電纜保護設備的安裝技術到台

灣，藉以扶持本地技術能量，俾利於後續風

場的興建。

以興建海氣象觀測塔為例，台灣因無離

岸風電專用的施工平台船，若從歐洲引進施

工平台船費用又相當高昂，因此海洋公司只

能在國內有限資源下施作。海氣象觀測塔的

施工工法主要是在海上構築一座臨時施工構

台，並將所有的施工機具、設備、及材料，

以浮台船載運到施工構台現場組裝的方式，

進行觀測塔的吊裝工程。

施工團隊竭盡所能設法克服設計的問

題、施工技術與設備的不足，毫不畏懼地面

對海象、天候、颱風的威脅，只要在海況與

天候允許的條件下，哪怕是在半夜，工程人

員都不眠不休地跟天候與時間賽跑設法完

成，在耗時四個月後，終於順利完成國內首

波依「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建

置之海氣象觀測塔。

海氣象觀測塔完成後，蒐集的海氣象資

料可以作為政府單位學術研究、以及風場開

發風能評估以及風機設計之參考依據，此外

也可提供漁民即時資訊，讓他們更精準地掌

握即時海況，對於海上航行安全更有保障。

台灣雖有豐沛的離岸風力，但須面對颱

風與地震的嚴苛挑戰，離岸風電的建置不僅

肩負著台灣自主能源開發的重要任務，期盼

此新興產業的發展，能為低迷的大環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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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御風而上，讓離岸風電技術根留台

灣。

夥伴關係

與供應商建立重要的夥伴關係對於上緯

公司是非常重要及持續長期耕耘的，對於經

濟與商業環境持續變化下，唯有結合彼此的

能力，提供給客戶競爭優勢的服務及方案，

來達到上緯公司持續追求永續的發展。

永續發展

自然的守護

企業經營有賴自然資源的支持，因此節

約自然資源、守護環境是上緯經營的重要內

涵，無論是水資源、能源，或是在生產終端

的處置，上緯都謹慎小心。

節約能源

能源耗用

上緯公司投入生產所需之能源有電力、

天然氣、柴油。為改善能源耗用，透過調整

及製程改善，並持續推動相關能源節約計

畫，訂定短、中、長期目標，以達節能與友

善環境之目標。

電力使用量統計

公司單位用氣

柴油使用量

碳排放

  
  

100%6.5% 5.1%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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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認購

珍惜水資源

上緯公司深切體認水資源之寶貴，故節

約用水一直是本公司相當重視的能資源管理

項目之一。上緯公司水資源來源全數為自來

水，除生活用水及綠化用水外，製程用水全

數回收再利用。

資源利用與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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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融入

上緯發展離岸風電希望可以為台灣的能

源轉型、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因此在開發

當中更是希望將對環境的衝擊減到最低；由

於離岸風場的設置位置鄰近中華白海豚的重

要棲息地，上緯自計畫之初便謹慎調查，並

發展減少生態影響的施工方式，希望達成自

然的融入。

守護白海豚

我們堅持保護台灣珍貴物種，海洋公司

於風力機基礎施工時採取各種技術來減低噪

音，確保白海豚不受干擾，並實施一系列保

護措施，如施工中打樁監測、水下聲學調

查、水下噪音監測、施作氣泡式簾幕，施工

期間派人監視，一發現有白海豚游近便停止

施工，直到白海豚自然游出工作區域，再繼

續施工。

營造綠色家園

守護自然家園為上緯重要的使命之一，

除了於廠區內種植綠色植物及水果、菜類，

包含了絲瓜、百香果、草莓等外，有感於近

年對於大環境的改變、生態的破壞，2014
年起結合淨山活動維護鄰近社區環境，為生

態保護盡一份心力，至2015年底公司已陸

續辦理十場活動，期許其他參與者也能感受

到我們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共同營造綠色

家園。

社會參與

樂活工作

員工概況

隨著上緯逐漸拓展營運據點與投資案，

上緯在2015年度更積極致力於人員的招

募、儲備及調度，於訓練面更注重流程面的

規劃與建立，旨於讓每一位員工都能在推動

公司成長中得到成就感、歸屬感和發展空

間，進而成為上緯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角

色。上緯所有人員皆在符合法令規範的前提

下以正職聘用，並無約聘或其他契約類型人

員，另外也依法規足額聘用身心障礙員工。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5年上緯主要的人力來源都是應屆

畢業生，因此公司的主要組成又較2014年
輕；至2015年止總平均年齡約35歲，顯現

出上緯整體年輕有幹勁之活力。員工任用唯

有專業性、積極性、機動性、語言能力及文

化符合性等的考量，絕不讓會違反勞動法令

規範之因子或學歷的迷思做為聘僱標準。

2016年預計招募已具其他產業與資深

工作經驗之工程師，提供即戰力，並展開相

對之留才措施。

教育與訓練

為建立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初期針對

研發、生產、品保、業務四大職類建置了每

個職等在工作上所需的能力，即藉由工作

分析(taskanalysis)讓日後招募、訓練、晉

升、績效考核等作業上有更完整之衡量標

準。特別在人員教育訓練的面相，後續則會

採取階段性優化的方式來整頓訓練制度及流

程。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上緯深信，員工的心聲是推動公司持續

進步的動力，因此透過布告欄的申訴資訊提

供員工明確之申訴管道，員工若有任何意見

或想法都可以針對不同的案件類型藉由電話

或郵件進行申訴，並由相關權責單位進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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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處理。

職業健康與安全

健康照顧

員工健康是我們重要資產，上緯公司對

於員工健康照護與職業安全預防之投入不遺

餘力，關於健康檢查主要分成三部分，首先

為新進員工體格檢查，一般勞工健康檢查及

特殊作業體格檢查。

工作安全

友善、安全的工作環境為上緯公司追求

目標，人員遠離危害因子為第一要務，避免

作業場所存在任何潛在的危險因子。

緊急應變演練

上緯公司依據《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訂定一系列緊急應變計畫，全體員工依消防

編組任務，於廠內每季進行一次廠內(外)緊

急應變演練，演練項目包括模擬地震、火災

造成之化學品複合性災害等等，並加入全國

毒災聯防組織，參與廠區外相關毒性化學物

質應變演練，與其他組織成員交換相關經

驗，累積化學品洩漏之應變能量，確保製造

與運輸過程之安全。

零事故的工作環境

點滴感恩

公司除了提供優質產品與服務，積極參

與各類社會公益活動亦是回饋社會的最佳途

徑之一。

上緯公司有感於南投地區學校資源取得

不易，而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和棟樑，

故自2007年起上緯每年提撥淨利0.5%之基

金，主要投入於南投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區

各學齡階段多元的教育資源，使其德、智、

體、群、美五育兼顧，均衡發展。

子公司上海廠，天津廠及阜寧廠也於

2014、2015年陸續加入參與公益活動行

列，未來上緯公司除持續投入各項公益活

動，亦計劃以公司本業與客戶合作，提出異

業結盟策略，適時提供鄰近社區、學校之建

築補強及防蝕工程協助，為社會注入多一股

長期深遠的力量，創造企業永續經營價值。

基金會

上緯公司董事長蔡朝陽先生，為了回饋

家鄉及感念父母之恩，以父母之名另創「財

團法人諒茶文化基金會」，並以「推動及發

揚南投縣各項文化教育及交流活動」為設立

宗旨，近年更結合上緯公司之力以行動積極

回饋南投，促進南投在地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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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蔡朝陽從唐獎教育基金會得到啟

發，由於唐獎成功推上國際化，有著東方諾

貝爾獎稱號，並成功的發揚中華文化，希望

能藉其基金會成功推行唐獎模式，在未來的

幾年也能將諒茶文化基金會朝向發揚南投文

化前進。

基金會未來不單朝向唐獎發展，也將擴

大且深入推廣南投文化，贊助南投縣玉山美

術獎等活動，藉由基金會結合上緯力量推廣

在地文化，期許各領域的人士能因為基金會

的關係跟南投做更多的交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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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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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緯發展風電 保護生態擺第一

台灣積極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上緯

企業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從風場選址，到

風場開發、施工、建置完成，都與環境、漁

業、漁民等緊密連結。上緯做到環境保育和

友善社會，並注重保護生態、維護當地漁民

生計等開發模式，讓綠色再生能源與環境保

護、經濟發展三者並行，樹立典範。

垂直整合 闢事業新藍海

1992年成立的上緯，2010年底股票上

市後，董事長蔡朝陽一直思考企業轉型之

路。蔡朝陽說，上緯已經擁有風力發電產業

最頂端的原物料供應(複合材料)，若能跨入

下游風力發電開發，不僅能做到產業的上下

游垂直整合，更能跳到最末端的電力生產，

投入台灣離岸風力發電風場開發，開啟上緯

另一片事業新藍海。

2012年10月底上緯以「海洋風力發

電」名義競標政府「風力發電離岸示範系統

獎勵辦法」，並在隔年順利拿下政府「風力

發電離岸示範系統獎勵最優示範廠商」，距

離董座蔡朝陽的台灣離岸風電藍圖向前邁進

一大步，不過緊接而來的是一連串困難與挑

戰。

上緯的離岸風力發電風場位於苗栗竹南

外海，整座(32部風力機)示範風場建置、

設立，必須與當地環境、漁業，還有漁民等

充分溝通；蔡朝陽表示，光是離岸風電風

場的場地選址，上緯就從台灣頭跑到台灣

尾。並聘請海洋生物專家及團隊出海59趟
尋找，最初選定的地點因可能打擾到台灣特

有的保育類動物－中華白海豚而放棄，最終

才拍板定案在苗栗竹南至後龍段的案址。

減噪技術 捍衛海洋生態

另外，為怕施工過程干擾到白海豚，上

緯在風力機基礎施工時，採取各種技術來減

低噪音，並實施一系列保護措施，如施工中

打樁監測、水下聲學調查、水下噪音監測、

施作氣泡式簾幕等。且施工期間派人監視，

一發現有白海豚靠近，便停止施工，透過此

種方式降低對生態的影響。

蔡朝陽說，由於風場將佇立於海上至少

20年，雖風機的設立與建造都以環境友善

為主，但不可否認的，對當地漁業及漁民有

著最直接的影響，因此該案如何將風場與漁

業結合，以達到共存共榮的發展，是台灣離

岸風力發電是否能順利推動、發展的重要指

標。

三贏策略 照顧漁民生活

上緯啟動三大策略，第一增加當地漁民

額外工作機會；蔡朝陽表示，風場設立之

前，公司會先進行海氣象觀測塔之建立施

工，而海上施工有一定之風險，雖原本廠商

就有巡護船舶的資源，但基於回饋地方之心

意，公司特地與廠商協調，將此部分工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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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當地漁民執行，除了當地漁民對港口，

及海況更加瞭解及掌握外，也達到善用當地

資源之本意，更可以加深上緯與當地漁民的

聯繫與情誼。

第二設立海氣象資料之展示看板。蔡朝

陽指出，雖海氣象觀測塔為「風力發電離岸

系統示範獎勵辦法」所要求之興建項目，但

除了讓業者本身得以知曉當地風、海狀況，

促進國內離岸風電的發展之外，公司更將收

集來的數據，提供給政府及學術單位進行相

關研究，累積國內海洋相關能量。

另外，上緯在南龍區漁會外埔、龍鳳漁

港設立海氣象資訊即時展示看板，提供當地

漁民最快速及準確之海況資訊，讓他們能夠

更精準的判斷是否能出海作業及航行安全。

最後，規劃環境友善的施工方式。蔡朝

陽表示，當地漁民得知當地要興建離岸風

場，最深的恐懼就是破壞漁場，上緯在規劃

風場時，就要求採用對於環境友善的工法，

如漸進式力道打樁、設置防噪氣球幕、限制

船隻航行速度等，並分段施工，減少海域受

影響面積，且避免在重要漁汛時期進行作

業；在海底保護工塊石部分，則以增強附著

藻類及生物附著能力進行設計，便於增加海

洋生物棲地，形成人工魚礁之概念。盼能達

到推展綠能同時兼顧海洋環境生態。

蔡朝陽表示，上緯投入離岸風電風場開

發已五年多，公司經常性的有三到五個人駐

守當地，與漁民互動、溝通，像是有一次一

位漁民身體不適，公司主動關懷，如介紹醫

生等，多次互動往來，讓民眾了解公司建置

風場的用心，以及未來離岸風電對台灣的

好處，長期間曉之以情、動之以理下，當

地94.7%民眾投票同意讓公司在當地建置風

場。

上緯透過「海洋風力發電」公司所承

做的風力發電風場開發，該公司的專案融

資也是台灣本土首宗遵循赤道原則之首件

離岸風電的融資案。所謂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是一套非強制的自願性

準則，用以決定、衡量以及管理社會及環境

風險，以進行專案融資或信用緊縮的管理。

蔡朝陽表示，過去銀行貸款給企業，多

半只看企業能不能償還借款和利息，不太管

企業做什麼，不過現在國際間吹起社會企業

的風潮，銀行也開始遵守所謂的「赤道原

則」，就是金融機構借錢給企業時，企業的

產品，不能對當地環境或社會，造成負面影

響。

專案融資 採用赤道原則

蔡朝陽說，為了讓台灣首宗風力發電風

場開發有示範作用，上緯以高標準來執行

任務，2015年底公司聘請專業的Mott Mac 
Donald顧問公司依赤道原則規範進行審查

「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報告」，並於

2016年3月份完成了環境相關與社會風險管

理的差異分析。

蔡朝陽指出，今年5月10日上緯透過旗

下的海洋風力發電公司開創先例，以赤道原

則規範取得國泰世華、安泰商業銀行、法國

巴黎銀行台北分行共同組成聯貸案統籌主辦

銀行團的五年25億元融資，成為台灣第一

件遵循赤道原則規範辦理之融資案。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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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

公司概述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7
年2月，同年取得政府核發第一類電信事業

特許營運執照，於台灣地區設立總部(位於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12樓)、分公司及

相關業務場所，其中實體通路服務門市遍

布全台，截至2015年12月止，直營門市約

480家、加盟門市約370家。是第一家於台

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

於2002年納入台灣50指數，並獲納入摩根

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投資指數成分股，

2014年更蟬連獲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
新興市場成分股，與英國Vodafone、美國

AT&T等全球電信龍頭業者，一起進入道瓊

永續指數成分股行列。

為提升營運規模、提供整合性的服務，

在2007至2008年間陸續完成收購與合併台

灣固網、台灣電訊、泛亞電信及東信電訊等

公司，架構橫跨行動通訊、固網、寬頻上網

及有線電視產業，以跨平台之整合能力，提

供用戶「無縫感」的多螢一雲數位匯流服

務。擁有優良的產品與服務品質，創新的研

發能力與世界級的資訊安全保障，創造最佳

客戶使用經驗，是全台布局T(電信)、I(網
路)、M(媒體)、E(娛樂)領域最完整的電

信與媒體服務業者。2014年6月正式提供4G
服務，邁入全新的里程碑。

永續願景與策略

台灣大哥大目標成為「永續數位匯流的

領航者」，除透過「創造最佳客戶使用經

驗」的核心理念，提供全方位通訊與媒體服

務，更以「永續思維、誠信踏實」為根基，

全面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我們結合5C核心

策略，從公司治理、環境永續、社會參與等

三個面向，展開永續策略，為股東、員工、

社會大眾創造最大價值。

組織架構及功能運作

我們2007年於公關暨品牌管理處下成

立社會責任部，設有專人與獨立預算，負責

規劃、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策略和專案，協

調跨部門相關業務。為了落實最高治理機構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與，2014年於董事

會下正式成立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及總經

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召集各事業群的高階管理層擔任委員，就經

濟、環境、社會三面向相關議題屬性辨識風

回顧 2015

經濟與治理面

項目 2013 2014( 註 ) 2015 G4 指標 頁數

合併營收(仟元) 108,407,931 112,623,879 116,144,205 G4-EC1 年報 P83

營業成本(仟元) 69,571,020 75,097,542 79,785,135 G4-EC1 年報 P95

稅後淨利(仟元) 15,817,781 15,554,014 16,168,029 G4-EC1 年報 P83

每股盈餘 (元 ) 5.79 5.56 5.76 G4-EC1 年報 P83

資產總額(仟元) 138,352,379 153,539,693 156,085,673 G4-9 年報 P79

負債總額(仟元) 79,831,738 87,039,361 90,793,949 G4-9 年報 P79

權益總額(仟元) 58,520,641 66,500,332 65,291,724 G4-9 年報 P79

綠色採購(仟元) 179,133 185,842 214,091 G4-EN33 P44

供應商 CSR 績
效評比問卷 (仟

元 )

- 104 210 G4-EN33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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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機會，更緊密結合營運與核心資源，制

定永續策略。

展望未來

台灣大哥大以成為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

竿企業為使命，在持續面臨氣候變遷因應、

溫室氣體控制、品牌形象維護、供應鏈管理

等挑戰，積極落實風險管理，以因應危機並

開發潛力商機。我們整合旗下電信、媒體、

雲端服務、虛實通路等核心資源，回應經

濟、環境、社會三面向的重大性議題，並規

劃永續策略藍圖，自藍圖展開2020願景計

畫。在願景計畫元年，我們制定短中長期三

階段之永續策略目標，後續執行成果和績效

將定期回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再向上

呈報董事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落實台灣

大哥大成為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者的品牌形

象。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性分析

鑑別利害關係人

台灣大哥大依據AA1000原則、內部鑑

別程序、外部問卷調查以及實體座談會，整

合內外部意見鑑別出八類利害關係人，包

含員工、供應商、主管機關、社區/NGO、

客戶、股東/投資人、媒體及評比機構，並

針對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皆設有專門的溝通管

道，接受並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我們更

定期舉辦實體利害關係人議合會議，與客

戶、NGO及供應商面對面溝通，具體回應

其對我們之期待。作為實踐經濟、社會、環

境三重底線之依循，奠定台灣大哥大永續發

展之根基。

重大性議題鑑別

環境面

項目 2013 2014 2015 G4 指標 頁數

溫室氣體排放量
(噸 -CO2e)

174,124.14 208,571.45 244,223.35 G4-EN15-16 P53

範疇三排放量 - - 6162.28 G4-EN17 P54

用電度數 (億度 ) 3.28 3.9 4.55 G4-EN3 P53

用水度數 (度 ) 37,691 46,146 36,709 主動揭露 P58

資源回收量
(公噸 )

97.7 110.8 75.3 主動揭露 P58

辦公室用紙 (張 ) 7,848,500 7,842,500 7,479,000 主動揭露 P58

廢電線電纜回收
量 (公噸 )

311.90 288.31 441.87 主動揭露 P64

廢手機回收量
(千支 )

7.860 7.662 7.180 主動揭露 P64

無紙化帳單
(千張 )

65,463 75,255 83,877 G4-EN7 P65

社會面

項目 2013 2014 2015 G4 指標 頁數

員工人數 (人 ) 2,379 2,311 5,524 G4-9、G P120

工傷率 (%) 0.076 0 0.029/0.521 G4-LA6 P132

損失日數比例
(%)

0.52 0 2.38/3.99 G4-LA6 P132

員工受訓時數
(小時 )

21.1 23.5 22.6 G4-LA9 P125

客戶滿意度調查 3.7 3.7 3.7 G4-PR5 P151

企業志工時數 3,249 4,515 3,379 G4-EC8 P116

5180 捐款金額
(仟元 )

8,615 9,555 10,811 G4-EC8 P106

社會投資 (仟元 ) 115,600 125,198 152,289 G4-EC8 P93

註：自 2015 年起，員工人數納入重要子公司，包含台灣固網、台灣客服及台灣大寬頻

Step1.

蒐集永續性議題

Step2.

調查利害關係人
關注程度

Step3.

分析議題對公司
營運衝擊

Step4.

決定重大性議題

Step5.

選定重大考量面

比較 5 家標竿產業

蒐集 51 項永續議題

179 份線上問卷

1 場實體座談會

調整 7 項議題名稱

新增 2 項永續議題

經 CSR 委員會決議

14 項重大性議題

33 項重大考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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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治理架構

經營團隊

台灣大哥大的經營團隊包括董事長蔡明

興、總經理鄭俊卿、財務長俞若奚、資深副

總經理暨技術長揭朝華、資深副總暨商務長

谷元宏等人。經營團隊積極創造最佳客戶使

用經驗，落實公司治理，簡化轉投資架構，

增加資訊透明度，並致力於社會公益，以追

求股東、客戶與員工價值之極大化。

最高治理機構

以董事長為首的董事會為本公司最高

治理機構，各董事成員任期三年(自2014年
6月12日至2017年6月11日)，且董事長未兼

任行政職位，以確保企業運作之獨立性。董

事會功能主係督促公司守法、即時揭露重要

訊息及誠信經營；其次，與經營團隊維持良

好的溝通管道及良性互動，指導公司業務之

執行及重大決策之決議，以確保公司發展及

保障股東權益。設置四席獨立董事，優於法

令規定席次，分別跨足法律、會計、金融業

務及電信產業，具備執行職務所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

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制訂一系列的作業

辦法與規章，強化制度之健全與有效運作。

董事會秉持「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之精神，陸續訂定(修訂)「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董事會議事規

則」、「股東會議事規則」、「內部重大資

訊處理作業程序」、「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

作業程序」、「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

營守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集團企業、特定公

司及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等相關規章，確

實落實公司治理。

我們於 2 0 1 3 年修訂「董事選舉辦

法」，規範全體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董事會或符合法令持股比例之股東提

重大性議題矩陣

對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評
估
與
決
策

對組織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Low High

High

合法性法性 / 法規/ 法規遵循

社會共社會共融

客戶體驗

市場 / 品牌形象

產品與品與服務責任

誠信經經營

人才開發與留用

科技創新應用用

社會急難應變

數位信任

再生能源應用 /
碳排放風險管理

公司治理與營與營運績效

供應商管理

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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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依法令程序辦理董事提名、審查及公告

作業，就任之董事均須簽屬願任同意書及保

密協定，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

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本公司並為董事

購買責任險，相對降低其執行業務時的責任

風險，並根據「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5條
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

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其表決權。2015年度並無相關利害迴避案

進入董事會議程中。

我們同時成立稽核室、審計委員會及薪

資報酬委員會，以監督董事會的治理行為。

風險管理

台灣大哥大積極規劃風險管理政策、組

織架構與風險管理系統，將公司營運可能會

面臨到之風險，事先予以因應，以達預防之

效益。

我們針對風險評鑑之流程，於2011年
正式訂立風險管理政策，係經董事會通過，

後續修訂亦同。為整合現行風險管理架構及

控管機制，我們更於2015年調整風險管理

架構，經由董事會通過成立「風險管理委員

會」，由蔡明興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鄭俊

卿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不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以強化組織風險管理機制。

稽核室每年底進行風險評量，對於各項

風險的重要性及發生機率給予評分，並以此

評分結果計算風險值。風險值之高低將做為

次年度安排查核計畫之依據。2015年查核

結果並未發現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僅

提出給各部門應改善事項共17項，經評估

其風險，尚不致對公司造成重大影響；另針

對各作業流程提出具體建議事項共64項，

以做為各部門提升管理品質之參考。針對應

改善及建議事項，我們每季持續追蹤至改善

完畢。

誠信治理

「誠信」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

公司永續經營最重要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

謹落實公司治理，恪遵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汙治罪條

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

法令，並透過嚴謹內控制度、教育訓練、內

部溝通以及日常的工作守則，讓誠信內化在

企業文化中。除道德規範外，亦就其他領域

之法規遵循訂定相關政策及辦法，包括個人

資料保護、文件資料保存及銷毀、機敏資訊

保護、公平交易保護、環境法規遵循、內部

稽核與控制、反貪腐、智慧財產權保護…

等。為使全體員工了解各項法規遵循議題，

我們不定期安排公司治理講座，同時透過行

動學習方式定期宣導法律個案，並於公司內

部網站公告最新的公司內規，提升員工守法

意識，避免工作中誤觸法律。

供應商管理

台灣大哥大年採購金額多達400億以

上，獲取訂單的供應商達500多家，惟有落

實供應商管理規範作為，才能擴大及深化台

灣大哥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台灣大哥大堅信

落實經濟、環境、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經營

的重要關鍵。

2015年多達200家新供應商加入我們的

行列，新供應商均需通過基本公司治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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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財務審查外，我們亦依採購設備屬性，進

行工廠實地勘查及其上中下供應鏈瞭解，最

後，才能成為我們的合格廠商。

2011年我們公布「台灣大哥大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期許所有合作供應

商皆能就企業社會責任盡一份心力，並於

2015年1月更新「誠信經營聲明」為線上簽

署，做為有效防弊的管制措施並將供應商夥

伴執行CSR及誠信經營狀況，納入規範管

理。

我們亦於所有採購招標文件及合約中，

納入ESG相關規範，例如：環境面，應遵守

「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汙染防治法」、

「噪音管制法」等環境保護相關法令；社會

面，供應商於得標後皆應詳閱「台灣大哥大

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章」，並簽署「承攬

商安全衛生環保切結書」，且於進場施工前

台灣大哥大善盡告知工作危害因素，以確保

施工人員的作業安全，於2015年並無因違

反此規章而停止合作之廠商。

數位創新

我們積極打造讓用戶有感的4G服務，

聚焦發展「智慧影音」與「智慧微商務」兩

項服務，攜手各縣市政府及產業夥伴，透

過高品質的影音直播功能，讓用戶具感受

4G服務的優勢。近期也透過myfone購物及

Wali手機悠遊卡兩大商業服務走入商圈，透

過行動技術與行動平台，提供完整的行動商

業服務，打造未來智慧城。

承諾與行動

我們積極打造讓用戶有感的4G服務，

聚焦發展「智慧影音」與「智慧微商務」兩

項服務，攜手各縣市政府及產業夥伴，透

過高品質的影音直播功能，讓用戶具感受

4G服務的優勢。近期也透過myfone購物及

Wali手機悠遊卡兩大商業服務走入商圈，透

過行動技術與行動平台，提供完整的行動商

業服務，打造未來智慧城。

成果與績效
●電信建設成本11,503,271,245元
●研發資源投入764,669,000元
●4G涵蓋率99%(700MHz)及93% 

(1800MHz)
●開發行動支付「Wali智慧錢包」

●推出「時空訊息App」
●響應政府推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

● 雲 端 服 務 榮 獲 雲 端 安 全 聯 盟

CSASTAR最高等級驗證

展望與規劃

行動，是創新的核心。台灣大哥大

下一階段將持續布局「MService行動服

務」、「IoT物聯網」、「iCloud」、「大

數據」、「OTT」等創新服務。未來所有

產業都會繞著行動發展，而不再是純電信服

務的提供，尤其雲端與創新服務的結合，讓

電信核心網路朝向雲端化發展，更已蔚為趨

勢。

最佳客戶體驗

台灣大哥大秉持「誠信、創新、熱忱、

化繁為簡」的品牌價值，以創造客戶最佳行

動智慧生活經驗為目標，持續落實全方位服

務的五大承諾。

服務品質保證

2 0 1 3年1月積極導入外部評鑑之驗

證制度，SGS是全球在檢驗、查證、測

試和驗證服務的領導者，我們取得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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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Qualicert國際服務品質驗證」及

「ISO10002:2004(品質管理-顧客滿意-組
織處理客訴指南)」等二項國際標準驗證。

2015年7月份再度複驗通過SGS Qualicert及
SGS ISO10002服務二項驗證，在專業神秘

客情境式檢視下獲得「專業、貼心」的優良

評價。連續四年均獲此殊榮，說明台灣大哥

大的服務標準與品質年年提升。

永續發展

環境永續

面臨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台灣大哥大

以身作則，致力於降低營運活動的碳排放、

制定環境策略、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益。同時

發揮資通訊產業的核心能力，提供綠色產品

及服務，善盡環境責任。

承諾與行動

環境永續小組負責整合公司環境相關業

務，定期回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環境管理委員會：2016年由小組擴編

成立，制定環境政策與目標，推動ISO國際

認證，發展智慧節能。

●碳風險管理：定期檢核節能減碳績

效、盤查溫室氣體、推動能源管理系統。

●節約資源及廢棄物回收：持續強化資

源使用效率，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

●再生能源應用：2015年成立綠能推動

小組，發起綠能倡議系列活動。

●綠色服務：結合通訊技術及新創產品

核心業務，執行視訊會議服務、綠色加值服

務、e化/M化服務。

成果與績效
●綠色採購214,091,061元
●組織節能方案減少的碳排量2,176ton-

CO2e
●員工通勤差旅碳排量6,162.27ton-

CO2e
●規劃興建八站綠能基地台/認購100萬

度綠電

●響應CDP「Commit to Action」減碳

承諾

●加入國際GeSI全球永續議題e化倡議

組織

展望與規劃

以永續願景2020計畫為基礎，制定環

境管理目標：

綠能倡議活動

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對於營運風險

的不確定性，加上4G時代來臨，廣布基地

台及雲端服務需求日益迫切，將導致雲端運

用心傾聽顧客需求，展現專業效能有感服務

積極處理客訴問題，即時提供有效解決方案

合理維護顧客權益，建立信賴和諧友善關係

尊重顧客特質需求，思考精緻貼心優質服務

全心圓滿解決客訴，營造客戶滿意雙贏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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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中心與電信機房的電力需求不斷攀升，除

積極致力於能源管理、善用核心技術研發低

碳智慧產品及服務、參與國際評比、加入國

際倡議組織外，台灣大哥大亦深知必須擔負

起綠能推展及倡議，推廣再生能源應用的社

會責任。

台灣大哥大於2015年推出綠能整合專

案，本專案包含「你買手機我捐一元，一塊

推動綠能源」倡議活動，為全台首家推動綠

能倡議系列活動的電信業。透過本活動串聯

產業鏈一同響應政府綠色能源政策，透過舉

辦記者會宣示認購綠電、建置綠能基地台之

行動，並透過綠能形象影片及海報宣傳、門

市綠能倡議等行動，呼籲全民共襄盛舉，一

塊推動綠能源。

社會參與

社會關懷

台灣大哥大秉持「企業有多大責任就有

多大，真心關懷就是行動的開始！」理念，

以立足台灣、關懷在地的精神，從社會各種

不同的需求中出發，長期投注人力和資源

於弱勢族群、身心障礙關懷、青少兒人格

發展、預防社會問題等議題，並結合核心資

源，促進數位共融及提升國內數位文創軟實

力。台灣大哥大持續以服務社會、回饋大眾

為己任，與民眾一同建構更和諧、永續的社

會。

準備 階段
● 制定減量目標

● 建構綠能基地台

● 參與國際評比

● 導入 ISO14001( 新增 )

● 範疇三碳排量化 ( 新增 )

策略 階段
● 目標績效檢核與修正

● 綠能擴建規劃 ( 新增 )

● 成為國際級指標企業

● ISO14001 100% 導入 ( 新增 )

價值創造 階段

● 建構完整碳風險管理

● 綠能總建置容量至少 200KW( 新增 )

● 成為國際評比領袖

2015~2016 2017~2018 2019~2020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鄭俊卿(中)、綠能倡議大使詹詠然(左五)及詹皓晴(右五)、與八家手機品牌廠商一同響應「你買手機我捐
一元，一塊推動綠能源」倡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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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與行動

我們善用四大核心資源，語音服務、網

路頻寬、數位內容及新創服務，以核心職能

帶動公益科技化，協助公益團體跨進數位應

用、培養影視音人才及媒合公益團體數位行

銷人才，並透過各式藝文活動關懷在地文

化。更建立完整的企業志工制度，將企業社

會責任內化到員工思維中，由上而下推廣社

會責任，由下而上落實社會參與。

成果與績效
●超過20項公益專案推廣

●社會投資成本1.5億元

●協助NPO募款1,600萬元

●企業志工參與時數3,379小時

●每位員工平均教育訓練22.6小時

●獲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社會共融

獎」

●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比「企業公民

及公益關懷」獲滿分肯定

展望與規劃

台灣大哥大一直追求經濟、社會、環境

面的平衡發展，身為數位匯流的領航者，我

們將持續運用企業核心資源，來關懷及服務

社會，不僅是提供贊助，更要協助弱勢團體

提升數位能力，並推廣全民社會責任教育，

積極促進社會共融、奠定永續基礎。在4G
時代資訊快速傳達的背景下，我們將特別著

重於國內數位內容產製人才的培育，以提升

國內文創軟實力，並媒合數位人才與公益團

體的跨界合作，帶動公益科技化，使社會效

益極大化。

●每年協助NPO募款至少1,000萬元

●社會參與人次每年至少500萬人次

社會共融

社會參與

青少年行動微電影創作營
累計創作158部短片

培育1,232位行動創作人才

myfone行動創作獎
累計26萬件參賽作品

媒合得獎者拍攝公益微電影

數位學習中心
協助打造15間數位學習中心

myfone學堂
累計近1,400場免費課程
服務近38,000位消費者

i無限數位公益
累計助募款1,550萬

無礙自由行/泡泡歷險記App
NFC防走失智慧手環

微樂志工平台 

5180手機即時捐
協助76家NPO建立捐款來源
累計募款超過7,340萬元

菸廠88 App
文創結合AR科技互動體驗

戶外音樂會
累計42場次超過58萬人次欣賞
助16家NPO募得超過200萬元

門市公益行銷
LED牆6場次公益檔期
無牆美術館2.2萬人次參觀

獨居老人圍爐
每年遠赴偏鄉一對一陪伴

行動醫療
2015服務超過5,000人次

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
超額聘用身心障礙人員

多元優惠資費
銀髮族、偏鄉、外籍優惠資費

企業志工
2015服務時數達3,379小時
全國商店傑出/優良店長共10位

普及服務
偏鄉寬頻建設

有線電視低收入戶補助3460萬

提升數位
競爭力

帶動公益
科技化

在地文創
推廣

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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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開發與留用

員工結構

截至2015年底，台灣大哥大集團員工

人數為5,524人，男女比率約為52：48，平

均年資約7.5年，其中又以31-50歲的員工占

多數，除三位外國員工外，主要以聘雇當地

員工為主。我們遵循《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38條之規定，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且經由職務再設計，以高於法令規定之應進

用人數，超額聘用身心障礙人員，亦有進用

原住民員工。

薪資福利

台灣大哥大集團標準起薪較政府所公告

之最低薪資標準高且具競爭力，亦無性別差

異。2015年度台灣大哥大持續蟬連台灣證交

所「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名單，且榮

獲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之績優公

司。我們訂有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依員工

績效進行獎酬差異化。為能更全面性評核員

工，2015年起於績效評核作業導入多面向評

核回饋系統，員工進行多向互評(下屬/主管

/同儕)，主管可就同仁所得到之多面向回饋

意見，與同仁共同討論當年度績效總評，並

訂定次年度工作目標及個人年度訓練計畫。

業務範疇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人員，其工

作目標之訂定包含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此

外，於2015年度績效評核中，請主管審酌員

工於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參與程度綜合考

評，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績效評核的一環。

績效考核時目標達成率高者考績佳；考績佳

人員，可得到較高之獎酬與調薪。

我們在人員招募部分，同一類別的基層

專業進用人員待遇皆相同，具工作經驗的人

員，則依錄取者的學經歷、專長及證照等核

定薪酬，不因性別，而在薪酬、福利、升

遷、調薪、任期、教育訓練、工作條件及就

業權益等予以差別待遇。

「福利與獎勵」為激勵同仁工作士氣

與吸引優質人才的重要措施，台灣大哥大

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各

項福利方案，並整合各子公司職工福利事

業，2015年度員工薪資與福利彙總費用計

6,945,797千元。

公司整體訓練與職能別訓練

為讓訓練課程契合同仁工作需求及發

展，每年底均會藉由訓練需求調查與高階主

管訪談來規劃次年度之訓練課程，並透過實

體課程、數位課程、線上學習社群、學習電

影院、大型講座、讀書分享會、行動學習等

方式有效協助同仁在工作中持續成長。

台灣大哥大從新進人員到高階主管皆有

完整多元的學習途徑，因應4G市場競爭與

未來人才發展需求，2014年起更藉由領導

潛能評鑑建立公司內部之人才庫，同時定義

關鍵職位與具備潛力之主管，後續據此持續

給予潛力人才培養與個人發展協助。

樂活職場

我們職缺係透過公開招聘，不因性別而

在薪酬、福利、升遷、調薪、任期、教育訓

練、工作條件及就業權益等予以差別待遇。

此原則亦明訂於工作規則中，對公司員工不

得以性別、性傾向、婚姻等為由，予以歧

視。公司確實遵循現行相關法令，包括勞動

基準法、就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

並制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作業準則，公告全體同仁周知，並設置性

騷擾申訴專線及信箱。此外，亦將性騷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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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及申訴信箱列入新人訓練教材及內部網站

進行宣導。

我們鼓勵員工婚育，建構員工安心幸福

職場，從結婚、懷孕至生子提供一連串福利

措施。除提供結婚、生育福利補助及托兒補

助外，員工每年可依個人需求自由選擇申請

子女教育、家庭旅遊或家庭保險補助。同仁

配偶免費享有公司全額負擔費用之住院醫療

險及癌症健康保險，此外，同仁個人可依自

身需求，幫個人、配偶、子女或父母加保優

惠自費團險。對於懷孕與哺乳期女性同仁，

班別重新調整避免夜間工作；公司並提供優

於法令之產假。我們並於「員工績效管理辦

法」特別規範，考核期間如有申請產假或留

職停薪者，仍應依實際服勤期間工作表現進

行考核，不得因此影響考績。

公司聘任專職護理師，定期舉辦母嬰講

座，提供新手父母照養新生兒知識；設置哺

乳室並配置相關設備(如電動擠乳機、消毒

用具、冰箱)，方便同仁哺育母乳。護理師

除提供同仁育嬰諮詢服務外，亦教導新手媽

媽擠乳正確方法及衛教知識。公司主動與教

育機構簽約合作，讓同仁子女就學享有特約

優惠價格。

我們尊重員工於法律上所被賦予之權

利，從未阻止或妨礙員工結社之自由。對於

當地員工及原住民並無就業歧視，且從未發

生僱用童工或強迫勞動與侵害人權或歧視等

情形，進行員工任用時，亦預先將我們勞動

契約寄給員工審閱，於到職時全部人員皆需

繳交已簽署之勞動契約，以維護勞資雙方權

益。若需進行單位、工作地點及職務等變

動，皆會事前溝通，獲得員工同意後才進

行。同時公司提供搬遷、租屋等必要協助。

社會急難救助

行動基地台

台灣地處多地震之斷層帶及颱風經常性

通過之路徑，面臨極端氣候及複合性災害的

影響下，常受颱風、洪水、土石流，坡地崩

坍、地震等各類天然災害的侵襲，又因都市

化提升社會的易致災性，整體社會的受災風

險偏高，因應此狀況台灣大哥大建置行動基

地台，以因應災害發生時，解決受災區域基

地台斷訊無法與外界聯絡，提供用戶緊急聯

絡需求。

防災簡訊

台灣大哥大依循國際標準，以及國家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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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主管機關頒布之行動通訊細胞廣播服

務傳遞協議標準，於2015年完成建置災防

告警細胞廣播中心系統平台，並於2016年2
月完成與主管機關之系統功能審驗作業。透

過此災防告警平台可即時傳送中/英文示警

訊息到網路上的每個使用者，進而達成災害

發生前之示警功能，於平時亦提供用作災害

可能發生區域之訊息廣播，以期儘早預防可

能之災害發生。

社會救助

台灣大寬頻2015年度與新北市11家有

線電視業者共同捐出1,000萬元給新北市政

府八仙塵爆捐款專戶，並承諾協助傷患就

業。新北市政府也成立八仙塵爆傷患及家屬

就業單一窗口，包括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

14個工作在內，共有170個職缺，協助傷者

重返職場。另與社會救助及社區公益活動包

含：愛心公益(捐血活動)、學術藝文(元宵

燈節)、社會救助(八仙塵爆)、全民運動(萬

金石國際馬拉松)、休閒娛樂(新北歡樂耶誕

城)、婦幼教育(寫生參訪)、地方環境(纜線

清整)…等；家計用戶事業群2015年度投入

金額合計約1,952餘萬元。

2G/3G/4G 行動基地台近年支援事蹟

縣市 時間 支援活動

新北市 2015/9/30~2015/10/1
支援 2015 年杜鵑颱風造成烏來區斷訊問題，
增派兩部行動車，支援救災現場、行動指揮所
通訊需求。

新北市 2015/8/10~2015/9/4
支援2015年蘇迪勒颱風造成烏來區斷訊問題，
增派一部行動車，支援救災現場、行動指揮所
通訊需求。

彰化縣 2015/8/13~2015/8/29
支援 2015 年蘇迪勒颱風造成彰化縣芳苑鄉芳
苑村斷訊問題，增派一部行動車，提供民眾行
動通訊需求。

雲林縣 2015/8/12~2015/9/21
支援 2015 年蘇迪勒颱風造成雲林縣台西鄉公
館村斷訊問題，增派一部行動車，提供民眾行
動通訊需求。

苗栗縣 2015/9/30~2015/10/15
支援 2015 年杜鵑颱風造成苗栗縣頭屋鄉市區
斷訊問題，增派一部行動車，提供民眾行動通
訊需求。

高雄市 2014/07/31~2014/8/14
支援 2014 年高雄前鎮氣爆 , 因應現場通訊量
需求，增派三部行動車，擴充爆炸現場、居民
安置所、行動指揮所等三處通訊量

台南市 2016/2/6 ~ 2016/2/14
支援 2016 年美濃地震造成台南永康唯冠大樓
倒塌，增派一部行動車，支援救災現場、行動
指揮所通訊需求。

告警提供單位
國內災防告警細胞

廣播訊息發布平台
細胞廣播中心 行動寬頻用戶

示警廣播訊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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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台灣大哥大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5 2016MAR APR JUN AUG SEP NOV JAN MAR APR

獲亞洲金融雜誌

「2015年亞洲最佳公司」

評選多項肯定

連12年

獲讀者文摘雜誌

「信譽品牌」金獎

9度獲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

CSR年度大調查-楷模獎

蟬聯「台灣企業永續獎」

十大永續典範公司、永續報告金獎、

透明誠信及社會共融四項大獎

獲第一屆

「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

IDC雲端資料中心

榮獲Tier III TCOS

金級認證

獲亞洲金融雜誌

「2016年亞洲最佳公司」

評選多項肯定

連續4年入選

道瓊永續指數(DJSI)

新興市場成分股

雲端服務獲

雲端安全聯盟

CSA STAR最高等級驗證

榮獲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

CSR年度大調查-首獎

蔡明興董事長榮獲

「哈佛商業評論

「2016台灣CEO 50強」

8度獲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前10名

榮獲天下雜誌

「金牌服務業調查」

電信產業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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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公司治理 扮CSR表率

台灣大哥大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已經十多

年，從電信核心出發，關心全球氣候暖化，

鼓勵文化創作、媒合創作及弱勢團體，到同

仁健康議題，不僅是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相關

獎項常勝軍，台灣大總經理鄭俊卿更訂下要

成為世界級公司治理標竿目標，不僅是強調

企業管理及永續經營，更要成為企業社會責

任的表率。

全台唯一 加入GeSI委員會

2016年台灣大加入GeSI全球永續議題e
化倡議組織，是亞洲第三，全台唯一加入的

企業，台灣大加入GeSI氣候變遷委員會以

及產業責任委員會，一方面關注透過ICT解
決方案提升能源效益並達到減碳績效，同時

也持續評估公司服務及產品的永續程度。

台灣大內部也將企業社會責任提高到最

高層級，由董事會直接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董事長及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及副主

任委員，公司內各部門主管包含財務長、商

務長、技術長、企業用戶事業群副總、資訊

群副總、採購副總及台灣大基金會執行長均

為重要成員。

由上而下 要員工總動員

相較於一般企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可能

只是單一部門執行，其他員工僅參與企業志

工等項目，台灣大公關暨品牌管理副總兼台

灣大基金會執行長劉麗惠表示，台灣大企業

社會責任部門僅七個成員，但在董事會及各

大事業群長官加入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更將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潮流帶入公司內

部，在落實跟執行則是全體員工大家動起

來，同時也關注公司員工福利以及健康等議

題。

劉麗惠表示，在世界級公司治理標竿目

標下，從各個指標觀察國際評比單位對於企

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趨勢及重視程度，對

內檢視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方向也跟國際趨勢

越來越一致，例如近年台灣大投入非常多資

源在氣候變遷跟綠能議題，同時持續強化內

部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同仁參與，並將企業

社會責任落實在採購及供應商上。

三大方向 傳達永續理念

近期台灣大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方向在倡

議綠能減碳、電信業務核心、帶起運動風氣

三個方向都有亮眼表現。

劉麗惠表示，近年全球電信產業在用電

量跟碳排放都呈現陡坡的快速成長，因此台

灣大也關注跨產業綠能倡議，打造綠能影片

及海報傳達永續理念，且支持綠能政策，認

購綠電，從2015年的100萬度，2016年加碼

到140萬度，同時強化綠能基地台建構，從

原本的八站，2016年要加碼建構到1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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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發揮企業影響力，號召消費者及供應

商加入。

綠色採購 帶動廠商跟進

近年台灣大更將綠能倡議從鼓勵擴大到

綠色採購，去年聯合八大手機供應商加入

「你買手機我捐一元，一塊推動綠能源」活

動，2016年擴大到供應商採購，讓綠能倡

議從自己做起，對消費者倡議以外，也希望

推動到供應商層面，劉麗惠表示，台灣大召

開70家供應商大會，同時宣揚台灣大在採

購上也支持綠能倡議，希望可以帶動供應商

一起進行綠色標章認證以及實際稽核。

另一方面，台灣大也從電信核心業務出

發，要打造開放影視音平台，台灣大及策略

合作夥伴凱擘，已經跨足電影、戲劇，又跨

入音樂新領域，從創作、發行及平台，同時

舉行myfone行動創作獎，並鼓勵台灣人透

過手機進行創作，更厚實台灣影視音人才，

更希望可以在台灣串起文創一條龍。

跨足內容 散播正面能量

劉麗惠表示，台灣智慧手機普及率高，

讓很多年輕人可以用手機創作，並與外界溝

通拍出有感、有溫度可以感動人，並傳播正

面能量的內容。

劉麗惠表示，myfone行動創作獎在

2016年已經進入第十年，今年除台灣大基金

會預算以外更整合台灣大公司資源，原本希

望將第九屆的原創歌曲「艾伊達尼」打造為

今年的主題曲，沒想到激發同仁更多點子，

從錄音加碼到拍攝MV，加上公司支持，更

斥資製作費上百萬元，跨足歌曲發行。

而「艾伊達尼」的原創張仰華，是個還

在義守大學念書的魯凱族大學生，很難想像

她原本連記譜都不會，但為籌措母親植牙費

用，憑著在義守大學上過的一堂音樂軟體製

作訓練課，創作出「艾伊達尼」。

製作音樂 鼓勵人們追夢

鄭俊卿宣布，「艾伊達尼」因充滿溫暖

與正向的能量，因此成為台灣大首支品牌形

象代言歌曲，鼓勵音樂創作人勇敢追夢，同

時這也是台灣大首次參與音樂製作與數位發

行，開創電信業新格局。

台灣大近年更陸續媒合myfone行動創

作獎得獎的創作團隊與公益社團，讓得獎者

製作微電影及主題曲，藉由影片與音樂的分

享、擴散，使公益社團的主張和價值能夠被

廣大的網友看見，同時也達到協助公益團體

募款的目的。

拍微電影 喚醒社會溫情

2015年度協助完成作品包含更生少年

關懷協會的「616少年」、台灣全民食物銀

行的「溫度」、切膚之愛基金會「忘‧春

風」以及甘霖基金會的「送飯包」等四部微

電影，均迅速累積數10萬點閱率，不僅成

功協助募款，更喚起社會對於更生少年、獨

居老人等特殊議題關注。

推廣運動 結合App回響大

近年台灣大推出運動App「mySports」
推 動 虛 實 整 合 的 運 動 競 賽 ， 今 年 中

「mySports」再度舉辦台灣大部門員工競

賽，獲得熱烈回響，連總經理鄭俊卿都加入

競賽，累計消耗多達633萬卡路里。劉麗惠

表示，這個活動凝聚同仁團結跟互動，未來

希望將「mySports」推廣給更多企業，可

以進行企業對企業的PK賽。 (黃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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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

公司概述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於

1997年4月11日奉經濟部核准設立，總部位

於台灣台北市，為台灣公開發行的股票上

市公司，股票代號是4904，憑藉堅強的技

術資源及健全的財務實力，在1997年取得

兩張行動特許執照，迅速進行網路建設，

於1998年1月20日正式營運。母公司股票

於2001年12月10日於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

賣，並自2005年8月24日起，於台灣證券交

易所掛牌交易。

2015年台灣4G業務日趨普及，遠傳積

極布局，於2015年累計取得四個LTE頻段，

以提供給消費者更快速、涵蓋更廣的4G網

路服務。遠傳始終堅持著「只有遠傳　沒有

距離」的精神，致力提供消費者更優質的服

務品質，回應消費者對智慧型行動裝置、應

用服務、跨平台數位整合及企業社會責任實

踐的多元化訴求。

遠傳永續發展策略

永續發展對遠傳的重要性

永續發展代表企業對未來的重要承諾，

遠傳要為社會、股東、員工、客戶及環境創

造新價值，唯有在公司成長、生態環境、社

會責任三個層面皆能平衡的原則下，公司的

商業模式才能在外在環境不斷改變下長遠發

展。

為明確落實永續管理方針，遠傳自

2015年起確立成長力(Go Prosperous)、創

新力(Go Innovative)、溝通力(Go Caring)
及影響力(Go Inclusive)四大策略主軸，將

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與核心營運策略結合，以

因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關鍵企業永續風

險，制訂公司永續發展短中長期目標，期能

達到「生活有遠傳、溝通無距離、人生更豐

富」的企業願景，成為每一個人的最佳數位

生活夥伴；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追求成長與獲利是企業營運的根本，而

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電信業獲利的關鍵

取決於創新能量，遠傳將無限大的概念呈現

在這兩個構面上，呈現相輔相成的關係；另

一方面，對客戶貼心的服務與品牌形象的塑

造，關鍵在遠傳對溝通力的重視，溝通力的

持續提升為遠傳策略推展的羽翼之一；此外

遠傳是否能發揮在價值鏈的影響力，運用核

心能力提升企業合作夥伴乃至於更廣泛社會

與環境的友善程度，也是支撐我們邁向永續

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因此，遠傳設定

「4G」為永續發展主軸，盤點六大資本效

益，將企業社會責任內化為企業永續競爭力

各構面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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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永續發展目標

為落實環境、社會、治理面向的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 遠 傳 針 對 「 成 長 力

(G o  P r o s p e r o u s )」、「創新力 (G o 
Innovative)」、「溝通力(Go Caring)」及

「影響力(Go Inclusive)」四大策略主軸訂

定十大目標，並由此十大目標進一步展開，

研擬年度目標及行動方案。

利害關係人議合與重大性分析

遠傳的利害關係人議合

遠傳高度重視與不同利害關係人的

溝通與合作，視「溝通力(Go Caring)」
為公司永續發展策略的一環。我們依據

AA1000SES利害關係人議合原則(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鑑別出

4G永續發展策略

穩定增加4G用戶及行動寬頻

獲利，並積極建置下一世代

網路，推動資訊系統平台轉型

．4G用戶數目標300萬，持續提升滲透率

   及ARPU

．在TDD及FDD技術上擁有最完整的4G

   頻段

．4G月租型用戶滲透率目標63%，以新客戶

   及續約用戶為主

．善用取得之4G頻段，透過3頻(700MHz/

   1800Mhz /2600MHz)載波聚合技術，

   提升傳輸速度

中長期十大目標 2015年目標 2015年達成狀況 2016年目標

邁向企業永續治理，成為國際

投資人眼中的永續型企業

．CSR委員會組織改組，與經營管理會議

   整合並設立明確永續發展策略及對應之

   KPIs

．導入國際標竿評估工具及研擬因應對策，

   檢視企業永續發展相關績效

推動企業轉型，以因應科技變

革與產業趨勢

Go Prosperous

成長力 

Go Innovative

創新力

．積極招募新領域人才(ICT/Internet/大數

   據/智慧家庭)，提升新領域營收佔比

．2016年外部招募30歲以下人員目標佔部門

   人數3%以上

．持續發展智慧方案，營收預估成長66%，

   佔企客營收15%

智慧生活：持續提供以使用者

為中心的加值服務(數位內容/

行動支付/電子商務)

．整合並建立智慧生活品牌與服務平台

．發展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數位內容與服務 

   (影音/娛樂/家庭監控與自動化/健康照護)

．結合行動支付建構行動商務平台

．推出智慧家庭產品與服務

智慧商務：提供高價值的資通

訊整合服務，提高企業市場市

佔率

．2015年4G用戶總數311萬戶

．4G月租型用戶滲透率達45%，領先同業

．月租型用戶ARPU增長3%，同業居冠

．2.6GHz競標中，成功取得D3頻段40MHz及D6頻段25MHz，加上目

前遠傳20MHz的L700的及40MHz的L1800，共擁有125MHz

．建立4G永續發展主軸，各組別由經營管理團隊主管擔任召集人，

CSR委員會會議與經營管理會議整合，提升討論效率與層級

．各組別明確設立2015及2016年度KPIs

．2015新領域人才招募聚焦ICT新產品開發人才，正式成立ICT團隊，

針對運輸、零售、醫療、製造、金融五大產業與政府，提供創新

IoT解決方案

．企業資通訊及雲端整合服務營收達155億元，其中ICT營收即成長

32%，佔企客營收近10%

．加速ICT組織到位

．建立企業自行開發解決方案能力

．持續開發企業解決方案

．整合friDay數位品牌，推出線上影音串流、手機娛樂、遊戲直播、

雲端電子書、O2O購物等服務平台

．透過消費者行為大數據推出影音娛樂內容推薦機制

．進行App付費行為分析及電信用戶的數位內容使用行為關聯性分析

．持續開發行動電子錢包，整合行動支付、電子票證及會員管理

．規劃智慧家庭產品與服務

．提供企業行動開發應用PaaS平台，透過APIs串接內部應用服務

．EMMA完成與外部應用軟體/系統串接（Robot、Wechat）

．規劃IoT平台、開發車聯網應用、eTag停車場系統開發、智慧巡檢

產品化

．整合智慧生活產品與服務，完整滿足客戶

需求，以擴大客戶群及增加黏著度

．發揮整合性大數據分析以充分了解客戶需

求及使用習慣

．轉型ICT組織，培養專案運作模式及管理

流程再造，達到ICT相關產品及服務70%

以上的年成長率。與外界合作或整併，進

一步擴大規模、能力及營收

．企業解決方案升級

．多重支付系統整合

．EMMA客製化應用

．API置入及大數據
   整合分析

智慧城市：在醫療、交通及治

安三大領域積極佈局，極大化

集團資源，取得領先地位

．完成第一個單一城市IoT & Big Data成

功案例，複製相關經驗到其他地方政府

．評估並逐步擴大各計畫規模，與集團外

機構展開合作

．結合合作夥伴，建立遠傳智慧城市聯盟

團隊

．建置遠東智慧物流管理平台

．積極參與公部門及公協會規劃制定與

先導計畫

．執行 4G智慧城市計畫並建立Smart 

City Solution能力與實績

．於2016智慧城市展展示Smart City Solution 

．啟動台南4G智慧城市旗艦計畫，重點績效含：

50個4G/WiFi智慧站牌

登革熱防疫監控平台，視覺化大數據分析

行動管理網路基礎建設

10座抽水站建置、水文即時影像監控平台

建置雲端健康測量站

Go Caring

溝通力

Go Inclusive

影響力

．行動業者喜愛程度第三名

．第二波廣告「因為愛，每句話要好好說」，正面的品牌印象廣告

指標顯著高於產業平均

提供無可比擬的優質客戶體驗

與服務，成為客戶滿意度第一

的電信業者

創造差異化的品牌形象，落實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合作

．要求80%遠傳百大原供應商提出CSR自

主聲明

．自主執行供應鏈稽查

．執行綠色採購專案

．要求100%新供應商提出CSR自主聲明

．要求70%遠傳百大原供應商提出CSR自

主聲明

．評估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管理

．評估增加再生能源使用量

．客服滿意度86%

．公文申訴量為三大電信業最低

．通路服務數位化及虛擬化

．強化品牌形象經營，品牌喜好度達業

界前三名

．「開口說愛」系列廣告追蹤指標優於

產業平均

整合產業價值鏈，促進資通訊

產業共同邁向永續發展

．確立ISO 14064-1溫室氣體管理邊界(遠傳電信/新世紀資通/和宇寬

頻)及盤查範疇(範疇1及範疇2)

．ISO 50001減碳績效：內湖總部EUI實際達成降低1.1%、PUE實際

達成降低0.44%

．自願認購10萬度綠電

．新供應商100%完成簽署CSR自主聲明

．75%遠傳百大原供應商完成簽署CSR自主聲明

建立明確的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以及再生能源使用目標

．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並

進行教育訓練，通過ISO 14064-1溫室

氣體管理認證

．評估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

．自願認購綠電10萬度

．ISO 50001內湖總部EUI目標降低0.24%

、PUE目標降低0.775%

．行動業者喜愛程度第二名

．形象好的品牌業界第二名

．第三波廣告「用鼓勵讓台灣聽見愛」

追蹤指標優於產業平均

．客服滿意度達88.9%

．公文申訴量較2014年減少25%，為三大電信業最低

．20%直營門市導入數位化服務(含互動多媒體、虛擬商品陳列、穿

戴式設備專區及O2O營運模式建立)

．擴大虛擬通路自助化服務項目及佔比：

行動客服App自助服務項目率達46%

自助服務佔所有通路服務量36%

．客服滿意度91%

．公文申訴量為三大電信業最低

．完成30%直營門市數位化

．擴大虛擬通路自助化服務項目及佔比 :

行動客服 App自助服務項目率達 55%

自助服務佔所有通路服務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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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類與營運攸關的關鍵利害關係人，並盤

點內部溝通管道，確保我們於日常營運中確

實回應利害關係人的不同訴求與期待。此

外，我們亦於官方網站建立利害關係人CSR
問卷調查及專門溝通管道，以取得更多意見

回饋。

重大性分析

為更精準掌握各議題於價值創造過程中

的重要性，達到有效配置公司資源、連結永

續營運策略的目標，遠傳本年度開始調整

重大性分析方法，除依循GRIG4永續性報

告指南外，也參照國際整合性報導<IR>架
構。最後，我們依據排序結果將議題進一步

分類為「關鍵」、「重要」及「基本」三個

等級，於報告書進行程度不等的揭露。

公司治理

健全的公司治理是永續經營的基石。遠

傳自1997年成立以來，便致力完善公司治

理及監督架構，落實誠信經營原則。遠傳於

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將企業

社會責任納入公司治理架構，期望從公司治

理出發，將企業永續經營重大議題融入企業

經營策略與企業文化，更負責任且更有系統

地回應消費者及投資人的期許與要求。

公司治理架構

遠傳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機構，具任

命與監督經營團隊、監督經營績效、防制利

益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公司章程

之規定等職責。第七屆董事會共設置董事

11人，任期自2015年6月18日至2018年6月
17日止；為確保治理獨立性、多元性並兼

具利害關係人觀點，董事會組成包含三名獨

立董事及一名女性董事。

遠傳的「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皆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遠傳電信的組織

架構權責劃分明確，自總經理下細分為不同

事業群。現行組織架構及各單位權責說明請

詳遠傳2015年報。為確保企業運作獨立與

公正性，董事長並未兼任行政職位。

企業永續治理

「遠傳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以下稱

CSR委員會)於2011年成立，是遠傳CSR策

略規劃與討論的最高指導單位，由董事長擔

任主任委員、總經理擔任執行長、高階主管

團隊(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EMT)
擔任四大跨事業群工作小組的召集人，統領

轄下各事業群之委員代表，並設置CSR專責

秘書處，同時邀請外部專家團隊提供諮詢建

議。

除成立專責CSR委員會，遠傳也根據

2015~2016年4月止，遠傳電信公司治理成果與績效

遠傳董事長徐旭東獲哈佛商業評論

「2016 台灣執行長 50 強」

榮獲第一、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佳績

榮獲《亞洲公司治理雜誌》評選為第五屆

 Asian Excellence Recognition Awards 2015

「最佳執行長」、「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獎」及

「最佳投資人關係獎」

榮獲《金融亞洲雜誌》亞洲最佳公司四座大獎，

 包含台灣「最佳管理企業」、「最佳公司治理」、

「最佳投資人關係」、及「最佳信守配發高股利

 承諾企業」

榮獲「金融亞洲雜誌亞洲最佳公司」五座大獎，

 包含台灣「最佳管理企業」、「最致力公司治理」、

「最佳投資人關係」、「最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及

「最佳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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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訂定之「上

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制定

「遠傳電信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於2015
年7月30日第七屆第三次董事會同意修訂通

過，作為遠傳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最高指導

原則。

誠信經營

遠傳透過「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

為準則」落實企業誠信經營。為確保公司治

理透明度，遠傳亦於官方網站、年報、公開

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相關資訊，並

透過遠傳e事紀(e-Paper)宣導。在組織外部

治理部分，遠傳也已於對外商業文件如「供

應商資料表」中加入「誠信經營守則同意

書」，提醒利害關係人遵守並尊重遠傳的道

德及誠信標準，並於2014年推出「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準則」，正式將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ESG)相關要求納入供應商的規

範。此外，遠傳所做的任何捐助行為，依據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交易管理作

業程序」規定，皆必須經過董事會之同意。

有關反貪腐、誠信經營及相關議題之宣導，

除每位新進員工皆必須接受相關訓練外，

遠傳在日常工作中主要以電子郵件「FETe-
paper遠傳e事記」方式向所有員工布達。

營運風險管理

電信產業環境在網路科技的發展及帶動

下，營運環境日漸複雜及快速，產業激烈的

競爭、消費者行為的變動，國家法規的控

制，再加上氣候變遷所引起的自然災害對電

信設備的影響，都需要系統性的預防及管理

機制，才能適切的評估上述因素所帶來的風

險及機會。

為保護公司資產，降低事業損害、增進

事業利益，並確保事業永續經營，遠傳建立

企業安全組織，制定企業安全政策及安全架

構，包含營運資訊安全領域、技術安全領

域、實體安全領域、以及人員安全領域，各

領域的管理範疇考量安全治理與法規遵循要

求、個資保護、風險管理、企業營運持續管

理、以及危機管理等構面，藉由企業安全組

織的運作以達實質風險管理目的。

法規遵循

遠傳恪遵主管機關公司治理與誠信經

營、環境保護及勞工人權等相關法令，落實

組織內之法規教育。2015年遠傳對董事會

成員共進行二次法規宣導，分別於4月28日
第六屆第13次董事會及10月28日第七屆第

四次董事會議事錄寄發時提供；而對員工之

法規宣導則以電子郵件「FETe-paper遠傳e
事記」方式布達。遠傳於2015年並未有違

反反賄賂、反競爭政策之情事，亦未有誠信

相關違規案件產生。另2015年間遠傳特許

執照依法辦理變更與申請，均獲得主管機關

核准。

外部參與

除積極落實企業內部公司治理外，遠傳

也密切關注國內外產業最新動態，並積極參

加電信業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公協會組織，

確保公司治理能夠有效呼應國內外重要倡議

及行動，以及同業最新發展動態，提升企業

競爭力。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管理策略

2015年遠傳總採購支出達409億元，占

遠傳總支出約四成二，供應商達1,000家，

前百大供應商採購支出即占遠傳全年採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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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94%。遠傳視供應商管理為企業永續風險

管理的重要一環，2014年發布「供應商企

業社會責任準則」，正式將環境、社會及公

司治理(ESG)相關要求納入供應鏈管理準

則，並與採購管理結合，要求供應商簽署誠

信經營同意書。考量到我們當地供應商最主

要問題集中在環安衛面向，遠傳於採購合約

中皆明文要求廠商於環境方面應遵守《空氣

汙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

清理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環境及勞

工安全及衛生相關法令，並採取適當管理及

防治措施。供應商必須簽署「承攬商勞工安

全衛生暨環保承諾書」、「承攬商工作場所

環境危害告知聲明書」及詳閱「承攬商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要點」，並依照《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執行相關管理與災害

預防工作。遠傳定期進行供應商評鑑，確保

供應商符合相關規範。

綠色供應鏈

2015年個人裝置和配件及電信網路設

備採購約占遠傳總採購支出85%，遠傳除持

續提供優良國際手機品牌及設備給消費者，

也鼓勵外國公司在台灣成立辦公室促進台灣

經濟發展。此外，遠傳更致力於扶植當地產

業，在扣除國外廠牌訂單金額後，2015年
遠傳自台灣當地公司之採購金額達總採購支

出99.18%。

永續發展

遠傳認知到企業永續經營與氣候變遷及

社會風險息息相關，近年來致力於降低價值

鏈各階段所產生之衝擊，從檢視現有的管理

方式開始，逐步加深與價值鏈各環節的互

動，以提升遠傳對價值鏈各項環境與社會衝

擊控制力為目標，發揮遠傳的企業影響力，

在企業內、外部同步落實企業永續發展理

念，總計2015年遠傳降低環境衝擊投入約

1.15億元。遠傳上游供應商主要包括：設備

供應商、產品供應商(如手機、配件等)及服

務供應商三大類，下游則可分為企業客戶、

消費者及一般民眾、非營利團體、學術組織

等；顧客關係由客服、實體門市及管理系

統、網路門市系統、物流配送及維修系統等

共同架構成完整的服務網絡，而與一般民眾

及其他非營利團體和學術組織等則透過公益

活動進行良性互動，上下游緊密串聯，形成

遠傳價值鏈。

降低營運衝擊

遠傳瞭解在提供優良電信服務過程中，

營運據點及活動可能對環境及社會造成衝

擊；無論是能資源耗用、溫室氣體排放、廢

棄物製造、基地台設置及社會大眾對電磁波

的疑慮，遠傳皆致力於監督、管理並減少營

運衝擊，提升利害關係人之信任。

營運環境足跡管理

營運環境足跡總覽

直接能源消耗－遠傳電信19

2013 2014 2015

柴油 ( 千公升 / 年 ) 46.71 23.09 86.54

千兆焦耳 (GJ)    20 1,641.86 811.61 3,014.88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 年 ) 21 
121.73 60.17 226.28

19 2013-2014 年 柴 油 消 耗 係 以 採 購 金 額 推 估；2015 年 改 採

ISO14064-1 柴油 ( 固定式燃燒 ) 計算模式計算。遠傳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通過 ISO 14064-1 查證，2015 年範疇 1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為 3,650.91 公噸 CO2e。此表中揭露之範疇 1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包

含 ISO 14064-1 類別 A緊急發電機 ( 柴油 ) 之盤查結果。
20根據能源局103年能源統計手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柴油1,000

   公升=35.15千兆焦耳。
21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發布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2版」(2015

年後 ( 含 ) 皆採用 6.0.2 版 )，柴油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總和為 2.6147 

kg CO2/L。

直接能源消耗－全虹 22

2014 2015

柴油 ( 千公升 / 年 ) 0.40 0.60

千兆焦耳 (GJ) 14.06 21.09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 年 )
23 1.0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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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產品衝擊

遠傳電信知道電信業的產品與服務過程

中，有時候會對環境或者是社會帶來衝擊，

因此我們透過溝通手機電磁波潛在衝擊、門

市手機回收、創造手機再生價值、推動無紙

化帳單及表單、客戶合併帳單服務、減少

SIM卡用量等各種方式降低影響，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社會參與

友善工作環境

遠傳致力成為「員工首選企業」，從機

會均等的就業環境、合理良好的薪資福利，

到暢通的勞資溝通與多元的教育訓練與職涯

發展，遠傳維繫員工這項最重要的企業資

產，提升組織效率及能力，因應未來企業永

續成長。遠傳認為良好的勞資關係、人才培

育體系及企業福利政策，不僅有助於凝聚工

作成就感、企業認同感、提升員工向心力，

更能夠對企業帶來實質效益。

溫室氣體總排放強度

溫室氣體 CO2 排放總量 2013 2014 2015

能源密集度 ( 度 / 有效客戶數 ) 49.02 49.58 75.40

CO2e 排放密集度 ( 公斤 / 有效客戶數 ) 26.13 25.89 38.64

用水量 28

201329 2014 2015

耗水量 ( 度數 / 年 ) 239,482 266,099 286,755

自來水費 ( 新台幣元 / 年 ) 2,958,844 3,301,032 3,457,724

28全虹用水量為推估值。

29因2013年未將全虹納入報告邊界，故全虹2013年用水量未納入統計
範圍。

廢棄物 30

201331 2014 2015

一般垃圾 ( 公噸 ) 191.70 291.84 366.54

紙類 ( 公噸 ) 39.92 73.73 76.61

可回收之其他資源 ( 公噸 ) 5.80 7.47 7.01

廢棄物處理費用

( 新台幣元 / 年 )32
632,514 700,764 767,114

30 全虹內湖總公司及各門市之一般垃圾及紙類廢棄物為推估值。
31因2013年未將全虹納入報告邊界，故全虹2013年廢棄物相關數據未
納入統計範圍。

32所有廢棄物均委託合格清除處理廠商處理。

2013 2014 2015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27
1,691.82 1,627.80 1,026.69

27溫室氣體排放量係採用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每年公告之外購電力排放係

數計算，2013~2015年度電力排放係數分別為0.532及、0.522 及 0.521 

kgCO2e/kWh。

溫室氣體總排放強度

溫室氣體 CO2 排放總量 2013 2014 2015

能源密集度 ( 度 / 有效客戶數 ) 49.02 49.58 75.40

CO2e 排放密集度 ( 公斤 / 有效客戶數 ) 26.13 25.89 38.64

用水量 28

201329 2014 2015

耗水量 ( 度數 / 年 ) 239,482 266,099 286,755

自來水費 ( 新台幣元 / 年 ) 2,958,844 3,301,032 3,457,724

28全虹用水量為推估值。

29因2013年未將全虹納入報告邊界，故全虹2013年用水量未納入統計
範圍。

廢棄物 30

201331 2014 2015

一般垃圾 ( 公噸 ) 191.70 291.84 366.54

紙類 ( 公噸 ) 39.92 73.73 76.61

可回收之其他資源 ( 公噸 ) 5.80 7.47 7.01

廢棄物處理費用

( 新台幣元 / 年 )32
632,514 700,764 767,114

30 全虹內湖總公司及各門市之一般垃圾及紙類廢棄物為推估值。
31因2013年未將全虹納入報告邊界，故全虹2013年廢棄物相關數據未
納入統計範圍。

32所有廢棄物均委託合格清除處理廠商處理。

2013 2014 2015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27
1,691.82 1,627.80 1,026.69

27溫室氣體排放量係採用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每年公告之外購電力排放係

數計算，2013~2015年度電力排放係數分別為0.532及、0.522 及 0.521 

kgCO2e/kWh。

間接能源消耗－遠傳電信

2013 2014 201524

辦公大樓用電量 ( 千度 ) 11,576.60 11,320.29 9,409.61

機房總用電量 ( 千度 ) 137,162.29 144,994.70 152,346.24

基地台用電量 ( 千度 ) 186,225.88 190,245.66 376,042.38

門市總用電量 ( 千度 ) 15,643.00 16,724.00 17,729.12

總用電量 ( 千度 ) 350,607.77 363,284.65 555,527.35

千兆焦耳 (GJ) 25 1,262,187.97 1,307,824.74 1,999,898.46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 年 )   26
186,523.33 189,634.59 289,429.75

註：2015 年因 4G站台持續大量建設，導致基地台耗電量增加。

22柴油消耗係以採購金額推估；2013年未將全虹納入報告邊界，故未納

入統計範圍。
23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發布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2版」(2015年

後(含)皆採用6.0.2版)，柴油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總和為2.6147 kg CO2/L。
24 2015使用電量因ISO 14064-1計算基準差異，無法進行跨年度比較，電

度增加原因主要為4G設備用電增加及非台電電度計算基準不同。
25 1 kWh = 3600 KJ
26 溫室氣體排放量係採用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每年公告之外購電力排放

係數計算，2013~2015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分別為 0.532 及、0.522 

及 0.521 kgCO2e/kWh。

間接能源消耗－全虹

2013 2014 2015

辦公大樓用電量 ( 千度 ) 288.45 261.97 243.70

門市總用電量 ( 千度 ) 2,106.99 2,076.84 987.60

物流中心用電量 ( 千度 ) 784.67 779.58 739.32

總用電量 ( 千度 ) 3,180.11 3,118.39 1,970.62

千兆焦耳 (GJ) 11,448.40 11,226.20 7,094.23

直接能源消耗－遠傳電信19

2013 2014 2015

柴油 ( 千公升 / 年 ) 46.71 23.09 86.54

千兆焦耳 (GJ)    20 1,641.86 811.61 3,014.88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 年 ) 21 
121.73 60.17 226.28

19 2013-2014 年 柴 油 消 耗 係 以 採 購 金 額 推 估；2015 年 改 採

ISO14064-1 柴油 ( 固定式燃燒 ) 計算模式計算。遠傳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通過 ISO 14064-1 查證，2015 年範疇 1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為 3,650.91 公噸 CO2e。此表中揭露之範疇 1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包

含 ISO 14064-1 類別 A緊急發電機 ( 柴油 ) 之盤查結果。
20根據能源局103年能源統計手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柴油1,000

   公升=35.15千兆焦耳。
21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發布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2版」(2015

年後 ( 含 ) 皆採用 6.0.2 版 )，柴油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總和為 2.6147 

kg CO2/L。

直接能源消耗－全虹 22

2014 2015

柴油 ( 千公升 / 年 ) 0.40 0.60

千兆焦耳 (GJ) 14.06 21.09

溫室氣體 CO2e 排放量 ( 公噸 / 年 )
23 1.04 1.57



— 403 —

員工雇用狀況

遠傳2015年度員工總數為7,072人，較

前一年度略少，主要原因為進行行銷通路整

合，將全虹門市規模調整，及陸續轉換為遠

傳加盟店，造成全虹員工人數減少。遠傳員

工結構女性占比較男性員工高，分別為53%
及47%，而遠傳99%以上之員工皆為以不定

期契約聘雇之本國員工。

人才招募與留任

遠傳依據企業永續發展策略靈活調整招

募方向，近年來，因應電信產業急速變遷及

公司發展需求，遠傳積極招募具備電信、多

媒體、雲端、大數據等資通訊整合服務技術

之新生代人才。

除透過人力市場招募專業人士外，遠傳

更積極培育人才，與各大專院校進行產學雙

軌合作計畫，與元智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致理技術學院及樹德科技大學等多所學校共

同推動產學計畫，致力整合校園資源，縮短

理論與實務之差距，培養專業的人才。

遠傳相信平等又良好的薪資與福利條件

為留任人才的關鍵因素之一。在薪酬制度方

面，遠傳各職務起薪並無男女之別，基本薪

酬的女男比例為1：1，平均薪資的女男比

例為1：1.02，且所有職務皆高於政府法定

基本薪資。2015年遠傳電信及全虹最基層

員工職薪分別高於基本薪資30%及33%，另

提供年終獎金、目標達成獎金、業務獎金及

特殊表現獎勵等，表揚表現優異之同仁。

遠傳也重視員工升遷及輪調機會，不僅

每半年進行員工個人工作目標評核，為建立

跨單位間職涯層級與人才衡量標準的一致性

與公開透明的機制，遠傳重新定義各組織層

級的職責與能力要求，以提升組織效能。此

架構提供同仁在公司多元的發展機會，依據

個人能力在專業職務精進發展，或跨單位的

輪調以拓展橫向能力。藉由鼓勵橫向輪調與

歷練，提供同仁長遠發展機會。

在福利政策方面，遠傳所有員工除享基

本法規給予之福利如育嬰假及退休金外，為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與生活平衡，遠傳也提供

全員健康檢查、員工團體保險、醫護室、員

工協助諮詢服務、健康與安全衛生講座、員

工餐廳、手機補助及每月通話費補助等福

利。此外，遠傳也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鼓

勵社團活動及補助國內外員工旅遊等福利。

零距離的服務

遠傳透過PDCA(Plan-Do-Check-
Action；即計畫、執行、查核、處置)步

驟，不斷優化服務品質。從門市的服務管理

到尋找與培訓合作夥伴，遠傳都有一套縝密

的規範和實作技巧，讓遍布全台的第一線人

員，都維持一致的服務水準。

FET員工
照顧與關懷

健全的職涯發展
從新人訓練到核心職能訓練規劃、完整的升遷轉調制度、

鼓勵自我發展、提供進修補助

基層員工職薪超過基本薪資30%、多元獎金制度

(年終、達成目標獎金、特殊表現獎金)、提供旅遊補助

符合法規的福利、員工免費健檢、員工餐廳、

勞資透明的溝通管道

優渥的激勵制度

友善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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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直營門市人員教育訓練系統涵蓋

「服務」、「營運」、「銷售」、「商品」

四大主軸，並透過「2x3」系統進行培訓。

「2x3」系統訓練課程分為知識、技能兩大

層面，每個層面再細分為基礎培育、能力

養成、多元培訓三個階段；2015年新進及

在職門市人員每人平均受訓時數分別達104
及70小時。為確保加盟門市與直營門市服

務品質一致，2015年遠傳提供人才招募技

巧、門市領導統御與人員激勵、目標及績效

管理、創新思考等四類經營者外訓課程，強

化加盟業者經營優質門市的能力。

除正式訓練管道外，遠傳也發展各類服

務輔助工具，協助第一線門市人員落實驚豔

服務。遠傳門市系統團隊運用「數據探勘

(Data Mining)」技術，將門市人員經驗轉

化為資料庫，不但能讓門市人員在最短時間

內掌握回流客戶需求，透過資源整合平台，

也能夠彌補新人剛上任經驗不足的缺口，穩

定服務品質。另外，遠傳亦將社群網站納入

內部溝通管道，設有「只有遠傳，沒有問

題！」粉絲團，門市人員遇到問題可以在粉

絲團發問，由遠傳通路管理處即時回覆，以

最快速彈性方式回應第一線夥伴的需求。

遠傳於2014年成為國內第一家通過

ISO29990國際認證的電信業者，2015年再

次榮獲ISO29990學習服務標準認證，服務

品質備受肯定。

360°心服務

遠傳自2012年開始以「360度心服務」

為主軸，針對消費者在不同時、地、物的需

求，提供客製化服務。遠傳電信於2015年
連續三年獲得《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

電信業者首獎，更連續四年榮獲《工商時

報》「台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獎，顯示遠傳

以人為本、客戶優先的待客學，深受各方肯

定。

資費透明化與溝通

遠傳於產品及服務的行銷推廣皆遵守主

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公平交易委員

會等規範，並以標準化服務流程，確保所有

產品及服務的銷售符合法律規範。遠傳所出

售的產品及服務皆為與上市、上櫃公司合作

簽約提供的合法產品，消費者可享有原廠產

品保固期限。在產品售後服務方面，遠傳為

所售出之手機或相關商品提供維修保固服

務，消費者亦可另洽提供產品保固之廠商，

或送至代理維修商維修。2015年遠傳未發

生任何產品標示、行銷溝通相關違規情事。

客戶隱私保護

提供用戶安全且值得信賴的電信服務是

遠傳的責任，亦是維繫客戶關係及提升消費

者信任的關鍵。為展現遠傳對資訊安全管理

的重視與承諾，2015年遠傳特別訂定「尊

重客資、珍惜所託；永續服務、深得信賴」

的資安願景，並以此為主軸，透過人員、營

運、技術、法規等面向訂定各事業部門與公

司層級等近百項資安量測指標，定期檢視目

標達成狀況；並持續針對未達目標項目者進

行矯正措施，確保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

有效控管。經由全體人員的努力，2015年
遠傳未發生違反客戶隱私之情事。

此外，遠傳於2015年持續優化資訊

技術服務流程，通過四合一ISO27001資
訊安全驗證、ISO20000服務管理驗證、

BS10012個人資訊管理驗證及雲端安全聯盟

(CSA)STAR最高級別驗證，充份展現遠傳

落實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的成果。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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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將持續落實客戶個人資料與資訊安全管

理，回應消費者及社會大眾對個人資料保護

的需求。

服務管理與改善

遠傳定期透過客戶滿意度調查了解客戶

意見回饋，持續改善服務管理流程，以符合

消費者期待。同時，為確保並回應每一位消

費者的聲音，遠傳亦建立完善的申訴及管理

機制。

創造社會影響力

遠傳以「時尚環保、責任創意」的企業

社會責任雙主軸架構之下，持續地投入企業

資源，並結合通訊核心應用，透過創新思維

推動環保概念，創造社會影響力，促進社會

永續發展。在公益投入方面，2015年遠傳

持續與各非政府組織合作，舉辦各項公益活

動，透過企業的力量關懷社會弱勢族群，遠

傳於2015年之公益總投入金額為27,116,110
元，參與志工人次達190人，顯示遠傳對於

持續深耕台灣在地發展之決心。

參與的活動，包含第四屆綠色輕功「我

畫我說故我愛」、第九屆兒福聯盟「搶救生

命棄兒不捨」募款活動、董氏基金會「好好

說話聽見快樂」校園情緒講座、主婦聯盟

「綠繪本故事列車」、白絲帶「兒少行動上

網安全」國際論壇、張老師基金會「家庭溝

通推手-社區親職教育支持計畫」、新北八

仙塵爆捐款、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視障者

行動智慧生活教學計畫」等等。

3,134,154通

撥通數 問卷數 整體滿意度

較2014年   31.94％

504,448通

較2014年   42.61％

88.9%

較2014年   4.5％

表揚通數

5,915通

較2014年   73.87％

內部電話客服

滿意度外撥通

數(通)

電話客服中心

滿意度調查有

效問卷數(通)

電話客服中心

滿意度調查整

體滿意度(%)

服務滿意度留

言表揚通數

(通)

2013 2,348,350

2,375,470
(↑1.15%)

3,134,154
 (↑31.94%)

336,391

353,715
(↑5.15%)

504,448
(↑42.61%)

83.8%

84.4%
(↑0.6%)

88.9%
(↑4.5%)

4,433

3,402
(↓23.26%)

5,915
(↑73.87%)

2014

2015

投入金額 單位：元

2014 2015

$29,158,426

募款金額遠傳投入金額

10,000,000

﹩

20,000,000

30,000,000

$22,621,799

$27,116,110

$21,425,352

$6,536,627
$5,69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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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綠色輕功「我畫 我說 故
我愛」

第九屆兒福聯盟「搶救生命 棄兒
不捨」募款活動

綠色輕功「我畫 我說 故我愛」活動串連環保

教育，首開國內兒童電子繪本徵件先河，更是

繪本文創人才的重要舞台，遠傳不僅將得獎作

品上架於friDay閱讀平台，可供免費觀看，還

將作品改編成短篇動畫，於friDay影音免費下

載。並攜手主婦聯盟，推動行動故事列車，將

得獎繪本授權開發成教案，解決NPO/NGO 組織

面臨版權受限的困境。

偏鄉說書活動共計185位小學學童參與(

興中51人，建山61人，桃源73人)；繪

本及插畫徵件數達272件

高雄市興中國小、建山國小、桃源國小

、friDay影音、friDay閱讀用戶

參與志工

受惠人數

受惠團體

44 人

2015年共幫助了超過916人次出養兒尿

布、奶粉等生活費用。

兒盟出養家庭

參與志工

受惠人數

受惠團體

31 人

兒盟募款活動

遠傳攜手兒童福利聯盟合作「棄兒不捨，讓

愛遠傳」公益活動邁入第九年，今年特別於

華山中央藝文公園舉辦「三代Fun愛野餐趣」

公益野餐日，透過的野餐活動，邀請全民共同

用歡笑與感動，關懷出養兒，替「等家寶寶」

募集生活照顧基金。

九年來共幫兒童福利聯盟募得逾2,800萬的生

活照顧基金，累計扶助8,754人次。

董氏基金會「好好說話 聽見快樂」校園情緒講座

呼應「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

」品牌活動，遠傳攜手董氏

基金會舉辦校園情緒巡迴講

座，積極推廣心靈環保教育

，鼓勵學童善用同理心，正

向表達情感。

董氏好好說話聽見快樂

校園情緒講座參與學生人數

共5041人；偏鄉營隊參與學

生90人

全台五都共25所國中小學、

新北市貢寮國小、桃園市育

仁國小

參與志工

受惠人數

受惠團體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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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5遠傳電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SR得獎紀錄

辦理2場志工培訓研習營、結

訓人數46人；台北市及新北

市辦理35 場綠繪本故事列車

，總參與民眾人次共747人。

大台北區國小及幼稚園、親

子、外部志工

參與志工

受惠人數

受惠團體

38 人

主婦聯盟「綠繪本故事列車」

為讓環保教育從小紮根，遠傳攜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透過綠繪

本協助兒童了解生活裡哪些事物正影響或加劇全球環境的問題，結合生

活裡可以實踐的環保行動，「兒童綠繪本故事列車推廣計畫」因應而生

。

2015.03 2015.06 2015.07 2015.11 2015.12 2016.03 2016.042015.10

業務發展重要里程碑

企業責任實踐回顧

全亞洲第一家通過SGS BS 8477 

客戶服務管理認證的電信業者

策略結盟MSPE Asia以債權持有方式

取得中嘉網路業務合作

2600MHz開台，正式進入新4.5G時代，

為亞洲電信市場中第一個提供700/1800/2600 MHz

最佳三頻服務的業者

榮獲亞洲公司治理雜誌評選為第五屆

Asian Excellence Recognition Awards 

2015「最佳執行長」「最佳企業社會

責任獎」及 「最佳投資人關係獎」

獲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佳績

連續四年榮獲工商時報臺灣服務大評鑑「連鎖電信通路金獎」

發佈國內首本整合性報告書
落實「4G」永續發展

獲壹週刊「第12屆服務第壹大獎-電信業者」

第一名，連續三年蟬聯電信業首獎

蟬聯台灣CSA STAR認證業界最高

分，二度榮獲CSA STAR雲端資安

認證最高榮譽

推出第三波開口說愛品牌活動

「用鼓勵，讓台灣聽見愛」

榮獲「金融亞洲雜誌亞洲最佳公司」

五座大獎，包含台灣「最佳管理企業」、「最致

力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係」、「最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及「最佳財務長」

獲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佳績

 董事長徐旭東獲得哈佛商業評論

「2016台灣執行長50強」

「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勇奪海內外

 15項品牌大獎

榮獲 「金融亞洲雜誌亞洲

最佳公司」 四座大獎，包含台灣

「最佳管理企業」、「最佳公司治理」、

「最佳投資人關係」及

「最佳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

獲得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最高榮譽「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亦在企業永續績效類別中，獲得「創新成長獎」、

「社會共融獎」及「台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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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寶衛地球 散布正能量

遠傳電信是台灣電信三雄之一，近年在

董事長徐旭東領導下，要翻轉經營思維，更

讓企業永續向下扎根，總經理李彬則強調，

要化品牌力為實際影響力，這也讓近年遠傳

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更強調環保教育

及兒少議題，2015年以「寶衛地球 讓愛遠

傳」系列活動喚起社會重視空汙問題，要讓

遠傳成為協助台灣向上提升的力量之一。

攜手供應鏈 推優質服務

徐旭東認為，面對數位世代的浪潮來

襲，世界面貌已被重塑：行動網路與物聯網

的興起，讓「分享與連結」深入每個人的生

活；新興的千禧世代族群生為數位原住民，

嫻熟各種高科技產品，挑戰既有的消費行為

觀念；此外，數位科技模糊產業界線，競爭

將來自四面八方，企業所面對的挑戰，不僅

經營模式要與時俱進，更需要翻轉舊有的經

營思維，才能為企業的基業長青，打下永續

基礎。

徐旭東表示，透過遠傳同仁群策群力，

並與供應鏈夥伴攜手合作，不僅要為全台超

過700萬用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更希望

獲得股東及各利害關係人的全方位肯定，共

同朝向「生活有遠傳，溝通無距離，人生更

豐富」的企業願景邁進。

壯大品牌力 提升影響力

李彬則指出，遠傳積極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化品牌力為實際影響力：2015年以

「寶衛地球 讓愛遠傳」系列活動喚起社會

重視空汙問題、大力推廣綠繪本徵件和故事

列車活動加強宣導環保教育、同時重視兒少

議題，推動校園情緒講座及出養兒募款活

動。

此外，當自然災害重創台灣社會時，遠

傳與台灣站在同一陣線，李彬表示，無論是

去年蘇迪勒颱災，還是今年南台灣遭逢大地

震摧殘，遠傳都在第一時間進入災區，透過

人力、物力、財力，盡遠傳最大的力量，未

來，遠傳更希望喚起社會溝通、傳遞正面能

量的氛圍，讓企業具有影響社會、改變台灣

的能力，讓「只有遠傳 沒有距離」的品牌

精神，成為協助台灣向上提升的力量之一。

為推動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遠傳由董

事長及總經理率領成立「遠傳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是遠傳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規劃與

討論的最高指導單位，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

員、總經理擔任執行長、高階主管團隊擔任

四大跨事業群工作小組的召集人，統領轄下

各事業群之委員代表，並設置CSR專責秘書

處，同時邀請外部專家團隊提供諮詢建議。

出版CSR報告 做企業表率

而遠傳在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同時編製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時，更採取與全球越

來越多標竿企業一樣，出版整合性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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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Report)，成為台灣首本整合性

報告書，更引領電信業及金融業推出整合性

報告書風潮。

近年遠傳不僅是國內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公民常勝軍，更首次參加就入選「道

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DJSI -Emerg ing 
Markets)」成分股，展現永續經營及實踐社

會責任實力。

從心喚醒愛 關懷零距離

近年遠傳企業社會責任重心從造愛的

品牌，關懷社會沒有距離， 推動「開口說

愛」、關懷天災人禍以及投入公益，此外更

形塑綠色價值鏈，擴大減碳效應，同時擴大

到環保教育及兒少議題。

遠傳發言人郎亞玲表示，遠傳企業社會

責任年度亮點案例，包含協助台南市政府打

造「智慧防疫監控平台」，對抗台南登革

熱，以及「寶衛地球 讓愛遠傳」，將環保

愛護地球觀念，落實到國小教育上，不僅從

小扎根，甚至影響父母具備愛護地球的觀

念。

打造防疫雲 杜絕登革熱

郎亞玲表示，遠傳打造整合防疫雲端系

統及App平台，可衛星定位即時監控、遠端

派遣、圖形化路徑顯示，以物聯網串聯行動

載具，讓噴藥人員可以定軌追蹤，更以大數

據結合資料平台，精準分析疫情，協助台南

市政府掌握疫情。

另一方面，遠傳推動綠色價值鏈，從綠

色採購、供應商管理、e化服務，內外部價

值鏈節能方案減碳成效達11,501.49公噸的

CO2排放，近年更向下扎根，強調兒童環保

教育。郎亞玲表示，遠傳推動「寶衛地球 
讓愛遠傳」，不僅喚起台灣學童及家長環保

意識，更獲得國際媒體關注。

拍空汙短片 傳達心之聲

郎亞玲表示，空汙是2015年最熱門的

環保議題，而兒童則是未來主人翁，從未來

主人翁觀察角度出發，打出「寶衛地球 讓
愛遠傳」，「我的未來 我來做」的口號，

讓全台受空汙影響最嚴重小學學童說出心

聲。

遠傳拍攝三個紀實短片，從兒童角度出

發，成功喚起社會共鳴，郎亞玲說，北部的

小朋友發現，連四歲的妹妹都知道姊姊常常

酷酷嗽、流鼻水，還要常常看醫生，就是因

為臭臭的空氣，妹妹在姊姊的畫像前面加了

一朵新鮮的花，希望花可以帶來好空氣，讓

姊姊不再酷酷嗽。

三個紀實片，在YouTube上點閱率超過

336萬次，兒童創意空汙防毒面具也在社群

平台上被分享超過640萬次，更引起總統關

注，回函表示政府將有具體作為。

集結300學生 辦環保峰會

遠傳還舉辦全球首屆兒童環保高峰會，

集結台灣北、中、南近300位小學生串連，

戴上創意防毒面具，一起反空汙，更訂出

「空汙掰掰，我的未來我來救！之十大行動

方案」。

遠傳「寶衛地球讓愛遠傳」系列活動更

拿下紐約One Show國際創意節公共關係項

目的最高榮譽「金鉛筆」大獎，吸引200家
中外媒體報導，更登上美國紐約時報廣場，

讓台灣兒童環保訴求被世界看見。(黃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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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

公司概述

玉山金控成立於2002年1月28日，總部

設於台灣台北巿，子公司有銀行、證券、保

經及創投。截至2015年12月31日，總資產

規模為新台幣1.78兆元，2015年稅後淨利為

新台幣128.16億元。除各子公司外，為實踐

社會責任永續發展，先後成立玉山文教基金

會及玉山志工基金會，秉持「愛與關懷」與

「一份愛可以牽引更多的愛」的志工精神，

持續貢獻玉山及玉山人的一份力量。我們相

信願景有多大，力量就會有多大。長期以

來，玉山從自我要求出發，由自身開始做

起，堅持誠信正直的經營方式，建立清新專

業的品牌形象，決心打造百年發展的志業。

我們認為除了用心投入金融業的經營外，惟

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玉山人才能成為世界

一等的公民，玉山才能真正成為世界一等的

企業公民。

經營理念

玉山，是台灣最高的山，以玉山為名，

我們的決心就寫在名字上，矢志成為綜合績

效最好、也最被尊敬的企業。玉山自創立之

初就以「建立制度、培育人才、發展資訊」

作為百年事業永續經營的三大支柱，實踐

「專業(Expertise)、服務(Service)、責任

(Business)」的經營理念，透過長期穩健的

努力，朝玉山的共同願景邁進。

企業責任治理

玉山金控於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透過

公司治理、社會公益、環境永續、顧客權

益與員工照顧五個工作小組，有效整合資

源、提升效率，2015年共計召開29場工作

會議，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CSR策略與執行

成效，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金融本業的經營

策略，以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式，

長期深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玉山長期堅定地投入資源在企業社會責

任領域，許下對這塊土地的承諾，陸續制定

「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與「玉

山金控誠信經營守則與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除了於新進行員與各專業訓練班開設

玉山志工與CSR相關課程外，亦於日常生活

中鼓勵同仁發揮志工精神，共同讓社會更美

好，充分發揮社會影響力。

重大性議題分析

玉山對於重大性議題分析及擬定管理方

針分為五大階段，包含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

通、相關議題辨識、重大性議題分析、管理

方針擬定與執行。

利害關係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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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控及子公司提供銀行、證券、保

險、創投等各式金融服務，利害關係人的定

義係為對玉山營運活動產生影響或受玉山營

運活動所影響之內部、外部團體或個人，因

此透過問卷、訪談、專家判斷鑑別出之主要

利害關係人包含員工、顧客、股東、供應商

與合作夥伴、社區鄰里、政府機關、媒體

等。

利害關係人溝通

為持續瞭解利害關係人意見，除了於金

控官網建立開放性溝通平台，邀請利害關係

人參與意見回饋，並透過多元管道，與各利

害關係人建立適當之溝通機制，即時進行有

效之回應，並作為辨識利害關係人相關議題

與對議題關心程度之主要來源。

相關議題辨識

各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議題多元且廣泛。

因此，玉山有系統的透過不同管道持續地與

利害關係人雙向溝通，辨識各主要議題，並

依此擬定主要管理方針與執行計畫，透過系

統性的方式與長期的投入，整合內外部資

源，落實各項具體做法，並持續檢視各議題

之主要績效與回饋。關於各相關議題，玉山

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內部跨單位CSR代

表討論，並參酌外部專家經驗，

重大性議題分析

重大議題包含：營運績效、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風險管理、品牌形象、人才培

育、服務品質與顧客權益、員工關係、生態

保育與環境永續。玉山對於上述各項議題之

回應內容及具體做法，將在本報告書陳述。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建構完整齊備之功能性委員會

為強化董事會職能，精進董事會決策品

質，在董事會下依職能分設審計委員會、公

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董事會

策略委員會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功能性

委員會分別由獨立董事組成或參與之，除積

極有效發揮董事會職能，並得有效執行獨立

監督及制衡之機制，確保董事會各項決議與

作為，符合利害關係人之最大利益。

企業社會責任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進經濟、環

境及社會之進步，於董事會設置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並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誠信經營

重視道德操守與感恩文化

企業文化是玉山人工作價值觀與人生

服務觀的行為準則，玉山3+1企業文化：

「實在、實力、責任」、「團隊、和諧、快

樂」、「領先、卓越、榮譽」以及「知福、

惜緣、感恩」，表現在每位玉山人實際的行

為上，從新進行員訓練開始，透過同仁自我

的體認瞭解、經營團隊的以身作則、經理人

與希望工程師的身體力行與團隊合作的學

習，期望內化為每位玉山人的DNA。

訂定玉山人服務承諾書

「玉山人服務承諾書」中明確規範同仁

行為準則，包含品德與操守、個人行為與紀

律、業務行為、智慧財產權、網路使用及電

子郵件使用管理等範疇，說明同仁在執行業

務時應遵守各項法令規範，並強調同仁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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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務時不能違反誠信正直原則。新進行員

訓練時，由法務人員與人資處主管說明「玉

山人服務承諾書」各項規範，並定期或不定

期針對全體員工舉辦遵法測驗與玉山人服務

守則與行為規範測驗。

制定誠信經營守則暨誠信經營作業程

序及行為指南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

展，作為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參考架構，特

訂定相關規範，具體禁止不誠信之行為。

法令遵循

玉山建立良好法令遵循制度架構，並訂

定「玉山金控法令遵循政策」與「玉山金控

法令遵循制度要點」。有關法令遵循事項之

執行，由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每半年向董事

會及審計委員會報告，以使董事會及相關高

階主管能掌握法令遵循事項之執行狀況。

促進金融產業發展

為促進國內金融產業發展，金控及各子

公司積極參與銀行公會、證券公會、信託公

會、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灣金融總會、中華

卓越經營協會等各項公會活動，適時針對實

務運作提供建言，努力為提升國內整體金融

環境盡一份心力。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的目標在於保障資產安全、提

升顧客服務品質及增進股東價值。在金融海

嘯過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振興經濟與結構

改革的過程中，造成的外溢效果亦使得金融

市場波動加劇。此外，為改革金融監理環境

與強化金融穩定，國際監理趨勢及保障顧客

權益要求趨嚴，而隨著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

的快速發展，網路安全與個資權益重要性持

續提升。面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對企業營

運的潛在影響，如何辨識風險與掌握機會，

也成為新興的風險管理議題。玉山在各項業

務的發展皆秉持「一切業務不能凌駕於風險

之上」之精神，遵循風險管理最高指導原

則：安全性與流動性第一，收益性次之，成

長性再次之，均兼顧公益性。

責任授信與投資

銀行的資產與資源主要來自於社會大眾

的信賴與支持，因此除了用心經營本業，擁

有良好的經營效益外，也要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金融業之於社會，就像身體中的血液，

透過融資與各式金融產品，不但要扮演好資

金中介的角色，更要透過創新的方式提供更

多的服務，滿足顧客與時俱進的金融需求。

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玉山長期關注台灣中小企業發展，以「玉山

專業團隊、企業成功的靠山」為目標，持續

在現金管理、跨境貿易、電子收付等領域不

斷精進，協助企業經營與發展，成為台灣企

業最佳的金融夥伴，特別是台灣文創產業剛

在起步階段，更需要金融業的資金服務，期

許讓台灣的軟實力能獲得更多的支持與發

展。

為了讓我們的生存環境更美好，讓下一

代持續享有青山綠水的大自然，玉山期許以

金融業的專業及影響力，共同呵護我們美麗

的家園。在子公司玉山銀行授信政策第3節
即明訂，授信業務應支持替代能源、水資源

與環境汙染控制等綠能產業。對致力於降低

耗能、減少汙染或引進環保設施等前景良好

之企業，給予適當融資協助，包括設立「陽

光屋頂融資專案」、「綠能與產業設備輸出

貸款專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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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玉山銀行將赤道原則的精神納

入授信政策，以及明訂相關條款支持重視社

會責任的企業，2015年進一步簽署「赤道

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成為全球

簽署赤道原則83家金融機構的一員，結合

金融本業，積極發揮金融業的正向影響力。

關懷顧客

數位金融創新

創新，是玉山全方位發展的重要關鍵，

因應科技潮流及使用者需求，希望透過數位

金融，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台灣的金融運

作變得更有效率，因此積極推展數位服務、

創新產品、通路轉型，因應雲端、行動及大

數據趨勢，運用科技的力量提升顧客體驗。

服務品質管理

玉山認為「服務，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為追求顧客滿意，提升顧客價值，成

立「全面品質管理委員會」(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簡稱TQM)，由

品牌長擔任召集人，2015年共召開二次會

議，持續精進顧客關係管理與提升優質服務

體驗。

顧客滿意度調查

為提升顧客滿意，持續打造感動體驗，

成立顧客服務小組執行分行實地訪查、網路

銀行顧客滿意度調查、網路銀行服務訪查、

招募、信貸流程精進訪查、理專服務、財

富管理業務等抽訪等，提供多元顧客反應

管道，在全國136家分行皆設有「顧客意見

箱」，官網設有「訪客留言版」，從顧客回

饋問卷，94.13%對於服務品質感到非常滿

意。2016年將採取主動關懷方式，依顧客

與玉山往來的產品類別為主題設計問卷，以

利於即時收集顧客寶貴建議，提供相關單位

進行精進。

顧客權益保護

玉山致力顧客個人資料之保護，於

2015年5月取得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ISO/IEC 27001最新版國際認證，落實資訊

安全管理精神：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建立安全可信的資訊服務、與國際接軌。

為配合政府新頒布實施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也結合玉山金控及各子公司整體規

劃，委請勤業眾信專家進行全面之盤點，就

各項流程進行審視，並針對公司現行資訊系

統架構及軟硬體規格，以高標準進行檢視與

強化，以確保維護顧客資料之安全性及隱密

性。

永續發展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玉山金控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增進

人類生活的幸福，因此除了專注於企業本業

的經營，還要從環境保護、節能減碳、環境

教育等各方面努力善盡社會責任，才能夠永

續經營，邁向基業長青。

自頒布並力行「玉山環保節能白皮書 - 
E.SUN Green Policy」以來，用心投入環境

保護，主要內容包括環保節能政策、推廣環

境教育、建立環保節能文化及執行環保節能

措施。玉山於營運中所使用辦公設備、電腦

設備、紙、水、電等能資源，以及所產生之

生活汙水、廢棄物、一般垃圾之處理均符

合法規，更訂定「環境/能源管理政策」以

「綠色金融、愛護地球、環境永續」為核

心，並自發性導入各項國際管理系統，積極

推動各項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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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通過六項外部環保認證及參與

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以企業的力量，拋磚引玉，號召同仁、顧

客、合作夥伴及社會大眾共同成為世界一等

的公民。

「碳中和活動」

率金融業先例，正式導入「碳中和」（Carbon Neutral）積極投入節能減碳，以「單車環島．千

里傳愛」為示範活動，以最低排碳為目標，進行碳足跡盤查，並進一步採購碳權抵換的方式達成

100%碳中和，達到零碳排放量。經國際認證機構SGS進行公正第三方（third-party）查證，獲頒

國際雙標準證書，為國內第1家導入「碳中和活動」的銀行。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驗證」

ISO 20121為一項活動永續發展之管理系統標準，提供組織籌辦活動等，可依循之標準框架，並適用於所

有組織。最著名的實際案例為英國倫敦奧運，玉山創金融業先例，於單車環島活動導入此標準，以

PDCA（Plan, Do, Check, and Act）為主軸，完善分析活動項目潛在的社會、經濟與環境衝擊的

影響，並將此標準之影響擴大至整體供應鏈、社區及參與的利害相關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降低

環境足跡、資源使用與節省成本。

「ISO 14064-1：2006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連續3年完成玉山金融大樓及國內各分行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統計2015年營運所造之瓦斯、天

然氣、汽柴油、滅火器、氣體絕緣斷路器、NF3、冷媒及電力等碳排放量為12,681.746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透過盤查掌握本公司的碳排放量，進而規劃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減緩全球暖化對地球之

環境衝擊。

「ISO 14067 服務碳足跡驗證」

針對「e指辦卡」申辦信用卡服務進行ISO 14067服務碳足跡驗證，透過ISO 14067驗證分析顯示，使用

玉山「e指辦卡」相較臨櫃申辦可大幅減少一半以上碳排量，節約能源之成效顯著。

台灣金融業第一

台灣金融業第一

台灣金融業第一

盤查率100% 台灣金融業第一
006 溫溫室溫200

動永續續管續活動動

服務務碳足務067 服服

中和活活動活碳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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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玉山自2013年起主動參與由國際主流

法人投資機構發起的「碳揭露調查計畫」

(CDP)，並成為CDP的簽署支持企業，對

外揭露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及碳管理的相關資

訊，2015年玉山金控CDP揭露評比為94C，

為環境永續發展努力。

赤道原則

玉山銀行授信政策明訂多項條款，支持

替代能源、水資源與環境汙染控制等綠能企

業，並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列入投資決策考

量。截至2015年底，授信予綠能產業相關

企業共計230家，玉山銀行公司債及金融債

投資部位中，屬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或高盛證券永續

名單(GS Sustain Focus List)企業者，共占

約39%。

2015年巴黎氣候會議討論全球環境變

遷，並達成歷史性減排協議，為響應國際趨

勢，讓我們的生存環境更美好，繼2014年
將「赤道原則」精神編入玉山銀行授信政

策，明訂相關條款支持重視社會責任之企

業，2015年正式簽署「赤道原則」，確保

放貸資金不會對環境面與社會面帶來重大潛

在風險或負面衝擊，期望發揮金融業的專業

及影響力，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與往來

企業共同履行環境保護及善盡社會責任。

落實赤道原則是連結銀行專業與實踐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2013年起導入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制定節能目標，並針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量、節約用水、

用電及公務車用油等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定期檢討和意見交流，共同達成環保節能之政策落實。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

2014年主動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透過能源審查，分析影響玉山使用能源的關鍵因素，建立

起能源基線、能源管理績效指標、能源目標、能源管理行動計畫以及能源管理程序文件，以達成持續

改善能源績效、減少能源費用、有效執行減碳及落實節電管控的成效。並以藉此選用節能設備。更

積極響應經濟部能源局「自願節約能源推廣」計畫，訂定3年5%的節約能源目標，此計畫於2015年

到期，節能效果顯著，更榮獲經濟部頒發2015年「節能企業獎」。

台灣金控業第一

台灣金控業第一

能源管管理系管01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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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的重要作為，玉山銀行將更嚴格執行盡

職調查(Due Diligence)，針對環境與社會

影響較大的專案融資，透過分級方式管理專

案風險，並協助顧客制定環境衝擊之監控與

改善計畫。

玉山銀行目前正積極依據赤道原則架構

精進貸款審查流程，在既有流程中調整並減

少導入磨合，並成立赤道原則專責小組，負

責專案中社會與環境風險之審查與控管，並

同時肩負對外與對內溝通任務，除讓全行相

關人員瞭解赤道原則架構與運作方法，亦將

協助顧客參照赤道原則架構與相關指引，評

估及管理專案融資之環境與社會風險。

台灣黑熊保育

台灣黑熊是台灣唯一原生種的熊類，台

灣黑熊的存續，不僅攸關此物種於台灣的保

存，更代表森林生態系的完整性和整體生物

多樣性的保護，玉山金控四年來，結合台灣

黑熊保育與復育單位，包括行政院農委會特

有生物保育中心、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台

北巿立動物園與黑熊保育協會產官學等單位

共同合作，致力推動一系列台灣黑熊保育活

動，響應台灣生物種保育，提倡愛護地球及

本土生物的多樣性，希望透過企業的力量，

號召社會大眾關注保育議題，以具體行動推

動台灣黑熊保育，讓大家共同為我們這塊美

麗的土地，為保護台灣原生態盡最大心力。

供應商管理

玉山為金融服務業，合作的供應商家數

多達壹仟餘家，其供應商種類包括：服務供

應商、設備供應商及工程協力商，並區分郵

務、物流、保全、電子設備、電信通訊、家

具、營繕、建築設計等，為建立一個保護環

境、人權、安全、健康且永續性發展的供

應鏈，對新、舊供應商進行能力評估及審

核，並特別制定「人權及環境永續條款承諾

書」，內容包含了環安衛風險、禁用童工、

勞工管理、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無危

害勞工基本權利情事、基本人權、道德準則

等面向。2015年新供應商依據此原則篩選

比率達100%，且既有供應商皆符合「人權

刷卡滿額禮：黑熊零錢包、黑熊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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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永續條款承諾書」，致力為環境永續

盡最大心力。

環境教育推廣

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中，環境保護的議

題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責任，玉山長期關注

環境永續發展，無論是企業內部的環境教育

推廣、活動策辦、環保商品以及低碳設備建

置，並響應國內外環境保護專案，包括：

Youbike、夏至關燈、關燈中秋夜~燈不亮

月亮、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國際無車日

等，玉山都以實際行動身體力行，結合多方

力量共同努力。2015年總計減少116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碳排放(註：2015年度電力排放

係數0.528公斤CO2e/計算)，以具體行動推

動環境永續。

社會參與

關懷員工

人力結構

玉山金全體員工人數7,914人，平均年

齡31.83歲。「培育人才」是建立百年志業

的重要基礎，更是玉山核心競爭力的來源。

玉山透過完善的人才發展制度，使玉山人擁

有多元的學習機會和寬廣的職涯發展，並以

打造「玉山人第二個家」為目標，提供同仁

良好的工作環境，讓有志在玉山發展的同

仁，都可以用自己的雙手彩繪自己的未來。

員工關係

平等的工作環境

玉山致力維護員工基本人權，制定「人

權及環境永續條款承諾書」，遵守相關勞動

法規，100%保障員工合法權益，僱用政策

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

別待遇，落實報酬、僱用條件、訓練與升

遷機會之平等，同時禁止聘僱16歲以下童

工，並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無危害勞

工基本權利情事。

員工溝通

建立暢通多元的溝通管道，用心傾聽同

仁建議，是玉山長期堅持的信念，我們相信

關注同仁的聲音就是疼惜同仁與同仁互動的

基礎。除了設置多種問題反映管道，包含平

日口頭反映、網路意見交流區、Notes意見

交流、心得報告建議，也藉由多管道蒐集相

關意見，瞭解同仁的需要，並不斷改進相關

缺失。

職業安全

玉山重視職業安全，從設置專責單位、

安排教育訓練、訂定各項要點，到進行實地

演練等，期望營造安全、健康、優質的工作

環境。根據本行年度職業災害申報統計，

2015年因公導致職業病之傷病災害者共0
人、失能者共0人以及死亡者共0人。

幸福職場

學長姐制

每一位玉山人，都有自己專屬的學長

姊(Mentor)，既是金融專業學習上的小老

師，也是生活上共同成長的兄弟姊妹。透過

學長姊的經驗傳承與生活關懷，能夠提升學

弟妹的學習效果，促進彼此交流與成長。

多元休閒活動

為增進員工情感交流，玉山積極倡導同

仁利用工作之餘進行有益身心的各種運動與

活動，推廣社團與定期舉辦各項文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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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旅遊活動，輔導成立壘球、羽球、桌

球、舞蹈及橋藝等社團，並協助參與競賽，

獲得佳績。另外，也舉辦玉山登峰與單車環

島活動，每位同仁皆有機會挑戰自我極限，

並在過程中彼此扶持、互相激勵，享受達成

目標的喜悅。

設置員工餐廳

總行大樓與人力資源發展中心規劃明亮

寬敞的用餐環境，且由專業認證營養師規劃

菜單，衛生、多元且健康的餐點選擇讓同仁

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吃的無負擔，包括自

助餐、麵食、每日特餐及新鮮水果，2015
年度三個員工餐廳，平均每日提供約1,300
人次用餐。

培育發展

玉山將員工視為最重要的資產，對於人

才培育不遺餘力，我們提供同仁完整的培

育、豐富的學習以及良好的環境。2015年
玉山舉辦各項內部教育訓練共計305班次，

參加專業機構訓練研習達938班次，共計

62,137人次，平均每位員工受訓達7.85次。

福利保障

薪酬制度

建構完整薪酬制度是吸引、激勵、留才

的重要因素，玉山薪酬架構秉持兼顧內部平

衡與外部公平原則進行整體規劃。

在內部平衡方面，固定薪除了依職等敘

薪之外，亦考量同仁所任職務、各區域物價

指數等各面向規劃津貼，體貼同仁生活。固

定薪結構每年檢視並搭配績效與晉升結果調

薪，2015年同仁平均調薪率為4~6%。變動

薪視每年公司整體績效調整，以「讓表現好

的人更好」之原則，獎金與利潤分享依公司

整體獲利表現以及單位績效表現評估，再依

個人績效予以調整，包含財務及非財務指

標，不因性別有所差異。此外，亦會將同仁

擔任之職務職責在市場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納入考量。

在外部公平方面，玉山自2013年開始

加入市場薪酬調查，並與顧問合作優化薪

酬競爭力，2015年全體同仁平均年薪(固定

薪加變動薪)符合產業水準。此外，2015年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人數為7,563人，平

均福利支出99萬元，較2014年增加36,408
元，總福利支出成長10.6%。

打造快樂的第二個家：員工照顧、家庭關

懷、健康促進

員工照顧

˙各項補助與多重保險

˙員工優惠儲蓄存款

˙員工儲蓄會

˙住宅輔助貸款及消費者貸款優惠

家庭關懷

˙玉山家庭關懷及子女賞

˙優於法令之家庭照顧假及陪產假

˙托嬰措施及職場母性照顧

健康促進

˙定期健康檢查及追蹤

˙健康主題講座與刊物宣導

˙工作環境保障認證

˙員工諮商與關懷措施

˙職場健康、運動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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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教育案例：玉山黃金種子計畫

對偏鄉孩童的關切，是玉山志工基金會

長期努力的方向，讓他們快樂的學習、快樂

的成長，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在瞭解偏鄉小

學所面臨的問題後，玉山決定發起「玉山黃

金種子計畫」，從改善孩童的閱讀環境做

起，在台灣偏遠地區或資源缺乏的小學，打

造溫馨舒適的玉山圖書館，取名為黃金種子

的主要意涵為，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顆黃金種

子，有著無限希望的未來，只要給予肥沃的

土壤、乾淨的水源與和煦的陽光，每一顆黃

金種子都能夠發芽成長，有一天成為一棵大

樹，如果這些大樹匯聚成一座生機盎然的茂

盛森林，台灣就會更加美麗。

為了讓玉山黃金種子計畫長期經營，發

揮更大的效益，玉山透過發行亞洲首張公益

頂級卡「玉山世界卡」，結合金融專業與社

會公益，運用創新的方式架起M型社會的兩

端，VIP顧客在進行每一筆信用卡消費的同

時，也可以幫助偏遠地區的孩童。

隨著玉山圖書館一間間的落成，玉山黃

金種子計畫也得到更多VIP顧客的認同，更

加豐沛了黃金種子計畫的資金來源，讓圖書

館的維護、圖書補充以及後續的整修更可無

虞的進行。在世界卡顧客、玉山人以及玉山

志工的共同努力下，自2007年底至2015年
底，已經有100所玉山圖書館分布在全國19
個縣市，帶給超過5萬個孩童改變未來的力

量。

但這不是結束，是另一個開始。在台灣

的各個角落，還有許多小朋友非常渴望一個

良好的閱讀環境，因此玉山將會持續關懷偏

鄉教育，幫助更多小朋友開啟通往世界的另

一扇窗。在2016年2月舉辦的玉山圖書館感

恩記者會上，我們除了表達對VIP顧客的感

謝外，也宣布將打造下一個100所玉山圖書

館。

企業志工

創造社會共融

學術教育 公益參與

人文藝術

˙黃金種子計畫

˙產學合作

˙玉山學術獎

˙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

˙國際大師論壇

˙關懷學童專案

˙育幼院院童關懷

˙玉山瓦拉米

˙愛心捐血

˙金融知識嘉年華

˙熊米屋「想要有」募資專案

˙玉山盃全國青棒錦標賽

˙玉山青棒訓練營

˙玉山青棒防護營

˙偏遠球隊關懷系列

˙For Mother∼
   「獻給母親的音樂會」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大提琴找新娘

˙冰雪奇緣冰紛特展

˙推廣地方觀光

體育發展

關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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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案例：關懷學童專案

為協助經濟弱勢或突遭變故的學童，讓

他們無後顧之憂專注在課業上，並適時減輕

家庭教育支出的壓力，持續推動「關懷學童

專案」，提供每位受補助的國小學童每學期

2,000元，用於支應學雜費、書籍費及其他

費用，另透過「單車環島・千里傳愛」活

動，捐助1,000萬元，讓弱勢學童能快樂安

心的求學成長。

體育發展案例：玉山盃青棒系列活動

玉山長期參與體育、藝文活動的投入，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代表台灣團隊合作及奮

戰到底的精神，每當中華棒球隊代表台灣出

賽時，總能凝聚全國人民的心。因此，玉山

金控與玉山銀行以系統性的作法支持台灣青

棒發展，規劃玉山盃青棒發展系列活動，包

含「玉山盃全國青棒錦標賽」、「玉山青棒

防護營」、「玉山青棒訓練營」及「偏遠球

隊關懷系列」。

人文藝術案例：For Mother~獻給母親

的音樂會

五月，是一個充滿感恩的時節，玉山銀

行鼓勵玉山人愛要及時，永遠懷抱「知福、

惜緣、感恩」的企業文化，2015年，在母

親節前夕舉辦二場「For Mother~獻給母親

的音樂會」，分別在桃園及新北市，由玉山

合唱團、普羅藝術家樂團、桃園莊敬國小與

新北及人國小共同演出，邀請玉山人的母親

與顧客一同聆聽，感謝母愛的偉大與慈暉。

CSR得獎紀錄

綜合績效

●入選DJSI「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成份

股，創下台灣金融業有史以來第一家也是唯

一獲此殊榮的紀錄。(2015)

●連續二年入選DJSI「道瓊永續新興市

場指數」成份股，創下台灣金融業紀錄。

(2014-2015)蟬聯亞元雜誌(Asiamoney)評選

為「台灣最佳銀行」。(2014-2015)

●榮獲香港財資雜誌(Asiamoney)評選

捐助人次 捐助金額

10,480人次2015

2014 10,264人次

20,960,000元

20,528,000元

年份

〈近二年「關懷學童專案」成果〉

創台灣銀行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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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最佳銀行」。(2015)

●六度蟬聯香港財資雜誌(Asiamoney)
「亞洲企業傑出管理獎」最高榮譽白金獎，

創台灣企業紀錄。(2010-2015)

●榮獲亞洲銀行家(The Asian Banker)
「台灣最佳現金管理銀行」、「台灣最佳中

小企業銀行」。(2015)

金融創新

●榮獲Gartner「亞太區最佳數位金融

大獎」、「最佳企業數位轉型獎」、「最佳

數位科技業務發展創新應用獎」等三項殊

榮，亞洲金融業唯一。(2015)

●蟬聯金管會「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

畫」第一名，積極扶植文創產業。(2015)

●榮獲亞洲銀行家(The Asian Banker)
「亞洲最佳風險資料分析應用技術獎」。

(2015)

●連續三年榮獲香港財資雜誌(T h e 
Asset)「台灣區提供中小企業財務金融服務

及營運資金最佳銀行」。(2013-2015)

●榮獲香港財資雜誌(The Asset)「亞洲

最佳創意獎(信用卡e指辦卡)」。(2015)

●榮獲資策會2015卓越15「品牌服務業

科技創新獎」。(2015)

顧客服務

●榮獲今周刊「財富管理銀行評鑑」七

項肯定，為獲獎數最多的銀行。(2015)

˙「最佳商品獎」

˙「最佳服務獎」

˙「最佳安心獎」

˙「最佳公益獎」

˙「最佳理專團隊獎」

˙「最佳客戶推薦獎」

˙「最佳數位發展獎」

●榮獲遠見雜誌「五星服務獎」金融銀

行業第一名。(2015)

●榮獲遠見雜誌「2015遠見財金管理

獎」五星首獎。(2015)

●四度榮獲天下雜誌「天下金牌服務大

賞」銀行業第一名。(2011-2014)

●榮獲Timetric雜誌「亞洲區最佳顧客

體驗」。(2015)

●連續10年榮獲經濟部信保基金「信

保夥伴獎」，創下得獎最多紀錄。(2006-
2015)



— 422 —

永續經營

●七度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

獎」金融業第一名。(2008-2010、2012-
2015)

●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十大永續

典範公司獎」金融業第一名。(2015)

●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透明誠信獎」

第一名、「社會共融獎」第一名、「台灣

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2015)

●榮獲財訊雙週刊「2015消費者金融品

牌暨金控CSR大調查」八項大獎。(2015)
˙「金控企業社會責任獎」(金質獎)

˙「最佳本國銀行形象」(金質獎)

˙「最佳財富管理銀行」(優質獎)

˙「最佳銀行產品」(金質獎)

˙「最佳銀行服務」(金質獎)

˙「最佳網路銀行」(優質獎)

˙「最佳行動銀行」(優質獎)

˙「最佳網路券商」(優質獎)

●榮獲證券交易所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排名前5%。(2015)

●玉山世界卡及ETC悠遊聯名卡通過碳

足跡國際標準認證及國家級標準認證，創金

融業首例。(2015)
(資料來源：玉山金控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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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3i策略 做金融模範生

以台灣著名高山命名，玉山金控的企業

識別系統和台灣這塊土地連結甚深；玉山金

控總經理黃男州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是玉山

金控對於這片土地許下的承諾，從企業本身

做起，在經濟、社會及環境等面向，結合金

融專業推動創新力，發揮團隊合作凝聚整合

力，鼓勵社會參與擴大影響力，為社會付出

愛與關懷。在投入社會責任的過程中，匯集

玉山人的愛心與行動，體現「知福、惜緣、

感恩」的企業文化。

玉山金在年報中強調希望做金融業的模

範生、服務業的標竿，也讓玉山成為世界一

等的企業公民，讓台灣的玉山變成世界的玉

山，並認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的，在於與社

會永續共存、追求世界更美好，要達成這樣

的願景，光是擁有熱情是不夠的，玉山擬定

「3i策略」─創新力(innovation)、整合力

(integration)、影響力(influence)，期望透

過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的規劃，實現玉

山的企業社會責任。

發揮優勢 滿足社會需求

「創新力」是以不一樣的創新思維突破

既有限制，目的是要連結玉山在金融本業的

經營優勢以及社會需求，玉山金表示，企業

社會責任並非單純地捐錢做公益，而是企業

瞭解社會真實的需求，從中實際參與籌劃及

執行，以企業的競爭優勢，讓計畫內容成為

正向的循環。

「整合力」指的是立足更高的思考點，

從「線」、「面」的方式思考，進而串起每

個「點」，使其產生更多綜效，透過整合內

部資源，同時槓桿外部資源，希望能結合跨

界的力量，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

「影響力」則是玉山從自身做起，期望能

達到拋磚引玉，感染更多的企業以及社會大

眾來共襄盛舉，我們相信「一個微笑可以牽

引另一個微笑、一份愛可以牽引更多的愛」。

專業領航 精進公司治理

玉山2015年正式簽署成為「赤道原

則」金融機構會員，與顧客在專案融資放款

共同努力，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用

智慧、策略與方法兼顧社會與環境永續。

在公司治理方面，玉山自成立之初即建

立誠信經營與專業經理人領航的企業文化，

積極精進公司治理制度及作為，提升資訊揭

露透明度，透過多元管道與各利害關係人溝

通，以兼顧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2007年玉山就已率先成立公司治理暨

提名委員會，並領先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由

專業與聲望兼具的專家學者擔任獨立董事，

組成審計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2016年
4月底外資持股比率56.01%，為國內金控

最高，黃男州總經理更榮獲香港財資雜誌

「2015亞洲最佳金融業CEO」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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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員工 成就幸福企業

關懷員工方面，玉山長期深耕人才培

育，讓玉山人可以用自己的雙手彩繪未來，讓

玉山成為高績效的幸福企業。為培育現在與

未來的領導梯隊，玉山與台大高階管理教育

發展中心SEED合作，於2015年完成玉山卓越

學院領導梯隊培育班共三期課程，期間歷時

二年半，共160位玉山中高階主管全程參與，

及約300位主管參與選修。學習是永無止盡的

道路，卓越是沒有終點的挑戰，玉山會持續

打造學習型的組織，為邁向卓越而不斷努力。

金融創新 守護顧客資產

關懷顧客方面，以優質的顧客服務為核

心，積極發展金融創新，並強化資訊安全，

用心守護顧客資產與權益，致力提供兼具便

利與安全的金融服務。在便利性上，結合數

位科技與跨業合作夥伴，打造支付生活圈與

數位金融服務；在安全性上，建立全面品質

管理文化，重視風險管理，精進個人資料

保護，通過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

證，並建立市場重大事件因應機制，用心守

護顧客資產。在關懷環境方面，長期關注節

能減碳與生態保育，積極整合跨業合作夥

伴，結合本業開拓經費來源，鼓勵社會大眾

參與，以創造持續運作的正向循環。

節能減碳方面，自2012年起與捷安特夥

伴及各地方政府合作推廣YouBike，提供金

流等相關支援，結合玉山為悠遊聯名卡最大

發卡行的優勢，鼓勵顧客共同響應，並持續

擴大影響力。在生態保育方面，發行玉山台

灣黑熊認同卡，透過認同卡顧客的愛心，提

供經費支持，並與台北市立動物園、黑熊保

育協會等多家合作夥伴共同推廣動物保育。

送愛偏鄉 蓋百座圖書館

關懷社會方面，玉山長期在偏鄉教育、

產學合作、高等教育與頂尖研究投入資源，

希望透過長期有系統的支持，培育台灣多元

優秀人才。其中玉山黃金種子計畫，結合世

界卡顧客的愛心，至2015年底於台灣偏鄉

已完成100所玉山圖書館，並將繼續打造第

二個100所玉山圖書館。

產學合作方面，於2015年啟動十大名

校產學合作計畫，依據學校專長與資源提供

多元企業實習模組，厚實學生職場關鍵能

力。未來仍會長期投入學術教育、體育發

展、慈善關懷及人文藝術等，玉山銀行籌畫

音樂會，將動人的音樂帶進台灣也是一種社

會責任，玉山銀行與張正傑2016年共同籌

劃邀請「柏林愛樂12把大提琴」，售票所

得將全數捐作公益，支持學童閱讀教育，讓

更多的孩子感受閱讀所帶來的啟發與樂趣。

力挺青棒 提升國球發展

玉山也捐贈青棒發展基金，與中華棒協

攜手提升台灣青棒發展，期望為青棒選手

打造一個更好的舞台；2016年5月由單車環

島由玉山金控暨玉山銀行總經理黃男州帶

隊，以10天的時間、節能減碳的方式關懷

社會。黃男州說，由全國玉山志工組成單車

騎隊、千里傳愛，每騎一公里，玉山提撥一

萬元共同響應「關懷學童專案」。總計共捐

贈1,000萬元助學弱勢，讓5,000名學童快樂

成長、安心就學。

黃男州指出，將關懷學童的公益概念注

入活動中，號召全體員工響應，將玉山之愛

傳遞到社會上需要的地方，期望拋磚引玉，

為台灣向上提升的力量盡一分心意。

 (曾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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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控

公司概述

創立緣起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90
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登記額定資本額新

台幣1,200億元。結合保險、證券、銀行等

多樣化的金融機構，國泰金控架構起一個功

能完整的經營平台。

經營策略

●不斷強化員工專業能力與工作滿足程

度，以提供客戶最高品質的金融服務。

●追求整合經營的綜效，藉以降低成

本，回饋客戶與股東。

●累積優質的品牌形象，成為客戶心目

中最值得信賴與託付的金控公司。

經營績效

國泰金控在2015年繳出亮眼的成績

單，金控、人壽、銀行、證券獲利均創成立

以來新高，這證明我們進行的內部調整、打

亞洲盃策略開始發揮成效。

國泰金控企業永續委員會

國泰金控自2011年創設「企業社會責

任(CSR)委員會」起，因應外部環境變化

與集團內重視程度提升，以歷年組織調整與

機制變化，將CSR精神內化於企業決策與

核心價值、深化員工參與並增加資訊揭露。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CSR)委員會」

策略性轉型為「企業永續(CS)委員會」，

拓展涵蓋議題並提升視野，納入獨董督導，

亦開放一般員工參與委員大會，強化員工對

CS事務認同度。

外部意見採納及策略調整

企業邁向永續是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創價

值的過程，因此國泰一直以來非常重視利

害關係人的意見。2014年，國泰因應利害

關係人之重要策略調整包括：責任投資/放
貸、社會倡議模式轉型，我們除擬定集團公

益策略外，旗下國泰世華銀行也成為全台第

一間簽署赤道原則的銀行。

2015年，延續對責任投資 /放貸議題

的承諾，以及利害關係人對「ESG議題

之整併」的重視，國泰因應巴黎氣候峰會

(COP21)，決議簽署Road To Paris旗下兩

項倡議活動，並在導入赤道原則後，完成台

灣首宗赤道原則的融資貸款案件，支持台灣

發展再生能源；同時，連結社會倡議模式轉

型的承諾，與內部同仁對「人員關係」的重

視，國泰亦於2015年舉辦多場經營員工的

職場「幸福感」的活動，將「幸福再發現」

議題內化；此外，在與學界交流討論過程

中，我們發現整合性報告書(IR)將引領未

來趨勢，因此決定將IR的概念融入今年的

報告書中，成為台灣率先將整合性報告書思

維導入並同時採用會計師確信的金融業者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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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創造財務與誠信資本

為股東創造利益是一家企業的基本責

任，而降低公司價值的波動、提升企業誠信

基礎，並成為一家質價均佳的企業，則是我

們的基本原則。

健全永續治理機制

國泰金控積極參與公司治理評鑑，於

「資訊透明度」及「企業社會責任」面向表

現突出，連續二年榮獲「公司治理評鑑最佳

之前5%公司」(第一屆及第二屆)，同時亦

被納入「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分股。

此外，國泰金控亦蟬聯台灣證交所與櫃買中

心主辦之第11屆及第12屆「上市上櫃公司

資訊揭露評鑑」A++最高等級，足以說明國

泰金控致力於貫徹資訊公開制度之成效。

健全舉報機制、落實誠信DNA
國泰金控內部稽核範圍涵蓋旗下所有台

灣重要營運據點，並於2012年訂定「國泰

金控誠信經營守則」，建立舉報機制，由董

事會、審計委員會及稽核處為內部違反誠信

經營事件舉報之受理單位，並透過獨立董事

信箱受理外部舉報。

而為確保公司基業永續發展，鼓勵檢舉

任何非法行為，爰於2016年增訂「國泰金

控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

理辦法」，以強化公司內、外部之檢舉管

道，建立更明確之處理制度，並確保檢舉人

策略一 減低資本市場波動風險

為減低利率、匯率及股市波動造成的影響，國泰運用集團資源，建構扎實深入的研究
基礎，以及時掌握風險並加以因應，同時分散投資組合、落實風險管理。

策略二 三引擎模式

國泰金控致力打造成壽險、銀行及資產管理三引擎的全方位金融集團，提供客戶全方

位的金融商品，以延長壽險與銀行的價值鏈。

策略三 擴展東南亞版圖

面對全球化與區域化的趨勢、亞洲市場崛起，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勵，台灣金融業向外

發展勢在必行，國泰採取自設、參股、併購與策略合作等多元化管道拓展版圖。

策略四 強化內控制度與風管

為因應新興風險，國泰近年積極調整組織結構，成立法令遵循部、國際管理部等專業

管理單位，同時亦以高規格風險管理機制自我控管，以持續健全永續治理機制。

策略五 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國泰自我檢視公司各面向運作狀況，亦持續增加董事會多元性、獨立性，以及股東權

益，並將董事會績效及永續績效連結，以此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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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人之合法權益，明訂公司對於檢舉人

或參與調查之人員應予以保密及保護，使其

免於遭受不公平對待或報復。

另為導引公司人員之行為符合道德標

準，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

德標準，以確保公司永續經營與發展，爰於

2015年訂定國泰金控「道德行為準則」及

「員工行為守則」，明訂公司人員辦理各項

業務時，應遵守相關法令及誠信原則，並防

止利益衝突，且不得行賄及圖己私利，以完

善公司治理制度並落實誠信DNA。

防止舞弊、強化業務控管及法令遵循

為強化防治內部舞弊之發生，國泰於

2015年將「反貪腐、反賄賂查核」併入年

度例行查核及「員工行為守則」當中，並就

「法令遵循執行成效」增列為員工績效考核

之必要項目，以全面實現國泰「誠信」之核

心理念。2015年本公司及主要子公司並未

有貪腐、賄賂等相關案件。

而為有效管理海外分支機構，布局亞太

地區最廣泛之國泰世華銀行也在2014年訂

定「海外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後，於2015
年成立國際管理部，以更有效的控管海外業

務拓展。

為確保各項業務均能遵循相關法令，國

泰金控於2015年增設「法令遵循部」，負

責集團法遵制度之規劃、管理執行及法令宣

導和教育，並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審計委

員會報告法令遵循情況。為因應目前之金融

情勢發展，後續之教育訓練將著重於金融

科技(FinTech)、洗錢防制及國際金融法規

等。

提升董事會效能

本公司董事會由八位董事、三位獨立董

事及二位外部董事所組成，董事成員均具備

財金、商務及管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

業，而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皆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2015年董事會共計召開

六次，董事平均出席率為86%；平均進修時

數達14.5小時。

本公司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效

能，於現行「董事績效考評準則」及「董事

薪酬給付準則」外，特別針對「董事會整體

運作」在2015年增訂「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2015年度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結

果為「超越標準」，足以顯示本公司強化董

事會效能之成果。

重視股東權益

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明訂對

股東權益之保障，例如適當揭露涉及股東及

利益相關決策者之資訊，以及各種公司治理

制度須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

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此外，為使股東會

程序更為透明、股東會召開作業公平公正，

並讓股東更有效率地參與投票，本公司積極

響應台灣證券交易所推動電子投票及董監事

候選人提名制度，2015年國泰金控以電子

投票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比率高達88.99%，

為上市櫃公司第八名，金控業第一名；

2015年股東會亦修訂「董事選任程序」，

並自2016年董事改選時起，改採候選人提

名制。

提升風險管理、加強資訊安全

商業銀行的核心職能是通過業務把資金

供給方和資金需求方銜接起來，以支持社會

經濟發展；而保險公司的核心職能是透過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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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幫助客戶規避風險並享有長期的保障，國

泰金控旗下兩大子公司皆須建構在穩妥的風

險管理之上，故國泰人壽與國際接軌，成為

台灣唯一主動參與更嚴格全球保險業統一監

理制度之業者，以「共同監理框架」及「全

球保險資本標準」，檢視公司的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清償能力是否有符合國際標準，

並強化自身風險管理。

國泰為因應數位金融下的衍生風險，積

極落實員工教育訓練與資安系統的強化，國

泰世華銀行除持續依主管機關規範，定期

揭露風險管理資訊，更於2015年順利通過

ISO27001：2013資訊安全改版認證，並建

置資安事件管理平台，導入異常事件處理流

程，以即時監控與預警資安事件，同時建立

作業風險通報機制，掌握事件曝險程度及影

響範圍，以利提升處理效率。

國泰人壽自2007年起取得ISO27001國
際資訊安全驗證後，每年通過複審維持驗

證有效，並持續不斷檢討修正並提升資訊

安全強度，更於2014年率先業界通過新版

ISO27001：2013資訊安全驗證，驗證範圍

包括全部資訊單位及官方網站電子商務管理

單位。

將非財務目標納入績效考評

國泰金控的員工績效管理發展相關規

定，要求全體員工依據個人職位、部門暨集

團年度策略重點目標，擬訂個人績效目標，

並根據該績效目標的年度評核結果作為薪

資、職位調整及獎金核發之參考。故國泰金

控員工，當其職掌涵蓋企業永續業務時，例

如擔任企業永續委員會成員，關於員工照

顧、商譽、商品研發等非財務績效指標，將

納入該員工之績效目標。

提升智慧資本

金融業要在消費者行為改變與日趨競爭

的金融環境中勝出，智慧資本是差異化的關

鍵。

策略一 持續創新，提供最佳客戶體驗

在平衡金融創新與風險控管間，國泰持續精進數位行動服務，除了以「行動」為核心

開發多項實用 App提供最佳客戶體驗，更領先同業，以全新銀行概念「KOKO」，
結合客戶生活中的不同面向，開啟大眾對於金融服務的全新想像。

策略二 結合核心職能創造新型商業模式

面對各類環境、社會議題，藉由各種金融服務促進產業轉型並提升金融包容性為解決

問題的關鍵。國泰持續藉產品設計與跨界合作，協助台灣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同時擴

大保險與信託服務至不同的弱勢群體。

策略三 發展責任投資暨放貸規範

企業發生重大負面事件對其市值產生衝擊之案例也屢見不鮮，全球責任投資與放貸倡

議之重要度日益提升。為了掌握新形式的風險，並了解國際最佳實務，國泰金控將持

續推動責任投資暨放貸規範，以提升公司之長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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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美好社會

當國泰相信企業永續的道路時，找到金

融機制對社經建設或危害間的平衡點，就一

直是重要的課題，而我們針對環境、社會議

題所研發出的商品與服務，也都正在發展

中，未來需經過不斷修正及調整，並期待各

領域的專家一同投入、共構、完善這些機

制，方能有一天，我們可以運用新型的商業

模式，解決世界上難以突破的困境。

低碳產業辨識

2014年國泰參與由全球氣候變遷投資

人聯盟(Global Investor Coalitionon Climate 
Change，簡稱GIC)發起之倡議活動，討論

八大低碳產業之定義與標的適用性，並於

2015年內部應用適行完成後，將相關資料

提交GIC，此外亦針對此建議CDP調整問

項，以達到多重效益，並逐漸確認國際對低

碳產業之認知。

再生能源發展：太陽能、風力融貸

截至2015年國泰世華銀行市占率近

30%，是台灣第一大太陽光電綠能融資銀

行，更成功將融資經驗拓展到美國、中國大

陸、日本，國泰世華銀行海內外累計核貸

總裝機容量達216百萬瓦(MW)，其中國內

電站為1,023座、總裝機容量達173.5百萬瓦

(MW)，海內外已核貸之發電設施每年可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55,385公噸，約當399
座大安森林公園面積的吸碳量。並且，興建

上述發電設施累計帶動上游產業投資金額約

新台幣160億，創造產業良好經濟效益。

同時，現在全世界排名前20名的優良

離岸風場中，共有16座位於台灣海峽，國

泰世華銀行於研究長達三年後，2015年再

度領先國內同業投入台灣離岸風電綠能專案

融資，預計在2016年底前完成第一期8MW
規模的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每年可為台灣提

供3,200萬度乾淨綠色電力，每年可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17,020公噸，約當43座大安森

林公園面積的吸碳量。

支持初創企業

國泰創投針對未上市上櫃公司持續挹

注資金於綠色環保企業，截至2015年底為

止，投資部位中可歸屬為綠色環保產業已提

升約4.42億。

能源智庫指出若要阻止全球暖化不超過 2℃，能源相關投資總額需增加到 2兆美元，顯示若要達
成低碳轉型，金融創新與科技突破同樣重要。然 2015年的巴黎會議中，金融同業也指出，氣候
融資要順利推動需要三個條件為資訊透明度、投資誘因、與合理的市場價格。在各項尚未發展完

備的此時，國泰金控仍期望能與台灣金融業共同帶動這塊土地的綠色轉型。

綠色金融

• 低碳投資登入平台

• 太陽能融貸

• 風力融貸

• 支持初創企業

支持綠色產業發展

• 綠能車保險

• 自行車保險

減低綠色產品風險

• 環保趨勢基金

• 數位金融

串聯客戶力量



— 430 —

國泰綜合證券協助環保及綠色節能企業

能在資本市場進行初次上市(櫃)或再籌資，

2015年進行及規劃中的環保及綠色節能企

業籌資共五案，籌資金額超過7億元，主要

聚焦於廢棄物與廢水處理等環境保護相關產

業。展望未來也已規劃對綠能及能源效率相

關產業如電池技術、智慧電網等企業提供籌

資服務，期望協助環境友善的企業透過資本

市場籌資，進一步成長茁壯。

2015 年國泰綜合證券支援協助案
• 已輔導旭然 (4556；工業級廢水處理 )
0.96億廢水處理、水資源處理

2016 年輔導中或計畫送件的 IPO 案
• 安集科技 (6477；太陽能 )
• 泓瀚科技 (4741；奈米級環保墨水 )
• 萬年清 (工業廢水廢器處理工程規劃 )
• 台灣奈米碳素 (奈米碳管及相關材料 )

綠能車、自行車保險

國泰產險2013年推出全國第一張綠色

保險商品：「綠能環保車保險」。2014年
也與華南保代合作，為自行車族量身打造市

場上第一張保障最多樣、內容最豐富的自行

車保險商品，並在2015年11月，發展新一

代的自行車商品，此為目前市場上唯一將租

賃自行車的竊盜、碰撞、責任納入承保的商

品。

環保趨勢基金

現今環境保護議題刻不容緩狀況下，國

泰投信旗下「國泰環保趨勢基金」，其淨資

產價值60%以上(含)投資於環境保護、替代

能源、水資源、農產品、生物科技等相關產

業個股，為投資人提供環境保護及資產配置

的雙贏投資機會，截至2015年底基金規模

約新台幣3.81億元。

微型保險

國泰人壽自2009年保險局開放微型保

險業務起，開辦至今已有78,000人次加入，

累計為70多個遭逢變故的弱勢家庭提供即

時幫助以度過難關，2015年國泰人壽在微

型保險市占率近二成，為壽險第一，更是業

界唯一同時獲保險局微型競賽「承保人數排

名獎」、「績優獎」及「衝刺獎」三大獎項

及愛心捐助感謝狀之肯定，並已連續兩年皆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hiller《金融與美好社會》一書中提到，就歷史來看，資產所有權
和控制權的公眾化（例如土地、住房），都促進了社會進步、經濟成長與群體認同感，因此，唯

有民眾能平等參與金融體系、擁有充分的資訊存取權，才會視自己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一部分，而

不是被富者侵略與自私行為的受害者，也才能以開放態度接受金融創新。

社會共榮

• 微型保險
• 農作物保險
• 公益微型授信專案
• 視障 ATM

提升金融包容性

• 照顧信託機制
• 增訂弱勢客戶族群不得申
購複雜度及風險較大理財

商品規範

提升弱勢經濟安全

• 職棒防賭信託
• 長照保險
• 高齡者安養信託

健全社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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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國泰產險也自2010年開辦以來，持

續鼓勵所屬各單位推動微型保險，2015年
保費達到約57萬元，於2015年度榮獲金管

會所頒發之微型保險競賽績優獎。

農作物保險

為因應氣候變遷下天災事件發生機率與

衝擊之變化，針對農民因天災所受之損失，

國泰產險預計推出「農作物保險」，並以

「芒果」農產品作為首張開發之商品，響應

政府政策，減少農民遇到天然災害之損失。

公益微型授信專案

2015年12月，國泰世華銀行決定與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合作，開辦公益微型貸

款專案。

照顧信託機制—職棒防賭信託、身心

障礙者照顧信託、安養信託

國泰世華銀行與職業棒球員工會及職棒

聯盟和各球團合作，首創「職棒球員防賭基

金信託」、「職棒聯盟球員信託」，歷經七

年持續累積，目前這筆信託基金資產規模已

破1.3億元，若加計已退役球員，共服務近

340位球員，成為國內職棒球員最堅實的後

盾，已有球員信託帳戶超過300萬元，而突

破百萬元之現役球員亦超過二成。近年來也

成功協助近50位球員解決家庭緊急資金需

求，讓球員安心打球，球迷放心看球。

國泰世華銀行深耕「身心障礙者安養信

託」業務多年，2015年12月底受託管理之

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財產本金餘額約2.58億
元，身心障礙者受益人數46位。

另外，截至2015年12月止，本行受託

管理高齡者安養信託財產約5.03億元，高齡

者受益人數達293位，為國內承作件數及規

模最大之銀行。

長照保險服務

國泰人壽2015年9月推出「國泰人壽輕

鬆守護長期照顧險」為業界首張純粹聚焦長

照保障的主約商品(無身故給付)，若符合長

照狀態，提供一次性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

最高192次月給付的長期照顧保險金及豁免

保費(符合長照狀態或一~六級殘廢)，對於

年輕族群、預算有限或已擁有高額壽險保障

的保戶，可用較低的保費買到長照保障。

責任投資與放貸

國泰金控企業永續委員會於2014年新

增責任投資小組，2015年機制正式確立，

以金控投資長為小組組長，成員共計八位，

負責責任投資政策訂定以及內部策略規劃。

2015年的重點完成事項為：國泰世華銀行

於2015年3月成為台灣首家簽署赤道原則之

銀行，國泰金控於2015年12月訂定「責任

投資暨放貸政策」，同時對外亦參與責任

投資倡議會議/研討會，分享實務作為及理

念。

責任投資—引領台灣金融產業

截至2015年7月，全球簽署遵循責任投

資原則(PRI)的機構已達1,380家，其資產

歷年職棒防賭信託資產規模 (千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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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達59兆美元，而國泰金控旗下康利資

產管理公司(Conning,Inc.)亦簽署PRI。

責任放貸—締造歷史性里程碑

國泰世華銀行於2015年3月23日簽署赤

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EP)，成為

台灣首家赤道銀行，並制定符合國際赤道原

則之徵授信與覆審流程、審查暨貸後環境監

控制度規範、不同風險級別的EP承諾性條

款，並建置EP風險評估資訊管理系統等，

其後更展開一連串內部教育訓練，以強化同

仁對赤道原則相關規範的瞭解，完成國泰將

國際級審核標準制度逐步引入台灣的承諾。

國泰世華銀行自2015年3月23日成為赤

道銀行至2015年12月31日，共有四件符合

赤道原則融資授信案件，其中「專案融資

類」三件，「過渡性融資類」一件。

永續發展

維護自然資源資本

2015年底在巴黎召開的「巴黎氣候峰

會」(COP21)已將氣候變遷、減少災害風

險、發展綠色融貸及永續的相關議題納入全

球治理架構中，企業紛紛採取各種實際作為

與倡議行動，以展現自身決心。國泰身為地

球村的一份子，也很樂意為地球的環境保護

盡一份心力，我們已擬訂相關策略如下：

擴大溫室氣體盤查

2013年國泰金控李長庚總經理簽署

「國泰金控暨子公司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宣

言」，三年共完成46個重要據點盤查。

2015年底，國泰金控企業永續委員會綠色

營運小組決議，2016年將配合ISO50001的
導入持續擴大國泰人壽盤查範圍，而國泰世

華銀行也規劃於三年內完成全台165家分行

之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國泰金控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2014年 2015年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1,056.38 1,174.82

範疇二排放量
(公噸 CO2e) 15,794.52 18,328.14

排放量加總
(公噸 CO2e) 16,850.90 19,502.95

能耗量加總 (GJ) 115,660.18 132,684.07
人均能耗量 (GJ/人 ) 13.14 11.06 (註 1）

註1:盤查範圍員工人數 -2014年為8,800人；2015年為11,993人。
註 2:因某一據點電費發現統計表單公式連結有誤，導致電力數據統

計有落差，已修正並經第三者驗證機構重新查證，更新 103年
證書之總排碳量。

2015年國泰除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外，

也於公司內部加強宣導「資源回收利用」及

水資源減量，並進行盤查。

策略一 以綠色管理發揮影響力

國泰致力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環保節能理念，積極發揮金融產業在供應鏈中角色，攜
手合作企業與員工共同努力，實踐綠色金融目標。

策略二 積極參與綠色活動倡議

國泰積極響應國內外倡議，每年回覆英國碳揭露專案 (CDP)問卷，運用國際標準自
我要求，同時參與綠色外部網絡，與相關企業或組織共同為地球環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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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管理與綠能建築

自2012年起，國泰響應經濟部「金融

業、餐飲業及鞋店業自願性節約能源簽署大

會」三年節能5%專案，並以2011年能源使

用量為基準訂定行動方案，三年共計執行

27項自願性節能措施，共計節省779,125度
電，三年節能效益達5.1%，並於2015年榮

獲經濟部頒發「績效卓越節能企業」殊榮。

裝設太陽能板的國泰世華銀行高雄明誠

分行，也因於設備發電量、能源轉換率、建

築特色及智慧化能源監控等評比中表現傑

出，榮獲「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認證」；

此外，國泰人壽2015年興建完成的台北市

信義區國泰置地廣場，亦因節能設計佳，

取得內政部頒發「黃金級綠建築標章」及

「LEED美國綠建築協會黃金級(Gold)綠建

築認證」。

綠色採購

2015年國泰以高達2.04億元的綠色採購

量，以金融業第一之姿連續六年獲得環保局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表揚」。

綠色倡議

國泰定期邀請外部環境教育講師授課，

2015年舉辦了《關渡自然生態公園》及

《生態工作假期》等專題演講，讓同仁了解

如何透過自己的雙手，幫助社區維護並進行

歷史建物保存行動，培養與大自然友善共存

共榮的觀念。此外，國泰亦贊助或支持多項

環境倡議活動，包含簽署「水」及「森林」

倡議、森林大辯論賽、響應舊手機捐贈，攜

手搶救雨林資源、氣候行動培訓營、國泰綜

合證券贊助老鷹想飛公益電影。

社會參與

孕育人力資本

「人才」是金融服務業的核心，國泰一

直以來將培育優秀人才視為企業競爭力來

源，除積極透過選才、育才充實人才庫，因

應金融科技帶來的產業發展，國泰啟動數位

金融產學合作、多元人才扶植計畫，期能透

過整合性資源，打造具創新思維的金融菁

英。

人員雇用與薪酬

國泰2015年底正式員工為42,387人，

基層員工(含內外勤)平均薪資優於同業平

均水準約109%，優於上市公司平均水準約

103%。除了追求多元及平等的幸福就業環

策略一 積極爭取、培育未來人才，推動員工持續成長

因應人才流失及金融科技帶來之風險，以及布局亞太市場的雄心，國泰積極爭取校園中潛力人
才並投注豐富資源於頂尖培育計畫，使人才具備專業、多元化及國際化思維，發揮潛能為公司
創造最大價值。此外，國泰亦投注大量資源、導入創新工具鼓勵員工終身學習、持續創新。

策略二 打造使員工樂在工作、幸福生活的職場幸福

平等、安全的職場是我們給員工的基本承諾。因人才是國泰最重要的資產，故我們致力打造員
工能無後顧之憂、全力衝刺的優質環境，除以多重管道使員工能與高層有效溝通想法、也以健
康、公益的概念創造員工幸福感。



— 434 —

境，我們更挹注大量資源於員工福利及教

育訓練，2015年國泰基層員工福利費用為

449億元，較2014年成長22%，而2015年國

泰於員工的薪資、福利及訓練等相關費用

支出達新台幣503.33億元，較2014年成長

7.56%，國泰投信亦於2015年榮獲金彝獎

「傑出加薪獎」殊榮。由此可見國泰在新進

人員的薪酬給予上不僅是優於法定基本工

資，更優於台灣大多數產業。國泰2015年
員工整體滿意度調查，分別以「整體滿意、

組織認同、組織轉型、工作展現、學習發

展、領導溝通、薪酬福利、人情支持」等八

大構面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薪酬福

利」構面小幅成長3%，表示相關措施能實

質提升員工滿意度。國泰同時也晉用身障

人士，2015年身心障礙員工僱用比率則為

1.07%。

策略人才養成

面對金融科技崛起，充分掌握時代創新

脈動及金融科技的趨勢，是國泰對於員工的

基本要求及期待。公司重視並投注重金讓員

工持續成長、精進自身業務或是培養跨領域

能力。我們依各級人員的職涯發展結合時事

議題，規劃全方位的培訓、培養能因應未

來挑戰的人才。2015年，國泰投資員工參

加內外部機構培訓活動的總支出達新台幣

10.05億元，人均受訓時數為307小時；國泰

世華銀行人才與培育體系更於2015年獲得

美國人才發展協會(ATD)「最佳卓越學習

組織獎(BEST Award)全球Top10」。

工作與生活平衡

國泰以實際行動關懷員工的身心健康，

致力打造友善職場。依行政院內政部統計

2015年台灣粗結婚率(當年結婚對數與總人

口數的比率)為千分之6.58，粗出生率(每

年每1,000人當中的新生人口數)為千分之

9.10；而2015年國泰金控員工粗結婚率為千

分之22，粗出生率為千分之28，明顯高於

台灣平均，顯示國泰確為一家鼓勵員工婚育

之幸福企業。而我們亦提供多元溝通管道，

致力讓員工樂在工作、幸福生活。

強化社會關係資本

策略一 重視客戶權益

國泰相信社會關係首先建立於對客戶權益的重視，並藉由控管客戶服務品質及滿意
度、強化售後責任與客訴機制、建置完善個資保護來保障客戶之權益。

策略二 完善客戶服務

國泰透過結盟，使客戶享有完整的兩岸理賠方案；針對新興的風險衝擊，從優認定理
賠標準；針對重大公安事件，以提供快速、貼心的服務為目標。

策略三 擴大公益聲量

國泰秉持當責的核心精神，串聯集團資源，發揮核心職能，關注社會下一個世代的發
展，推動產學合作與公益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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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顧客權益

國泰金控旗下主要子公司每年皆委託

具有公信力之大型市調公司執行滿意度調

查，2015年國泰人壽與國泰世華銀行皆蟬

聯《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國泰人

壽亦透過電訪或E-mail方式每月或每季檢視

服務品質，讓國壽連續四年以最高標準通

過SGS的服務認證檢定，並成為業界唯一

通過ISO10002客訴品質管理系統國際認證

之保險公司。另一方面，國泰世華銀行則

於2015年5月起擴大客戶滿意度調查範圍與

頻率，針對每日來電客服且留有email之客

戶，寄送問卷進行滿意度調查，並將客戶回

饋意見納入優化服務與商品內容之參考。

落實品牌精神，給人幸福就是幸福

國泰金控在2015年延續「幸福再發

現」品牌理想，開始以「給人幸福，就是幸

福」作為落實社會公益的理念。國泰的企業

核心價值為「誠信、當責、創新」，而我們

也認為「企業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而存在」，

故成為一個永續經營的優質企業，並為社會

帶來安定與幸福，是國泰一直努力的方向。

國泰金控2015年推出「小小鼓手」紀

錄片，上線二天內吸引超過200萬點閱率；

並號召逾千名觀眾進場支持視障鼓手呂岳駿

的圓夢演唱會。國泰相信，幫助學童圓夢並

擴散這股幸福力量，是絕佳的社會投資，因

為來自社會的支持與信任是一個企業能穩固

發展的重要基礎。為實踐推動社會進步的理

念，我們在2015年制定「國泰金控公益策

略」，從「給人幸福就是幸福」的核心精神

出發，串聯集團資源、結合各子公司核心職

能，創造集團公益能量極大化。

協助新住民潛力發展

企業因為社會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國泰

積極辨識社會變遷而產生的議題。早在10
年前，國泰就開始關注新住民改變台灣人口

結構的趨勢，成為台灣最早關懷新住民議題

的企業。隨著時間演進，今日的小學校園

中平均每10位學生，就有一位是新住民二

代，所以，我們將重點由「新住民生活適

應」轉向「新住民二代教育」並積極培養、

招募東南亞國際人才。

提升產品服務，創造品牌價值

國泰人壽秉持「創新服務、追求卓越」

精神，持續針對不同的社會需求，完善產品

服務，充實社會關係資本並提升品牌價值，

以下為2015年國泰藉由服務積極回應不同

社會需求之重點績效：

兩岸往來頻繁

• 台灣「首家」取得與大陸保
險業簽訂合作契約之許可

• 簽訂「相互委託辦理保險理
賠服務契約」

新興風險影響

• 針對MERS-CoV疫情，從
寬認定理賠給付標準，並提
供理賠升級保障

• 首創「理賠預付金」服務

重大災害事件

• 於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提供住院醫療預付金及快速
理賠服務，並視情況提供後
續優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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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童圓夢計畫

計畫自2013年起由國泰人壽慈善基金

會主辦，跳脫過去單向的捐贈形式，改以

「設標、達標、圓夢」之方式，每年提供逾

百萬元的圓夢獎金，鼓勵偏鄉學童相信自

我、敢於挑戰。總計三屆的「國泰圓夢計

畫」，直接幫助31間小學，超過500位偏鄉

孩童，並間接影響當地社區、鄰里、周遭學

校師生、國泰志工等累積影響逾萬人，並創

造出許多感人的圓夢故事。

扶持體育圓夢計畫

2015年是豐收的一年，國泰多年支持

的各項體育選手與團隊都展現亮眼的成績。

但是我們不因此自滿，國泰持續攜手外部夥

伴，一方面為懷抱體育夢的青年選手圓夢，

另一方面也希望在運動與競賽的過程中，學

童能夠學習團隊合作和互相尊重，培養運動

家精神。

善用風控職能，精進損害防阻計畫

2015年，國泰產險持續精進「損害防

阻專案」，從2012年以損害防阻專業與統

計理賠經驗推出「不意外學園」後，2014
年再運用交通事故理賠的經驗成立「零事故

研究所」網站，並於2015年將損害防阻專

案擴至機車族，與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合

作推廣「不意外騎士」，針對最容易發生事

故的青少年為對象，推廣正確的安全駕駛觀

念。

CSR得獎紀錄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國際數據資訊

(IDC)肯定，勇奪亞太區「最佳資料分析架

構」以及「最佳企業轉型」兩項大獎。

●國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獲《經理人

月刊》「影響力品牌」大獎

●國泰金控旗下子公司-國泰人壽與國泰

世華銀行分別獲得2015影響力品牌「人壽

保險類—冠軍」與「金融服務類特優」等兩

項大獎。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遠見雜誌》「財

金管理五星首獎」。

●國泰投顧代理的「首域系列基金」榮

獲2015理柏台灣基金獎。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亞洲銀行家(Asian 
Banker)「科技實施大獎」--亞太區「最佳

ATM和服務亭」及「最佳授信平台」兩項

大獎。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2015年保險

龍鳳獎於4月1日舉行頒獎典禮，國泰四度

蟬連殊榮，共囊括壽險外勤組特優與壽險內

勤組特優、金控公司優等、產險公司優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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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大獎。

●由亞洲投資人雜誌(Asian Investor)
所舉辦的年度「2015 Asset Management 
Awards」，國泰投信榮獲「台灣區最佳資

產管理公司(Market Award-Taiwan)」，也

是國泰投信首度獲得該雜誌頒發的獎項。

●《30雜誌》發布2015年「Young世代

品牌大調查」，國泰人壽連續六年獲得保險

類「實際擁有最愛品牌」及「最想擁有品

牌」雙料冠軍。

●由《天下雜誌》舉辦的2015年「金牌

服務大賞」調查，國泰人壽以數位行動化服

務、創新廣宣方式與社群媒體經營，榮登人

壽保險業第一名金賞寶座。

●國泰金控榮獲國內CSR評鑑歷史最悠

久的遠見雜誌CSR大調查楷模獎，為金融業

唯一獲獎企業。

●國泰女籃再奪WSBL籃賽冠軍完成22
連霸。

●國泰證券榮獲《數位時代》「2015商
務創新獎」「最佳客戶體驗-優勝」，為全

台唯一獲獎券商。

●《今周刊》發布「2 0 1 5兩岸三地

1,000大企業」調查，國泰金控蟬連台灣金

融業榜首。

●《天下雜誌》公布「2015兩岸三地

1,000大調查」，排名依據2014年財務報表

之營收數據，國泰金控穩居台灣金融業榜

首。

●《天下雜誌》「2015兩千大企業調

查」

■   在金控業淨收益方面，國泰金控榮獲

第一名。

■    『金融業總排名1~100』國泰人壽榮

獲第一名。

■     『金融業』依行業別排名，國泰人壽

榮獲『人壽保險類』第一名。

●國泰人壽為台灣唯一榮登美國財星雜

誌《Fortune》「全球500大」之金融業，在

超過200個國家的全球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躋身國際知名企業之列。

●國泰產險榮獲第12屆金炬獎「年度十

大企業」與「年度十大商品」獎項。

●《讀者文摘》「2015信譽品牌」公布

得獎名單，國泰人壽拿下壽險類金獎；國泰

世華銀行獲銀行類、信用卡類、財富管理類

三大金獎。

●國泰人壽勇奪2015年「台灣服務業大

評鑑」壽險類冠軍！

●國泰世華銀行蟬聯《亞洲銀行家》

(The Asian Banker)台灣區『最佳雇主-Best 
Employee Engagement』榮耀肯定。

●台灣證交所舉辦的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前5%上市櫃公司頒獎典禮中，國泰金控

獲選為公司治理評鑑前5%上市公司。

●國泰金控旗下人壽、產險勇奪保險卓

越獎七金五銀：

■   國泰人壽連續六屆稱霸，榮獲「人

才培訓」、「風險管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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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資訊應用」、「公益關

懷」、「保戶服務」及「保障型商品

推展」六金一銀共七大獎項。

■   國泰產險榮獲「保戶服務」金質獎及

「資訊應用」、「風險管理」、「商

品創新」、「人才培訓」銀質獎。

●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於《今周

刊》2015年財富管理銀行評鑑中，勇奪

「最佳理專團隊獎」第一名！

●現代保險雜誌「保險信望愛獎」公

布，國泰金控再傳捷報人壽、產險聯手榮獲

「保險信望愛獎」12項大獎。

■   國泰人壽熊明河總經理獲頒「最佳

保險領導人」特別獎，另榮獲公司

類「最佳社會責任」、「最佳整合

傳播」、「最佳保險專業」、「最

佳保險教育貢獻」、「最佳通路策

略」、「最佳商品創意」、「最佳

通訊處」以及個人類「最佳社會貢

獻－鄭淑方經理」、「最佳專業顧

問－劉上旗副總經理」、「最佳保

險成就」等八項大獎五項優選，共

抱回13項肯定。

■  國泰產險榮獲「最佳社會責任獎」、

「最佳商品創意獎」，以及「最佳保

險成就獎」、「最佳專業顧問獎」

共四項大獎，以及「最佳保險專業

獎」、「最佳通路策略獎」、「最佳

通訊處獎-桃園通訊處」三項優選。

●國泰金控榮獲《天下雜誌》所舉辦的

2015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前10名殊榮。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卓越雜誌》頒發

2015年「最佳品牌形象獎」。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國際培訓總會

(IFTDO)「最佳人力發展實踐獎」、「改

善工作生活品質獎」兩項大獎。

●企業永續發展的奧斯卡金像獎：道瓊

永續指數(DJSI)發布2015年評選結果，國

泰金控因公司治理、環境、員工、社會等多

重面向表現優異，入選成為道瓊永續指數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之一。

●國泰人壽連續七年獲得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推手獎」之「贊助」及「推展」雙料

金質獎，並蟬聯三屆「長期贊助獎」共三項

肯定。

●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勇奪《The 
Asset》2015 Tr ip le  A“Best  Weal th 
Manager Taiwan-Highly Commended”(台

灣最佳財富經理人)獎項。

●《卓越雜誌》「2015卓越最佳保險評

比」公布，國泰人壽榮獲金控類壽險「品牌

形象獎」。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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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控 全方位照護你的生活

國泰金控旗下子公司近年來針對不同的

社會需求，完善產品服務，充實社會關係資

本並提升品牌價值，藉由服務積極回應不同

社會需求，且效果顯著。

國壽從優理賠 服務貼心

就核心子公司國泰人壽致力於全面的兩

岸理賠服務，對於新興風險，從優認定理賠

標準、以及重大災害事件，提供快速理賠、

貼心服務，回應保戶需求。在兩岸理賠方

面，國泰人壽2015年初成為台灣首家取得

主管機關許可的壽險業者，辦理兩岸理賠服

務，分別與大陸合資子公司陸家嘴國泰人

壽，和大陸最大壽險公司中國人壽簽訂「相

互委託辦理保險理賠服務契約」。

國泰人壽保戶如果在大陸地區發生保

險事故，可在中國36個城市、中國人壽近

3,000個服務中心取得即時協助，內容涵蓋

所有險種的理賠申請代收及關懷，突破以往

回到國內才能獲得妥善服務的限制，促使兩

岸民眾往來交流將更有保障。

新興風險也賠 社會按讚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指出，大規模傳染病

傳播是2015年第二大的風險，面對這種新

興風險，國壽從優理賠，獲得社會的讚賞。

2015年當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ERS)疫情在南韓升溫並衝擊台灣時，

國泰人壽發現1998年以前的長年期醫療保

單，將法定傳染病列為除外責任不予理賠，

但國泰人壽決定比照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SARS)及甲型流感病毒(H7N9)從寬認

定，讓新舊保戶能獲得迅速的理賠給付及完

整醫療保障。

國泰人壽指出，像是MERS等傳染病人

常需入住負壓隔離病房治療，因此國壽的保

戶一旦確診必須入住負壓隔離病房時，國泰

還會額外比照加護病房住院標準，提供理賠

升級保障。

在理賠服務方面，國泰人壽首創理賠預

付金服務，投保住院醫療險的保戶，住院期

間均可申請，無須等待出院或申請任何文件，

即可先行領取理賠金，最高申請可達七日，讓

保戶在生病時獲得即時的照護和協助。

災害快速應變 守護保戶

國泰也重視培養災害應變能力，並從過

往的經驗中建立標準流程(SOP)，對於重大災

害與天災時，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和提供保戶

即時服務。當重大災害發生時，國泰除立即啟

動快速理賠服務、調查保戶情況，並以各地區

志工大隊長為首，統籌區部與該地行政中心

資源，迅速動員國泰志工與資源協助災民。

2015年6月八仙塵爆事件，國泰人壽立

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隨時掌握最新狀況，

同時派遣服務人員及志工前往各地醫院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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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傷情，以提供住院醫療預付金及快速理

賠服務。國泰人壽進一步提供續期保費緩

繳、保單借款利息緩繳及房貸本息緩繳等服

務，藉此減輕傷患資金上的壓力。

國泰世華 力挺綠色金融

國泰世華則力挺綠色金融，協助台灣轉

型為環保、綠色的社會。國泰世華建置太陽

能分行、國內首家簽署赤道原則銀行，提供

太陽能融資與風力發電專案聯貸，做為發展

綠色經濟的基石。

國泰世華銀的高雄市明誠分行、台南市

台南分行已經轉型為太陽能分行，為國內首

家有太陽能分行的銀行，明誠分行每月約

發電2,000度，每年可以減少碳排量1.8萬公

斤，每年可省下18萬元的電費；台南分行

每年約可減少1.5公升碳排量。

簽署赤道原則 國內首家

國泰世華銀是國內首家簽署赤道原則的

銀行，更進一步引導客戶降低社會、環境的汙

染與衝擊，將綠色金融的理念納入子公司貸

款的價值鏈當中。自2010年起就開始承作太

陽能融資，已經支持超過1,000處電站；此外國

泰世華也是首家籌組辦理上緯風力電廠聯貸

銀行，起初為取得5年期金額25億元的融資。

國泰產險 助學園零意外

2005年，國泰產險開始進入損害防阻

領域，並以此核心專業能力，協助客戶「事

前」的損害防護，提供專業防範災害發生的

建議，以降低客戶遭受損害的風險。

國泰產險從2005年開始，便舉辦一系

列的損害防阻研討會，十年來累積將近30
場次，參加客戶數超過3,000人次。

後續國泰產險也持續精進損害防阻專

案，針對不同人生階段的民眾，發展更多不

同需求的損害防阻計劃，從2012年起以損

害防阻專業與統計理賠經驗推出「不意外學

園」專案，2014年成立「零事故研究所」

網站，並於2015年與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

心合作推廣「不意外騎士」，針對最容易發

生事故的青少年為對象提升社會安全生活。

國泰產險經分析理賠資料後發現，校

園意外事故最常發生地點是在國小。因此，

2012年開始運用「損害防阻」能力，規劃

「不意外學園」活動。截至2015年底止共

檢測了64所國小，接觸了超過1萬2,000名國

小、幼兒園學童，橫跨12個縣市投入超過

250萬元，幫助24所學校進行風險改善。

預防車禍 倡導安全駕駛

青年人主要死因之首來自運輸事故傷

害，且交通事故有九成是人為因素，因此，

從2013年開始，國泰產險以「安全駕駛」

為宗旨，運用在交通事故理賠的經驗，與學

界合作，配合國外已有官方採納的考照測試

系統，於2014年成立零事故研究所網站，

開發「駕駛人適性診斷」及「危險感知測

驗」兩種測試，並提供安全駕駛資訊及情

報，希望降低台灣交通事故的比例。

後續更在2015年與新竹安全駕駛教育

中心合作，結合危險感知、適性診斷兩種測

驗方式，針對最容易發生事故的青少年為對

象，推廣正確的安全駕駛觀念。

除了事後的損失填補之外，產險公司更要

著重事前的保險諮詢預防傷害發生，所以國泰

產險始終在事前預防的領域上提供保戶諸多

建議，以降低傷害與損失發生機率。 (吳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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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公司概述

公司基本資料

企業核心理念：三好一公道

企業名稱 統一企業

成立日期 民國 56 年 8 月 25 日

總部位置 台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 301 號

資產總額 新台幣 $152,683,377 (仟元 )

資本額 新台幣 $56,820,154 (仟元 )

營運地區 亞洲、美洲

股東人數 125,709人 (截至 2015年底 )

主要產品與營收佔比

2015
營業比重

代工、
代理產品

乳飲群 食糧群 速食群 烘焙事業群 綜合食品群 其他

11.17%

8.87%

6.55%

6.68%

58.02%

8.71%

2015
營業比重

®

品質好
指的是要開發以「消費者利益」為導向的優質產品，讓統一的每一項產品都能達到國際

一流的品質標準，甚至領先政府的合格標準規定，成為業界標竿，獲得社會肯定，成為

消費者最安心的選擇。

服務好

信用好
是要以誠懇、信實態度參與競爭與合作，獲得關係廠商信賴﹔不違背良心製造有害健康、

偷工減料的產品，不以不實廣告欺騙顧客；落實正派經營，「遵守君子協定，只要和人

有約，就必須履行」之態度，讓所有與統一企業集團有接觸者，都建立起對統一品牌的

絕對信任。

指的是滿足顧客的期望，抱持只要顧客有需要就要服務到的服務心，建立共存共榮、穩

健的經營夥伴關係，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贏得顧客喜愛。

價錢

公道

則是要以賺取合理利潤為理念，提供合理的產品價格，以追求童叟無欺的社會公道；並

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態度經營，有盈餘就要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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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CSR績效重點摘要

1.稅後淨利達新台幣 14,108百萬元，較前

一年度成長 27%

2.合併營業額達新台幣 416,151百萬元。

3. EPS 2.48，較去年增加 26.53%。

4.公司治理評鑑連續二年

名列前 5%。

5.資訊揭露評鑑，連續二年獲得最高 A++。

1.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典範企業標竿』。

2.減少 5,403噸 CO2e排放量：較 2014年

降低 4.0%。

3.節水量 58,420噸：相當 31座標準泳池

的水量。

4.空氣污染排放量減少 101公噸：較前 1

年削減 47.9%。

經濟

產品

環境

1.執行 3種協力商稽核方案，

 共 1443次。

2.六大總廠 100%取得 ISO 22000認證。

3.食安相關訓練時數達 35,321小時，受訓人次達 12,629人次。

4.用糖量累計減少 24%：統計自 2011年

至 2015年年度。

A

1.基層員工平均起薪
調幅 10.5%，高於

基本工資調幅。

2.工會會員達 5,224人，佔總員工人數 98.98%。

3.簽訂第二次「團體協約」，接受勞動部表揚。

4.人均訓練時數 32.8小時，蟬聯台灣訓練

品質系統 (TTQS)金牌。

1. 獲第八屆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社會共融獎』。

2.千禧健康小站達到 677家，44,001位

民眾參與。

3.統一企業社福會營養專案總計

 900位學生受惠。

員工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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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2015年重大議題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

回應其需求是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因子之

一。統一企業透過四步驟完成辨識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的議題，並於本報告書中具體回應

及持續推動改善計畫。

完成上述步驟後，統一企業2015年重

大議題如下：

辨識利害
關係人 ■ 消費者 ■ 政府 ■ 員工 ■ 協力商 ■ 社區鄰里及其他 ■ 公益團體

■ 資金提供者(包括銀行、股東、專業投資人)
1.

辨識
重大議題

2.

分析重大
議題關注程度

3.

評估重大
議題衝擊程度

4. !

透過內部討論，辨識七類利害關係人及其對統一企業之影響程度

我們從(1) GRI G4考量面和(2) 國內外同業關注議題中，就統一企業之情形，內部評估後

篩選而得22項議題。

自步驟1中辨識之七類利害關係人中選取對象，以問卷詢問其對於22項議題之關注程度，

合計共發放並回收633份問卷。

就22項議題，就以下面向進行衝擊評估
■ 財務影響 ■ 非財務影響 ■ 影響時間 ■ 其他質化因素

議
題
關
注
程
度

議題衝擊程度

■ 責任行銷
■ 產品營養改善

■ 職能訓練

■ 公司永續發展策略
■ 水資源管理
■ 綠色產品與服務

■ 經營績效
■ 職場健康與安全
■ 勞資關係
■ 公司治理

■ 食品安全管理機制
■ 供應商管理
■ 標示
■ 節能減碳
■ 廢棄物減量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 減少食物浪費
■ 永續採購

■ 社區影響
■ 健康教育與推廣
■ 員工多元化
■ 公益與志工投入
■ 女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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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誠信企業

公司治理

PwC 2016年發布的CEO survey中，

受訪的CEO中有55%認為「對企業失去信

任」是他們已面臨的風險。台灣近年發生許

多重大社會事件，如何建立或重建對企業的

信任，是每一個企業都必須認真思考及努力

執行的議題。在統一企業的企業核心理念，

「信用好」為落實正派經營，統一企業從公

司治理開始落實，我們秉持誠信經營之理

念，積極推動營運透明化，以維護利害關係

人權益之原則來經營公司。為強化公司治理

制度，我們於2015年度訂定「董事選任程

序」，並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章

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我們依「統一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中所制訂的方向與目標，逐步在企業內部推

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有關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之風險評估與執行績效追蹤，係由總經理

辦公室直屬的行銷企劃室專責統籌處理，各

部門依其職權範圍進行評估、規劃及執行，

並進行整體的內部與外部溝通與管理，相關

議題同時透過業務協調會、擴大月會及專案

會議向總經理報告。在會議中，經群主管

(協理級以上經理人)及總經理判斷具重大性

議題者，會由總經理或群主管於董事會中進

行報告，徵詢董事會成員意見並獲取裁示。

此外，環境與社會等重大CSR議題之總體績

效，為各相關直屬之事業/機能群的最高主

管之責任，並列為董事會追蹤與考核之重大

事項之一。

迎向食安新世代

食品安全守護

由這幾年的變遷看來，我們的環境已經

變得與以前完全不一樣，食品業者須面對的

風險往往不是單一風險，風險間可能交互影

響，加劇對社會的影響。

建置食安文化與通報機制

統一企業在台灣經營40餘年，旗下子

公司橫跨各產業，在食品產業的上游，如油

品製造、到中游的食品製造、包材製造到最

重點績效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名列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前 

5%，連續二年名列前 5%

資訊揭露評鑑，連續二年獲得最高 A++

訂定董事選任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重點績效

工業局2015年台灣20大國際品牌

「第28屆全國團結圈競賽」楊梅乳品二廠獲「至
善組-金塔獎」、新市飲料一廠獲「至善組-銀塔
獎」殊榮

「第38屆全國金銀獎品管圈發表大會」楊梅乳品二
廠榮獲金獎殊榮

建立食品安全中心快速預警系統

建立法規鑑別系統

協力商實地評鑑230次

食安稽核組開始執行無預警查核，共稽核1,077次

執行海外廠商稽核50次

食安相關訓練時數達35,321小時，受訓人次達
12,629人次

食品安全實驗室控管費用達35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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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販售通路，都有統一集團及其關係企

業參與其中。因此，對於台灣的食品產業，

我們有引導產業發展，為民眾把關健康安全

的重責大任。因此，我們在食安上採集團管

理，發揮我們在產業中的影響力，影響產業

正向發展。

源頭管理

統一企業對於各項風險的管控從源頭開

始管理，主要分為產品設計與協力廠商管

理，自過往的食安事件中，我們體認到現在

的食品產業使用越多原料及添加物，即產生

越多可能的食安危害因子。因此，我們從源

頭管理做起，在維持產品風味的同時，思考

如何減少食安危害因子，透過減少原料及添

加物、原料管理與協力廠商管理，有效控管

食安因子，帶動食品產業為食安盡力。

加強食安專業能力

除了從源頭管理協力廠商，引導食品產

業發展，面對變化快速及不可預測的外在環

境，我們惟有持續加強食安專業能力，才能

管控更多可能的食安危害因子。

落實生產管理

技術群主導「製程衛生管理要項暨連動

標準查核」，透過三級管理查核機制予以監

控，落實全體廠區食品製程衛生管理與依據

內、外部標準及各操作指示書一致作業之自

主性管理，以期將可能發生的危害因子降到

最低。2015年查核重點項目包括：描述產

品與標示一致性、危害分析、作業前提方

案、重點管制計畫、三專管理(指專人、專

冊、專櫃)等標準。

取得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我們已取得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

制點)、CAS(優良農產品)、ISO9001(品質

管理系統)及TQF(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各項認證。

消費者溝通

統一企業核心理念三好一公道中，其中

一好是「信用好」，即不違背良心製造有害

健康、偷工減料的產品，不以不實廣告欺騙

顧客；落實正派經營。我們深知品牌的建立

需要長期耕耘，品牌的傷害卻是轉眼間發

生，因此我們長期以來秉持誠信的態度與消

費者溝通，從產品標示到售後服務，均有嚴

謹規範，期能與消費者的需求對焦，落實

「信用好」。

法規遵循

對於統一企業而言，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是最基本的要求。2015年間有

許多重大食品安全法規生效，例如民生物

資(包括黃豆、玉米、小麥、澱粉、麵粉、

糖、鹽、醬油、茶葉)之製造、輸入業者實

施強制性檢驗及建立食品追蹤追溯制度、乳

品加工食品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

證等。為了能充分管控法規變化帶來的風

險，除了透過教育訓練使同仁了解法規外，

統一企業從源頭管理，訂有「產品法規變動

管理程序」，透過各單位的協同運作，以即

時因應法規的變動，確保產品的安全、衛生

及品質等能符合法令規章，避免損及消費者

健康及公司商譽。

創新優質產品2.0

守護健康生活

現代人飲食日漸精緻化，加上市售食品

常過度加工調味，民眾常有攝取過多油、糖

及鹽的問題，據衛生福利部公布2015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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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大死因中，其中多數疾病與不當飲食型

態相關，包括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

尿病及高血壓性疾病等。SDGs中健康與福

祉(Goodhealthandwell-being)與消除飢餓

(Endhungry)列為17項目標中，其中包含了

增進營養及減少各種健康風險，統一企業持

續調整產品配方，減少油脂及鈉等添加物，

推出無額外加糖食品，更積極研發具健康機

能的食品，提供消費者健康的選擇並協助管

理健康風險。

守護健康生態

FSC
統一企業採用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

證的系統嚴謹控管，以永續管理概念，平衡

對林木的耗用。FSC採購金額佔紙類包材採

購比例，2015年度達48.4%。

綠色產品

食品的包裝使用量極大，透過採用材料

重量輕、體積小之包材，除可減少採購量，

有效節省成本外，亦可利用源頭減量，降低

產品最終廢棄後對環境的衝擊。我們致力於

包材輕量化、環境友善材質的研發，並特別

成立「包材小組」徹底執行。

永續發展

維護綠色永續環境

環境管理

統一企業深刻體認所謂「永續發展」的

公司，是一個能與環境面平衡相處、經濟面

穩定成長、關心業內與社會趨勢的企業。我

們一直非常重視環保議題，目前台灣各總廠

均已通過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驗證，為

提升整體效益，也積極參與外部研討會或與

相關機構合作，持續精進，虛心檢討，徹底

將環保列入公司重要的營運績效。藉由環境

管理系統「規劃—執行—查核—行動」(Plan-
Do-Check-Act)的模式，持續改善與努力。

環保績效與支出

重點績效

2015年獲頒經濟部能源局『節能典範企業標竿』獎項

2015年公司減少 5,403噸之CO2e排放量

 » 2015年節能減廢方案環保績效

 » 2015年環保支出及環保投資設備金額統計

項目 2015年實績

溫室氣體 電力、燃料
減量 5,403噸 CO2e
節省新台幣 42,213仟元

節能

節電
減量 5,894千度
節省新台幣 21,680 仟元

節省重油、柴油
減量 210 公秉
節省新台幣 4,000仟元

節省天然氣
減量 442千立方公尺
節省新台幣 6,772仟元

節水
節水量 58.42千噸
節省新台幣 1,089仟元

節省原物料 包材輕量化 減重 3.6公噸

減廢
廢水 COD(化學需氧量 ) 削減當量 7.41千噸 (削減率達 98.3%)

廢棄物資源化 達 95.94%

費用支出 (仟元 ) 佔比 (%)

 101,971 21.33%

 239,373 50.07%

 136,667 28.60%

環保支出及投資項目

操作維護、清運處理及空汙費

繳納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

環保設備投資

環保支出總計  478,0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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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氣候變遷攸關各國永續發展和人類物種

的存續，目前世界各國均普遍意識此議題的

重大性和迫切性，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

高峰會通過了「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永

續發展議程」，明確訂出了具體的17項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抵抗氣候變遷行動為其中一

個目標。氣候變遷對於食品產業鏈而言，更

是永續存亡的關鍵。氣候異常所造成的原物

料短缺，以及水資源的缺乏，影響了生產供

應鏈，造成全球糧食價格上升，已經對人類

基本糧食的取得，造成重大威脅。

對此，我們已展開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

策略及行動，包括內部推動節能措施、外部

推廣節能服務、力求溫室氣體與產品碳足跡

減量、發展再生能源等，逐步尋求組織及產

品的耗能減量機會，以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

的風險。

汙染預防

我們從設廠開始即著手環保的規劃與執

行，透過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逐年設定年

度目標，持續改善環境績效，每半年透過內

部稽核方式，自我檢視汙染預防情形，若遇

缺失即時矯正。2015年我們在環境稽核共

發現158件缺失，最多的缺失類別為其他項

目，共47件，其缺失內容主要為ISO文件版

本未更新，各項缺失皆已於當年度改善完

畢。然而2015年仍有二件環保違規，共計

罰款146,000元，後續我們已加強汙染物處

理、監控或修改相關程序，以免類似事件再

次發生。

社會參與

打造健康幸福職場

持續優化人力資產

員工不僅是公司最重要的夥伴，更是

企業轉型與成長的基石，聯合國永續發展

高峰會訂定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8項指出「尊

嚴的工作環境與經濟成長(Decent Workand 
Economic Growth)」，更是彰顯國際社會

對於企業的期待，經濟成長必須兼顧創造讓

員工感受尊重、安全穩定的工作環境，使得

人人均能在職業生涯實踐自我，追逐並成就

夢想。以此為目標，統一企業從三層次打造

人才策略：吸引人才、提升人才與留住人

 » 2015年節能減廢方案環保績效

 » 2015年環保支出及環保投資設備金額統計

項目 2015年實績

溫室氣體 電力、燃料
減量 5,403噸 CO2e
節省新台幣 42,213仟元

節能

節電
減量 5,894千度
節省新台幣 21,680 仟元

節省重油、柴油
減量 210 公秉
節省新台幣 4,000仟元

節省天然氣
減量 442千立方公尺
節省新台幣 6,772仟元

節水
節水量 58.42千噸
節省新台幣 1,089仟元

節省原物料 包材輕量化 減重 3.6公噸

減廢
廢水 COD(化學需氧量 ) 削減當量 7.41千噸 (削減率達 98.3%)

廢棄物資源化 達 95.94%

費用支出 (仟元 ) 佔比 (%)

 101,971 21.33%

 239,373 50.07%

 136,667 28.60%

環保支出及投資項目

操作維護、清運處理及空汙費

繳納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

環保設備投資

環保支出總計  478,011 100%

2015年台灣訓練品質系統 (TTQS)金牌

2014年 12月 26日統一企業公司與企業工會

基於勞資和諧，共創雙贏目標簽定「團體協約」

，2015年 4月 30日於圓山飯店接受勞動部表揚

永康、新市、台中、楊梅、中壢總廠取得健康職

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重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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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職場健康與安全

職場健康與安全為我們對於員工乃至於

社會最核心也最基礎的承諾，我們透過完善

的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健康照護體系執行管

理，輔以教育訓練、案例宣導及有獎徵答等

形式活動提高全員工安全意識，最後我們希

望透過大廠帶小廠、職安署的參訪進行交流

與互助，一起提高整體安全健康守護層級。

勞動部職安署參訪交流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2014年7月上路，2015
年5月統一企業委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協

助輔導職安法新修訂的落實，經過專家學者

臨廠訪查，針對安全衛生業務上的困境及廠

內現行運作管理提出優化改進建議方案，訂

定短、中、長期輔導規劃方向，希望藉此提升

職場安全衛生風險預防技能，實際解決實務

面臨之問題，同時增加勞工自我健康保護意

識。而新營冷調廠廠內改善成效優異，獲勞動

部勞工保險監理會推薦為今年度示範廠區。

開創健康快樂明天

分享愛，愛分享

統一企業集團在台灣40餘年，成長至

今天的規模，對於台灣社會，一直抱持著深

深的感謝。為了回報社會，為社會帶來正

向影響，統一企業耗時一年策劃，號召集

團內各品牌及相關企業共襄盛舉，於2015
年初冬，啟動「愛‧Sharing」耶誕點燈活

動，不僅點亮了台北、高雄的天空，也透

過7-11與康是美主題門市串聯全台，正式宣

告統一企業集團要將愛與分享傳遞到社會

中每一個角落，而這份希望更展望於新的

一年，由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領軍，延續

「愛‧Sharing」為主軸的跨年演唱晚會，

是連續兩年全台唯一民間自籌主辦，藉由分

享愛、散播溫暖擁抱，凝聚社會正向力量。

促進健康社會

統一企業集團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長

年宣導健康生活型態，並持續創新求變，今

年首度推出微電影及血壓紀錄雲端平台，攜

手與全民一同掌握健康生活，遠離代謝症候

群。

2015 年榮獲第八屆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社會共融獎』殊榮。

重點績效

圖、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於同一天一起點亮 Purple Wish主題聖誕樹，伴隨著音樂燈光秀與漫天紙片飛舞，
希望將愛與分享的概念傳播出去，讓更多人感受到愛與分享的溫馨意義。

圖、統一企業集團連續兩年打造

全台唯一民間自籌主辦的跨

年演唱會，以「愛‧Sharing」
為晚會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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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健康小站與全國健康月

為協助全民自我健康管理，統一企業、

基金會與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合作，

於數百家統一超商門市設立千禧健康小站，

作為社區免費量血壓與腰圍的據點，兼顧起

第一線里民健康關懷的角色，2015年健康

小站總店數達到677家。健康小站也攜手康

是美開展第七屆全國健康月活動，除委請國

民健康署邀請各地衛生局所護理師就近支

援，為民眾量測並進行衛教宣導，本活動共

計44,001位民眾參與。

急難救助與公益服務

急難救助

2015年中，台灣發生了八仙塵爆事

件，這起重大社會事件讓台灣各界紛紛投入

資源，希望能協助傷者及撫平社會傷痛，統

一企業集團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

社會關懷精神，在第一時間捐款新台幣10
百萬元予新北市社會局「八仙粉塵氣爆救助

專案」用於醫療及後續照顧。統一企業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志工也親自拜訪慰問傷

者，提供資源協助也傳遞統一企業集團深

摯的關懷，期盼傷者抱持正面信念，早日

康復。在國際上也不遺餘力，2015年中尼

泊爾發生芮式規模7.8的強震，統一企業身

為企業公民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透過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捐贈尼泊爾大地震賑災物

資，期盼能為災民帶來些許溫暖。

公益服務

積極及持續的推動社會公益活動，將溫

暖送給需要幫助的人，是統一企業所扮演另

一個公民角色，同時也是我們長期以來致力

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除了整合企業營運

資源，我們也希望影響力擴及員工的內在價

值，擁有一份願意為社會貢獻的心，積極參

與公益服務，統一社福會志工即是由集團員

工自發性組成之服務團隊，我們期待志工文

化全面而深入地實踐於統一企業。

CSR得獎紀錄
●公司治理評鑑連續二年名列前5%。

●資訊揭露評鑑，連續二年獲得最高

A++。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典範企業標

竿』。

●第八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社會

共融獎』。

●台灣訓練品質系統(TTQS)金牌。

(資料來源：統一企業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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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扮演食安守護者

統一企業捍衛食安，積極推動將食安意

識深植在統一人的DNA當中，總投資金額

達10億元的食安大樓也將於2016年完工；

統一企業連續二年拿下公司治理評鑑名列

前5%，資訊揭露評鑑，連續二年獲得最高

A++，獲得經濟部能源局「節能典範企業

標竿」，同時，執行協力廠商稽核方案共

1,443次，各項的榮耀加身，在在顯示出統

一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信守承諾 用心維護品質

統一企業經營團隊時不時地提醒統一

人，近年來國內社會不斷發生的各式食安事

件，在維護食安的專業能力上，仍需要加

強，嚴守專業倫理的意識要更深化，時時刻

刻具備危機感；唯有如此，才能在民眾最關

心的食安議題上信守承諾。

台灣歷經多次的食安事件之後，董事長

羅智先曾說，統一對於食品安全的維護與努

力，一直朝著沒有最好，只有更好；2015
年，統一在維護食安上展開許多作為，如國

外協力廠商稽核，由食安稽核組執行無預警

檢查；為了強化統一人的食安意識，在集團

層級的食品安全委員會基礎上，執行食安政

策，希望將食安意識深植每個統一人心中。

統一為了管理食品產業快速變遷下產生

的各種食安危害因子，從硬體設備到整體食

安意識上，不管質與量的大幅投入，以持續

精進食安能力。

統一企業除了在「點」的食安作為之

外，也透過積極管理協力廠商，推動上下游

供應鏈「線」的食安管理。最後，統一企業

集團旗下主要與食品業相關的關係企業，亦

積極發揮在食品業價值鏈的影響力，完成整

個產業「面」的向上提升，唯有全面與消費

者攜手合作，才能真正解決食安問題。

重視勞權 提供公平報酬

統一企業也長期關心工安和勞資關係，

員工及工作夥伴因為工作職務，需要留守在

公司的時間可能比在自己家裡的時間還長，

因此讓我們的工作場所變成一個讓自身及家

人及夥伴可以安心且快樂的地方。

統一企業表示，近年低薪問題為台灣社

會不安定的因素，統一重視人才並提供公平

的報酬，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高於同期台灣

製造業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46%。統一企業

更連續二年入選為證券交易所「高薪100指
數」之成份股；工安是另一個我們對員工及

社會穩定發展的承諾，唯有健康安全的員

工，才能製造受社會信賴的產品。

近年來企業的社會責任為社會關注的熱

門議題，同時消費者也開始思考及落實「責

任消費」─意即如何透過消費行為，選擇支

持保護環境、防止或解決社會問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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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以價格做為選擇產品的唯一考量。

重視環境 減碳不遺餘力

近年氣候異常，2015年底的巴黎氣候

變遷高峰會後，溫室氣體減量已成全球重大

議題，統一長期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2014年統一重新研訂碳減量目標，承

諾未來每年碳排放量較前一年度減少2%以

上，與2020年排放量回到2005年排放量的

80%，2015年順利達成年度減量目標。

致力推動責任消費，要讓消費者透過消

費，進而保護環境。統一近年來推出各種包

裝材料減量專案，讓消費者在享受美味產品

的同時，減少包裝材料對環境的衝擊。

此外，統一也積極採購森林管理委員

會(FSC)認證的紙張作為產品包材，過去一

年FSC採購金額占全年紙類包材採購金額

48.4%，為推動維護森林價值及生態平衡進

一分心力。同時統一持續維持十項產品的碳

足跡標籤，讓消費者了解產品的碳排放資

訊，協助消費者為維護環境做出消費選擇。

在減少營運衝擊上，我們設立目標並定

期檢視落實情形，2015年推動各項節能專

案，減少5,403噸CO2e排放量。在水資源使

用上亦有成效，節水達5.84萬噸，同時積極

管理廢棄物，以期將營運衝擊降到最低。

台灣只要發生重大社會事件，統一企業

集團除了在第一時間捐款協助外，更與統一

企業社會福利基金會攜手持續關懷，將愛送

到社會每個角落。統一榮獲第八屆TCSA台

灣企業永續獎「社會共融獎」，千禧健康小

站達到677家，4.4萬民眾參加；統一企業社

福會營養專案總計900位學生受惠。

統一主管表示，世界的變化愈來愈快

速，也愈來愈不可測，社會及消費者對統一

的期許也愈來愈高，面對這些變化與不確

定，統一要讓自己與時俱進，讓思維時鐘永

遠與市場脈動保持對時，如此，統一才能有

繼續生存並繁榮於這個社會的真正價值。

回饋社會 當作企業使命

統一主管指出，食品過期不能食用；人

的觀念思維過期自然也不能被市場所接受，

統一企業會勇敢擺脫慣性的綁架，統一的經

驗及專業唯有在能與社會的脈動對焦精準時

才能彰顯價值。

統一企業成立即將邁入50年，從最初

的麵粉單一產品，至今，已與台灣消費者及

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統一企業在永續

經營的路上，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兢兢業

業。

統一企業深信惟有精準回應各方利害關

係人的期待與需求，才能不斷創造普世大眾

需要的價值，並為整個社會帶來正面的影

響，這也是統一所追求的企業使命。回首過

往，統一企業在永續經營走的每一步都紮

實，沒有白走的路；放眼未來，統一企業願

與社會一起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董事長羅智先期許統一企業，在擁有優

良的歷史軌跡及紮實的組織基礎，在所有員

工一起努力下，能在未來繼續寫下更精彩的

一頁。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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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力

公司概述

特力集團於1978年成立，在創辦人李

麗秋女士及夫婿何湯雄先生多年的努力下，

以穩健紮實的經營與高創造力的精神，使得

特力從初始的五名員工，200萬資本額，專

營手工具出口的小型貿易公司，發展至今成

為逾6,000名員工，資本額高達50億的股票

上市公司，集團版圖橫跨貿易、零售、電子

商務、商品設計、營建等各領域。

特力的企業文化

CSR委員會組織架構
為進一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我們於

2012年首度在公司內部籌組「CSR委員

會」，由集團總裁擔任最高指導、執行長負

責實際指揮，集團以下各級單位主管均為委

員會當然成員，集團公關事業部與總務部門

擔任主要行政工作，集團稽核部門負責監督

考核工作，並由各單位主管透過與外部不同

利害關係人溝通的角度出發，共同擬定以

「家」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主軸，從

「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

三大層次出發，分別在追求公司治理、實現

企業承諾、加強環境保護、擴大社會參與等

方向持續努力。

遵循集團的組織文化、價值觀、公司規章，以及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表現坦率和真誠，以

贏得他人信任。

全員實施績效管理制度，有效串連公司和個人目標，幫助彼此成長與變革，並連結各項人力

資源決策，塑造公平透明的環境。

誠信

對個人角色與職責，抱持強烈使命感，以追求集團最大利益為前提，言所當言，行所當行；

積極面對挑戰，即使遭受極大壓力，亦能勇於承擔，採取行動。

高績效

謙和

謙沖為懷，不斷提升自我能力；抱持開放的態度，樂於傾聽及接受他人意見，亦能適時回饋

具客觀及建設性的觀點；尊重多元文化，主動瞭解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想法、觀點與風俗民

情，並願意調整自己的溝通方式。

當責

重視對顧客（包含內外部夥件）的承諾，將顧客的需求視為第一要務；主動思考符合（甚至

超出）顧客所需／期待的產品及服務，以落實顧客滿意持續提升之目標。
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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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評估流程

通過與我們的利害關係人溝通，將其關

注的議題彙整，並依循永續性脈絡、重大

性、完整性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評估主要

利害關係人以及重大考量面。因此，特力依

下列四個步驟，進行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

的分析評估流程：

利害關係人議合

依照特力的業務型態，主要的利害關係

人分為六類，包括：股東／投資人、貿易客

戶、消費者、供應商、員工及其眷屬、社區

鄰里等。特力在編製CSR報告書的啟動會議

時，公司會邀請各部門主管，針對目前利害

關係人及其重視的議題及其揭露邊界做討論

與交流，並取得共識，進而繪製成表，做為

報告書揭露內容的重要參考依據。

公司治理

特力集團重視公司治理，以追求永續成

長為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2009年，公司

引進專業經理人，擔任集團執行長，對內建

立各項營運管理制度，以落實誠信、透明的

以愛為始‧以家為本以愛為始‧以家為本

員工(人與人) 社會(人與社會) 地球(人與環境)

工員工員工

戶客戶客戶戶戶供應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供應應供供應供應商應商商供供供供供應供供供應

社會

特力集團

地球

企業承諾
優良人才培育制度
和諧勞雇關係

社會參與
關懷弱勢參與志工
提高民眾居家生活品質

公司治理
經營績效佳
具高投資價值
資訊揭露

環境保護
供應鏈綠化
通路節能示範

01

02

03

04

鑑別

排序

確認

檢視

永續性脈絡
特力37項CSR議題
回收總計44份問卷

重大性
2015年辨識出重大性議題10項

完整性
重大議題需涵蓋的考量面、邊界與報導期間

永續性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CSR願景與實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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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對外積極推動品牌經營、發展創

新業務。以下將從不同面向，闡述特力集團

在落實公司治理的各種具體作為。

公司治理架構

為落實公司治理，特力在董事會之下，

另設薪資報酬委員會與稽核室，分別負責健

全董監事與經理人薪酬制度，以及內控舉報

工作。董事會有聘用總經理權責，由總經理

(即執行長)統管各項事務向董事長報告。

倫理與誠信

守法與誠信是特力集團重要企業價值與

經營基本原則。特力深信企業要永續經營，

必須秉持公平誠信的原則，與客戶及供應商

間亦毋須有任何饋贈行為，否則會妨礙彼此

間友好互惠的業務關係。因此公司明訂從董

監事、全體員工到所有合作的供應商，都要

秉持誠信經營理念，遵守各種業務規範。

扶持事業夥伴

組織的供應鏈

特力的主要業務包含貿易及零售兩大範

疇，供應商總數近二千家，並遍及台灣、大

陸及東南亞各地。近年由於特力正積極培養

供應商成為策略合作夥伴，希望供應商能有

效率、並支援新商品開發，以及願意承擔成

本及技術的挑戰，因此公司對供應商的經營

策略轉為求精，而非求量，希望雙方發展成

長期穩健的合作關係。

服務事業夥伴

除了貿易與零售之供應商外，特力屋零

售事業群旗下另成立特力幸福家及特力屋好

幫手等室內裝修服務品牌，分別提供裝潢設

計服務及裝修工程服務，以實現「家的大小

事，一輩子都是特力的事」願景。在此事業

體下，特力結合設計、裝潢與修繕的策略夥

伴，建立專注於服務的正式組織，招募並培

訓裝修專業及核心職能之人才，運用夥伴成

立北中南服務網。

供應商評估

特力屋零售除了對施工品質的要求外，

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自2016年起，針

對服務事業夥伴的合約，擬增加人權條款，

包括：遵守相關勞動法規、禁用童工、無強

迫勞動、不得有危害勞工基本權利之情事…

等，並透過定期夥伴月會、實地訪視工地現

場，強力宣導人權條款的重要性。

特力主要營業項目為貿易及零售，並無

實際製造生產，但對於供應商之製造流程，

均要求配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而非僅以法

令之最低標準為滿足。由於特力貿易的客戶

皆為歐美零售大廠，如Walmart等，其對CSR
重要議題大多採取零容忍政策，故本公司內

外銷訂單均要求供應商須遵守CSR守則。

在地採購

特力貿易為世界各地的知名零售賣場，如

Walmart、O'Reilly、Menards、Costco、Target、
Carrefour、Metro…等，供應物超所值的商品，

主要供應商來自台灣、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特

力並依據多數供應商所在地，就近設立上海、

深圳、泰國、越南、印度等貿易辦公室。

顧客隱私保護

取得個資認證

特力屋零售自2013年3月正式施行個人

資料保護與管理規範，主動申請《TPIPAS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規範》驗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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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旗下包括特力屋(股)公司及特力屋室內

裝修(股)公司參加該計畫，並於2013年8月
通過驗證，順利取得經濟部委託資策會科法

所辦理之《dp.mark》個資保護標章，也是

國內第一個居家通路業者取得此標章，效

期為兩年。後續公司也遵循TPIPAS相關要

求，逐年檢驗公司個資保護的狀態，以及設

定KPI作為個資保護狀況的指標，且於2015
年持續獲得《dp.mark》認證。

個資管理績效指標

為了確實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本公司並

訂定個資管理績效指標，每半年量測一次。

自2013通過認證迄今，均達到目標值。

顧客滿意度管理

特力為實踐「顧客導向」的企業文化，

特力屋零售於2010年即透過「顧客導向服務

專案」，進行資料收集及分析，以找出顧客

痛點與服務落差，展開各權責部門改善方案

與制訂服務關鍵指標，並以「指標檢視」與

「服務稽核」兩大項目，持續進行PDCA的管

理循環，來改善服務品質及提升顧客滿意。

特力屋調查結果

HOLA調查結果

室內裝修服務調查結果

註：MEAN滿意度為 9分量表，1分為非常不滿意，9分為非常滿意。

特力
屋

整體滿意度 整體賣場購物
環境和氣氛

整體賣場內
提供的商品

售後服務 整體賣場
服務人員的表現

2014 2015

9

8

7

6

7.35
7.59 7.42

7.65

7.20
7.41 7.26 7.49 7.36

7.61

MEAN

註：MEAN滿意度為 9分量表，1分為非常不滿意，9分為非常滿意。

HOLA

整體滿意度 整體賣場購物
環境和氣氛

整體賣場內
提供的商品

售後服務 整體賣場
服務人員的表現

2014 2015

9

8

7

6

7.44
7.73 7.64

7.94

7.25
7.50 7.35

7.62 7.51
7.81

MEAN

單品安裝 派工數 總問卷數 電訪率 整體安裝滿意度 整體人員滿意度

2013年 78,041 8,322 10.7% 8.5 8.4

2014年 84,555 8,394 9.9% 8.6 8.5

2015年 90,123 7,224 8.0% 8.6 8.6

註：滿意度為 9分量表，1分為非常不滿意，9分為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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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顧客聲音

為了落實客戶導向服務，特力屋零售藉

由收集顧客的聲音，成立專案小組，並透過

跨部門的整合與討單品安裝論，來提升流程

開發的品質與效益。

通路貼心服務

特力屋零售因傾聽顧客聲音，了解消費

者需求後，從通路發展出許多創新的貼心服

務，以下列舉說明。

案例：特力屋首創「電動工具租借服務」

許多顧客購買了DIY商品後，卻發現家

中沒有適當的工具可使用，因此我們訂出商

品租借規範，全台門店均提供統一型號之電

動工具，免費供消費者租借，亦可增進商品

使用體驗。

感謝信及客怨率

有熱忱的員工，才能創造高度顧客滿意

度，而顧客滿意的正向回饋，也直接提升

員工的工作熱忱與績效。因此，自2011年
起，公司要求第一線服務同仁全員參與「感

動服務關鍵時刻」課程訓練，亦定期鼓勵同

仁自己寫下感動服務，透過潛移默化，落實

服務熱忱。在持續落實各項顧客滿意升級計

畫後，近年來不論特力屋或是HOLA所收到

來自顧客的感謝信數量皆年年增加。

感動服務故事

Thank you

Thank youHOLA

 特力屋

客戶王小姐來信表
示，她的父親身體

不適，家中的輪椅
煞車故

障又急著要使用，
在求助無門的情狀

下，來到特力屋的
服務台求助，

服務台的美琪沒有
拒絕客人，積極地

請求營業同仁協助
，營業同仁

立潔前來了解後，
再次尋求男同事彥

儒的幫忙，彥儒大
約花費 30分

鐘拿取工具，試著
將煞車卡死的螺絲

取出，再裝

上新的螺絲，以解
決客人的問題。王

小姐相當感

激地要支付維修服
務費，特力屋同仁

婉拒，只收

取螺絲的商品費用
。整個服務過程中

，特力屋

員工相當有愛心，
並展現同理心，能

理解為人

子女對長輩安全的
著急，所以特別留

信，以表

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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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特力以貿易起家，很早就接觸到歐美企

業的綠色概念，因此在經營上秉持環保思

維，針對商業價值鏈中不同環節，自開始操

作階段即納入環境保護概念。

環境永續主張

在環境永續主張上，特力不僅持續開發

綠色商品及服務，在能源的使用政策上，也

以具體行動，全力配合政府的節能減碳政

策。

物流管理

越庫作業

為了讓商品運送更有效率、同時能減少

商品運送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公司在物流作

業方面，除了透過重複使用貨物框籠棧板，

以及規劃物流最適配送路線等，更致力與供

應商一同改善運送方式，將原本各供應商直

接配送到全台各門店的作業，改為由物流中

心統一轉運(Cross-docking越庫作業，簡稱

XD)，以減少總運輸量，確實執行節能減

碳。透過XD作業，2015年在物流可降低的

碳排放總量為3,255公噸。

倉庫改用物流箱

為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楊梅物流倉庫在

出貨時，已改用物流箱，其使用壽命長，可

重複回收使用，且耐衝擊性佳，撞擊或重壓

時不易損壞，可妥善保護零散出貨商品，避

免商品在運送過程中損壞。零散出貨時，使

用物流箱亦可減少紙箱消耗量。

行銷與包裝

綠色行銷

為推廣居家節能減碳生活，降低產品和

服務對環境的衝擊，特力屋藉由第一線現場

工作人員的宣導、賣場陳列布置及會員型錄

等三方面進行綠色行銷，同時與消費者進行

溝通。

綠色購物

針對賣場最常使用的購物袋，特力屋零

售旗下各通路品牌皆鼓勵民眾自備環保購物

袋，故不主動提供；然而，在結帳時，收銀

人員會衡量顧客購買的商品數量後，才決定

詢問顧客是否需要購買購物袋，並不會對所

有顧客都主動詢問，以降低購物袋的使用。

因此，特力屋和HOLA在過去三年的購物袋

用量上，以每百萬營收的平均單位用量而

言，皆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

綠色包裝

為符合歐盟國家對包裝材料的回收標

示，特力要求包裝品印刷供應商使用大豆環

保油墨，避免製程或回收過程，造成環境汙

染。此外，為推廣綠色商品，特力屋在自有

品牌包裝上，以綠包裝設計及使用綠色材

料，推廣特力屋綠色生活概念，並達到省資

源／易回收／低汙染之環保效益。

產品開發 綠色採購 物流管理 行銷與包裝 廢棄物回收綠色營運

註：產品開發及綠色採購可詳第 2章「以供應商為本，為商品品質安全把關」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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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營運

特力透過組織內部能源管理(包含用電

管理、用油管理、無紙化作業以及響應政

府節能活動)進行綠色營運。至於營運廢棄

物，主要分成可回收廢棄物及不可回收廢棄

物兩大類，可回收廢棄物交由資源回收廠商

回收再利用，不可回收廢棄物皆委託政府核

可之廢棄物處理廠商代為處理。可燃垃圾送

至焚化爐處理，不可燃垃圾則送至掩埋場進

行掩埋。

社會參與

特力在兩位創辦人「以愛為始、以家為

本」的創業理念下，將每一位員工都視為重

要的家人。我們不僅用心經營產業，推動

「誠信、當責、謙和」、「顧客導向」及

「高績效」的企業文化，更透過緊密深刻的

員工活動、多元暢通的溝通管道，以及完善

的福利制度，用心營造員工與公司的「家人

關係」。而公司的各項努力，也反映在歷年

來持續提升的員工滿意度中。

員工概況

員工組成

截至2015年底，集團旗下特力貿易及

特力屋零售台灣區員工總數，共有4,810
人；其中，台灣的員工占比為82.39%，大

陸的員工占比為11.83%，海外地區員工占

比為5.78%。特力因產業特性，女性員工比

例較高，台灣地區男性約占43.60%，女性

約占56.40%；大陸地區男性約占47.10%，

女性約占5 2 . 9 0 %；海外地區男性約占

46.40%，女性約占53.60%。近三年的聘僱

人數皆維持在4,600~4,800人左右，無重大

變化。整體而言，男女比例各地均接近1：

1，女性占比甚至略高於男性，顯見特力在

推動職場兩性平等的成效。

員工留任

特力視員工為公司的重要資產，除了提

供員工良好的福利與照顧，也搭配完整的職

涯發展計畫和績效考核升遷制度。此外，特

力更重視員工的成長，設有特力大學，以提

升員工在職的專業技能與知識，並鼓勵員工

積極尋找其他進修管道。

人才招募

特力持續快速拓展「家」的產品與服

務，對人才的需求不僅快速成長，更趨向多

元化。由於公司的成長及發展，與員工貢獻

息息相關，因此，我們積極延攬優秀人才加

入，更深耕校園、培養新血。也因特力重視

員工的多元化，我們在台灣、大陸及海外各

地組成逾4,600位多元背景的團隊，各自擁

有不同的專才，是激發組織創新、邁向全球

整合型企業的成長動能。對於應徵者，公司

儘量採取當地僱用原則，並一律平等對待，

不分性別、種族、文化、政黨、年齡、宗

教、國籍等，皆以公平的遴選流程公開招

募。

員工訓練

架構完善的特力大學

特力擁有完整且豐富的教育訓練系統，

稱之為特力大學，共有四個學院，其中零售

學院又分為台灣與大陸地區。

各學院依據公司願景、經營策略、中長

期計畫，制定各學院訓練藍圖，以系統化的

方式，培育各階管理及專業人才，鼓勵同仁

持續學習成長。同時，各學院以訓練藍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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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依據年度營運計畫、各單位訪談等，進

而規劃每年度全公司的管理、通識及特定專

業訓練計畫。

職涯發展

在特力推動全員追求高績效的文化下，

我們藉此引導員工發展職涯、激發員工追求

成長的企圖心，並使人才獲得晉升及長期留

任。2013年共超過290位員工、2014年共超

過260位員工、2015年共超過380位員工獲

得內部晉升。

鼓勵進修與終身學習

特力注重人才發展，近三年逐步增加教

育訓練費用的投入。尤其在專業訓練上，已

發展出各專業領域的教育訓練藍圖，針對不

同職務給予職務所需要之課程訓練。

員工多元溝通

多元溝通管道

特力視員工為「家人」，特別在乎每位

同仁的感受與想法。因此，我們建立多元的

溝通管道，積極創造正面暢通的溝通環境，

以確保每一位同仁的心聲，得到立即且妥善

的回覆，並逐步為員工尋找解決問題的方

式。同時，也利用這些管道，傳達公司訊息

及政策，藉此打造「員工對公司」以及「公

司對員工」雙向且開放的溝通管道，促使公

司與員工朝向共同目標前進。

員工滿意度調查

每一個員工都是「家」的一份子，特力

透過緊密的員工活動、貼心周到的多元溝通

與照顧政策，以及完善的福利制度，讓同仁

可以在愉快的工作環境下任職，同時也保有

幸福的生活。在2013年委託蓋洛普顧問公

司所執行的整體員工滿意度調查中指出，特

力的滿意度平均分數4.07分，以及同意以上

比率高達85.2%，都遠高於大中華地區的流

通零售同業(平均分數4.03分、同意以上比

率74%)。整體滿意度平均也從2010年3.84
分，成長到2013年4.07分。

員工權益及福利

員工福利

除了規劃豐富的活動，培養員工關係，

並打造多元豐富的溝通管道，讓同仁像家人

般的互信互助，公司也不斷為員工著想，提

供完善貼心的福利措施，滿足員工各層次的

需求。

我們的福利制度不僅提供給全職的員

工，也提供給非全職的員工。非全職的員工

與全職員工相同，享有全部的員工福利，但

因在職的時間不同，依在職期間比例給予福

利。公司並辦理特力節、運動會等多項活

動，鼓勵各位同仁踴躍參與。

權益保障

依據特力的工作規則，制定有保障員工

之相關權益，任何制度的設立，皆以符合法

令規定為原則；近三年皆無發生職場歧視事

件。

愛家愛人

特力是由一群「愛家」的人所組成，在

公司持續發展「家」的產業過程中，我們也

把「家與愛」融入每天的營運，致力於提升

台灣民眾居家生活。因此，公司在思考落

實CSR時，亦秉持著「愛‧家‧人」的理

念，實踐「愛家」、「愛人」的「愛家人」

精神，希望結合集團獨特的專長與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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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展現我們對台灣這片土地的付出與關

懷。

結合集團專長進行社會參與案例：特

力志工日

特力自2011年起，集合兩岸同仁的力

量舉辦「特力志工日」，包含籌辦「飢餓

12體驗」及「愛心義賣」活動。其中，愛

心義賣兩年共募集331萬元，並將全數所得

捐贈「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之弱勢兒童陪

讀計畫，幫助許多弱勢家庭的小朋友能夠獲

得妥善的課後照顧與陪讀。

為使同仁能夠以更直接與實際的方式，

身體力行、發揮愛心，並結合居家修繕裝飾

等核心專長，自2013年起，特力志工日活

動改變以往愛心義賣的作法，首次將年度

志工日活動結合中秋節，由全台特力屋與

HOLA門店各自提案，總部同仁參與門店志

工計畫，在中秋節前夕發動全台志工日活

動，提供各地需要幫助的單位進行空間布置

／修繕／美化／清潔、家具修繕、油漆粉

刷、器材更換、居家收納等服務，發揮愛心

與專長來幫助弱勢族群。

而不同於一般企業是透過總部規劃，再

由各區辦公室配合執行的方式，特力將主導

權還給全台特力屋與HOLA門店。由各門店

主動尋找不同的社福機構、弱勢家庭進行服

務據點與內容的規劃，再邀請總部同仁共同

參與。這個構想的好處是，除了投入的資源

不會侷限於特定的社福機構，更重要的是，

能夠讓門店走進社區，真實觀察並提供鄰里

所需，建立門店與社區良善的互動關係。

為了鼓勵志工活動，公司特別規劃「志

工假」讓每個同仁都能積極投入志工服務。

再者，公司也特別將志工日安排在周五或是

連續假期前，鼓勵員工提前返鄉、加入中南

部門店的志工服務，一來可以讓同仁的愛心

深入自己的故鄉；二來可讓許多同仁避開連

續假期的車潮，提早返鄉過節，兩全其美。

此外，有鑑於兒童是影響國家未來競爭

力的重要因素，而國內有多達30多萬兒童

生活經濟匱乏，屬中低收入戶，為了幫弱勢

兒童打造一個安全舒適的成長環境，2015
年起，特力更將服務對象聚焦於弱勢兒童，

宣布將展開三至五年LED(LoveEveryDay)
計畫，結合特力屋居家修繕與HOLA居家裝

飾的專長，承諾分階段完成全台育幼院及中

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弱勢兒童陪讀班」的修

繕與布置，共同為弱勢孩子們的學習環境盡

一份心力。

自2013年至2015年，特力志工日累積

志工參與人次已超過2,000人次，並與全台

近50個社福單位合作，服務109個據點。每

年除總部及門店投入的人力與物力外，許多

供應商也共襄盛舉，熱情贊助油漆、刷具、

床墊、熱水器等物資；部份門店員工也發起

自發性員工募款、二手家具募捐來幫助個

案家庭；全省亦有多名外部工班夥伴，無償

投入志工活動。特力志工日深獲每位同仁與

夥伴的肯定，許多同仁皆回應在志工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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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與老人喜悅的笑容是最大的鼓勵跟收

穫。希望能夠透過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帶給社

會更多的溫暖。

特力志工日不僅落實愛心在地化，讓特

力的愛在全台遍地開花，更讓同仁以身體力

行的方式體會分享的快樂，讓所有需要幫助

的對象都能夠擁有與家一樣的溫暖。此外，

也促成貿易與零售、總部與門店等不同部門

的通力合作，並強化所有員工對公司的認同

感，凝聚集團向心力。

CSR得獎紀錄

 特力集團在台灣證交所「第一屆公司

治理評鑑」名列 TOP 20%

 特力貿易獲得Michaels最佳合作夥伴大獎  李麗秋董事長獲選為《安永企業家獎》

年度大獎得主及經營典範企業家獎得主

 特力屋響應水利署節水政策，獲頒推動省
水器材有功獎

 特力屋推廣節能商品有成，榮獲台北市

政府第八屆節能活動表揚

 特力屋榮獲行政院 103年夏月產業節電
競賽表揚，量販業排名第一

環境保護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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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力集團年度志工日活動，首度聚焦弱勢兒童，宣佈展開
3~5年 LED(Love Every Day)計畫，號召 600名員工，在北中
南進行 34項志工服務計畫，獲得弱勢族群及社福機構肯定

社會參與

(資料來源：特力集團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2015年，特力屋士林店用心為身障者打

造友善職場，獲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頒發最佳躍進獎

企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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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力集團「以愛為始、以家為本」

「以愛為始、以家為本」是特力集團兩

位創辦人總裁何湯雄、董事長李麗秋最初始

的起心動念。以具體行動提升了國人的生

活品質，為千家萬戶帶來優質的產品與服

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出發點。特力集團自

1978年創業以來，除了貿易及零售兩大主

體事業，集團旗下橫跨品牌代理行銷、電子

商務、產品設計開發、商場營造管理等營業

項目，整體業務方向始終與居家生活密切相

關。

特力集團在2012年在內部籌組「CSR
委員會」，由集團總裁何湯雄擔任最高指

導，執行長童至祥主導指揮，由集團內各級

主管加入，共同擬訂以「家」為實現企業社

會責任的核心主軸，從「人與人」、「人與

社會」、「人與環境」三大層次出發，分別

在追求公司治理、實現社會承諾、加強環境

保護、擴大社會參與等方向努力。

綠色通路服務 打造幸福企業

2015年首次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從供應商、客戶、環境、員工四大面

向出發，包括對商品品質安全把關、落實顧

客導向文化、推動綠色通路服務與打造幸福

企業提出具體報告。

特力集團執行長童至祥說，特力集團專

注在「家」的產業，不論貿易或零售，其實

都是服務業，對待客戶、消費者、員工、供

應商、投資者、媒體等往來密切的對象，很

自然以家人的角度對待，希望經營彼此共榮

共好的關係。

在進行多項商業決策的過程中，也優先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考量，這中間最主要的

想法是，做為一個家人，不管是提供產品或

服務，必須將心比心、並對得起自己的良

心，建立一個值得大眾信任的品牌。企業社

會責任中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是相當重要的

項目，特力集團自創業迄今，從未出現虧

損赤字，2015年儘管面對外在環境艱困挑

戰，仍能維持獲利。

台灣證券交易所主辦2015年「公司治

理評鑑」中，特力於台灣全部上市櫃公司中

名列前20%；另為追求永續經營，除引進專

業經理人建立管理制度外。2015年特力集

團在公司董事會及所屬委員會中，也增加外

部獨立董事席次，希望以多元化及專業能力

等代表，回應利害關係人對強化公司治理的

期待。

發展永續環境 致力節省用電

特力集團以貿易起家，很早就接觸到歐

美企業的綠色經濟觀念，因此在經營上也納

入綠色營運理念，在貿易與零售上，從產品

開發、採購、物流管理、行銷包裝到綠色通

路與廢棄物管理，都持續在永續環境上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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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5年全台特力屋、HOLA門市、

楊梅倉庫與總公司總用電數較前一年下降

10.01%，每坪用電量減少15.65%；在導入

B2B商務平台之後，2015年節省的表單及

電子發票數量相當於減少排碳量約17.5公
噸。

童至祥說，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提倡環

保綠能趨勢，深化零售店面成為最佳綠色通

路，提升通路的環保節能的效率，在銷售的

商品也逐步提高節能商品的比例等，都是具

體作法。

以特力集團內的居家修繕通路特力屋為

例，台灣現有27家特力屋門市全部通過行

政院環保署「綠色商店認證」、北區士林店

更是全台第一家取得ISO 50001節能認證的

量販店。

2015年特力屋分別獲得經濟部能源局

夏月產業節電表揚量販業排名第一、台北市

政府表揚節能產品推廣績優、經濟部水利局

表揚推動省水器材有功等獎勵。

推出LED體驗館 引領環保消費

不僅如此，特力屋過去曾是台灣第一

個全面停售傳統燈泡的通路商；2015年則

再度開啟風氣之先，率先推出「LED體驗

館」加強推廣節能產品，以實際行動引領環

保消費風潮，目前全台共有11家特力屋門

市已完成LED體驗館改裝。

台灣近年幾度發生食安風暴，基於對得

起良心的初衷，集團旗下所有零售通路秉持

一貫為消費者把關的精神，儘管本身並非製

造廠商，但全面修訂內部食品安全檢查機

制，並以嚴格標準要求任何傳聞受到影響商

品均先行下架，替消費者把關。

攜手微型社企 建立自有品牌

童至祥說，為了確保消費者與往來客戶

的交易安全，特力集團強化供應鏈管理，以

有效的工廠評鑑制度維繫供應商品質，引進

國外先進觀念，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而在

建立自有品牌商品的過程中，重視無毒健

康、天然有機、公平交易、維護生態等類型

產品，包括加強與在地小農合作、協助微型

新創或利他型的社會企業等。

在企業承諾與員工福利方面，集團所

屬零售事業體「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4年拿下台北市政府主辦的「幸福企業

獎」。童至祥說，獲得這些獎項對於致力

「家」的服務，是極大的肯定。

善用企業專長 助育幼院修繕

特力集團連續五年舉辦「集團志工日」

活動，2015年並首次將服務對象完全聚焦

於弱勢兒童，宣布展開LED(Love Every 
Day)計畫，承諾以三到五年時間分階段完

成全台育幼院及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弱勢

兒童陪讀班」的修繕布置。

該計畫以特力屋居家修繕與HOLA特力

和樂居家裝飾的核心能力，由分布各地的零

售門店進行個別提案、再由集團同仁分頭前

往參與，在一天之內於台灣各地同步完成

34個提案，同時也邀集有興趣的供應商合

作夥伴一同參與，結合供應商提供的人力物

力，共同為弱勢孩子們的成長環境盡一分心

力。                                                                                                                                                  
                                                        (李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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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百

公司概述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

百貨、遠百)創立於1967年，至今已成立49
年，是台灣本土連鎖百貨業中，經營時間最

長久且穩定成長的公司。遠百與消費者共享

歷史記憶，已成為在地生活的一部分，並在

每個成長的階段力求轉型，秉持真誠的心，

為消費者及社會大眾創造新的體驗、新的回

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打造顧客專屬的幸

福購物空間。從創立之初為滿足台灣社會大

眾對民生用品的需求，到了時尚潮流日新月

異的現代，遠百旗下零售版圖已擴展至百貨

公司、超級市場、量販店、購物中心等業

態，橫跨兩岸已有54個營運據點；遠東百

貨不但是國內唯一上市的連鎖百貨公司，也

是台灣營業總額第一的百貨零售集團。本報

告年度期間，遠百零售集團無任何組織規

模、結構、所有權方面之重大變化。

為了在經營環境與市場趨勢的不斷變化

中，維持成長力與競爭力，遠百積極地採取

行動，除了新店點的開設之外，也致力於商

場與時俱進地轉型，確保品牌力與特色力。

經營理念

智慧零售

順應時下最具話題性的行動購物，

以實體通路為基礎，積極與虛擬通

路結合，朝向全通路智慧零售的經

營目標邁進

在地時尚

8 個大檔期、4 個小檔期。  
結合在地社區與文創，打造在地

時尚地標

家庭購物首選

提供顧客最佳服務，成為顧客家庭

生活最信賴的購物選擇

 E.P.S
顧客舒適的購物環境（Environment）、
優質安心的產品（Product）以及親切貼
心的服務（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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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

一如百貨零售業的服務精神，遠百零售

集團重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與期待，並與其

保持順暢良好的溝通。掌握利害關係人所關

注之重大議題，研擬因應策略，透過行動積

極回應，是遠百零售集團在永續發展上的基

本原則。

重大性議題鑑別

為確認報告書應揭露的內容與合適的

報告邊界，遠百零售集團參考AA1000當
責性原則標準(AA1000 Account Ability 
Principles Standard)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ative，GRI)有關報告

書內容揭露及重大考量面的判斷原則，進行

重大性議題的鑑別。

我們依循GRI的「界定報告內容的流

程」之原則，鑑別出24項關注議題，經由

排序可劃分為12項高度優先揭露之重要議

題及10項中度優先揭露之次要議題。高度

優先揭露之重要議題包含「誠信經營」、

「公司治理」、「企業形象／公共關係」、

「行銷活動」、「食品安全」、「營運績

效」、「產品品質與價格」、「經營與投

資策略」、「顧客關係管理」、「法規遵

循」、「公共安全與衛生」、「風險管

理」。遠百零售集團一直以來秉持誠信經營

的原則，具有完善的治理制度及管理，才能

因應各種外在環境的風險；以百貨零售業而

言，利害關係人對遠百零售集團的產品與服

務品質有高度期待；在追求經濟發展時，集

團透過社區投資和慈善公益活動降低社會衝

擊。此12項議題屬於遠百零售集團之現階

段所著重的經營重點與永續發展策略，因此

本報告書將會深度說明這些議題相關之管理

方針與績效，成為本報告書的核心。

公司治理

遠百零售集團建構完善公司治理架構，

了解只有誠信經營的團隊，才能奠基持續發

展的企業社會責任，贏得消費者的青睞。

遠百零售集團的治理架構以母公司遠東

百貨為核心，連結集團各子公司的治理機

制。為了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遠東百

貨訂有公司治理守則，作為治理架構的依

循，穩健的治理架構讓遠百在2016年針對

全體上市櫃公司進行的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

結果中，名列前20%的標竿企業，更於同年

度通過公司治理守則，將公司治理的要求內

化到遠百營運的核心價值中。即使法規對於

公司治理標準漸趨嚴格，遠百在公司治理方

面始終堅持遵循法規，依照主管機關政策逐

步提高公司治理之要求，配合公司內部政策

的增修及內部控制與稽核的執行，確保企業

體質的健全。

風險管理與因應

百貨零售業的經營不僅是商業組織的運

作，同時也是各種細節的管理。若將遠百零

售集團視為一個系統，則我們除了重視系統

組織內部的風險之外，亦關注外部環境變動

的風險。對我們來說，風險管理的範疇不僅

限於系統內部的靜態制度，還必須關注系統

外部與環境間的動態變化。

稽核體系

遠百零售集團訂有風險管理政策供各部

門遵循，為使集團內恪遵相關法令及實踐遠

東集團正派經營之企業文化，亦訂有「遠東

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遠東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與「遠

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工作手冊」。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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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依循內容訂定規範。稽核室並定期執

行稽核計畫，並依2015年主管機關修訂「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特以成立該作

業推動小組，舉辦宣導說明會，促使董事會

成員、總公司各部室與分公司管理者及一般

員工皆能有效執行並完成「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判斷項目」作業，以俾能更有效協助各

部門進行風險辨識及管控，並向經營決策階

層呈報，再定期彙報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彙

報，以確保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有效執行。

誠信經營原則

遠百零售集團對顧客、對社會大眾、對

全體員工，皆本於廉潔、透明、負責的經營

理念，貫徹以誠信為基礎的公司政策。集團

經營的最高指導原則「誠信經營守則」中，

明確規範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汙治罪條

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上市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

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為前提。

「道德行為準則」之制訂則提供集團全體員

工法遵依循之標準，除了說明本公司人員應

遵循相關法令規章外，也鼓勵呈報任何非法

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並有保密人保

護之機制。2015年遠百零售集團並無與反

貪腐相關之違法情事。

科技當道的購物美學

綠色購物與科技智能是遠百零售集團對

於未來的承諾，我們將建構全通路的消費模

式，提供智能化的購物體驗，帶領顧客走向

「商場無邊界，虛實全體驗」的Shopping
新主張，使遠百零售集團突破傳統零售經營

模式的局限，躋身科技零售新領域。

虛實整合超體驗

面對電子商務的快速崛起，遠百零售集

團近年積極整合實體店舖及網路通路，逐步

走向全通路零售。遠百、愛買及city'super
均打造行動版首頁並提供電子DM，建構方

便快速的行動網路入口，滿足顧客的購物需

求，讓消費者可以依照心情與喜好，24小
時隨時隨地，想逛就逛、想買就買，享受虛

實整合的全通路消費。

雲端購物逍遙遊

為了提供顧客全方位且零距離、零時差

的消費體驗，並因應電子商務與行動購物

之消費潮流，遠東百貨、愛買及city'super
紛紛在集團企業共同建構的GoHappy快樂

購物網開設線上購物平台，提供各類精緻

商品，讓顧客隨時隨地享受便利的購物服

務。在行動支付方面，繼2014年推出Happy 
Cash電子票證之後，2015年4月更與歐買尬

旗下的歐付寶合作，新增第三方支付功能，

成為國內大型百貨業第三方支付的先驅，消

費者可在手機上直接刷卡付費，使結帳更為

便利也更具隱私性。

用心真誠的商品管理

遠百零售集團用最誠摯的心打點每一個

環節，致力提供顧客流行時尚、精緻享受、

隨意滿足與實惠生活。

攜手維護高品質

遠百零售集團經營類型橫跨百貨公司、

量販店、頂級超市，商品及服務供應方式各

有不同，為了提供給顧客高品質的商品及服

務，我們也依據各種服務類型發展出適當的

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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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百貨除了少部分自營商品之外，大

部分的產品與服務皆由專櫃廠商提供。專櫃

廠商的產品與服務品質牽動著顧客對於遠東

百貨的評價與喜好，因此專櫃廠商的挑選與

管理，是遠東百貨在營運上的關鍵任務。遠

東百貨及遠企購物中心與專櫃廠商皆訂有合

約，規範專櫃廠商所提供產品須具備合法正

當性，不得侵害他人權利，且不得陳列、銷

售政府規定之違禁品，亦不得違反相關法

令。

愛買及city'super的供應商眾多，為了

嚴格把關商品品質，採購合約中明文要求供

應商應保證所提供之商品皆須符合明列之一

切安全、衛生規範及法令規範，並於驗收時

逐一核對檢視商品是否符合法規及合約規

定。此外，愛買透過嚴選優良供應商，檢驗

商品品質認證(如生鮮肉品CAS認證)，委

託SGS等專業檢測公司抽檢商品品質，以及

自設快篩檢驗室等機制，從營運部門到產品

檢驗，層層檢核把關，提供有保障的安心商

品。

city'super以供應多元的國際商品為特

點，因此特別重視對於進口商品的品質管

理，一般商品進口均先請國外代理商提供商

品材質後，確認商品是否符合台灣進口法規

後，才會進行採購。若為美妝保養品，則由

香港公司統一協助確認是否符合進口法規

後，再進行採購。

愛買委託供應商製造之自有品牌產品，

亦於共同採購合約中明文規定供應商應依愛

買要求或指定之規格或規範，製造供應該等

商品，並保留與該商品相關的進貨、研發、

生產製造、品管、出貨、檢驗與衛生安全等

文件。除要求供應商提供相關的認證與證

明，愛買並得自行或委託第三人對該商品進

行檢驗與稽核，包括但不限於商品本身、研

發、原料、設備與工具、生產製造及品質、

環境衛生安全，及其相關管理流程與文件

等，務必讓顧客買得放心，用得安心。

標示明確有保障

對於遠百零售集團所販售之商品，我們

皆積極推動商品正確標示，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使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不至於因為標

示不清而產生誤會，造成消費糾紛；此外遠

百零售集團也希望以透明、清晰的商品標

示，給予消費者實在、可靠的資訊，維持遠

百零售集團企業經營的信譽，並藉此建立良

好的商業規範。

安心餐飲的幸福生活

優先把關安心食

為了顧客的健康著想，我們與餐飲專櫃

的合約當中即要求廠商符合安全衛生規範，

並預防性地進行餐飲及廚房安全衛生作業檢

查，若發現有疑慮之食材、油品，便立即禁

用並改善缺失。

對於販售之食品類商品落實商品鮮度

(效期)檢查工作，每月由賣場人員定期提供

商品屆期明細表，每天依據賣場鮮度檢查區

域圖進行地毯式檢查，並依據訂定之商品屆

期標準下架辦理退貨或報廢。然為了盡量減

少資源浪費，除於屆期三個月前進行商品變

價作業外，現場主管可依據實際銷售狀況，

報請店長及協理級主管是否將商品以更低價

格進行出清。以city'super台中店為例，共

分為31個區域，除假日外每日進行檢查，

每1.5月整個賣場可完成一次的巡迴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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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商品好評高

四十多年來，遠東百貨始終走在顧客前

面，親自為顧客把關挑選頂級的產品，帶領

顧客體驗充滿精緻品味與非凡感動的時尚生

活。1995年遠東百貨開始規劃自營食品專

櫃—FE21´ World Gourmet異國美食館，由

商品開發人員親自搜羅各國頂尖食材，從咖

啡、橄欖油、紅酒醋到義大利麵醬等等，都

是國外歷史悠久的頂級專業品牌。所有進口

產品皆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衛生管理法進行

查驗，經認證合格產品方能在遠東百貨的自

營食品專櫃販售。

以客為尊的體貼服務

為長期有效的經營客戶關係，遠百零售

集團需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瞭解顧客並進行

顧客資料管理，以發展出適合不同客群需求

之產品或服務，在維護消費者隱私的前提之

下，達到最佳的顧客滿意度、忠誠度、維繫

率及營業利潤貢獻度。

隱私保護零失誤

遠東百貨於蒐集顧客個資及個資處理

上，皆制定嚴格內部流程與規範。因此我們

在2015年並未發生違反客戶隱私權或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違規情事。

永續發展 

專注細節的低碳營運

隨著全球平均氣溫不斷升高，氣候變遷

的議題也不斷升溫。遠百零售集團勇於負起

遠東百貨顧客滿意度調查結果

2013年

滿意度

2014年

2015年

88.9%

89.1%

88.7%

顧客滿意為優先

顧客投訴處理程序

顧客提出 
投訴

轉由  
相關單位  
進行處理

負責單位須

在三日內提

供處理結果

現場、電話投

訴：當場協助，

並紀錄事件

e-mail、意見
單投訴：提出

紀錄

紀錄顧客姓名

與聯絡方式、

投訴來源、投

訴日期、投訴

原因與細節等

廣納建議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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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資源的責任，打造時刻用心的低碳服

務，讓環保樂活精神不只展現在看得見的角

落，更隱藏在看不到的細節。

全方位節能管理

遠百零售集團屬於非生產性質行業之

能源大型用戶，營運據點遍布全台，且電

力使用在我們的營運支出裡占有重要的地

位，因此節約能源始終是我們在環境上的主

要課題。為有效管理節約能源的成果，並

配合遠東集團節電政策，自2015年起，遠

東百貨由工程部統一執行電力管理，專責

管理及監控公司電力使用狀況。以遠百零

售集團整體用電量來看，2015年總用電量

較2014年減少1%~28%。其中city'super推
動節能措施(如汰換傳統燈泡、調節空調溫

度等)之成效顯著，2015年用電量較2014年
減少28.53%。愛買則因2015年1月南雅店開

幕，在板新店11月結束營業之前的10個月

期間，愛買共有20間店，因此與過去僅有

19間店時相比，用電量較高。

以單位面積用電量評估我們的用電密集

度(EUI)，可以觀察出遠東百貨city'super、
遠企購物中心對於能源依賴程度皆明顯降

低；若以交易量來進行用電密集度的計算，

則遠東百貨2015年交易數量雖然較2014年
高，但每筆交易的單位用電量卻較前一年

減少0.41度，可見遠東百貨在業績提升的同

時，亦積極節約能源，以兼顧商場用電效

率。

遠百零售集團尚未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進

行相關查證，目前僅參照能源局2014年公

告電力排放係數，以用電量試算二氧化碳排

放量，未來將規劃由外部查證機構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

交通樞紐新思維

作為遍布全台的零售集團，我們不僅持

續專注於強化營運據點內的節能減碳作為，

也進一步向外拓展，以愛護環境為出發點，

運用民眾接駁車、公務車、改善物流管理政

策等智慧彈性的做法，協助紓解周遭交通，

提升冰櫃管理小秘訣

• 加強落實員工進出冷藏凍庫的管理規範

• 定期清洗各式立臥冰櫃，確保立臥櫃商品陳列不擋住出風口而影

響冷氣循環的效能

• 逐步汰換舊型開放式臥櫃為加蓋式臥櫃

• 開放櫃冰箱使用的夜間捲簾也定期檢視和替換，減少冷氣外漏

亮點故事— city'super 對節能成效的重視

city'super自2013年起陸續將天母店、復興店及板橋店之冷凍冷藏燈管、貨架及軌道燈等更換為
LED燈具，有效降低電力使用。此外也經由實際測試，找出開店前補貨或清潔作業時所需的最低光源以節
約照明用電，並提升對於冰櫃的管理，避免能源消耗，從細小環節逐一落實節能精神，自2014年第三季
至2015年第二季平均節能率高達16.8%，於遠東集團內部競賽名列第一，成果不斐，獲得2015遠東節能

金省獎。

2015 遠東節能金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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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物流品質，並與地方政府配合，共同打

造更加環保、便利且舒適自在的樂活環境。

環境友善的樂活服務

遠百零售集團深刻瞭解到地球只有一

個，減少資源消耗及汙染是我們對環境不變

的承諾，我們發揮一己之長，從商場日常營

運出發，將影響力擴散到整個社會。

減廢變身綠價值

百貨商場及零售賣場之日常營運會產生

民生垃圾、廚餘與廢油，成為遠百零售集團

2013 
（千度）

2014 
（千度）

2015 
（千度）

2015年與 2014年 
之差異 （％）

遠東百貨 215,776 206,186 203,891 -1.11%

city' super 4,706 4,098 2,929 -28.53%

遠企購物中心 1,225 1,146 1,118 -2.44%

愛買 100,404 105,921 110,982 4.78%

合計 322,111 317,351 318,920 -

2013~2015年遠百零售集團用電量

2013~2015年遠百零售集團能源密集度

2013 
（Kwh/m2.year）

2014 
（Kwh/m2.year）

2015 
（Kwh/m2.year）

2015年與 2014年 
之差異 （％）

遠東百貨 381 364 354.73 -2.55%

city' super 386 336 240 -4.48%

遠企購物中心 405 370 366 -1.08%

合計 342 361 362 0.56%

• 各分店以使用執照面積作為分母計算能源密度之平均值，並不包括停車場。

2013~2015年遠百零售集團二氧化碳排放量

2013 
（t-CO2e）

2014 
（t-CO2e）

2015 
（t-CO2e）

2015年與 2014年 
之差異 （％）

遠東百貨 112,635.07 107,422.91 106,227.21 -1.11%

city' super 2,456.64 2,135.21 1,525.93 -28.53%

遠企購物中心 639.45 597.06 582.48 -2.44%

愛買 52,410.89 55,184.84 57,821.62 +4.78%

合計 168,142.05 165,340.02 166.157.24 -
• 以能源局公告 2014年電力排放係數：每度電排放 0.521公斤 CO2e計算。
• 遠東百貨、city'super與愛買之本表數據來自各分店之用電量加總，不含總公司之用電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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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的重點。遠百零售集團於辦公場

所及營運商場均落實分類制度，將一般廢棄

物分類為可回收及不可回收，分類後之廢棄

物皆交由合格的專業廢棄物處理廠商進行回

收或焚化，垃圾清運合約、廢食用油回收合

約、廚餘清運合約之訂定均符合環保署相關

法規。

遠東百貨不僅積極處理自身廢棄物，也

與專櫃廠商合作，鼓勵顧客珍惜資源，將使

用完畢或不再使用之商品或包材交由門市

進行回收，並且舉辦環保創意活動，化腐朽

為神奇，與購物民眾攜手為廢棄物創造新價

值。city'super、愛買則於分店服務台提供廢

電池及手機回收的服務，避免廢電池與電子

廢棄物內有毒物質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

由於2015年遠百零售集團之營業績效

較2014年成長1.1%，在來客數增加的情況

下，遠東百貨2015年的焚化廢棄物總量為

6,492千公斤，較去年略為增加了7.77%；

愛買則為4,512千公斤，較去年些微增加了

1.9%。遠企購物中心與city'super之廢棄物

處理已包含在租金中，由業主與廢棄物處理

業者簽約，因此無相關統計數據。遠百零售

集團盡心盡力投入環境維護，2015年主要

環境支出如下：

時尚與自然並存

百貨零售業的商場經常進行樓面或店面

改裝，無論於日間裝修或是夜間材料搬運

時，都會產生噪音與粉塵汙染，影響附近居

民。因此，遠東百貨設立「承攬人管理規

章」與「拆除／裝修作業之安全衛生管理規

範」，遠企購物中心訂有「THE MALL裝
修規範說明&商場施工遵守事項」與「現場

支出項目 支出費用（千元）

遠百零售集團 LED燈更換 18,482

遠東百貨

廢棄物處理費用 17,052

交通接駁車 9,976

購買 10萬度綠電 106

認養行道樹 420

愛買

空調及冷藏設備更新 20,258

廢棄物處理費用 12,833

遠企購物中心 認養行道樹 679

合計    7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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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管理辦法」；愛買訂有「承攬商安全衛

生及環境管理辦法」等，遠東零售集團要求

每一個合作廠商與承攬商等需謹守法令及合

約規範，供應商需積極進行自主管理，盡可

能降低對環境、安全及衛生的影響。2015
年遠百零售集團無任何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

案、處理和解決的環境衝擊案件。

綠色智能的未來想像

現代社會環境保護意識抬頭，遠百零售

集團亦走在最前線，以科技結合時尚與環

保，打造綠色、健康而安全的購物天堂。

低碳管理綠服務

遠百零售集團瞭解顧客對於環境的關懷

與重視，因此我們注重產品或服務帶給顧客

的減碳效果，除了著重綠色設計，藉由販售

低耗能、低毒害、易回收之高效率產品，以

降低產品生命周期的資源耗用，同時亦積極

投入資源回收，進一步為客戶及社會創造綠

色的價值，並且持續使用汙染量較少的耗材

及產品，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遠東百

貨的專櫃品牌商品皆由合法廠商製造，並經

過政府相關部門檢驗及審核，代理或授權的

品牌也經過層層檢驗，合格才能進口或上架

販售，審慎把關各項產品可能對環境造成的

衝擊。愛買對於節能商品則會透過政府網站

查詢證書號碼進行確認，以證明商品符合法

規且確實能降低對能源的耗用。遠百零售集

團也積極減少商品包裝對環境的衝擊。

同時響應政府刺激經濟消費方案，凡於

2016年2月29日前至愛買購買具備省水、節

能標章的家電，除可獲得政府補助最高兩千

元之外，愛買再提撥八千萬元加碼，消費者

可享有最高現折一萬元的優惠。愛買對於環

境保護的重視，贏得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綠

色循環優良商店」、台北市政府表揚有功單

位「節能產品積極促銷」與桃園市政府綠色

行銷力「綠色商店最佳行銷」等獎項，證明

愛買在推動事業廢棄物減量、資源循環再利

用，及推動節能減碳與綠色商品的優異成

果。

智能打造綠商場：以遠東百貨企業總

部大樓(Mega Tower)為例

位於板橋大遠百(Mega City)旁遠東百

貨企業總部大樓(Mega Tower)於2010年動

土，2015年1月啟用，正式成為新北市第

一高樓，具有「360度全視野」，是新北新

Mega Tower 榮獲內政部營建署 
綠建築標章—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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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心皇冠上最璀璨的綠寶石。Mega Tower
樓高50層，兼顧生態(Ecology)、節能

(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
及健康(Health)的綠建築四大主軸，由集團

企業遠東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設計規劃，

從設計到完工營運，每個階段都蘊藏著遠東

集團堅持的環保理念，榮獲內政部營建署綠

建築標章銀級的肯定。

安全貼心全客層

遠百零售集團考慮到我們的顧客來自全

客層，為了照顧不同族群的需求，我們在商

場設施、動線與服務上做了許多細心的規

劃，提供每位顧客最舒適便利的購物環境，

讓每位顧客都能享受到貼心、感動的服務。

我們在百貨及賣場內設有服務台及服務人

員，隨時提供協助並解決顧客的問題。此外

我們也設有無障礙設施，並響應當前低碳樂

活的腳踏車風氣，裝設腳踏車架，確保顧客

在前往百貨及賣場購物的途中能夠通行無

礙。我們細心關懷婦女、嬰幼兒以及銀髮

族，設有育嬰室／哺集乳室及輪椅等設備供

顧客使用，致力提供全家庭、全年齡的購物

環境。此外，我們在保護顧客的健康及安全

上不遺餘力，每一間遠東百貨均設置急救人

員與急救箱，做到百分之百的保障。

智能管理零風險

遠百零售集團重視顧客於商場購物時的

體驗與感受，更在乎顧客安全與健康，我們

持續完善安全衛生的硬體設施並加強管理，

也致力為顧客打造零風險購物環境。

社會參與

適性發展的幸福職場

遠百零售集團橫跨百貨與零售業務，擁

有多元面向的人才，因為有同仁的努力付

出，才能成就今日的遠百零售集團。我們以

誠信公正的原則對待每一位員工，給予員工

應有的權利及優渥福利，讓員工在健全、平

等、快樂的環境工作，並透過職涯訓練及透

明晉升管道，讓員工創造自我價值，與遠

百一同成長。

平等的薪酬政策

遠百零售集團提供人才適性的發展體

系、高於政府規定的薪酬水準、公正的績效

評估機制，及公開透明的員工晉升或轉調管

道。

多元福利制度優

遠百零售集團提供給同仁優於法令規定

的多元福利措施，讓集團成為同仁務實穩定

的靠山，維護員工的身心健康與生活平衡。

教育訓練富創意

遠百零售集團運用遠東集團的資源，架

構全面性的訓練體系，並且發展各類型的核

心領域課程，各公司均有基礎訓練、專業核

心訓練、發展訓練以及其他特色訓練。遠百

零售集團在2015年訓練時數總計26,699小
時，每人平均訓練時數為6.8小時，員工並

可以依業務需要，申請外部進修課程的機

會。

晉升透明促發展

遠百零售集團建立訓練架構讓每位員工

能有適性的發展，我們設有績效考核與晉升

制度，讓每位員工的付出和努力能夠得到適

切的回饋，並提供同仁發揮的舞台以及明確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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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分享的勞資關係

遠百零售集團優質的服務源自於同仁的

熱誠，建構安全與舒適的工作環境是集團對

同仁一貫的承諾，我們和同仁保持良好的溝

通並提供完善的制度，造就平等與和諧的勞

資關係與環境，使遠百零售集團成為同仁築

夢的踏實根基。

全球在地的交流共融

遠百零售集團在追求營運發展時，從本

業百貨零售出發，推己及人再擴大至整個環

境，不僅顧及鄰近社區居民之需求，也積極

善用企業核心能力，推動「思考全球化、

行為在地化」(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協助台灣設計人才提升競爭力，

讓世界看見台灣，為台灣時尚產業創造價

值。

深耕鄰里在地情

遠百零售集團據點遍布全台，各據點之

鄰近社區是我們的利害關係人之一，因此我

們透過各種活動及管道，與社區居民維持良

好關係，這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企業社會責

任。遠百零售集團商場周邊之鄰里社區可透

過官網上的「聯絡我們」信箱反應意見，我

們一旦接獲舉報便會主動積極瞭解原因，研

擬改善方案並實際採取行動。

遠百零售集團福利內容

•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新舊制勞工退休金提撥

• 公司全額負擔的團保
（健康險及壽險）

• 定期健康檢查
• 住院慰問金
• 春節利市金、端午禮金、
中秋禮金、尾牙禮金

• 生日禮金
• 用餐補助

• 結婚禮金
• 喪葬津貼
• 員工托育協助
• 子女入學津貼補助
• 生育津貼

• 同仁購物優惠
• 關係企業商品折
扣優惠

• 英／日語檢定
測驗費用補助

• 創意廚房課程
折扣

• 員工旅遊

工作福利

家庭照顧

購物優惠

休閒與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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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百零售集團也經常與社區非營利組織

合作舉辦活動，並於特定節日贈送禮盒、餐

點給附近的弱勢家庭，或是邀請當地居民參

與節慶活動。由我們所在的每一個據點，將

溫馨串連成線，織起幸福網絡，覆蓋散播到

這座寶島的每一吋土地。

2015年7月，遠東百貨更加積極融入當

地社區，加入了具地方特色的太陽寶寶作為

親善大使，成功拉近與各地顧客間之距離。

以每一個遠東百貨為起點，讓太陽寶寶的和

煦笑容溫暖照耀四面八方。

科技文化總匯流

擁有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量販賣場、

頂級超市及電子商務，作為歷史最悠久的百

貨零售集團，遠百零售集團不忘初衷，提供

顧客最多元的購物選擇、最驚艷的消費體

驗。

最新開幕的台中大遠百與板橋大遠百

(Mega City)，無論是商場面積、建築特色

或是店舖規劃，都有別於其他百貨商場，帶

給顧客耳目一新的驚喜感受，不用出國也可

以享受異國風情。台中大遠百(Top City)以
最新互動式投影科技帶領消費者感受身歷其

境的未來庭園與海底風情，與台中地區的其

他百貨創造高度差異化，提供顧客新穎時尚

的消費選擇。板橋大遠百(Mega City)也打

造主題式情境空間為特色，顧客進入百貨商

場便彷彿置身貢多拉(Gondola)小船搖行中

的威尼斯水都，並導入由新加坡引進的「大

食代」美食街，飄散台灣50年代的濃濃復

古風情，在購物之外更增添了具體而真實的

感官體驗。

2015年，板橋大遠百更與新北市政府

合作推廣街頭藝人公共展演，與音樂表演、

行動藝術、公益協助及美術類共33組不同

藝人合作，讓威尼斯廣場更添藝術氣息。

遠東零售集團不僅在建築設計上帶領顧

客徜徉新視野，我們也致力拓展商品及服務

的科技時尚與文化深度，成為引介各國文化

進入台灣的橋樑，同時我們也全力扶植在地

文創發光發熱，促進文化交流，讓顧客完整

沈浸於獨特迷人的體驗中。

社會關懷愛串連

遠百零售集團長期以來秉持著「取之於

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盡其所能為這

片土地盡一份心力。維持社會的穩定、繁榮

與進步是遠百零售集團心所嚮往，也是我們

企業社會責任的願景。

遠百零售集團藉由通路優勢，積極投入

社會貢獻與公益，結合百貨零售本業之行銷

資源，舉辦義賣、邀請民眾捐贈善款，支持

社會公益活動，透過各種活動發揮社會影響

力。我們關懷耆老幼弱，深入偏鄉傳愛，誠

心貢獻，不求回報，主動捐款捐物，提供各

種資源給弱勢團體，以提升生活品質；我們

也與學校、公益團體及政府機關合作，精心

遠東百貨社會公益活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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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各式比賽、宣導及產學計畫等，提攜時

尚藝術後進並推廣全民健康教育，作為培育

下一代競爭力的幕後推手。遠百零售集團提

供適當場地空間，支持藝文活動，增加偏鄉

學童的學習機會，也落實全人教育，提醒社

會大眾享受運動，關心健康，注重環境保

護，與顧客一起學習成長。2015年我們舉

辦240場社會關懷活動，共計贊助及捐贈超

過1,400萬元，遠東百貨用愛服務，只為創

造更美好的生活。

遠百零售集團作為在地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與會大眾患難與共，2015年6月八仙塵

爆後我們發起捐贈、義賣以及一系列為傷者

及親友加油打氣的活動，全台遠百愛的串

連，攜手陪伴在每個人左右。

亮點故事—遠百愛的串連：您我一起來！

為八仙樂園氣爆受傷的民眾加油集氣！

6 月 27 日，新北市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爆炸案件，
可謂近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全台各地莫不

哀戚默禱。遠東百貨不僅關懷受傷的民眾，也關注家屬

與親友受創的心，我們串起眾人的愛心、關心與用心，

一同為受傷的家庭加油打氣。加油！臺灣！

• 遠東百貨全台 10
家店同步推出集氣
留言板，一起為傷
患加油打氣。

• 遠東集團共同捐出 2,000萬元。
• 遠東百貨另發起員工捐款，並號召專櫃廠商及消
費者共同響應，總計募得 101萬元。

• 遠東百貨另舉行涼被義賣活動，共捐出 54,119元。

• 遠東集團捐贈高效
敷料 17,000片，提
供傷患醫療與後續
照護所需。

關心 愛心 用心

企業總部大樓（Mega Tower）銀級綠建築落成

經濟部 產業節能標竿獎（百貨業唯一獲獎企業）

購買綠電 10萬度

行政院經濟部愛水節水表揚

台北市政府推廣節能產品獎—積極促銷獎

桃園市節能減碳暨環境教育—最佳行銷獎第三名及人氣獎第一名

線上購物服務成為量販業電子商務的最大龍頭

S
社會

行政院農委會產銷履歷農產品積極導入及販賣獎

工商時報 台灣服務業評鑑金牌獎

7成營運據點皆榮獲無災害工時認證

舉辦 240場次 CSR相關活動

公益捐贈超過 1,400萬元

壹週刊 第 12屆服務第壹大獎—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第三名

顧客調查滿意度近 9成

教育訓練 26,698.5人時

育嬰假申請率達 7成以上

投入超過 1,800萬更換 LED燈泡，燈泡節電效益最高可提升 67%

2015遠東節能金省獎

E
環境

遠百

愛買

遠百
零售集團

city'
super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企業永續獎 —服務業銀獎

天下 CSR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排名前 50

出任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創始會員，推動台灣企業永續發展

進行內外部利害關係人調查，強化利害關係人議合與報告書重大性議題包容性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優良公司

美國在臺協會 共創商情獎（百貨業唯一獲獎企業）

自有太陽能發電超過 4萬度

G
治理

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唯一涵蓋百貨、頂級超市與量販賣場

遠百

遠百 
零售集團

愛買

city' 
super

遠百 
零售集團

遠百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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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總部大樓（Mega Tower）銀級綠建築落成

經濟部 產業節能標竿獎（百貨業唯一獲獎企業）

購買綠電 10萬度

行政院經濟部愛水節水表揚

台北市政府推廣節能產品獎—積極促銷獎

桃園市節能減碳暨環境教育—最佳行銷獎第三名及人氣獎第一名

線上購物服務成為量販業電子商務的最大龍頭

S
社會

行政院農委會產銷履歷農產品積極導入及販賣獎

工商時報 台灣服務業評鑑金牌獎

7成營運據點皆榮獲無災害工時認證

舉辦 240場次 CSR相關活動

公益捐贈超過 1,400萬元

壹週刊 第 12屆服務第壹大獎—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第三名

顧客調查滿意度近 9成

教育訓練 26,698.5人時

育嬰假申請率達 7成以上

投入超過 1,800萬更換 LED燈泡，燈泡節電效益最高可提升 67%

2015遠東節能金省獎

E
環境

遠百

愛買

遠百
零售集團

city'
super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企業永續獎 —服務業銀獎

天下 CSR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排名前 50

出任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創始會員，推動台灣企業永續發展

進行內外部利害關係人調查，強化利害關係人議合與報告書重大性議題包容性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優良公司

美國在臺協會 共創商情獎（百貨業唯一獲獎企業）

自有太陽能發電超過 4萬度

G
治理

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唯一涵蓋百貨、頂級超市與量販賣場

遠百

遠百 
零售集團

愛買

city' 
super

遠百 
零售集團

遠百

(資料來源：遠東百貨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 479 —

遠百邁入50周年，創下在台走過半世

紀的連鎖百貨紀錄，遠百認為能深耕台灣保

持盈泰，正因為國人消費者的支持緣故，遠

百董事長徐旭東、總經理徐雪芳甚至在50
周年慶時，特地號召全台各地十店店長串

連，用騎單車接力方式，向社會傳愛，展現

企業回饋社會的感恩心情。

遠百與社會連結度極高，在近年國內以

日系百貨居主導地位下，遠百算是替本土百

貨中做出成績，其背後則來自一名溫柔的推

手—徐雪芳。徐雪芳自1982年加入遠百經

營團隊，從商品開發的基層做起，在更早之

前則待過遠紡會計部門。

推動「綠色營運」  拚節能減碳

徐雪芳除了在經營面下功夫，在企業回

饋社會及永續發展上也著墨甚深，遠百近年

推動「綠色營運」理念不遺餘力，除了企業

總部大樓獲綠建築肯定外，也積極落實「節

能減碳」，推動商場及辦公室空調及照明節

能，並在Top City台中大遠百設置太陽能發

電系統、雨水回收系統等，為百貨業再生能

源與節約能源的企業標竿。

遠東百貨也將「智慧綠建築」概念融入

展店營建設計之中，並成為落實「環境永

續」的長期策略，繼Top City台中大遠百、

Mega City板橋大遠百後，規劃中的竹北購

物中心亦是一座綠建築環保的複合式購物商

場，遠百成為國內百貨產業「智慧綠能、環

保商場」的重要推動者。

整合虛實通路 建構百貨4.0

隨著智慧零售來臨，遠百將持續整合實

體通路與網購平台，走向Omni-channel(全
方位)，讓消費者線上線下自由移動。同

時也將強化科技經營商場的能力，透過

ibeacon、App、社群平台等軟硬體設置，

增加與消費者的互動，讓消費者體驗Smart 
Shopping，建構百貨4.0商場。

遠百身為百貨零售業，希望透過產品及

服務為社會創造綠色價值。徐雪芳常跟同仁

分享，「Retail is Detail」，低碳營運的精

神從小細節開始做起。以購物最常使用的提

袋為例，遠百購物袋的紙漿原料經FSC驗證

通過，符合歐盟環保指令，不含有害物質，

且使用較高成本的環保油墨印刷。

節電成效卓越 獲經部肯定

近年來，遠百也在檔期活動「贈品」上

展現綠色精神，發揮巧思以文創結合購物

袋、馬克杯作為贈品，並不定期舉辦化妝品

空瓶、廢電池及二手衣物回收等活動，向民

眾推廣環保理念。

百貨商場每天營運，照明及空調是主要

耗能措施。為了落實節能減碳的理念，遠百

成立「能源節約小組」，從軟、硬體措施雙

遠百單車接力  向社會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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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齊下展開節能行動，透過更換省電燈泡、

增設多迴路控制照明、訂立能源密集度指

標、更新變頻冰水主機等方式，2015年遠

百節電量超過200萬度，節省電費超過4,300
萬元，更獲得經濟部頒發「產業節能標竿

獎」，是百貨業唯一獲獎公司，成為同業間

電力管理的模範生。

遠百一直致力在「企業經營」與「環境

永續」之間創造「雙贏關係」，遠百企業總

部大樓Mega Tower百揚大樓，早在15年前

規劃的時後，就決定蓋一座兼顧「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四大主軸的

綠建築，從設計到施工，每個階段都蘊藏著

環保理念，不論是基地綠化、雨水回收再利

用，或是綠建材的使用都是高標準，獲得內

政部綠建築標章「銀級」肯定。

遠百投入社會參與的活動類型相當多

元，包括公益義賣、募款認購、年節送暖、

健康宣導等，幾乎是年年都會舉辦的活動，

關懷的活動對象則以弱勢家庭的孩童為主，

約占20%，2015年遠百舉辦各式活動超過

240場，公益捐贈達1,400萬元以上，全體員

工投入CSR相關活動人力超過1,200人次。

耶誕公益活動 為弱勢點燈 

遠百做為一個資源平台，在執行公益活

動時經常思考如何將活動效益極大化。以台

南大遠百連續七年在耶誕節舉辦的「為弱勢

學童點一盞燈」活動為例，每年都號召關係

企業、專櫃廠商、顧客、市政府、地方社團

等共同參與，並設計豐富的主題內容，除

了贈送禮物給學童外，還安排逛書店、做

DIY、參觀工藝展、學習用餐禮等，結合教

育與趣味體驗，寓教於樂，讓活動從公益出

發，又發揮文教、藝術等多元功能。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遠百認

為一顆「回饋」的心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基本

價值，秉持「回饋」的信念，並結合本業核

心能力，有四個主要的行動重點，包括創造

顧客專屬的幸福生活，成為永續經營的零售

領導品牌；節約能源、善用資源，成為對環

境友善的百貨零售產業；推廣在地文創，並

培育產業需求的設計及服務人才；深化與社

區的結合，創建資源平台，推動社會公益。

在追求企業永續發展的驅動下，未來遠

百將成為一個具備雙引擎的成長型企業，

第一個引擎是EPS(每股盈餘)，透過營運

策略及管理創新，提高遠百創造獲利的能

力；另一個引擎是EGS，做好企業公民的角

色，善盡企業在環境(Environmental)、治

理(Goverance)、社會(Social)等責任，達

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陳景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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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富

公司概述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擁有逾百

年歷史之瑞士Siegfried集團於1987年在台

灣所創設，從事中間體、原料藥及特用化學

品之研發、生產及行銷，產品外銷歐、美、

日醫藥大廠，品質深受客戶肯定。

在從事企業經營時，旭富亦積極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以符合平衡環境、社會及公司

治理發展之國際趨勢；同時，透過企業公民

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

區、社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企業責任為本

之競爭優勢。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

踐，包括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

境、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揭露。

企業CSR承諾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年，將「人才」、「團隊合作」、

「誠信正直」作為企業核心價值，以誠信經

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及工作規則等相關辦

法規範企業應有之倫理，明確訂定獎懲標

準，並列入考績之評核項目。如今，旭富已

發展成為中間體及原料藥的專業製造廠，目

標是成為國際性最高品質的原料藥製造公

司，以及成為具有特定利基市場的原料藥的

全球領導者。

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



— 482 —

重大考量面

公司治理

董事會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三席。董事會定

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並定期更換簽

證會計師。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以及重大經

營決策的中心，其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

管理階層、監督經營績效、防制利益衝突及

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

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並致力於股東權益極

大化。董事會應負責公司整體的營運狀況，

設立確切的目標，並努力達成。董事會應向

股東會負責，由股東決定與承認董事會經營

結果，做為衡量公司最高治理單位管理績效

的方式。透過董事會績效的衝量，有助於提

升董事會的決策品質及效率，達成有效管理

及監督公司的目的。另外，透過年報揭露董

事會董事的出席率，加強董事對其自身應盡

之責任與義務之要求，確實發揮監督與管理

公司之功能。

內控制度

本公司為確保並落實公司治理，強化內

部控制與稽核作業，設置稽核室隸屬於董事

會。稽核主管出席每次召開的董事會，進行

稽核業務報告，並於每月提出稽核報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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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核閱。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

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立即做成報告呈報，

並通知獨立董事。

在內部稽核作業的執行方面，稽核室除

了依據董事會通過之年度稽核計畫來執行以

風險為考量之實地查核或書面審查，並搭配

不定期、因特殊目的所做之專案稽核，以及

ISO9001/ISO 14001/GMP/OHSAS18001等
管理系統之定期性稽核，並每年至少一次協

助各單位進行自行檢查作業，適時提供改進

建議，以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

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與效

率，以合理確保營運效果、法律遵循，與財

務報告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

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反貪腐相關風險分析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

念，訂定「誠信經營守則」，以建立良好之

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預防貪汙及賄賂

行為發生，並定期對董事、經理人、員工及

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及宣導，使其充分

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要點

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提供正當檢舉管道(如員工信

箱)，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確實保

密，經財行部審慎調查後，呈報總經理做後

續處理，並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

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並據以獎懲。

產品及品質

主要產品與技術

製藥產業結構可區分為上、中、下游，

旭富製藥之營業範圍為中、上游之製藥產

品，營業項目主要為原料藥、原料藥中間

體、特殊及精密化學品之研發、製造及銷

售、代理國內外廠商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

銷、代理前各項有關產品之研究發展等，產

品行銷數十國，其中又以歐美地區為主，所

生產之原料藥及原料藥中間體之銷售比重約

為87%，主要供應國內外各大小藥廠。

旭富品質政策

1 . 提供世界各地客戶遵照 G M P /
ISO9001所生產之產品，以保證客戶滿意。

2.持術性之品質系統改善，以符合現行

政府法規及國際規範。

特殊管制性產品

管制藥物生產前，我司需要與衛生福利

部申請製造許可，提交預計產出的數量及出

口時買方需要與當地的官方機構，申請進口

許可，標示目的及用量，我司則需要正本的

進口許可文件，與衛生福利部申請出口許

可，出口後還必須向機關核銷生產的數量，

所有生產數量皆受控管。截至目前為止，透

過有系統的管理，雖有銷售管制性產品，但

並無違反法規的事件發生，未來也將謹慎依

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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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參與

旭富製藥積極參加國際上製藥相關的展

覽會且與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及產業公

會與協會保持積極的夥伴關係，共享產業訊

息及推動研究發展，共同引領產業向上發

展，提升製藥產業競爭及永續能力。

風險評估及危機管理

本公司投入相當大的人力於製程、品

管和品保，擁有專業的品管人員和品保人

員，擁有先進的分析儀器以維持本公司一

貫高品質的優良傳統，包含GC、HS-GC、

HPLC、IR、DSC、TGA、Laser Particle 
size analyzer等等分析儀器，且生產的產品

均依照cGMP的規範，並於2001年10月獲得

ISO 9001:2000年版認證。

違規情形

旭富的原料藥產品以學名藥為主，遵照

藥典收錄之規範與檢驗標準製造生產，並

繳交相關文件DMF給販售的區域或國家註

冊，除通過文件審核以外還有官方到廠稽

核。在台灣販售原料藥亦同。目前為止並無

違反國內、外GMP相關規定之事件。

2014-2015年旭富製藥並未有違反環保

及消防法令事項，惟環保署於2012年7月23
日公告抽樣本公司地下水樣品，二氯甲烷及

苯含量超過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管制標準乙

案，桃園縣環保局並於103年5月27日發函

處罰鍰新台幣100,000元。

環保局將本公司判定為地下水汙染控制

場址，本公司依所提地下水整治計畫已自

103年12月份開始進行為期30個月的地下水

整治工程。目前持續進行高濃度區與擴散邊

界區之定期監測地下水水質，並依規定每季

向環保局申報整治進度。

客戶服務

目前客訴事件都維持在2%以下，未來

將努力下降至1%。同時每年業務單位會實

施客戶滿意度調查，調查內容包含對品質

(Quality)、標示/包裝(Label/Packaging)、
交期(Lead time)、交貨期(Delivery)、服務

(Services)、文件(Documentation)、安全

(Safety)、競爭力(Competitiveness)及再次

下單(Repeated Order)請客戶評分，並針對

客戶的建議做改善，以提升客戶滿意度，歷

年的數據如圖。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Period: July 2010 ~ June 2011

Period: July 2011 ~ June 2012

Period: July 2012 ~ June 2013

Period: July 2013 ~ June 2014

Period: July 2014 ~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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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關係

本公司為一家中間體、原料藥之製造

商，對原物料之採購以在地採購及減少汙染

為原則，並密切關注全球環境保護的議題，

且與供應商分享、促使共進。

雖然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廠商已建立了良

好合作關係，但為確保原料供應來源無虞，

本公司仍持續開發新的供應商。本公司與供

應商間的合約內容皆會加註誠信、透明化及

責任感等商業倫理等條款。

旭富力行原料充分利用及綠色採購，

除了由倉管人員協助棧板、IBC桶、53加
侖鐵桶、PE塑膠桶等容器的回收再利用，

生產亦儘可能做到原料回收再使用，達成

Reduce/Reuse/Recycle的效果外，在購買相

關廠務設備時會優先考量節能並具有節能標

章使符合綠色採購的要求。

永續發展

環境挑戰與機會

旭富深切體認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和產

品品質、經濟效益一樣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產品研發、製程活動及設備操作中，環境

保護及員工的安全衛生是我們優先考慮的目

標。公司主要重大環境考量面為製程廢氣、

廢水、廢溶劑、事業廢棄物與土壤及地下水

汙染，因此公司設有廢氣處理設施、廢水處

理場以處理製程產生的廢氣及廢水，委託合

格廢棄物清理業者清理廠內廢棄物，另對土

壤及地下水汙染展開防治工作，以管制汙染

對環境的衝擊。

2014~2015年環境管理績效

1.2014~2015年製程使用後之溶劑回收

處理率皆達85%以上。

2.2013年發包施工厭氧性生物處理系

統，預計2017年啟用。

3.地下水汙染整治，目前持續進行高濃

度區與擴散邊界區之定期監測地下水水質，

並依規定每季向環保局申報整治進度；另完

02/04/03/03B/11/21/22/23/24區陰井雙層隔

離更新，防止廢水再次汙染地下水。

4.2014年9月發包新建廢棄物室內存放

空間，2015年12月啟用。

5.持續配合桃園市環保局臭氧改善行

動，當臭氧惡化預報時，次日06：00~12：
00期間部分產線停止生產。

6.依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

錄辦法規定管理廠內化學物質，目前已經取

得新化學物質登錄八筆/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115筆。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排放

自2013年開始本公司自願配合桃園縣

政府環境保護局計畫，參與臭氧改善行動，

在2014年總共三次，2015年總共有五次於

接獲桃園縣環保局臭氧惡化預報時，自願於

次日06：00~12：00停止部分生產線，預期

該日可減少全廠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達25%以

上，希望能對臭氧層保護有所貢獻。

能源節約與管理

旭富製藥目前使用的能源以電力為主，

燃油蒸氣次之，其餘用量極少。因台灣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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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小，政府雖致力於再生能源與潔淨能源的

發展，但現有發電主力仍是以火力發電為

主，相對也會產生較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因

此在政府相關單位完成符合台灣的能源計畫

之前，旭富製藥透過持續推動節約能源的措

施，除了減少二氧化碳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之外，也可降低公司的生產成本，提升公司

的企業競爭力，並透過購買綠電，以行動力

支持政府減碳的決心，目前每年採購綠電約

4,000度，未來將逐一提高比重。

電力使用狀況

減碳數量簡表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綠色生產

綠色製程

本公司因製藥製程之產品特性特殊，為

符合cGMP規範之要求，工廠使用再生原料

的比例較低，大部份原料、設備及設備零件

等需求大致仰賴國外供應，因此對於進口之

相關事項將格外審慎及用心。旭富透過選擇

鄰近國家採購、增加供應家數、追求原料品

質之提升及設備的符合需求減低對環境造成

的負擔。

毒化物控管

目前實驗室運作的毒化物有24項且依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逐日填寫運作記

錄並定時申報，實驗室運作的先驅化學品則

有五項，嚴格控管不販售給來路不明的個人

或營業項目不符之廠商，以免流供製作毒品

而觸法。

原料藥是特用化學品

中最精密的一環，主要是

以合成方法從事原料藥的

製造，旭富製藥秉持以好

的研發技術製造好的原料

藥，為了因應日漸提高的

環保意識，嚴格控管每個

製程上的環節，並要符合

國際環保趨勢。對於生產

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

氣、廢溶劑、廢棄物等均

設有處理設備，專責人員

或委託代理機構代為處

理，在經評估確認汙染可

以有效防制、危害風險在

可接受的範圍下才進入製

程放大生產。

 

數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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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空氣汙染物質排放量

廢水量統計

廢棄物產生量及處理方式

本廠事業廢棄物分類有一般資源回收、

生活垃圾、有機性汙泥、非有害事業廢棄

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2015年度廢棄物委

託清理2,882.5公噸、製程溶劑回收4,343.46
噸、銷售回收溶劑1,982.1噸。本公司2015

年度並無發生重大洩漏事件，及未

有違反巴塞爾公約規範之有害事業

廢棄物輸出入等情事。

環保支出

本公司2015年度環境保護成

本費用約71.6百萬元，各類的環保

支出包含：空汙費、水質汙染防治

費、事業廢棄物清理費、土壤及地

下水防治費及環保管理活動成本

等。

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

旭富勞動人權政策

A.本公司尊重員工之基本人

權，如財產權、隱私權等，並依政

府勞基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勞動

法令辦理相關事宜。

B.本公司在聘僱員工時依其學

經歷及工作能力為判斷依據，對於

不同國籍、政黨、種族、宗教、性

別、年紀、身障均一視同仁，公平

對待。另外，本公司遵守政府勞動

法令，禁用童工，未僱用未滿16
歲之員工。

C.本公司設有員工信箱，歡迎

員工針對其個人權利、兩性平等、

歧視、貪汙、性騷擾等事項，提出

相關資料及佐證。

D.本公司之人員招募，均透

過公開之管道如人力銀行或公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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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充分揭露職缺訊息，並勵行平等僱用政

策；本公司於不影響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之

先決條件下，鼓勵優先內部僱用，以促使勞

資關係更加和諧及穩固。

勞資關係

本公司透過各種溝通管道，如考績評核

單之員工意見欄、員工意見調查箱等，來傾

聽並回應員工的意見，以提升與改進公司營

運管理。

職業安全與衛生

本公司屬於化學製藥工業，製造過程

中，若未依循標準作業程序，可能會造成員

工之人身傷害，因此，本公司勵行各項措施

以維護員工人身健康及安全。

人力聘僱

本公司在聘僱員工時依其學經歷及工作

能力為核薪判斷依據，對於不同國籍、政

黨、種族、宗教、性別、年紀、身障均一視

同仁，公平對待，並遵守政府勞動法令，禁

用童工，未僱用未滿16歲之員工。另外，

本公司屬化學製藥，現場人員皆需相關科系

畢業，且地處偏僻，交通以汽機車為主，歷

年來雖有原住民應徵並錄取，但卻未報到，

故未有原住民員工。

員工休閒照顧

本公司依法成立福委會，以平衡工作與

生活為理念，為同仁提供多樣的福利及各類

休閒活動，並可由員工自由發起成立各類社

團。

多元化教育訓練

本公司為提升人力素質與發展優勢，持

續推行員工教育訓練與進修，以穩固永續經

營與發展之根基。本公司訂有員工教育訓練

辦法，分為內部訓練、外部訓練及出國研

習，由各部門擬定年度教育訓練計畫，核准

後據以落實執行，並隨時更新記錄及評估

訓練成果。2015年度內訓參加人數累積共

11,761人次，其中生產專業課程計6,867人
次，品保品質課程計364人次，職安室工安

課程計477人次，2015年度外訓上課人數累

積共125人次，訓練研習成效良好。2015年
度外部教育訓練支出計新台幣197,519元

員工考核

本公司訂定考績評核及人力資源管理辦

法，作為計算績效加給及年度調薪、晉升、

調遷、訓練等之依據。2015年度60男15女
共75人晉級，10男1女共11人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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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與福利

本公司提供有競爭力之薪資水準，招募

及留用公司營運所需之相關員工，成就公司

穩健成長與永續發展。福利種類則包含員工

持股信託、保險規劃、旅遊活動、結婚賀

禮、生育賀禮、喪葬奠儀、住院慰問、工傷

病假、急難救助、年終尾牙、員工宿舍、免

費三餐膳食及每年健康檢查等。

安全與健康職場

為了維持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各主管

不定期的走動式巡檢督促同仁佩戴防護用

具，定期檢視安全作業標準及實施危害鑑別

與風險評估，盡可能採購具本質安全設計的

設備或儀器，選擇更為舒適的個人防護具以

提升使用率。並持續加強同仁的教育訓練、

灌輸安全文化觀念，以軟、硬兼施的管理手

段培養同仁的安全習慣，並鼓勵職安衛管理

人員踴躍參加外部各相關研討會及訓練以提

升專業學能，確保公司符合日趨嚴格的職安

衛法規要求。

社會關懷與回饋

翁董事長秉持「延伸工作職能，關懷周

遭需要之人」的理念，深知優秀穩定的人才

需從新鮮人開始培養，一直以來皆提供附近

的大專院校辦理暑期選修工廠實作的名額，

期吸引對於製藥產業有興趣的在學大學生預

先認識職場，畢業後有興趣進入本公司則將

優先錄用。另外，除了滿足股東利益分配及

員工照顧外，也積極投入各項公益活動、鼓

勵各項運動賽事，對於可以促進與附近居民

互動的機會更是主動投入贊助，以維繫良好

的共存關係。

社會服務、社會公益

1.加入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協助警

政公益事業之發展。

2.2015年捐助新台幣150萬元贊助國際

性球賽，提倡運動風氣及培育選手。

3.2015年贊助公益路跑活動新台幣20萬
元，提倡全民運動風氣。

4.2015年贊助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

會新台幣15萬元，協助生物產業發展。

5.2015年贊助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新台

幣35萬元，協助專業化學人才之培養。

社區參與

1.參與及贊助海湖里2015年中秋晚會。

2.不定期參與海湖里社區活動，與居民

維持良好之互動。

3.不定期參與海湖坑口工業區廠商協進

會活動，與鄰近廠商保持溝通管道。

4.與山腳消防分隊進行聯合組訓演習，

平時做好緊急應變準備。

社會貢獻

1.創造股東利益：2015年稅後純益新台

幣364,976仟元。

2.誠實納稅，貢獻國庫稅收：2015年繳

納營所稅新台幣43,043仟元。

3.注重員工權益，創造就業機會：雇用

221名員工，勞資和諧，未有勞資爭端。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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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富製藥一直以來與桃園的元智大學及

長庚大學持續辦理大專生暑期工廠實習選修

學分的產學合作計畫，期望以降低學用落差

及培育實務人才，並及早吸引將畢業的合適

人才，達到產學互利的效益，樹立業界人才

培育模範。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4-2015年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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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富做環保 要當綠色資本家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擁有逾百

年歷史之瑞士Siegfried集團，於1987年在

台灣所創設，從事中間體、原料藥及特用化

學品之研發、生產及行銷，產品外銷歐、

美、日醫藥大廠，品質深受客戶肯定，而該

公司在從事企業經營時，旭富也積極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CSR)。

旭富營運近年陸續寫下不錯成績，每

股稅後純益自2011年以來，連三年獲利成

長，2015年稅後純益3.73億元，每股稅後純

益(EPS)拉升至5.17元，但仍不忘企業對社

會的責任。

接軌公司治理國際趨勢

旭富在經營之餘，以符合平衡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發展之國際趨勢；同時，透過

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

工、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促進以企業責

任為本的競爭優勢。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

踐，包括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

境、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企業資訊揭露。

旭富表示，在企業社會責任經營方面，

考慮公司營運可能產生對生態效益的影響，

均依環境保護原則從事研發及服務等業務，

以降低營運對於自然環境的衝擊，如減少產

品與服務資源及能源消耗、減少汙染物及廢

棄物排放，並妥善處理廢棄物、增進資源之

可回收性與再利用、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

限度之永續使用、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等。

旭富主要股東為三商行集團，除了台灣

桃園蘆竹之總公司外，旗下也有一家子公司

及一家孫公司，擁有堅強的股東陣容及優異

的經營團隊，使得公司業績逐年成長，並於

2004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目前，旭富的董事長由翁維駿博士擔

任，翁維駿兼任公司總經理，該公司成立於

1987年，資本額約7.51億元，去年營業額突

破18億元，當前員工人數217人，主要產品

為原料藥、中間體、特殊及精密化學品，營

運範圍涵蓋歐、美、亞、澳等地。

做生意也兼顧生態環境

旭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經營，特別關

注原料藥廠對環境的影響。旭富表示，齊柏

林拍攝的影片《看見台灣》讓我們站在雲的

高度認識台灣之美，同時殘破的生態山河景

象也深深的震撼人心，在此之前美國前副

總統高爾主導拍攝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

相》，也讓我們體認到遏止溫室效應的環保

議題已是刻不容緩。

另外，早在 1 9 6 2 年，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女士在《寂靜的春天》一

書中指出：人類不斷想控制自然的結果，卻

使生態破壞殆盡，也在不知不覺間累積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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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身甚至遺禍子孫，於是世界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會(WBCSD)就曾呼籲：解決環境問

題的關鍵在於企業。因此旭富在經營持續穩

定獲利下也將朝向《綠色資本家》而努力，

如同作者雷．安德森(Ray C. Anderson)的
遠見：「做生意也可以很生態」。

在實踐環保方面，旭富對於過去努力不

夠的，現在更要勇於承擔所有的環境外部

成本，旭富從2015年開始投入3,000萬元預

算，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控制場址整治計畫；

又另外編列3,000萬元預算，擴增廢水厭氧

處理系統工程也接近完工階段，此外，每年

用在環保支出的維護費用超過7,000萬元。

要能賺錢又要能做好事

旭富指出，未來公司更會在追求利潤

的同時，將環保目標融入企業營運，做到

「Doing good whiledo-ing well.(讓公司能

賺錢、又能做好事)」。

旭富進一步說，從《世界又熱、又平、

又擠》一書中作者湯馬士‧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透過綠色經濟思維，告訴我們

如果不正視發展綠色經濟所產生的問題，也

進而提出發展綠色經濟所產生的影響與獲

利；對此，「環境消耗成本」的觀念也開始

逐漸內化至旭富的產品開發策略。產品開發

上，除了評估經濟效益以外，對於高汙染排

放或是高毒性化學品的製程，我們會更加審

慎選擇。

旭富董事長翁維駿表示，旭富已計畫在

三年內將完全淘汰高COD廢水排放的PPON
製程，雖然無法做到完全的綠色生產，但也

要選擇比較綠色的製程，旭富承諾不會將當

前的營運獲利建築在留給下一代的環境負債

上。

永續經營完成4C願景

旭富秉持著「天長地久」的永續經

營理念，以滿足4C：客戶(Customers)、
同仁(Coworkers)、鄰里(Community)
及股東(Corporate)利害關係人的權益為

目標：服務客戶尊如天(Customers)、結

合員工展所長(Cowor k e r s)、繁榮鄉里

成福地(Communi ty)、旭富製藥恆且久

(Corporate)。

經營策略方面，2014到2015年旭富採

取穩健保守的經營策略，經由各部門齊心戮

力將既有的產能發揮最大效益，讓公司在經

濟面發展達到高峰，未來也將對利害關係人

所關注的議題努力，並隨時調整以呼應利害

關係人對我們的期許。

旭富製藥長期致力於滿足相關利害關係

人的良性溝通，除了於公司網站揭露相關訊

息之外，亦於2014年首度撰寫永續發展報

告書，由各部門組成之CSR推行小組秉持審

慎與實事求是的態度編製2013年度期間之

永續報告書；目前該公司計劃每間隔兩年出

版一次。

旭富秉持「關懷社會，善盡責任」之理

念，持續推展各項企業永續發展之指標，以

達成經濟、社會及環境的三重盈餘為首要目

標。旭富針對營運概況、公司治理、員工關

係、商業道德、社會關懷與環境保護等，以

期讓利害關係人了解旭富在永續發展的努力

與成果，並持續為環境永續而努力不懈。

 (黃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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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租

公司概述

中租控股以成為「亞太地區最卓越的財

務金融公司」為願景，自許為「客戶成長的

夥伴　經濟發展的推手」，持續追求「價

值、成長、紀律、誠信」的企業文化。

我們不斷追求企業「質」與「量」的成

長，以中小企業客戶為利基市場，提供多元

產品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從傳統的租賃分

期服務出發，發展多品項商品。從傳統租

賃、分期付款及應收帳款受讓業務外，陸續

導入重車融資、小客車融資、漁貨融資、微

型企業融資、不動產融資、汽車租賃、節能

專案融資、存貨融資、保險經紀等。

CSR管理

績效檢視與預設目標

項目 2015目標 2015績效 2016目標

經濟面

‧公司治理評鑑前 20%
‧設置公司治理暨誠信經

營委員會

‧客戶合約增社會責任政

策條款

‧公司治理評鑑前 5%
‧已執行並納入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

‧合約加入誠信條款，確認合

作夥伴行為

‧公司治理評鑑前 20%
‧制定董事會績效評估

辦法

環境面

‧ ESCO節能專案績效成長
‧選用綠色產品

‧能源管理效益提升

‧較前年成長約 84%，減少
11,640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員工名片全面改用環保紙張

‧企業內湖總部用電量減少

3.5%

‧服務產品促進減少碳

排放量 50%成長
‧企業內湖總部用電持

續減少 3.5%

社會面

‧員工照顧面向多元化

‧慈善公益服務人次增加

‧開辦活力有氧舒活瑜珈班

與體重控制活動

‧大型論壇調整為聚焦議題

的中小型座談，故人次反

減少 9.4%

‧提升員工健康管理

‧推動工作生活平衡

‧志願服務每人次時數

增加為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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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中租設立「公司治理暨誠信經營委員

會」，並將原「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納入

架構，目的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公司

治理效能、落實誠信經營、執行社會責任，

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協助將企業社會責

任融入公司經營策略，逐年檢視推展進度與

效益，規畫二至三年後，或配合外部法令要

求，提升組織層級，成為董事會下設功能性

委員會。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由公司治理暨誠信

經營委員會小組定期向委員會報告重要議

題，規畫相關政策、行動，提報執行方案與

預期目標，終由委員會自我評估執行效益。

利害關係人溝通

中租控股除了透過企業官方網站、年報

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資訊，經常性公開

企業營運績效、環境治理與社會公益等內

容，以促進資訊流通的可及性、透明性、互

動性與完整性，並由此參考各界回饋意見，

作為持續改善的依據。

重大性議題鑑別

中租透過標竿學習、問卷調查、報導分

析及小組意見等方式、多管道蒐集利害關係

人關心的議題，兼具內外多元方向與資訊，

以進行重大性分析。再依利害關係人關心程

度與對企業衝擊程度，分數加總排列，依

重要性順序標記號碼，合計11項議題，並

對應GRIG4以及G4行業揭露指南-金融服務

業(G4 sector disclosure guideline-Financial 
Services)，納為下表，計九項。

重大性議題矩陣

公司治理

組織架構

董事會設立七席董事，其中三席獨立董

事。董事選舉無論獨立董事或一般董事，以

高於法令要求規格，全面採取候選人提名

制。股東會舉辦固定於5月底前召開，以與

上市櫃股東會密集的6月份錯開，保障股東

參與權益，並採行電子投票，落實且鼓勵股

東行動主義；股東會提案表決方式，也以高

於法令規定，自願採取逐案票決，尊重股東

意見；公司重大資訊也都同步同時以英文語

系公告，平等對待外國投資人。

董事會下設有「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兩大功能性委員會，以強化董事會運

作，維護股東權益。董事、監察人及公司主

管酬金皆依公司章程規定給予，酬金與公司

績效具聯結性，獨立董事之報酬依董事會參

照業界水準議定，未來將考慮規畫搜集利害

關係人關於薪酬之意見，包含薪酬政策及建

議等投票結果。

 衝擊程度 高低

高

關

心

程

度

低 能源管理

綠色產品

訓練發展

薪酬福利

服務品質

風險控管

法令遵循

營運績效

公司治理

資訊揭露

客戶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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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

自2011年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後，參與「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經三年努力，進步提升為最佳評等A++。在

過程中，企業落實遵循基本法令更加完善，

並自願性揭露及實踐資訊透明度，今年更參

與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辦理的「公司治理評

鑑」，在1,393家上市櫃公司中，也獲得上

市公司排名前5%的殊榮，納為公司治理成

分股之一。

除依法令規定每月公告營收外，自願每

月25日前公告獲利情形，讓投資大眾更即

時掌握公司營收及獲利資訊。公司網站提供

財務營運、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重要規章

等完整的資訊揭露服務，而為了使得資訊公

告機制完善，內部訂有明確的執行流程、責

任分工，依照資訊的種類與屬性，歸屬各功

能單位負責，經由內部的分工、覆核、確認

機制，確保資訊的正確性。法令遵循單位也

會提供資訊公開相關外部法令規定、修改內

容予各功能單位參考。　

誠信經營

依循誠信經營守則，以誠信為基礎之

政策，訂定防範方案，同仁皆簽署職員承

諾書，承諾遵守公司紀律；於2014年增訂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明列不

誠信行為及相關利益型態及獎懲制度，規範

本公司人員執行業務過程之行為，並指派專

責單位，維護及落實誠信經營行為。

法令遵循

2011年掛牌上市時，自願提升法令遵

循標準，比照金融機構設置專職單位，制訂

法令遵循管理辦法，有實體營運之重要子公

司例如中租迪和和仲利國際等也都制訂各公

司的法令遵循管理辦法，定期舉行法遵宣導

及教育訓練，確保公司營運及產品符合內外

部法令，每年定期舉行法令遵循自行檢查，

並將法令遵循結果向董事會報告。

風險管理

因應台灣經濟研究院預測2016年，全

球經濟仍維持在復甦趨勢上，但步調趨緩，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公布的更新

數據觀察，整體國際情勢偏向保守，全球貿

易成長也同步下調。面對整體經濟環境，我

們將秉持一貫的風險管理理念，掌握各產業

發展情況與未來前景，採取分散客戶群、分

散產業，也分散地理位置等方式，有效降低

市場變動的風險。

產品服務

中租控股秉持「Service with Passion 
(用心服務)」的企業精神持續深耕台灣市

場，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期望以熱忱為本，

不斷提升服務品質及效率，使各項服務更貼

近客戶需求。因為有客戶，才有更好的中租

控股，未來我們將秉持著「客戶成功的夥

伴，經濟發展的推手」經營理念，朝亞太地

區卓越的財務金融公司目標邁進，並期許為

融資租賃業帶來更多正面力量的提升，創造

與守護客戶、社會與股東的永續價值。

產品服務提供租賃、分期付款銷貨、直

接融資及應收帳款受讓等業務，並以提供

設備租賃、分期付款為主要核心業務，持

續開發新產品包括能源服務(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綠能服務、存貨融資

業務、保險經紀。

服務優化

藉由多元面向角度檢視各項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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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服務品質，2015年旗下中租迪和

及合迪公司持續針對客戶進行滿意度調查，

在調查過程加入產品及服務需求探詢，期望

根據各個構面所得資訊做為服務流程改進及

服務開發之依據，同時藉此檢視服務提供是

否符合客戶需求。

於調查結束後，除量化分析各項指標客

戶滿意程度，更從質化角度針對特殊個案進

一步了解。客戶於各項滿意度調查指標反應

的聲音，皆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檢討改善之參

考依據，同時針對特殊個案質化分析之結

果，排除不可控面向(如：風險考量)後，也

啟動相關因應措施及流程改善，如2015年
調查排除風險及定價策略後，共計一件客戶

回饋關於業務人員服務態度意見。針對此服

務議題，除持續透過內部宣導加強人員專業

服務意識外，更於新進人員訓練中安排服務

態度及商業禮儀課程，以期提供客戶高品質

服務。

此一相關內容是經營管理委員會議重要

討論議題，期望透過多元溝通管道的建立，

能傾聽更多來自客戶的聲音、了解客戶真實

的需求，提出最適切的改善之道，同時訂定

各公司2016滿意度目標值為80分，以提供

客戶最卓越的服務為目標。

個資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法新法施行前，本公司已

具備維護個資之安全機制，包含制定「資料

分級管理辦法」、「個人資料保護要點」、

「資訊安全政策」、「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等規範，明確制定個人資料之授權、使用、

儲存、管理及銷毀等應遵循之保護程序，落

實個資法之執行。

對於客戶資料之蒐集目的、使用方式

及相關權益的行使，均於告知事項同意書

或契約中載明，協助客戶充分了解雙方權

利義務。2015年共計11件客戶反映遭洩露

個資，經啟動內部個資保護作業要點機制處

理，已排除外洩與造成損失之可能性。公司

個資保護之專責人員依據公司相關規範適切

處理與回覆，並制定及修改規範內容，同時

加強內部政策宣導，且作成個案編撰、教

學，透過作業流程的改善及內部規範的嚴格

實施降低客戶反映發生機率。

2013 2014

80

83

7979

81

2015

合迪
中租迪和

目標值

客戶滿意度調查
單位：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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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中租控股各項採購案皆全數選擇當地

廠商為合作廠商，並於2014年制定「供應商

社會責任規範」，規範各供應商符合道德標

準、尊重勞動人權及環境永續，2015年新增

制定「供應商行為規範」，加入違反誠信約

款，要求台灣主要供應商，年度費用達新台

幣百萬元以上等公司符合規範，共同推動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共同實現承諾達成良好道

德標準、尊重勞動人權與環境永續的目標。

永續發展

價值延伸

運用企業服務與商品，開拓綠色市場，

推廣節能綠能產品，傳遞綠色概念，更建立

企業的綠色競爭力。中租控股自2010年起

推動節能服務融資，2011年設立節能融資

單位，開展綠能融資和能源管理顧問服務，

2014年取得經濟部能源局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競標案，籌建太陽能發電廠，進行發電

及售電業務。2015年成立中租能源開發公

司，提供客戶節能服務，協助企業善盡綠能

環保之社會責任。

成立能源開發公司

為積極發展節能綠能產品，中租控股於

2015年底成立中租能源開發公司，以分期

租賃為基礎，結合節能服務、能源開發等綠

能技術專長，提供客戶在企業工廠、辦公

室、醫院、百貨賣場及學校等各類能源使用

密集場，導入節能與創能計畫，以協助企業

加入綠能企業行列。

農業發展

為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及推廣食品安全，

中租控股於2015年開始發展農業經營，與

在地農民合作，結合當地文化特色發展特色

農產品，共同朝精緻化農業發展。除提供當

地就業機會，解決農村人口外移導致高齡化

問題，更可增進農民收益、發展農村經濟，

未來更規畫發展農業大棚太陽能電廠，讓過

去以耕牧為主的農場開始種電，積極開發再

生能源。

授信政策

中租控股辦理授信業務時除追求合理收

益確保股東權益外，另一方面亦盡力配合政

府環境發展策略。提供商品及服務時，參考

世界銀行的「赤道原則」，審慎結合環境發

展策略，同時兼顧社會與公司利益。授信評

估時對於實行或協助節能減碳、再生能源等

綠色能源產業，因其具有較佳企業體質，除

給予正面評價外，也鼓勵內部同仁積極推

廣。此外，未來將啟動評估企業環境面及社

會指標納入授信評估標準化流程之可行性規

劃。

未來將更積極於創能及節能領域，創能

以電廠為主，計畫持續以自建或併購方式取

綠色價值鏈

能源開發
公司

購買綠電
節能服務
融資

授信政策
太陽能
電廠

農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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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的太陽能電廠，以達經濟規模，預定

2018年總發電量達150百萬瓦，電廠資產規

模同時達新台幣100億目標；節能則納入熱

泵、空調、LED照明等環保省電產品，結

合設備商的專業技術融資服務，推展各式

ESCO節能合作專案，2015年專案績效達成

較2014年成長48%，以為環保綠能及企業

社會責任貢獻心力。

環保倡議

2 0 1 5 年由公司邀請同仁一起參與

「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一同在3月28
日晚上8:30和全球關燈一個小時，一起守

護地球！該活動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逐年增

加，導致溫室效應及氣候變遷，2007年由

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地球一小時活

動，呼籲地球上每個人藉由響應關燈減碳

愛地球。全球超過163個國家、7,000多座城

市、上億民眾共同在當天用「自己的力量」

保護地球，讓隨手關燈的一小步，成就綠色

地球的一大步，透過每個人的一己之力，共

同為健康的生活環境努力！

能源管理

企業總部大樓導入ISO14001管理系

統，並設置環境推行委員會，計畫性、系統

性融入日常作業流程，宣揚環境保護的觀

念，提升節能減碳的認知，持續推展能源使

用的作為，構思減少廢棄物的計畫。

為了減少廢棄物，公司各樓層設有資源

回收區域，包括紙、塑膠、鋁鐵等金屬類

別，經員工簡易歸類後，再由大樓物業管理

公司人員細部分類與統整，最後由回收商

進行清運，2015年回收量總計為40,630公
斤。

2014年底起便當發送改採重複使用的

便當箱，2015年全年度減少逾40,000個塑

膠袋，同步實行便當廚餘回收，員工分類後

委由合格畜牧業廠商處理，一般垃圾類則

由清運公司運至焚化廠處理年度垃圾量為

36,000公斤。為提升內湖總部大樓能源使用

效率，2015年底導入高效率節能設備，除

了更換節能燈管，冷卻水系統也改採高效能

變頻控制，合計整年度環境相關費用為新台

幣4,150,000元。

採購的擦手紙與衛生紙品項，也改選用

綠色品牌以再生資源製作，2015年總部大

樓使用逾400萬張的擦手紙與衛生紙用量，

等同減少耗用森林資源。同時擴大無紙化使

用範圍，從原本的業務系統批核，擴大至幕

僚單位，全面改採電子化，依每案件量少印

製五張紙，預估約省下47,000張。

總部水源來自台北自來水處，無地下水

或其他方式水源供應，使用對象僅供員工使

用，產生的生活廢水先至汙水下水道，再排

放至河川及海洋，對水源並未有顯著影響，

2015年用水量為22,077度，內部宣導改善

用水方式與習慣，在人員顯著增加下，用水

量僅微量增加。

用電情況因年底大樓導入節能設備改

善，短短一個月就有顯著進展，2015年較

前年度減少3.5%，合計3,239,702度/年，

以產生改善效益。台灣公務車用油用量，

2015年度較前年度減少10%，推測因油價

年均價格換算而影響，將持續觀察新年度使

用量情況，汽油用量新增計入上海、曼谷與

越南分公司總部公務車使用情況，合計年度

碳排放量為3,706.11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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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員工

人力架構

中租控股2015年員工人數為3,929名，

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為4：6，全體平均年齡

為32.6歲。依據勞動法令，保障勞工權益，

遵守勞動條件之規定，且不雇用未滿16歲
之童工，並以超過法令規定，依不同類型工

作晉用身心障礙人士，合計18名。

權益福利

2015年員工福利費用合計為新台幣

260,603,000元，占營收0.7%，2014年比率

相當，員工福利及權益皆維持相同水準。福

利分項包括經濟、保障、娛樂、設施與發展

等類型。而且每年舉辦模範員工遴選活動，

表現優秀的員工獲得經營團隊公開表揚、親

自授獎，給予榮譽假與獎金，也感謝長期貢

獻的資深員工，授與紀念金章予服務滿五的

倍數年份，2015年符合資格人數約260名。

本公司雖未成立工會組織，亦無可能危

害或違反員工結社自由和共同協議之作業，

對於員工之結社和共同協議也無任何干涉措

施。同時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福利委員由

公司所有部門各自推舉勞工代表而組成，定

期舉行會議，以充分照顧同仁及促進勞資和

諧。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為了降低環境危害風險，預防職業災

害、持續改善職場環境與安全，進行勞安人

員、員工、承攬商安全教育及宣導，以確保

員工安全與健康，增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

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職場健康管理

規定，重視員工身心健康，避免過勞等發

生，我們聘請專職護理師與駐診醫生，希望

以更專業的方式協助企業建置健康職場環

境，造福員工。2015年透過員工定期免費

的健康體檢報告內容，深入分析員工異常項

目，包括體重、心血管病變危險因子及腹部

超音波數據比例提升，因而推動健康促進整

體計畫方案，協助員工健康自我管理。

人權保障

中租聘用的員工依各地勞動法規定，並

保障所有同仁的勞動權利。

員工加強人權之宣導訓練，如新人教育

訓練時安排企業倫理、公司行為準則，講授

與營運相關包括工作時數與性別平等等人權

考量課程，2015年度新進人員累計人次訓

定期健檢

團體保險

疾病醫療補助

意外險

社團活動

員工旅遊

電影欣賞

尾牙春酒

按摩師服務

圖書館

集乳室

EMBA補助

外語進修補助

保障型 娛樂型 設施型 發展型經濟型

員工入股

生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結婚補助

喪葬補助

生日禮金

紀念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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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授課總時數達4,672小時(其中人權保障議

題約占7%)。

同時，建立性騷擾防治及申訴協調處理

機制，設置首長信箱，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別

騷擾、歧視或恐嚇等行為，並訂定「職工獎

懲與獎勵金發放辦法」及人力資源審議委員

會落實執行。2015年未發生重大違反人權

保障相關事件。

職涯訓練

不分性別階層，員工每年全數(100%)

接受定期的績效及生涯發展審查，透過職能

評鑑與員工績效考核，以組織需求為主，搭

配個人規畫，再逐年針對個別員工以個人專

業發展、職涯發展與個人績效輔導等計畫為

基礎，訂定職涯發展與個人學習(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簡稱IDP)計畫。

人才培育以核心職能訓練、管理職能訓

練和專業職能訓練架構完整的教育訓練體

系，輔以師徒制與內部優良講師制度傳承經

驗。2015年度員工受訓總時數高達70,155
小時，每位員工平均所接受的訓練時間長達

17.9小時，其中男性受訓比例較高，茲因職

務多為業務人員，為主要受訓對象。

社會責任

中租基金會

中租控股於2004年9月在企業集團總裁

辜仲立帶領下，結合旗下關係企業共同集

資，正式成立中租基金會，將企業經營成果

回饋給社會，服務項目包括職涯發展、生涯

成長、志工服務與捐助弱勢。成立迄今，基

金會舉辦生涯大師論壇、生涯講座、校園講

座等活動，合計超過60場，支援、扶持弱

勢包括獎助學金、服務性社團補助、弱勢學

童職業體驗營、弱勢青少年生涯成長工作坊

等等，影響超過4,507人次，2015年合計達

新台幣35,166,000元，較前年度提升32%，

占營收0.51%。

2015年7月成立了專屬的中租羽球隊，

聘請專業顧問及教練，挑選潛力高中選手，

予以培訓指導，陸續拿下「全國羽球排名

賽」男子雙打亞軍、「全國高中盃雙打」冠

軍、「全國教育盃羽球賽」男子單打一金牌

一銀牌，男子雙打冠軍，以及「亞青U17」
男子雙打、混合雙打銅牌等佳績。而培育選

手也將有系統性的計畫與作為，2016年展

開籌建選手們的訓練基地「中租陽光活力

館」，以提供練球的場地與球員住宿的地

方。

勞工安全
健康管理

勞工衛生

消防逃生設施

緊急逃生路線及出口

緊急應變演練

體外心臟電擊器(AED)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自動血壓量測器

駐診醫師

護理師

每月健康資訊

飲用水質定期抽檢

中央空調系統

環境消毒定期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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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結合中租企業在財經、租賃業的專業背

景，提供青年了解業界實況之機會，為社會

培養租賃及財經專業人才，分別透過企業資

源在台灣中租迪和、成旅觀光，以及中國大

陸仲利國際舉辦。相關活動，包含「一日中

租人」、「一日成旅人」、「企業實習」、

「新興金融行業研究」、「青年金融家暑期

實習營」等。

職涯發展案例：一日中租人

針對全台大專院校商管系所學生，舉辦

單日的中租迪和體驗營，透過專題講座、互

動教學等方式實際體驗職場、並角逐暑期實

習的機會，迄今已舉辦12年。

生涯成長

舉辦專題演講或工作坊，藉由成功人士

的現身說法，或生涯領域講師的專業引導，

培養青年朋友正面思考、勇於克服困難進而

實踐夢想的能力。相關活動，包含「企業正

向思考活動」、「生涯工作坊」、「表演工

作坊」、「兩性關係自我探索講座」等。

生涯成長案例：企業正向思考活動

2012年起，為提升企業員工正向思

考、紓解工作及生活壓力，達成家庭、事業

及生活等方面的良善調適與平衡，為企業員

工舉辦五場生活講堂，共計服務員工214人
次。

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包含「愛'm Ready中租志工

社」、「中租青年會志工團」等。

志願服務案例：愛'm Ready中租志工社

企業增設一年兩天的給薪「志工假」，

鼓勵員工發揮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從事志願

服務，也鼓勵員工主動提案，發掘隱身在社

會各個角落或中小型團體，以集結企業和同

仁們的力量，一起寒冬送暖、伸出援手，服

務不侷限特定對象，援助方式更多元。對於

當年度志願服務表現卓越或公益提案成功之

員工，將成為企業公益大使，由層峰親自表

揚獎勵，以提升內部員工公益服務的熱情與

行動。

弱勢扶持

弱勢扶持包含「八仙塵爆愛心捐款」、

「復興鄉募款專案」、「捐款泰國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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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弱勢扶持案例：八仙塵爆愛心捐款

2015年發生6月27日八仙樂園發生粉塵

爆炸案，中租企業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的精神，由企業集團總裁辜仲立率先代表

捐助新台幣300萬元善款，拋磚引玉不落人

後，基金會也負責統籌企業內部同仁愛心募

款，共募得新台幣522,400元，捐助至新北

市政府社會局，協助其災後重建。

CSR得獎紀錄
●台灣國際品牌獎第13名。

●公司治理評鑑排行前5％。

●CSR天下企業公民獎第23名。

●台北市勞工局「幸福企業獎2星級」。

● 第10屆中國雇主品牌論壇－中國雇主品牌

獎。

● 大街網主辦「2015非常雇主」TOP100金
色榜單第37名

● 《中國經營報》主辦「最具幸福感企業」

前10大。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國績優健康職

場」。

●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市績優健康職

場」。

● 勞委會「重視女性人力資源優良事業單

位」。

● 台北市勞工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獲

100分滿分。

●人才發展協會(ATD)人才發展國際大獎。

●英國標準協會環境治理實踐獎。

(資料來源：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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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租控股愛m Ready 溫暖社會

身為租賃業龍頭的中租控股公司，除了

業務面穩居兩岸台外資租賃最大市占之外，

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上，也同樣繳出亮眼成

績。中租控股採取結合公司核心能力來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的作法，從租賃、分期付款、

融資貸款、跨國業務等核心產品基礎，跨入

節能、綠色能源等嶄新的領域，一方面強化

企業本身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符合中租控股

要做「客戶成功的夥伴、經濟發展的推手」

自我定位，擴散中租影響力，引領員工與廣

大的客戶、供應商，促成各種資源效益與效

率的極大化，為社會創造更大福祉。

多元創新 深化社會服務

中租控股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已是公司出版的第三本，之前第一本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依循全球永續報告指引

(GlobalResponsible Indicative, GRI)G3.1版
本，回顧、統整企業在經濟、環境與社會面

向的績效作為，第二本再跟隨G4新版報告

指南，持續鎖定目標、逐步地實踐改善，今

年在既有的基礎上，展現多元創新的產品服

務、深化完整的社會服務，以及更透明且友

善的公司資訊。

中租控股以其核心競爭力，作為商品

「創新」基礎，同時兼顧企業社會責任，例

如在面對極端異常氣候引發的險峻挑戰下，

2010年中租控股旗下公司台灣中租迪和，

推出節能融資服務，與專業的能源技術服務

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策略

合作，提供中小企業客戶節能設備改善或節

能績效保證專案，節省能源降低費用，以不

增加額外投資，形成誘因、鼓勵參與，進而

分享利潤，提升效益。

中租控股董事長陳鳳龍指出，許多中小

企業主已有節能減碳的新意識，但是苦於經

費不足，而無法下定決心投入，在中租提供

ESCO合作案件的經費後，大為降低這些中

小企業的資金壓力，投入節能減碳的意願大

為提高。再加上實際投入後的節能效果立竿

見影，以一家台中溫泉飯店客戶為例，設備

改善後，這家飯店夏天一個月電費就比前

一年少了100萬元，投入1,500萬元改善設備

後，兩年內回本的目標順利達陣，此一方案

就深獲客戶肯定。

助中小企 把屋頂變電廠

在投入環保綠能方面，中租也再次將業

務與社會責任結合，帶動中小企業戶把屋

頂變電廠。2014年中租跨入太陽能發電產

業，利用中小企業客戶手中的農舍、廠房所

閒置的屋頂，向客戶租借屋頂設置太陽能集

電板，發展中租太陽能電廠，除了讓業主自

用外，還可進而供電給台電，協助企業戶做

好環保、使用綠能，還為公司新闢穩定的綠

能收入。

中租表示，建置在高雄市阿蓮區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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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一號、二號電廠」，電廠屋頂下是養殖雞

舍和肥料廠的麗園牧場，經過中租向其經營

者許自足推介，表示架設太陽能光電板可以

降低雞舍溫度，延長屋舍使用壽命，又符合

綠能環保，許自足因此在評估後就決定試

試，結果則比預期的更好。透過中租一號電

廠成功的案例，在日照充足的中南部快速擴

展，截至2015年底，中租透過與企業戶合

作推廣，已經累積180座太陽能電廠。

認購綠電 支持替代能源

不僅如此，中租迪和以其分期租賃業務

為基礎，結合節能服務、能源開發等綠能技

術，加上綠能設備代理銷售的市場開發能

力，於2015年，成立中租能源開發公司，

提供客戶在企業工廠、辦公室、醫院、百貨

賣場及學校等各類能源使用密集場所，導入

節能、創能計畫。

陳鳳龍並在2016年宣布參與經濟部能

源局的「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以支持發

展再生能源。由中租控股認購綠色電力，

相當每度附加費率1.06元，以更高的經費投

入，促成碳排放量更低的替代能源發展，以

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幫助台灣邁向更乾淨的

未來。

除此之外，中租也積極推動在太陽電廠

的所在地，發展高經濟價值作物的精緻農

業、無毒農業，以滋養土地生息、活化土壤

生態，也延伸扶植農村社區，促進產業加值

創新，吸引青年回鄉發展。

堅守核心 輻射正面力量

總體來說，中租從節能減碳、資源連

結、農村發展、青年就業等各種層面，都做

出努力與貢獻，從公司的核心業務與能力出

發，透過廣大客戶、供應商，將正面力量輻

射出去，成為良性循環的正面推進力。

中租控股也透過旗下成立逾十年的中租

青年展望基金會，從事社會關懷，持續發揮

職涯輔導、援助弱勢的服務宗旨，並且在

2015年增加體育活動發展，成立了「中租

羽球隊」，為青年學子提供良好的職涯管

道，也為國家培育優秀體育選手盡心力。同

時，為了提升員工公益回饋的參與意願與動

機，中租也提供員工一年兩天有給薪的公

益假，設立志工社團「愛m Ready中租志工

社」，建立完整的獎勵機制，帶動員工與企

業攜手回饋社會。

中租羽球隊是由中租企業總裁辜仲立

與夫人基金會董事長辜周靖華，於2015年
7月發起成立，一年來已經參加國內多場賽

事，屢創佳績。當初是因為辜仲立與辜周靖

華假日喜歡全家一起打羽球健身，因緣際會

下結識專業羽球教練陳嬥荃，經過多次互

動，辜周靖華了解到國內羽壇培養年輕選手

的困境，因此決定以基金會與公司資源投入

成立「中租羽球隊」，為國家培育優秀羽球

選手，並出資聘請專業顧問及教練以精進球

技，此外辜周靖華也決定籌建選手們訓練基

地—中租陽光活力館，希望提供選手最優質

的師資團隊外，還有舒適、專業的訓練場

地。

組志工社 用行動分享愛

辜仲立夫妻支持企業員工組成「愛m 
Ready中租志工社」，今年5月倆人還連袂

親率志工前往澎湖，為心路基金會在澎湖所

設置的離島首座全日型成人心智障礙個案安

置照護機構—樂朋家園，頂著烈日協助粉刷

外牆，化愛心為實際行動。 (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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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德

公司概述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3年1月5日，並於2003年9月上櫃(代

號6263)公開發行，普萊德以自有品牌

PLANET行銷全球超過20年，以國際級

專業網路通訊設備供應商為定位，致力

於專業網通設備的研發與行銷。藉由企

業標語「PioneerofIPInnovation」，彰顯

PLANET發展的產品與技術核心，皆以

IP(InternetProtocol)架構為核心，成功整合

語音、數據、影像，在全球網通市場上成為

數位創新領航者。

品牌經營理念

普萊德科技秉持誠信、創新、品質、效

率的理念，除了專注核心業務之外，更將企

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的營運策略之一，善盡

世界公民角色，健全公司治理和CSR，以實

際行動盡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形

象，增加顧客的認同，精益求精穩健經營，

以成就百年大業的決心，淬礪經營品牌的雄

心，成為世界級專業網通設備品牌。

永續企業的承諾

普萊德科技秉持誠信經營的理念，堅信

唯有對社會多元負責的企業，才能獲得所有

利害關係人的肯定，永續企業發展。在追求

經營利潤的同時，本公司將社會責任納入核

心事業策略，凝聚企業核心價值文化，關注

經濟、環境、社會，與國際趨勢同步，嚴格

執行公司治理，落實員工照護、環境保護和

社會公益，維持良好企業體質，提升品牌價

值。因此本公司依據CSR發展藍圖，訂定企

業社會責任CSR政策：

因此，我們的企業承諾：

●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嚴守法律和商

業道德規範

●提供員工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

●保護員工工作權益，使之充分發揮才

能

●研發環保節能產品，積極投入環保節

能教育

●建立與客戶、供應商共同雙贏的夥伴

關係

●財務資訊透明

●創造公司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投入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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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普萊德科技財務狀況健全，負債資產比

率歷年來皆低於20%，無長期負債，不從事

高風險、高槓桿的投資，亦無資金貸與他

人、背書保證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充

分控制財務風險；每年皆配息或配股，將經

營成果分享股東。

利害關係人溝通

普萊德科技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股

東、客戶、供應商、政府機關、社區及非營

利組織NGO等等，為對本公司產生影響或

受本公司影響的內、外部團體或個人。本公

司依據各單位所執掌業務鑑別其相關利害關

係人，透過多元溝通管道收集利害關係人回

饋的資訊與關心的議題，再針對各利害關係

人關注議題之重大性與優先性，透過適當管

道進一步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

求，妥適回應其關切之議題，維護利害關係

人對普萊德科技的尊敬與信任，並提升普萊

德科技聲譽。

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

針對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普萊德科

技內部各負責單位和「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以永續性脈絡、重大性、完整性及利害

關係人包容性為基礎，進一步依據「利害關

係人關心度」與「對公司衝擊度」交叉分

析，鑑別分類重大的關注議題及其對應之實

質考量面，以作為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

執行重點，以持續提升CSR績效。本報告書

呈現對應各重要關注議題的努力與成果，一

般議題則由各相關單位、普萊德科技網站或

其他溝通管道回應予利害關係人。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普萊

德科技自成立20餘年來，以誠信為經營理

念，恪遵法律與規範，落實營運及財務管

理，公司穩健成長。本公司管理階層重視

治理文化之建構並積極落實，全公司上行

下效，繼2008~2014年相繼通過CG6004、
CG6005、CG6007通用版公司治理制度評

量認證，2015~2016年更連續二屆榮列證交

所、櫃買中心主辦之「公司治理評鑑」表現

最佳前5%之優良上櫃企業。

公司治理架構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普萊德科技《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為

本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最高層組織。由

董事長陳清港領導，各小組委員來自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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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主管。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依據公

司永續發展方向，考量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重

大議題，擬定企業社會責任目標，以策略

性、長期性的作法，以及定期檢視目標達成

度和績效，向董事會報告。同時，逐步提升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層次，期使CSR的影

響力達到廣度與深度，達到員工、股東、客

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係人滿意。

風險管理

為有效控制企業風險，普萊德科技設有

「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企業風險委員、

財務風險委員、營運風險委員。並訂定相關

規章，包括對風險辨識、衡量、監控、報告

及處理。

保障股東權益

普萊德科技為達保證投資人權益，除了

創造營利績效外，積極落實公司治理，訂有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並於重大

訊息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時E‐mail通
知公司所有員工、經理人及董事，避免發生

及違反內線交易。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

區，提供大眾瞭解公司的公司治理、財務等

資訊，並設置監察人信箱，作為投資人與公

司溝通的管道。且訂有投資人關係處理程

序，制定發言人制度，設有發言人與代理發

言人，隨時回覆投資人之各項問題，並立即

呈報高階主管與總經理。

永續發展

環保政策

對環境的保護是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的一

環，本公司將環保觀念納入企業政策，將環

境永續發展策略納入管理體系，訂定之短、

中、長期環境永續目標，以期掌握持續變化

的環境議題，如能源與氣候變遷、提升資源

效率、以及抑止汙染物排放等等，朝向環境

零負荷(Roadto Zero)的目標邁進。

普萊德科技在產品研發和製造方面，重

視綠能、減碳環保之執行；明定「普萊德科

技推動綠色行動計畫」，推行辦公室減廢、

資源回收及再利用，宣導減碳、節能、抗暖

化行動。並制定「環境維護守則」，建立環

境維護規範，做為公司全體同仁遵循之依

據。

短期目標

•節能產品

• 環境/能源管理
系統強化

• 節能減碳及汙染
減量

中期目標

• 能源、資源運用
提升

• 汙染抑制降低

• 友善社區環境

長期目標

• 碳中和

• 零廢棄

• 環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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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認證

經過全員對公司環境保護的努力，2015
年11月以零缺失通過最新版「ISO14001：
2015」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落實整體環

保品質系統運作。並對所有供應商進行

ISO14001環保系統宣示，確保供應鏈符合

環境管理法規要求。

綠色供應鏈管理

為確保本公司之產品符合環保節能，使

之從原料到成品產出，對環境的衝擊降至最

低，特制定「供應商/合作夥伴CSR管理規

範」，並全面與供應商簽訂「危害物質及環

境禁限用物質不使用保證書」或「供應商環

保要求承諾」，並禁用來自剛果周邊國家之

衝突金屬原物料，以作為綠色產品環保保

證。

綠能產品開發

本公司產品全面執行綠能產品開發，訂

定「綠能產品開發原則」，從技術研發、設

計、製造、運輸到回收再利用等階段嚴格依

循環保規範要求。

環保管理與教育推廣

本公司透過系統化的組織管理與教育訓

練，來執行辦公室碳排放管理、環保教育和

行動，帶動全體員工參與環保的推動。

碳排放管理

普萊德科技2015年度用電量303,836
度，共產生193.544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用電量及碳排放逐年降低，雖然公司面積與

員工數量持續增加，但同仁共同落實環境政

策，使得用電量仍保持下降，營收與環保永

續雙贏。

環保教育與行動

普萊德推行辦公室「綠色行動計畫」，

及公司內部網站設置「環保樂活專區」，宣

導減碳、抗暖化，實行節能、減廢、資源回

收及再利用。其他綠色環保行動，還包括

「創造辦公室樂活綠空間」、「認養坪林有

機茶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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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員工培育與照護

公司重視員工培育、福利、人權和安全

衛生，使員工得以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中，發

揮才能，進而提升企業人力資源，強化企業

競爭力。並建有多元溝通管道，包括定期

勞資溝通會議、CEO信箱、監察人信箱等

等，員工可隨時透過任何形式之管道表達意

見、與公司管理階層溝通其權益等問題並獲

回應，維持和諧勞資關係。

員工僱用注重兩性平權與多樣化

重視兩性平權

普萊德科技主張「性別平等聘用」準

則，並訂定「性別工作平等管理辦法」，積

極推動「性別平權」，僱用員工不分性別，

同工、同質、同酬，並注重女性在職涯發展

中之聘用與升遷平權。至2015年底，本公

司員工總數為142人，其中主管占35人，員

工和主管性別比例相較，女性皆高於男性。

本公司平時亦致力營造平等職場環境，於

2015年成為台灣首家企業榮獲經濟部頒發

《性別平等優良中堅企業獎》。

僱用多樣化

本公司員工平均年齡36.8歲，聘用員工

皆為台灣地區本國籍人士，且全數為本公司

自行聘用之正式員工，禁用任何非法勞工、

童工、或其他違反法律規定之勞力。並保障

身心障礙員工權利，徵聘時優先錄用符合工

作人力需求之身心障礙人士，2015年聘用

身心障礙員工占總員工數1%，符合政府規

定。本公司亦不分種族，平等僱用，從無歧

視僱用之案例發生。

員工薪酬與福利

本公司員工薪資均符合勞基法最低薪資

規定，薪資結構包括本薪、職務津貼、營運

獎金、績效獎金、業績獎金、營利分紅、年

終獎金等等，並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撥退休金，提存於中央信託

局及勞工保險局，保障員工權益。訂有績效

考核制度，所有員工每年定期績效考核，員

工於薪資相關議題可直接向主管溝通，再提

予管理階層核決。工作表現優良者發予績效

獎金，鼓勵員工。

員工訓練與人力發展

培育員工對公司而言是項責任投資，永

續性地開發員工潛能，提升員工價值。為配

合公司發展目標並培養員工知識技能，對於

員工進修及教育訓練皆依「教育訓練實施細

則」擬定年度計畫安排相關教育訓練及在職

訓練，增進員工專業技能及管理新知。

員工身心健康

企業對員工的培育具有開發之責任，對

協助員工保持身心健康更是刻不容緩，普萊

德科技推行全面關懷措施，塑造關懷、樂

活、健康、環保之人文職場。本公司也透過

樂活健康環保年度主題，帶動員工增進環

保、樂活、心靈等層面的知識與觀念，實

行樂活環保行動。2014~2015年年度主題為

「綠色活力年」，不只針對外在環境落實環

保，也鼓勵同仁一起綠化內在心靈，舉辦心

靈列車系列講座/活動，幫助員工保持內心

平穩與安定，紓解壓力，得以更瞭解且關心

自己，進而關懷周遭夥伴，良性循環下打造

一個充滿綠色心靈的環境。

員工關懷

普萊德科技關懷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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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心支持方案，使員工安心工作，兼顧

工作、家庭、學業與生活。安心支持方案內

容包含學長輔導關懷新人計畫、員工子女教

育補助、員工急難救助、彈性工時方案、員

工無息房貸支持方案、心理師諮商關懷等。

健康安全職場環境

本公司提供員工安全無虞之工作環境，

確實遵守消防法規，為維護員工安全與健

康，訂有各項工作環境及員工人身安全保護

相關保護措施。經由各式措施嚴格維護職場

安全與健康環境，過去一年無工傷事件發

生。

嚴格維護職場安全與健康環境，案例：企業

管理系統

本公司施行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建立一套專屬企

業的管理系統，監控品質與環境管理制度之

執行情況與成效，提升品質、環境、安全

衛生，確保員工人身安全。2015年領先業

界通過新版ISO9001：2015、ISO14001：
2015認證。

供應商夥伴關係

誠信、正直是本公司選擇供應商的首要

條件，並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本公司所

有供應商之中台灣廠商約占八成，與各供應

商間之溝通管道順暢，業務執行情形良好。

面對未來環保趨勢將著重與具節能設計的晶

片廠商合作，與供應商全面簽訂「供應商/
合作夥伴CSR管理規範」及「危害物質不使

用保證書」以作為綠色產品環保保證。

客戶滿意

普萊德科技以自有品牌PLANET行銷

全球，目前已擴及全球五大洲140餘國，與

世界各地的經銷商建立綿密而長久的夥伴關

係。本公司向來快速、積極且有效地處理客

戶對市場與產品的反應，於維護消費者權益

並善盡產品責任訂有明文規範，以保障消費

者權益。

本公司同時訂有「客戶滿意度調查辦

法」，每年定期舉辦一次客戶滿意度調查，

調查結果並列入相關執行部門之績效考核項

目之一，在2015年7月進行的客戶滿意度調

查中，本公司獲致高達99%的整體滿意度。

另外，對於客戶反應意見亦於24小時內回

應，追蹤其關心的面向，積極尋求改善。

社會參與

本公司基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感恩回饋，投入教育文化相關之社會參與，

推動且激勵員工參與公益志工活動，用愛心

關懷別人、服務社會，體現公益服務的快

樂，促進與社區間之和諧關係。

教育文化推廣

普萊德成立國內第一個以教育為目的之

公益基金「公益信託普萊德教育基金」，進

行慈善文化教育相關事業之公益補助。本

公益信託基金成立於2004年8月，聚焦「教

育」議題，以「推動教育事業，提升人力品

質」為宗旨，進行四個面向的教育文化推廣

專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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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兒童補救教學/心理輔導

普萊德科技長期投入「弱勢兒童補教教

學/心理輔導」，致力關懷推動弱勢兒童教

育，對於學習低成就及情緒、行為障礙之弱

勢兒童提供課業輔導、補救教學、情緒治療

等活動課程，全方位的協助弱勢兒童打好教

育基礎，塑造健全品格，改善潛在性問題。

我們提供以企管精神為架構之資源整合及制

度設計，運用企業的管理能力，結合學校硬

體設施、師資人力、社會教育專家、社區志

工、企業志工等多方資源，形成一個《資源

網》，充分運用群體力量各出其力，有策略

地執行「弱勢教育」，讓「輔導專業」進入

校園，並能夠長期貫徹，達到家庭、學校、

社會三贏。

普萊德科技投入「弱勢兒童補救教學/
心理輔導」12年來，經由整合各校不同的

作業模式，制定標準化作業流程SOP，以利

各校統一作業，以長期可評量、績效管理的

方式落實執行。並以PDCA循環模式，每學

期適時檢視、修正補救教學策略，提出改善

方針，實質有效地追蹤成效、評估效能、持

續改善運作。

認養有機茶園，保護社區環境水源

本公司推動坪林有機茶園認養行動專

案，贊助茶農種植不用化肥、不灑農藥的

茶，保護水資源，維護水源地生態系統。生

態理念及環保理念的落實必須群策群力。我

們資源整合、資金贊助、理念推動、號召認

養、行動支持及志工服務，運用資源整合能

力，為環保生態盡一份心力，展現企業社會

責任的胸襟與氣度。

企業志工

普萊德藉由多元方式鼓勵員工參與各項

社會公益與志工活動，對人與群體產生更深

的關懷與學習付出，體現公益活動的快樂，

回到職場，更能帶動內部同仁團結合作。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56 % 60 % 60 % 60% 67% 67%

8 15 17 18 28 28

1 5 11.6 14.7 38.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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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舉辦的企業志工行動包括捐血志

工、夜光天使志工等。

CSR得獎紀錄
●創新網通設備連續12年榮獲《台灣精

品獎》(2004~2015年)

●榮列證交所、櫃買中心《公司治理評

鑑》排名前5%優良上櫃公司(2015~2016
年)

●首家企業獲經濟部頒發《性別平等優

良中堅企業獎》(2015年)

●經濟部第三屆《潛力中堅企業》

(2015年)

●入編經濟日報「2015企業社會責任

年鑑」，榮列台灣CSR標竿企業之一(2015
年)

●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

級(2015年)

●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

級(2010~2014年)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

業第一名(2011~2012年)，且是唯一上櫃企

業連續九年獲獎(2007~2015年)

●通過CG6004、CG6005、CG6007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2008~2014年)

●首屆《新北市卓越企業獎‐‐社會責任

獎》(2012年)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上櫃企

業組首獎‐五星獎(2010年，連續二年獲獎)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教育推

廣類創新CSR方案前六名，為唯一上櫃企業

獲選入圍(2011年)

(資料來源：普萊德科技2015年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

7

12 (2004~2015 )

5% (2015~2016 )

(2015 )

(2015 )

2015 CSR (2015 )

A+ (2015 )

A (2010~2014 )

(2011~2012 )

(2007~2015 )

CG6004 CG6005 CG6007 (2008~2014 )

(2012 )

(2010 )

CSR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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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德 全心全意關懷弱勢孩童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但人與人之間所需

的關懷、陪伴並沒有因為科技飛快發展而減

少，社會上仍有許多家庭結構失常的孩子需

要關心；網通廠普萊德成立23年來，以自

有品牌PLANET行銷國際，董事長陳清港

說，「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的變

遷，企業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之一，當屬企

業社會責任」，過去12年來，普萊德積極

推行「弱勢兒童補救教學／心理輔導」計

畫，使得許多家庭結構失常的孩童獲得良好

關懷、不致走上歧途，成為社會正向循環的

重要力量。

普萊德副總經理許華玲指出，普萊德最

早想做的是幫助新住民孩子，這群孩子因為

家長來自其他國家，語言學習比一般孩子

慢，自然也影響了其他學科學習進度，漸漸

地，孩子們功課跟不上、很容易被放棄，這

讓普萊德很想對這些孩子施以援手。

幫家暴兒融入校園

只是，當普萊德真正進入校園後，許華

玲發現，比起新住民孩子，家庭結構失常的

孩子更需要幫助，這些孩子在家裡可能被家

暴、性侵，甚或有些孩子的爸爸在監獄、媽

媽在吸毒，得不到良好照顧；家庭功能失常

的孩子通常會出現極端發展，有人被家暴

後，到學校就會對其他同學發脾氣、甚至打

架，但也有人因為在家裡受到傷害，到學校

後只會冷漠以對、獨來獨往，再也不與人相

處。

「無論哪一種情況都不好，這些孩子的

人際關係都出現了問題」，許華玲說，有些

爸爸在家中打孩子，讓孩子學習到行為暴

力、語言暴力，一到學校後，這些孩子就會

發洩在其他人身上，不僅同學受影響，老師

也相當憂心，因為一個孩子，很多人都有可

能身心受創。

減少社會問題產生

正因為想解決一個孩子引起的問題，長

期以來，普萊德都將社會關懷重點放在「弱

勢兒童補救教學／心理輔導」計畫，這是台

灣企業較少著重的領域，不但要花心思，也

要為不同孩子設計不同的輔導方式，且要花

更多的經費；同樣是100萬元的經費，別的

企業可用這筆錢為弱勢孩子準備餐費以及各

項補助，受益人數上看千人，而普萊德則選

擇將這100萬元運用在兒童補救教學心理輔

導計畫，受益的人很少、甚至不到百人，但

卻有可能減少社會問題產生。

在輔導兒童心理時，如何讓這群孩子

「不被標籤化」是這項計畫的最大難題，如

何讓這些孩子們擁有更多信心，則是讓他們

建立人際關係的關鍵。

「我們每天早上到學校來，就有認輔媽

媽先關心這些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成績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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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是因為他們笨、也不是他們智力不

足，而是他們拒絕學習，有些孩子覺得自己

被社會遺棄，來學校根本不想理其他人，趴

在桌上就睡覺，老師拿他們也沒辦法」，許華

玲說，「為了不讓他們被標籤化，我們以輔導

功課的方式，一早到學校就請這些同學先來

找認輔媽媽，讓認輔媽媽給予他們一對一的

關懷，久了之後，學生們很喜歡來這裡」。

遊戲治療重拾人際

對於家庭結構失常的孩子們而言，如何

擁有正常人際關係非常重要，為此，普萊德

也為這些學生們設計4-5人的小團體遊戲治

療，剛開始，遊戲治療方式以音樂、畫畫為

主，後來，也加進了幼童軍課程。

「一般來說，大多是家庭功能正常的孩

子才有機會參與幼童軍活動，但我們現在也

開始送這些被輔導的孩子參與幼童軍，雖然

這只是一個活動，卻能帶起孩子內心裡的榮

譽感」，許華玲表示，大多數成績好的孩子

對於野外求生活動一竅不通，這時反而是被

輔導的孩子們更占優勢，他們會爬樹、會野

外生火，一反教室常態，這些功課不好的孩

子們在野外更能發揮所長，甚至發揮服務榮

譽心，照顧起其他參與活動的孩子，間接也

為他們的人際關係建立起自信心。

設基金會推動教育

普萊德從來沒有成立基金會，而是以

「公益信託普萊德教育基金」推行慈善文化

教育事業，許華玲說，「基金會可以買房、

可以買車，但我們這是公益信託基金，我們

不希望把這筆錢用做他途，就是全部用來聚

焦教育議題，推動教育事業」。

這12年來，普萊德運用這筆基金推動

弱勢教育課輔及心理輔導計畫，這項計畫涵

蓋17所國中小單位，參與課業與心理輔導

活動的學生累計5,906人次，參與成長活動

的成人共1,081人次，累計贊助輔導6,987人
次；除此之外，這筆基金也用做獎學金、校

舍捐款、社團活動、學術研究、慈善捐款、

文化藝術、國際志工推廣、社會教育推廣、

弱勢家庭兒童早療等計畫。

長期認養有機茶園

除此之外，普萊德自2010年起也帶領

員工長期認養翡翠水庫上游坪林有機茶園，

贊助茶農種植不用化肥、不灑農藥的茶，並

舉辦「坪林有機茶園知性之旅志工行」帶領

員工、家屬、親友一同認識水源地翡翠水庫

上游北勢溪生態、有機農業栽培法對生態的

重要性，維護水源地生態系統。

普萊德企業社會責任聚焦「教育」，許

華玲也不否認，執行弱勢兒童補救教學計畫

初期，也曾因為遇到挫折而灰心，但是，比

爾蓋茲(Bill Gates)的妻子梅琳達(Melinda)
接受媒體訪問時的一段話，為她打了一劑強

心針，過去，曾有媒體詢問梅琳達「若20
年後我再來採訪你，能否告訴我你會有什麼

成就？」，梅琳達只回答：「20年後我會

告訴你，我仍然在尋找解決事情的方法」。

許華玲說，「一個真正在做事的人不會

想到果實，而在做事的過程中，不斷尋找解

決方案，往後20年、30年、甚至50年需要

的做事方法都不一樣，同樣一件事情會因為

時代不同、生態改變，而必須隨時解決問

題，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勇氣」，未

來，普萊德也會持續與學校一起尋找解決方

法，希望以此為契機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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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

公司概述

「全家就是你家」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是由日本FamilyMart集團在台投資所

設立。全家以服務為核心，垂直整合物流、

資訊系統、鮮食等各項機能，提供各式各樣

的零售服務給一般消費者，包括日常生活用

品、鮮食品及代收、網購到店取貨等最符合

需要的商品、最具效率的服務給消費大眾。

我們秉持著「顧客滿意、共同成長」的

經營理念，視顧客如家人，致力提供如家一

般的貼心服務以達到共創美好生活的目的。

全家便利商店的永續發展

自1988年成立以來，全家便利商店以

「全家就是你家」之品牌精神提供消費者如

家人般溫暖的服務，在我們店舖所處的當地

每個社區，都能為社區居民帶來更好的生活

與生活方式。我們以創造未來價值(future 
value)作為我們的永續經營核心，建構出四

個我們專注的永續價值：

重大議題

1. 

2. 

3. 

4.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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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全家

便利商店的治理政策以維護股東權利、誠信

經營文化、穩固治理架構及資訊公開透明四

個面向建構而成。

1.維護股東權利
我們委由股務代理機構「永豐金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專責處理股東之問題及建議。

公司並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職位與投資

人溝通專線，都是我們與股東間直接溝通的

橋樑。

2.誠信經營文化
我們相信以誠信與正直態度的經營事

業，才會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根本。故全家基

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訂定「誠信

經營守則」及「員工從業道德守則」。「誠

信經營守則」要求公司董事會成員與管理階

層均重視道德誠信之從業行為，秉持廉潔、

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以誠信政策執行。

「員工從業道德守則」規範全家的所有員

工，秉持誠信道德的態度、尊重個人與客

戶、迴避利益與衝突及饋贈與業務款待條

款。我們透過不定期舉辦的內部訓練課程、

加盟主教育訓練與供應商會議，宣導法令規

範與我們的自律規章。針對誠信經營事項全

家設有內部專門信箱之溝通與舉報機制，外

部之利害關係人也可藉由公開的網頁與免費

服務電話作為溝通本公司誠信經營事項之管

道。

全家的稽核室為負責誠信經營之專職單

位，並直接對董事會加以負責報告，2015
年度之稽核中並無發現違反法律與全家誠信

自律準則情事。經檢視內外部的溝通機制

後，亦無發現2015年度有違反誠信經營事

項發生。

3.穩固治理架構
全家係為在台灣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

公開交易之上櫃公司，公司治理規範與作為

係遵循金管會與櫃買中心所發布法令為主，

以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意思決定機關，董事會

為最高業務執行機關並選任董事長為代表與

委任總經理對內經管公司業務。

4.資訊公開透明
全家為在台興櫃股票市場公開交易之上

櫃公司，依法定期揭露與上傳「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年度)或核閱(季報)之財務報告」、

「年報」、「每月營運情形」、「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份總額10%以上之股

東持股變動情形」與「股東會開會資料」等

資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自2015年開始，

我們每年定期編製CSR報告及建立官方網站

上之CSR專區，作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重

要管道與平台。我們的公司官方網站並設有

公開聯繫之方法及資訊，歡迎任何與本公司

攸關的利害關係人與關心全家營運的消費者

得以直接與本公司取得聯繫及溝通。

NO.1

2015

2,986

2,986
2015

578

578

2015

13.27

13.27
201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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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治理

為求落實永續經營之理念，我們於

2015年針對永續議題之管理成立專責之

CSR工作小組並由總經理為召集人，並依議

題區分為四個領域工作小組，由各部門遴選

適當職能主管及員工組成，每季舉行討論會

議。CSR工作小組將統籌管理與執行全家的

CSR政策與活動，並負責每年度之CSR報

告編撰與出版事宜。

風險管理

針對企業經營所面臨的各項風險與我們

可能帶給利害關係人的衝擊，全家定有衝擊

事件管理程序及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我們

並將以往經營所面臨常見營運風險辨識為食

品安全風險、公共安全風險、個人資料風

險、天然災害風險、勞動安全風險、資訊安

全風險等六大領域，我們並針對該六大領域

風險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專責管理與應變。

產品信賴

提供「安全、安心」的商品—品質保

證

全家以提供消費者「安全、安心」的商

品，作為最高品保政策，「安全」上：符合

相關食安法規規範、「安心」上：符合消費

者期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2010年起，

全家便利商店針對全家的原物料供應商、鮮

食廠，以及最後一關消費者店舖端，進行全

面檢驗，確保顧客購買的食品，「從農場到

餐桌」安全無虞。

ISO22000認證

「全家」是

全國第一家榮

獲「ISO22000
及HACCP雙認

證」的連鎖便利

商店。截至2015
年12月31日，已

有10家店舖取得

ISO22000認證

2015 4

ISO 

22000

4

2015

1,092

1,092

2015

2,986

ISO22000

2,121 71.03%

71.03%

1,279 99.8%

99.8%

4 8

100%

100%ISO 22000

10

10

(FMC)

25

100%

100%

2015

6,004

227 96.2%

96.2%

( +

) 

4 391

391 2015/4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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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其餘店舖取得全家推廣認證證書。

供應商管理

目前全家列入供應商管理有三大類型：

鮮食廠(自有或委託)、自有品牌廠及原物料

供應商。全家為確保上架商品的品質，針對

與全家便利商店交易的供應商，訂定「供應

商管理辦法」。辦法中對於現有供應商做分

類並依風險程度不同訂有不同管理方式，針

對多數鮮食商品更增加多項控制點加以管

控。

全家鮮食價值鏈

作為以食品銷售為主的零售服務業，提

供消費者可以吃的「安心」的食品，並確保

「從農場到餐桌安心無虞」是最重要的價

值，因此全家便利商店對於原物料供應商、

鮮食廠、物流中心，以及最後一關，消費者

店舖端進行全面檢驗，並持續努力的建制安

心農場，讓消費者可以品嚐美味、安心又安

全的食品。

食品安全體制推動

為強化食品安全管控與對應突發的食安

事件，2015年4月新成立食安管理組織。其

主要負責食安法規對應及與外部衛生機關對

應溝通的窗口。食安管理課2015年4月成立

後，召開九次「食安專案管理會議」與九次

「食安小組會議」。並透過品管教育訓練推

廣、店舖嚴格控管、產品履歷、全家實驗室

設置等工作，推動食品安全體制。

顧客信任與社區服務

營造顧客信任的好店舖

取得消費者的信任是全家永續經營的核

心價值，我們以「滿足商圈客層」服務的核

心思想並以「六項服務承諾」作為我們對消

費者提供服務的具體承諾。

全年無休，及時回應您的問題，全家環

境整潔、明亮及安全就是要展現主動、親切

及微笑的服務是不斷推陳出新的生活便利

屋，你能買到新鮮且豐富的商品，家家戶戶

可信賴的社區服務站。

消費者權益保護

全家率先業界導入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

制度(TPIPAS)。全家便利商店之TPIPAS於
2012年度通過並取得經濟部認證之資料隱

私保護標章(dp.mark)認證。2015年我們持

續使用TPIPAS系統管理客戶個資，並未發

生違反系統規範或法令之情事。

為了實踐我們的「幫助我們的未來世

代」CSR核心價值，我們嚴格控管店舖禁止

販售菸酒給未滿18歲青少年。總部每季派

員以神秘客的方式抽查店舖是否確實執行販

售菸酒「年齡驗證」之作業程序。每季抽點

店舖，若有不遵守販賣的店舖，加盟店將開

立改善通知書，直營店則記該店店長申誡一

次，並要求提交改善措施，不合格之店舖將

列為次季之必點店舖。2015年我們共抽檢

8

4

4

45,000

45,000
2015

91,982

9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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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間店舖，未來也將於寒暑假青少年學

子放假期間加強定期店舖通報宣導。全家便

利商店2015年並無違反消費者權益的法規

(消費者保護法、個資法、公平交易法)，而

遭主管機關裁處之紀錄。未來我們也將繼續

為消費者之權益而努力。

好里長的便利服務

全家的店舖以服務在地居民為主，全家

總是「主動為顧客多想一點」，致力於開創

創新服務模式。自1998年首先引進路邊停

車費代收服務以來，我們希望扮演好社區服

務的核心角色為己任，期許能成為每個社區

的「好里長」，並以能提供每個社區民眾最

好的服務為榮。在全家的「好里長」生活

圈，我們為社區居民提供生活好便利、方

便好設施與交易好安全等面向的好里長服

務。2015年我們更增加多項便民服務，包

括：進駐高鐵站、導入新竹物流及更新二代

FamiPort多媒體機等。

熱心服務再進化

為了協助店舖從顧客的視角檢視自我

的服務力，特別導入SQC(服務、品質與清

潔)「自我健檢系統」，透過店舖人員、跨

區營業幹部、神秘客定期的三層檢驗，等同

每天展開「服務健檢」，從購物空間、態

度、品質各方面，以顧客觀點檢視有無需改

善之處，隨時保持最佳狀態。而為了讓第一

線服務人員專注服務提升，「全家」也同步

進行勞務簡化，透過硬體、軟體精進，努力

幫第一線人員省力化，降低現場第一線工作

勞務量，有更多時間可提升和顧客互動的品

質。

遠見五星服務獎

全家參加2015年，第13屆遠見服務業

大調查，評鑑獲得第一名。於過去12次參

與被喻為台灣服務業奧斯卡獎的遠見雜誌服

務力評鑑中，累計共獲得八個年度評鑑第

一名，並打破該評鑑之記錄，已連續四年

(2012~2015年)取得便利商店組的第一名。

社區互動與聯繫

全家依據不同商圈的需求，提出各種不

同與商圈顧客「搏感情」的社區活動，至今

每月舉辦六、七十場，其中包含愛心捐贈、

小小店長體驗營、量血壓、關懷弱勢…等活

動，當中廣受大家歡迎的小小店長體驗營就

是最好的例子。除此之外，社區活動也深入

在地，使得「全家」店舖在當地形成「社區

活動中心」、「里民交流中心」。以彰化

芬園店為例，店長讓店舖成為社區裡愛心

參與、供需的平台，邀請附近小學老師寫春

聯，和芬園地區的「孩子的秘密基地」課輔

班學生一同賣春聯、募款，讓社區顧客共同

參與公益。

永續發展

最愛地球在全家

2,910

( 2010 2015 )

2,910

59,949

( 2010 2015 )

59,949
181

( 2010 2015 )

181

2015

6,675 kWh/

2014 1.7%

1.7%

1,069

( 2009 2015 )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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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為實現永續綠色經營，全家在節能、商

品、店舖、物流、總部營運等各面向，制訂

持續改善計畫，隨時思考營運對環境可能產

生的負面衝擊，確保與地球和諧共生。

節能減碳

全家主要能源消耗的地方為全省的店

舖，近幾年我們的節能策略包括操作節能、

設備改良、系統控制等三個面向，門市到總

部落實每個節能政策，讓節電如細水長流，

最後就可節省可觀的費用，也有助減碳環

保。2015年雖然因為營業擴增而導致用電

量成長，但是能源密集度(創造每百萬營收

所消耗的用電度數)卻有逐年下滑，足見全

家在節能的投入與努力。

永續物流

2015年我們所有的自有物流車均已裝設

配送管理系統，可即時監控配送車輛溫度及

車速，確保溫控商品配送過程之品質。2016年
下半年預計擴大導入(包含協力廠商車輛)，

以期更完整管理配送車隊，除掌握車輛位置、

確保溫控商品配送溫度符合規範，未來希望

能輔助路線規劃合理化，提升配送品質。

為了增加我們對能資源使用情況的瞭

解，今年我們首度將全台物流納入環境管

理範疇，增加揭露全台物流的用電資訊。

2015年為提升作業環境品質，我們於常溫

倉理貨區部份區域增設空調設備，以降低

環境溫度。另外部份物流中心為配合客戶

業物，啟用冷凍溫度，故2015年用電量較

2014年增加。

綠色專案

全家便利商店除了提供貼心的服務，創

新的DNA亦根植於企業的每個營運環結。

我們導入了許多創新的綠色環保專案，讓節

能減碳不只是口號，更落實於商業營運。

例如所有影印用紙皆來自於經FSC認證的

紙張、引進使用利樂「FSC標章」包材的商

品、廢資源換點心、綠建築認證等，提供民

眾回收廢電池與廢通訊產品的平台等等。這

些綠色專案讓全家能夠匯集民眾力量，以綠

色消費推動永續。

社會參與

志同道合一家人

KWh/ 7,062 6,789 6,676

-- -3.9% -1.7%

2015 5,536

5,536

2015 84

50%

50%
2015

16,776

1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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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政策

在全家，我們以企業文化建制我們的人

力政策並轉化為具體行動方案照顧我們的夥

伴。2015年度包括總部、店舖、建教與兼

職的員工共計有5,536位。全家便利商店課

長級主管100%、經理級以上主管則有98%
比率為台灣籍幹部。此外，我們更優於法規

規定聘用身心不便的夥伴，至2015年底，

全家總計聘用84位身心不便的夥伴加入全

家的行列，超過法定聘用人數計50%。

員工人權與健康職場

人權維護

在全家工作不會因為員工的國籍、宗

教、種族、性別等條件而遭受任何的歧視，

我們嚴格遵循勞動基準法之規範，不聘用

15歲以下之童工，也未使用任何方式強迫

員工勞動。全家無限制員工集會結社之自

由，並鼓勵員工成立與參加各式社團。我們

由福利委員會訂定「社團籌組及管理辦法」

並加以補助。各社團每年補助經費20,000
元，社員超過十人以上者，其超出部份每人

增加500元，經費最高補助至30,000元。我

們鼓勵全家便利商店全台各營業部，設立提

供該區各式活動的社團，截至2015年底，

全家已有14個社團，提供員工聚會與活動

的平台。另外全家並無限制員工籌組工會

之權利與自由，惟目前並無員工發起籌組

工會。2015年度並無任何不當侵害人權情

事。

員工溝通機制

我們希望能與全家的夥伴們都保持良好

暢通的溝通，我們為此訂定「員工提案與申

訴作業準則」，提供員工得以提案與申訴的

暢通管道。

員工薪資與福利

我們給予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及多元的福

利，以答謝與獎勵我們員工的努力。全家的

薪資福利共分為薪津、獎金、保險、假期、

休閒、補助、設施與教育資源共八類多元

福利組合，於全家任職之員工皆可適用。

2015年全家薪資與台灣地區基本薪資報酬

比率，明顯高於台灣地區之基本薪資。

職涯發展

「人」是企業最關鍵的競爭力，「全

家」堅持「『全家』的人才，自己培育」，

透過流通業唯一設立的企業大學、FC學

院，以及店舖從業人員的相關訓練，分別對

員工、加盟者及店舖從業人員鍛鍊扎實基本

功，面面俱到，培育優秀人才。

國家品質訓練獎(TTQS認證)

全家因努力投入人才培訓，因此榮獲國

家品質訓練獎「企業機構版及訓練機構版-
銀牌」兩項殊榮。

加盟夥伴挺全家

我們建立一套「360度個人優勢特質探

索系統」，本系統會將每位申請加盟者各分

成五種不同的行為模式，包括領導管理型、

創意思考型、負責謹慎型、人際親和型、成

熟幹練型，這五種行為模式不僅是全家判斷

這個人是否適合加盟的參考，更是門市擔當

日後輔導加盟者的溝通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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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與企業責任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對這塊土地上的人和物有深刻

的情感與責任，期許成為一個愛心、公益、

環保的平台，凝聚全台灣各鄉鎮的力量，將

「全家」對於台灣社會的責任與關懷傳遞到

每一個需要的地方，使民眾無論於何時、何

地走進任何一家全家便利商店，都能隨手做

公益、做環保。

公益的全家

對於社會回饋與公益關懷事項，是「全

家」成立以來的核心精神之一，因此「全

家」擬訂「公益專案審核辦法」，作為我們

的社會關懷之指導方針。於辦法中，「全

家」以FamilyMart集團的使命宣言出發，

專注於青少年、孩童、城鄉差異及弱勢族群

的扶助。除了與「全家」的核心方針理念一

致外，「全家」也要求合作的公益團體夥伴

應公開財務資訊與遵循法令。「全家」設有

社會關懷聯絡專線，並公開於官方網站，矢

志能邀請更多志同道合的公益夥伴一起為社

會努力與付出。

2015年，「全家」透過零錢捐以及

FamiPort小額捐款共計募得1億3,646萬元，

幫助台灣青少年權益聯盟、社團法人台灣非

營利事業經營管理協會、快樂學習協會、畢

嘉士基金會、唐氏症基金會等24個公益團

體、公益專案、緊急救助專案。

同年，也與吳念真導演號召成立的「快

樂學習協會」攜手合作關懷偏鄉弱勢童。

「全家」透過明星商品「霜淇林」化身

「愛s霜淇淋」，民眾買一支，「全家」就

捐5元給快樂學習協會，打造「孩子的秘密

基地」免費課輔班計畫，讓孩子下課後有人

陪，成長更有愛。結合企業與民間的力量，

成功募集了1,300多萬，有近50萬人次透過

實際購買或小額捐款共同關注並參與。

世代關懷

2015年我們以世代關懷及弱勢扶助出

發，發起一系列全家社會扶助專案，包含

「你吃冰我捐款」、「逆風少年大步走」

等。

24,602

4,489

FamiPort

9

24,602

31 3,646 FamiPort

1 3,646 2,440

's

 

2,440

1,53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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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援

在社會支援上，全家推出了「扶他一

把好工作」、「1919食物銀行」、「快

樂工作努力築夢」、「做好事全家幫」、

「TogetHER」等活動。

CSR得獎紀錄
●國家品質訓練獎「企業機構版」銀

牌。

●國家品質訓練獎「訓練機構版」銀

牌。

●遠見五星服務獎便利商店組第一名。

(資料來源：Family Mart 2015年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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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超商隨處送愛 打動人心

「全家就是你家」，是你我都熟悉的一

句話，也是全家便利商店上下齊心努力的目

標。下一步目標為「有你更好」，全家將顧

客視為家人，以更創新的商品、更嚴格的食

品安全，與投資人、加盟主及員工共創更

好，這就是全家便利商店企業社會責任。

全家便利商店董事長葉榮廷說，因應市

場趨勢，為了創造更好的全家，將虛擬服務

與實體升級整合，促成更多好事發生，全家

持續進化，建構更安心便利的生活圈，成就

更貼心美好的便利人生。

串聯全台 打造公益網絡

全家便利商店自1988年由日本引進台

灣，迄今全台超過3,000多家門市，深入社

區，服務在地居民，總是「主動為顧客多想

一點」，致力開創創新服務模式，透過全台

環島通路，可以成為一個個愛心、公益、環

保平台，凝聚全台各鄉鎮的力量、以有通

無，使民眾無論於何時、何地走進任何一家

全家便利商店，都能隨手做公益、做環保。

葉榮廷表示，全家以提供消費者「安

全、安心」的商品，做為最高品質保證政

策，包括食品符合相關食安法規規範、貼近

消費者期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2010年開始，全家便利商店針對原物

料供應商、鮮食廠，以及最後一關消費者店

舖端，進行全面檢驗。確保顧客購買的食

品，「從農場到餐桌」安全無虞。這段檢驗

已通過「ISO 22000認證」，而全家也是全

國第一家榮獲「ISO 22000及HACCP雙認

證」的連鎖便利商店。

食安高標 要你吃的安全

2015年全家成立了食安專責單位「食

安管理課」並投入超過1,000萬元的資源做

為食品檢驗費用；2016年更規劃設立全家

自有實驗室，希望透過不斷拉高食安管理規

格，達到保障消費者「吃的安全」的目標。

例如，全家夯番薯攜手「瓜瓜園」，首創便

利商店推出烤番薯，不僅創造差異化商品，

更回應消費者對「真食材」的需求，現在已

經是全家代表性的明星商品。

提供全家地瓜的供應業者瓜瓜園在台南

新化地區農會輔導下，自1991年2月起發展

「番薯契約種植保價收購」制度，以合約保

證價格購買農友種植的地瓜，致力發展地瓜

加工技術、行銷通路多元化之產、製、儲、

銷一元化之專業發展，成為台灣最專業的番

薯契作供應之農民團體。

食材安全 消費生產雙贏

全家在2015年番薯採購數量達到3,789
噸，金額2.11億元，透過與瓜瓜園深化的合

作，我們滿足了消費者對真食材的需求，同

時也保障了農民的收入，善盡與環境共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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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在社會公益部分，全家發揮通路優勢，

提供民眾一個最容易參與公益的平台。全家

透過「零錢捐」以及「FamiPort小額捐」募

得，用以幫助弱勢兒童和青少年的就學與就

業輔導，並支持弱勢族群就業，2015年累

計募款金額為1億3,646萬元。

全家和1919食物銀行合作展開「愛心

送餐」活動，推出300元「救助協會套餐」

邀請民眾認購，讓4,489戶急難家庭獲得溫

飽，統計2012至2015年間共發放86,909套
救助協會套餐，共幫助14,757戶受助家庭。

集結好意 販售良善商品

全家整合實體門市、FamiPort、全家

行動購等三大平台，自2015年6月起與唐氏

症基金會、愛不囉嗦、勝利身心障礙發展

中心、勝利廚房、喜願小麥、綠藤生機、

2021社會企業、生態綠、光原社會企業、

畢嘉士基金會等八個公益團體、社會企業合

作，販售60項「良善商品」，將好意傳遞

給更多人。

葉榮廷說，透過全家公益平台幫助各種

公益團體，包含台灣青少年權益聯盟、社團

法人台灣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協會、快樂

學習協會、畢嘉士基金會、唐氏症基金會

等24個公益團體、公益專案、緊急救助專

案。

實現永續綠色經營，能源有效應用，減

少對環境衝擊，也是全家的企業社會責任之

一，1988年成立之初，便以低耗能設備為

店舖擴展主要核心，落實節能永續。1999

年，更創台灣便利商店首例，導入變頻空調

系統，之後陸續透過設備性節能的改善，如

招牌改採電子式燈具、照明設備減量，成功

降低店舖用電量。

節能減碳 轉動三大面向

近幾年全家的節能策略包括操作節能、

設備改良、系統控制等三個面向，門市到總

部落實每個節能政策，讓節電如細水長流，

最後就可節省可觀的費用，也有助減碳環

保。

2015年雖然因為營業擴增而導致用電

量成長，但是能源密集度(創造每百萬營

收所消耗的用電度數)卻逐年下滑，2015
年用電密集度為6,676 kWh/百萬營收，較

2014年降低1.7%，2014年也較2013年減少

3.9%，足見全家在節能的投入與努力。

全家並持續導入能源管理系統，以「照

明LED化」及「節能監控故障預知」為核

心，截至2015年，能源管理系統裝設店

數，總計2,451店，裝機率達82%，較2014
裝機家數多了266家，裝機率提升了9%。

2009年全家便利商店與加泰環保有限

公司合作，率先推出「廢資源回收換點心」

活動。號召大家可以將家中用完的電池，拿

至全台灣所有的全家店舖回收。

擴大回收 讓廢電子新生

2010年更擴展回收平台，與國內最大

IT產業清理商佳龍科技共同合作，增加有

償回收項目，包括廢光碟片、廢手機及廢筆

電。 (李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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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醫材

公司概述

太平洋醫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7
年，主要生產醫療用耗材、醫療用儀器設

備、醫院氣體及相關工程之設計規劃施工，

集開發設計、生產製造、銷售服務於一體，

現為台灣醫療器材之領導大廠，產品種類規

格齊全且完整，業務以外銷為主、內銷為

輔，於國際市場擁有良好的商譽與客戶評

價。

產品與服務

本公司之主要產品項目可分為醫療耗

材、醫療儀器與氣體工程，其中醫療耗材之

品項繁多，為本公司主要營收來源，包含密

閉式抽痰管、導管類、袋類與傷口引流產品

等，除了自身累積的生產技術與經驗，亦能

針對客戶之不同產品規格要求，進行產品設

計與改良，精良的設備及優異的生產技術，

可謂台灣醫療耗材市場之領導者。

品牌定位

本公司為國內第一家擁有自有品牌及施

工團隊之專業醫療器材廠商，除了擁有研發

團隊自行開發設計產品外，亦代理知名品牌

BeaconMedaes醫用氣體系統，產品線以醫

療耗材、醫療儀器及氣體工程設備共三種主

要項目，是國內醫療耗材的領導廠商。

取得之認證

本公司已擁有GMP及ISO9001：2003國
際品質管理系統認證及ISO13485醫療器材

品質管理系統等國際標準系統認證，產品亦

取得CE、FDA、CMDCAS及各國產品販售

許可證等證明，並有多項產品取得UL國際

安規認證，其品質及安全性備受國際肯定，

讓本公司得以運用國際行銷與國內市場並重

的策略來擴展業務，維持營收的穩定成長。

企業社會責任與承諾

太醫堅信，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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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營運過程中更應肩負環境、社會及治理

之責任。因此本公司支持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的十項原則：在人權

方面，確保不從事侵害人權之行為；在勞工

方面，則避免任何強迫勞動、童工與僱用歧

視之情形；同時鼓勵研發及推廣對環境友善

之技術，並且禁止一切形式的貪汙賄賂。本

公司更訂有「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

守則」等相關辦法，要求所有員工嚴守法律

與道德之規範，並請供應商配合相關政策，

尊重人權、保護環境，以維護社會公益，履

行社會責任。

此外，本公司也於2015年訂定「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經董事會通過，除揭

櫫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大原則之外，更希

望將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與行動落實於日常

營運業務中，最終內化為公司的企業文化，

定期檢視評估各項營運對社會、環境、人權

所造成之衝擊。

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議題與溝通管道

本公司深切體認到，要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並非僅靠企業一己之力能夠達成，透過各

種型態的溝通管道與利害關係人建立互信合

作的基礎，方是穩固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

本公司於內外部網站皆有設置溝通信箱與聯

絡電話，方便利害關係人進行聯絡與溝通，

隨時反映意見，並於公司網站上公告財務資

訊、新聞消息、產品資料、公司治理等相關

最新資訊，供所有利害關係人查閱。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本公司的公司治理組織架構以董事長率

領之董事會為主軸，負責策劃公司的營運方

針並執行股東會之決議，內部稽核單位則依

董事會之授權，協助管理階層評估內控制度

之缺失並提供建議。監察人則負責監督公司

業務之執行與財務狀況，並持續關注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及執行情形，俾降低公

司財務危機及經營風險。董事會之下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藉由此獨立性功能委員會，

使薪酬制度合理化，以維護股東之權益。

本公司雖未設立CSR專門委員會，但董

事會與經營團隊持續關注並投入企業社會責

任之各項規劃，相關工作由行政管理部下轄

之管理處負責統籌並向董事會回報，並由各

別單位負責執行細節、協助辦理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事宜。

本公司目前非屬於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之公司，仍自2010年起每年編列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逐步學習與建立相關

管理機制，並以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為編製

標準，以期與國際標準接軌。董事會並定期

檢視企業社會責任之目標及執行成效，每年

編製之報告書皆經由董事會審議通過，藉以

評核各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方面的

表現，確保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方向

與利害關係人之期望相符，持續提升企業社

會責任之揭露品質。

誠信經營

利益迴避

董事會中，本公司董事皆秉持高度之自

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如涉有董事本身利

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自行迴

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其他董

事行使表決權；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

此情事發生。此外，為引導本公司所有人員

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本公司訂有「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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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則」，以利所有利害關係人了解公司之

道德標準，作為遵循之依據。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積極防範不誠信

之行為，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與

行為指南」與相關規定，具體規範本公司人

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要求本公司

人員應避免造成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之間的

任何衝突或可能影響，並應即時且主動報告

說明任何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相牴觸的情

況。本公司所有人員皆禁止於執行業務過程

中，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

何不正當利益，並不得提供或承諾任何疏通

費，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

義務之行為。本公司亦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

績效考核與人力資源政策中，違反誠信經營

之情節重大者，將會依相關法令或依本公司

人事辦法予以解任或解僱。

風險管理及預警方針

風險管理

本公司以研發、製造及銷售為主要本

業，重視風險管理相關作業，訂有「集團風

險辦法」，作為業務風險管理及執行遵守之

依據。本公司及子公司基於營運活動而從事

各項業務所涉及之風險，皆應納入管理，並

依業務性質建立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依據

業務規模之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

與法律風險狀況及未來營運趨勢，進行各項

風險監控。各職責部門則定期蒐集風險損

失事件資料，並分析及檢討相關風險損失事

件，作為改善內部控制制度之參考。稽核室

督導內部控制並於每次董事會議中報告內部

稽核之結果，由董事會成員審議並通過報

告，以健全風險管理機制，降低整體營運風

險。

氣候變遷產生之風險與機會

2015年7月環保署公布實施「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是我國第一部明確授權政

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其後陸續預告施行

細則與管理、獎勵辦法等草案，為下階段的

溫室氣體管理預作準備，顯示國內之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政策、相關法制將於不久的未

來逐漸完備。特別是2015年年底於巴黎召

開的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國大

會(簡稱COP21)，會議上已獲得近200個國

家正式通過氣候協議，希冀在本世紀末之前

遏止全球暖化趨勢，將世界平均氣溫上升幅

度限縮在2°C之內，同時為控制在1.5°C以內

作出努力。

客戶服務

市場拓展與客戶滿意度

本公司長期致力於開發各式醫療器材產

品以滿足客戶需求，現已成為台灣醫療器

材及醫建工程之專業領導廠商，公司除了

OBM、ODM、OEM的業務外，更提供各

種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一條龍」與「一

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服務，以獲

得客戶的肯定與青睞；未來仍希望爭取國際

大廠的合作訂單及深耕自有品牌的市場，以

穩健踏實的發展策略逐步擴充，盼有朝一日

能成為區域內首屈一指的醫療器材製造服務

商。

本公司提供客戶相關的產品教育訓練及

售後服務，並設有免付費電話由專人處理顧

客的問題，業務單位每年定期實施客戶滿意

度調查，其結果會在管理審查會議上報告

說明；公司ISO制度亦訂定客戶訴怨處理程

序，今年的客訴案件相關單位已妥善處理，

對公司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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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客戶回饋之意見，本公司行銷業務

部每年於管理審查會議中進行分析，並設定

未來一年之滿意度目標。2015年本公司之

客戶平均滿意度為91分，調查項目包含服

務人員態度、回應速度、產品滿意度、交貨

速度及客訴處理等方面。

行銷溝通及保護客戶資料

行銷溝通上，2015年本公司並無爭議

產品銷售之情事，亦無違反行銷廣告法規之

事件。客戶資料保護上，2015年亦無發生

關於侵犯客戶隱私權與遺失客戶資料之投

訴。

產品品質與管理系統

為實際達成本公司品質政策：「落實

品質管理，符合客戶需求」，位於苗栗

的工廠已具備GMP(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

範)、ISO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及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確保本公司

產出之產品在產製過程中達到應有的效能與

可靠度，使產品本身具備安全性與功效，

本公司並訂有「環境、人員、健康管理程

序」，要求廠房環境、人員健康潔淨及產品

清潔，使產品之製造品質達到安全、健康的

要求。

本公司產品與服務沒有違反法令、標示

或產品安全等案件記錄，亦未因產品或服務

違反法規而被處以巨額罰款。

供應鏈管理

醫療器材產業供應鏈

本公司依據採購類別，可將主要供應商

分為：原物料供應商、設備供應商、委外加

工供應商及雜項用品供應商等四大類。為強

化與供應商的合作，降低運輸成本及增加供

應鏈彈性，以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本公司

多年來致力於在地化採購，希望間接促進供

應商所在地之發展與就業機會，並與在地的

相關供應鏈一同成長茁壯，共同累積研發與

生產技術能量，促進產業轉型，提高產業附

加價值。

除了產品品質與技術要求外，本公司亦

希望與廠商共同研討，在環保、安全或衛生

等議題方面遵循相關規範，同時協助並鼓勵

供應商持續改善，取得相關認證，共同致力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隨時注意供應來源是否

對社區之環境或社會造成顯著影響，定期評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太平洋醫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
展，要求供應商遵循以下守則：

1.誠信經營

供應商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本公司經發現供應商有不誠信行為，得立即停
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本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2.發展永續環境

供應商須符合環保規範，在生產製造過程中盡量減少對環境、社區和自然資源造成負面影響，落實汙染防治和節
能減廢，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以降低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3.維護社會公益

供應商須遵守相關勞動法規，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勞動人權原則，包括關懷
弱勢族群、禁用童工、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雇傭與就業歧視等，不得有危害勞工基本權利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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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供應商的相關人權、勞動、環境、社會等

標準是否合乎法令及政府之相關政策，因此

本公司依據已訂定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進一步擬定「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以利供應商遵循。

綠色採購

本公司配合政府積極推動綠色採購，成

效優良，曾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採購

績優企業與團體表揚頒獎。2015年度綠色

採購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本公司希望透過

綠色採購，達成降低環境衝擊之目標，進而

創造永續經營、共存共榮的環境生態平衡。

永續發展

環境永續目標

太醫為醫療耗材製造商，非屬於能源密

集及耗能產業，但本公司確實遵循環境相關

法規，致力於降低營運時可能對環境造成的

衝擊，本公司已規劃設定節能減碳、減廢等

政策，內部建立汙染防制、廢棄物與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等相關程序，未來亦將持續強化

環保節能措施，具體落實汙染預防、節省能

資源等目標，積極進行環境、安全、衛生方

面之自主管理，目前尚排除適用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為善盡保護地球環境之責

任，本公司的環境政策除了持續追求能源效

率之提升，並逐步落實廢棄物減量，以追求

環境與社會之永續發展。

汙染防制措施

本公司參照政府法令及其他適用國際規

章之相關要求，制訂「空氣汙染防制程序

書」、「水汙染防制程序書」、「廢棄物管

理程序書」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程序書」

作為遵行依據，並依法取得相關許可文件、

設置專責人員及各類符合標準之防制設施，

由專人依規定定期實施操作、點檢、保養、

檢測與申報，以期落實環保汙染防制工作，

確保人員健康與環境安全。

工廠綠化目標與節能減廢措施

本公司以實現綠色企業為政策，實施全

公司環安衛管理與定期環安衛檢查，並執行

各項節能減碳、減廢及資源再利用等提案；

並推動綠色產品設計、製造管理、採購、供

應商管理等，以符合國際最新的趨勢發展和

法規要求。

為了提高氣體排放標準，近年購置工廠

廢氣洗滌塔處理設備，使滅菌作業完成後之

殘餘氣體安全排放；公司定期宣導採購單位

以綠色採購為主要方向，以期與供應商一齊

努力達到綠色供應鏈之目標。

本公司主要生產廠區均位於苗栗縣銅鑼

工業區內，並未鄰近野生動物保護區、重要

棲息環境或其他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因此對於所在地之生物多樣性並未造成顯著

衝擊，亦無列入IUCN(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之物種受本公司營

運所影響。

溫室氣體盤查

為因應全球環保趨勢及配合國家整體溫

室氣體減量策略發展，本公司進行內部溫室

氣體盤查，以了解溫室氣體排放實況，進而

擬訂改善措施，達二氧化碳排放減量之目

標。此一盤查作業，係針對公司所排放之各

類溫室氣體數量進行清查，並估算整體總排

放量，以作為自我改善之減量依據。爾後，

公司將持續戮力於建置最高標準之環保系

統，並充分宣導予供應鏈之上、下游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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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各作業環節，均能確切執行節能減碳作

為，以遵循國際環保法規，達維護全球環境

之目的。

減低產品對環境衝擊之作法

本公司係屬低汙染產業，對於噪音防

制、廢棄物分類等均有委請專人或專業公司

負責處理，具危險性的毒化物管制有專人負

責，且遵守主管機關的規定及查核，相關製

程活動均受嚴格的控管，安全無虞，對於當

地社區並不會造成重大潛在的環境影響或實

際衝擊。2015年本公司銅鑼一廠因違反水

汙染防治法規定，由苗栗縣政府裁處罰鍰新

台幣20萬元整，公司已改善廢水排放量並

取得許可證，未來除定期檢測及按規定完成

水質水量網路申報外，每兩個月自主取樣送

驗，目前均符合放流水標準。

由於醫材產品之特殊性質與客戶及法規

之要求，本公司售出之產品與包裝材料較不

適於進行回收再利用，後續處理均由客戶端

依循廢棄物清理法與事業廢棄物清理法進行

處置，因本公司主要國內客源為醫療院所及

醫材相關之經銷商、代理商，在醫療廢棄物

認定及分類方面，主要依據「有害事業廢棄

物認定標準」，凡屬於該標準所定義的有害

事業廢棄物，都必須符合更高的處理要求，

除了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外，還包括其他具毒

性、腐蝕性、易燃性的化學廢棄物，皆需依循

相關法規與標準，委託合格業者進行處理。

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

員工聘僱

我們恪遵政府勞動法規聘僱員工，秉持

機會平等的原則，透過公開的招募管道，不

分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及國籍等因素，

以適才適所的遴選條件，招募多元化的優秀

人才，從未僱用童工，並嚴格禁止強迫勞動

情形發生及未成年員工從事危險性工作。

薪酬與福利

本公司重視同仁的待遇與福利，採取具

彈性且差異化的薪資福利政策，標準起薪皆

符合勞基法之規定。員工薪資決定係依據其

學歷、過去經歷及個人績效表現而決定，不

因員工性別而有不同，新進員工亦不因其種

族、宗教、政治立場、性別、婚姻狀況之差

異而在起薪上有所不同。公司提供同仁最有

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吸引、留任最好的人

才，使人才成為公司永續成長的最佳動力。

員工關係和協商

員工是公司最寶貴的資產，公司能健

康、穩定、持續的發展，有賴於同仁間的良

性溝通、無私交流與知識共享，以聚集更多

的人力資本，促進企業目標實現與員工個人

發展間的良性循環。因此，太醫關心員工的

感受與需求，除了提供一個安全及舒適的工

作環境及優渥的薪資福利外，更希望達到全

方位照顧員工的使命，建立員工對公司的忠

誠度與歸屬感，促進勞資和諧，達到雙贏的

局面。

員工發展與教育訓練

太醫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以增進員工

自我成長，確保員工具備工作相關職能、提

升工作效率，並且配合公司的經營方向，拓

展員工之技能範疇，以培育未來發展所需的

人才。2015年度員工受訓人次達2,570人，

總訓練時數達7,88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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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健康

本公司以零災害為目標，致力於安全衛

生政策之推動並持續改善製程及作業環境，

經由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不斷提升職業安

全衛生績效，也希望藉由制度的建立，讓員

工在公司內安心工作，以提升員工對公司的

認同感，並從工作中獲得幸福的滿足感，建

構成為所謂的「幸福企業」。

社會關懷

公益贊助

獎助學金

本公司秉持回饋鄉里、造福民眾的精

神，長期贊助苗栗縣文林國中設立之清寒學

生獎助學金，幫助弱勢家庭的孩子，提供其

繼續升學的資源，讓弱勢學生擁有更多學習

機會，並感受社會的關懷和照顧。本公司並

與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簽署急難救助資源協

議，關注社會急難救助之需求，協助於急難

救助時提供所需資源，落實人文關懷之企業

義務。

物資捐助

每年本公司皆會發起物資捐助活動，向

員工募集狀況良好的衣物、圖書、文具用品

等物資，並由本公司提供已重新整理過的電

腦資訊設備，一同捐助給台東基督教阿尼色

弗兒童之家，希望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提

供其所需物品及電腦設備，不僅幫助弱勢孩

童在物資上獲得支援，更能協助社會上的弱

勢團體，支持其持續傳遞關懷與溫暖到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

捐血活動

本公司每年皆與捐血中心合作舉辦捐血

活動，方便員工與社區居民積極參與捐血活

動，並於活動前在周邊地區與社區鄰里間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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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挽起衣袖、讓愛延續」宣傳，號召公司

同仁及民眾共襄盛舉，挽袖捐獻熱血，日行

一善，回饋社會。

現金捐贈

2015年6月底，位於新北市的八仙樂園

舉辦晚間戶外活動時，發生粉塵爆炸意外，

其引發的火災造成至少500多人傷亡。一時

間周邊許多醫院收治病患數量大增，醫院不

論在人力、醫療物資上顯得十分吃緊。本公

司做為各大醫院之醫療耗材供應廠商，隨即

捐助本公司相關產品給需求之醫院，同時捐

贈新台幣20萬元，並對內發起員工捐款，

期盼能協助新北市政府為傷患進行後續醫療

照護與復健、生活與社會重建等救助行動，

讓傷患及醫護人員減輕負擔，及早康復。

公共關係

本公司與政府各機關、地方單位、媒

體、投資人等維持良好的公共關係，促進彼

此互動的良性循環，並極力與各廠區周邊居

民成為好鄰居，與居民友善溝通並盡力提供

協助；當然，維護環境也是太醫及全體員工

的責任，認養廠區周遭公共空間的清潔工

作，同時持續參與各項地方活動，讓我們的

員工及社區居民更加融為一體，共創美好的

生活。

本公司遵守各項法令規定，不進行賄

賂、不公平競爭、反托辣斯與壟斷的行為，

今年度沒有政治捐獻，亦無遊說活動，我們

向員工宣導反賄賂的政策，讓員工清楚明瞭

公司的立場，以避免觸法情事。2015年本

公司無賄賂客戶、廠商及政府機關等利害關

係人之違法情事，亦無因違反法規被處巨額

罰款或制裁之事件與造成社會衝擊之申訴案

件發生。

人權保障

本公司遵循政府法令和保障基本人權的

相關規定，並持續朝向SA8000社會責任標

準而努力，工廠不使用童工、非法外勞，且

不強迫員工或強制加班，反對不平等或階級

的歧視，不因性別、年齡、國籍、種族、宗

教等差異而在聘僱上有差別待遇，尊重並保

障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的權利，內部設有勞

資協調會議與各種申訴管道(包括：防止性

騷擾)，維護人性尊嚴及言論自由，維持誠

信、平等、和諧的職場環境，2015年本公

司無違反人權或侵害原住民權利之情事與歧

視事件發生，因此無相關申訴案件。

本公司積極配合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之

規定，從現有的工作職務中，積極安排適合

身障人士勝任的職缺，讓身障者得以盡快地

融入職場、發揮所長，本公司2015年身心

障礙人士之僱用人數為14人，占全體員工

數量比率為2%，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定額進用之規定比率。

結語

太醫在醫療器材領域的發展過程中，不

斷思索如何能促進人們的健康及降低病痛，

當我們瞭解得愈透徹，愈能以謙遜的心態對

待周遭的人事物，以宏觀的角度體會身為社

會中一分子的角色與責任；因為產業特性與

公司使命的緣故，多年來本著關懷社會、造

福人群的理念自許，力行回饋鄉里、環保、

公益等活動，並以系統性、前瞻性的原則進

行規劃，長期耕耘，期盼每位員工、每項活

動都是一顆種子，在扎根後能夠漸漸成長茁

壯為一棵大樹，造福後代，並為更美好的生

活貢獻一己之力。

我們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除了為員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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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以身為太平洋醫材的一

分子為榮之外，也希望讓投資人的回報更

好，以投資太平洋醫材為傲。因此，太醫努

力增進所有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信賴與瞭

解，並希望能善盡企業公民的責任。這是一

種從員工、企業到投資人，乃至於社會大眾

發散式的認同，而在回饋社會的同時，對於

社會和各利害關係人不斷地互動交流，形成

良性的循環，塑造積極正面的力量，督促我

們好、還要更好，如此企業才能永續經營、

基業長青。

近年各界升起對環境倫理的重視，反思

人為不當開發造成的生態浩劫，太醫也在不

斷成長的過程中，努力促進環境、社會與經

濟的平衡發展，陸續推行環境管理系統和作

法，減緩衝擊，以達成對於環境保護的承諾

與目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和暖化現象，我

們致力於發展綠色產品、綠色採購，提升能

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協助建構低碳社

會。太醫持續落實品質管制、符合客戶需

求，徹底執行GMP與ISO的各項規定，並

朝向國際最新的產品趨勢和法規要求邁進。

我們堅信企業不該短視近利，惟有誠信的企

業文化、正確的價值觀與一步一腳印的務實

精神，才能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也才是

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利基。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秉持著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持續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的相關工作，除了朝向企業永續經營

外，更期望能以「您的健康是我們的責任」

為使命，發揮更大的效益及影響力，為人類

的健康福祉而努力。

CSR得獎紀錄
月份 獲獎說明

2015 年 4 月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列為前百分之五之公司並獲邀參與公司治理座談會分享

2015 年 4 月 榮獲第十二屆資訊揭露評鑑 A++等級

2015 年 10 月 獲邀參加公司治理評鑑座談會，與其他企業分交流公司治理之經驗

(資料來源：太平洋醫材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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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醫材 當員工靠山

太平洋醫材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不

遺餘力，今年再度獲選為證交所評定的CSR
標竿企業，更難能可貴的是，該公司長期以

來一直為CSR模範生，公司治理表現也名列

前茅，副總經理李家茂表示，對於CSR推

動，公司從未將經營成本做為首要考量，只

問「我們能做些什麼？」力求將員工福利及

環保減碳落實到每一個細節。

太平洋醫材為國內老牌醫材廠，1977
年成立，自有品牌及代工雙軌並行，以

「PAHSCO」品牌行銷日本、北美及歐

洲，代工客戶主要為美系Beacon、Ogsi、
HillRom及德系Kreuzer，主攻產品密閉式

抽痰管、尿袋及傷口引流等管材，占營收比

重逾九成，其中密閉式抽痰管市占全球第

二，近年積極進軍高階管材類產品，搶攻

德、日高端市場。

獲利穩健 保障員工福利

企業成功推動CSR的前提是「公司一

定要穩健獲利」，才有餘力照顧員工，讓員

工生活和福利獲得保障，李家茂強調，近

十年來公司營收持續締造新高，累計成長

三倍，獲利更成長12倍，即使去年景氣低

迷，仍有能力為員工調薪，總體員工平均為

6.6%，其中在生產線上的直接員工，調薪

幅度更達12.4%。

推動內部CSR方面，太平洋醫材聚焦提

高員工福利，相關法令規範的陪產假、職工

福利委員會運作、婚喪喜慶禮金發放、免費

健康檢查等一律照做，公司還特別在勞保之

外，加碼員工團體保險，完全由公司付費，

員工在上下班途中及工作場合當中，若不幸

發生意外，可獲得更多一層的保障。

再者，公司對員工照顧上，也要做到

「公平對待所有同仁」，對外勞的態度和本

國員工一致，只要表現好，就不受最低工資

限制，給予加薪和升遷機會。許多企業因

CSR增加公司成本負擔而卻步，而李家茂

表示，太醫從未以成本作為首要考慮，只問

「我們能做些什麼？」正因這樣的理念，公

司推動CSR展現優異成果。

一視同仁 加薪管道暢通

為建立保障員工的保護傘，太平洋醫材

不僅額外增加團保，同仁若發生緊急危難，

除公司備有救助基金，董事長鍾仁特別自掏

腰包發給急難救助金。數年前公司有一名作

業員的先生在拔牙時不幸罹患敗血病身故，

留下三名年幼子女，生活頓時陷入困境，同

事間發動募捐，董事長個人也提供協助，讓

該名員工家庭度過難關。

鍾仁領軍下，公司秉持「處處為員工著

想」理念，採靈活彈性措施照顧員工，舉例

來說，有一名資深員工因先生罹患腦癌，不

久人世，盼辦理退休陪先生走完最後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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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但公司設身處地考量她已50餘歲，中

年轉業不易，特別讓她休長假並保留工作職

位，半年後她再度回到工作崗位。對於類似

特殊情況，公司向來不拘泥勞基法規範，朝

對員工有利的方向來做。

南下徵才 協助偏鄉就業

太平洋醫材將CSR延伸到例行業務，

除每年舉辦淨山、淨水及捐贈物資等例行公

益活動，同時也讓徵人業務和公益做結合，

達成資方和勞方雙贏，舉例來說，公司廠區

位在苗栗銅鑼，為提供偏鄉子弟工作機會，

不辭勞苦遠赴南部鄉下徵才，提供免費宿舍

外，也優先讓他們選擇可獲加班補貼的中、

夜班，根據經驗，這些離鄉背景的員工都相

當努力，為公司營運加分；同時，重視員工

的結果，大幅提高了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

也促使資深員工的流動率相當低，在經驗傳

承上起著良性循環作用。

除了重視員工福利，太醫在節能減碳上

也下足工夫，營收連年成長，但碳排放逐年

降低，2015年較前年減少6%。李家茂說，

這些成績都來自一些小細節，自推動電子表

單後已減少逾七成的用紙量，再以目前正在

趕工中的新廠來說，儘管建置費用較貴，但

基於節能考量，全廠都採用LED燈；同時

也投下較高成本採綠建築設計，使用環保標

章建材，未來將申請綠建築認證。

植樹減碳  為地球盡心力

太醫位在銅鑼科學園區的新廠總面積達

4.9萬平方公尺，目前規畫種植2萬棵樹，整

體綠化面積達三成以上，一方面美化景觀，

也可達減碳效果，估計每年減少240萬公噸

的碳排放，為守護地球盡分心力。

在資訊揭露和公司治理方面，太醫長期

以來都是模範生，曾連續八年獲證交所評鑑

為上市櫃企業前十名，其中後五年都擠進前

五名之列，近二年該獎項改為公司治理，太

醫也名列前茅。

太醫之所以能在近1,500家上市櫃公司

中脫穎而出，李家茂表示，公司本身對資訊

揭露的基本信念為「思無邪」，從來不希望

用資訊揭露來影響市場對公司看法，將資訊

揭露的目的視為消除市場資訊的不對稱，若

市場資訊有不對稱的情況，就會產生不公平

交易，最後傷害的一定是公司股東。

主動揭露  財報絕不摻水

在實際作法上，除一切遵守主管機關有

關資訊揭露的百餘項規範，並加碼做到主動

揭露，與其他公司大不同，太醫近十年來除

公告每月營收外，也公布每月獲利，十年來

如一日，無論好壞都主動揭露，公司對會

計師的審核相當尊重，不會要求刻意「調

整」，經營層更嚴禁對下游經銷商「塞貨」

以美化帳面，李家茂表示，將最真實的經營

情況呈現予投資人，才能彰顯企業永續經營

的決心。

在公司治理層面，太醫也相當重視引進

外部意見和監督，在公司五席董事中，僅董

事長和他女兒為「自己人」，其他三名董事

和監察人都由外部引進，比法令要求的二名

獨立董事還多，董事會出席率達百分之百，

舉凡重大決策都在事前主動報告董事會，對

於董事詢問，經營層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力求決策過程導入外部建議並透明化，

執行副總經理李家茂強調，「書有未曾經我

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是公司長期堅持的一

貫態度。 (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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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鼎

公司概述

本公司係為整合國內有關環境資源公司

所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截至目前持有信鼎

技術服務(股)公司、倫鼎(股)公司、暉鼎資

源管理(股)公司、裕鼎(股)公司、昱鼎能源

科技開發(股)公司、元鼎資源(股)公司、瑞

鼎廢物處理有限公司、廣州廣鼎環保技術有

限公司、祥鼎環保技術服務(上海)有限公司

九家轉投資公司。

財務揭露

2 0 1 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4,078,753仟元(後述金額未特別註明者亦為

新台幣)，較之2014年度合併營業收入增加

153,726仟元，增加3.92%；合併營業費用

為165,874仟元，合併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為

74,765仟元；合併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710,370仟元，較2014年度合併稅後淨利

增加31,513仟元；每股盈餘為10.84元，較

2014年度之每股10.55元增加0.29元，從合

併營收的上揚趨勢可以看出，公司規模仍持

續成長，且公司價值與形象深獲投資人的認

同。

CRS之推動
為加強本公司對社會責任的重視性及

貢獻度，2014年，我們成立CSR委員會組

織，由總管理處負責協調溝通委員會轄下的

三個工作小組，分別為「經營治理」、「環

境保護」、「社會參與」，並召開各個小組

會議追蹤成果，使本公司的CSR報告能依

組織特性與功能，更完整且有系統的表現出

各方面的具體有效作為與對社會之貢獻度，

以彰顯崑鼎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形象，也顯

示出崑鼎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實際作

為。

為強化企業永續之精神及配合證交所與

櫃買中心實施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亦於2013年12月核准通過

「崑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依循此

項守則落實執行各項CSR相關作為，以達促

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展

等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

CSR政策聲明
崑鼎企業社會責任推動方向共包含經營

治理、環境保護、尊嚴勞動、和善的夥伴關

係及專業參與及社會公益五大領域，承諾強

化公司經營體質、善盡社會公民責任，與致

力環境保育實踐。

公司治理

從草萊初闢到經營有成，崑鼎在回應國

家期待及實踐自我承諾的路途上不敢稍有懈

怠。回望多年來的成長，公司始終自我期許

能兼顧組織的穩健成長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也受到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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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

在此基礎上，崑鼎進一步以資訊揭露為

圭臬，時時刻刻推動穩健的公司治理文化。

首先設立發言人制度，開啟對外溝通管道、

充分公開經營資訊，以向股東及社會大眾負

起最基本的責任。此後幾年逐步穩固公司內

部的治理結構，再搭配相應的單位配合執

行，期能提升企業形象、爭取客戶認同，並

建立和諧的工作夥伴關係。

透明化、專業化及健全化，是崑鼎實踐

公司治理的原則。同時，以「強化董事會的

監督功能」、「精進公司的管理體質」、

「健全內部控制系統」、「實施風險管

理」、「落實資訊揭露」、「建立企業自律

規範」為策略，塑造健全的公司治理文化。

強化董事會的功能

本公司遴選董事以借重其產業經驗及學

術專長，定位公司營運基調及確保投資人權

益為考量，期以承擔最高治理決策之責任，

並監督高階管理階層的政策執行成果。

為健全公司經營體質，保障投資大眾

權益，本公司董事會於2016年3月16日通過

「董事選舉採全面候選人提名制度」，並配

合修訂「章程」及「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

文，將再提報本公司105年股東常會公決。

本公司董事會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

公司董事會監督功能，自2011年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2015年6月設置「審計委

員會」。

精進公司的管理體質

本公司整合企業之資源，提供所轄公司

相關所需的專業服務，使其能專心執行其具

有核心競爭力之專業領域，雙方各盡其能，

各取所需。如此一來，投資投控公司可匯集

資金及整合相關的資源，得到經營管理的最

佳效率，並可提供一展長才的機會，吸引優

秀之專業技術人員，除強化團隊運作之質與

量，並可以較少的資源，有效率地發展策略

性新事業。

健全內部控制系統

崑鼎作為一個上櫃公司，所有運作流程

均已制度化及系統化，對於內部控制亦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建立基礎架

構，定期公開營運及財務資訊、控管經營管

理風險、提升公司營運效能及效率、確保資

產安全及維護股東權益。

稽核室直接隸屬於董事會，設置稽核主

管與審計委員會共同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

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稽核主管除按月向

獨立董事報告稽核業務外，並應列席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報告異常事項及缺失現象，同

時督促相關單位修正，按季追蹤至完全改善

為止。

實施風險管理

公司執行業務時，均持續檢討其目標可

能無法達成之內、外在因素，並評估其影響

程度及可能性，在評估此相關風險後，即決

定風險要如何回應。在選擇回應方式時，均

綜合考量風險評估結果、風險偏好及風險承

擔能力，以使公司及時執行必要之控制作

業；其中並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訂定各層

級之控制程序，以幫助董事會及經理人確保

其風險得以有效被控制。



— 539 —

落實資訊揭露

資訊揭露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件，崑鼎

對於實踐資訊透明化一向不遺餘力，以利投

資人依據情勢做出正確判斷。除了每年固定

召開法人說明會及年度股東會，說明公司財

務數字及營運狀況外，更在網站設置「投資

人專區」，即時揭露公司治理狀況、營業公

告、財務報表、重大訊息、法人說明會、內

部稽核等相關資訊。同時，亦在證券交易所

「公開資訊觀測站」登載詳細資訊。

另外公司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公

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由專人/
專區回應股東及利害關係人。股東及利害關

係人可透過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逕行聯

繫。

CSR的部分，每年發行報告書並放在網

站上供利害關係人下載，除此之外，也設立

了CSR專門的網站，讓社會大眾可以上網去

瞭解本公司做了多少的企業社會責任。

建立企業自律規範

崑鼎本於誠信之經營，為確保日常運作

均符合企業倫理，對於董事、經理人、及一

般員工，分別訂有應遵守之基本行為標準，

包括「工作規則」、「董事及經理人商業道

德行為準則」、「員工從業道德行為守則」

等標準規範。

為維護公平交易及防制貪汙賄賂，崑鼎

要求員工與關係人進行交易時不得給予優

惠，且執行職務時不得為本人或他人之利益

而要求、期約、交付、接受諸如餽贈、招

待、回扣、賄款等行為。

崑鼎亦要求所有關係企業及海外公司全

體同仁簽署「保密承諾、競業禁止暨智慧財

產權承諾書」，以保障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崑鼎透過萬分縝密的規範及訓練，追求

公司永續經營、保護公司的權益，2015年
未發生任何貪汙賄賂情事，正派經營的形象

屢屢獲得合作夥伴的肯定與承認。

客戶滿意度

供應商管理

崑鼎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對客戶的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平均分數

8.72

8.9

8.9

6.9 7.4 7.9 8.4 8.9

近三年顧客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8,108,000元
2015年度綠色採購總金額

崑鼎以身作則，藉由綠色採

購，關懷地球環境永續議題，

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95.88%
2015年度當地採購家數比例

崑鼎身為國內垃圾焚化產業龍

頭，始終以扶持本土供應商 /

承攬商及本地經濟為己任。

超過 200家廠商
簽署供應商 /承攬商社會責任同意書

崑鼎特邀請協力廠商簽署供應商 /承攬商

社會責任同意書，期望透過自身的專業能

力與網絡，帶動我們的廠商共同參與，提

升整體供應鏈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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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除了始終堅持服務品質以外，崑鼎同

時重視供應鏈管理，對於供應鏈的勞工權

益、環境保護、安全與衛生風險管控的要

求，採行諸多措施協助供應商及承攬商改善

並提升服務品質及管理水平，藉以降低本身

和供應商、承攬商的經營風險及營運成本，

從而建立堅實可靠、同時永續成長的夥伴關

係。崑鼎的供應鏈包括提供設備零件、耗料

等各種器材(含化藥、消耗性用品等)供應

商，以及提供歲修、緊急搶修、設備檢修、

勞務人力等專業服務的承攬商。

永續發展

為了加強環境保護的具體落實，崑鼎致

力於提供大眾優質環境與便利生活並落實節

能減碳、提升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及廢棄物

資源化，希冀藉由各子公司工作執行時的推

動，以及環保技術的精進，展現具體成果，

達成每年不斷進步的目標，共同與業主及供

應商攜手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定期監控環境衝擊

崑鼎旗下各子公司依照業務性質定期針

對特定環境衝擊項目進行監測，本公司所屬

各廠皆受主管機關監督，廢氣排放完全符合

法令規範。

力行節能減碳

落實環保5R
旗下子公司信鼎以成為地球能資源轉化

及永續利用的標竿企業為願景，考量溫室氣

體為國際性之議題，為符合與國際接軌及檢

視自身溫室氣體排放量，信鼎推動在生活中

響應環保5R(Reduce廢棄物減量、Recycle
資源回收、Repai r可堪使用物品修復、

Refuse拒絕使用不符合環保概念之產品、

Reuse再利用)的概念與行動，落實環保。

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用電

苗栗焚化廠增設功率較低且效率較高之

新冰水主機於春秋季使用，一年約可節電

186,480度。

降低營運車輛之能源消耗

暉鼎營運主要業務之一為廢棄物收受及

清運工作，各式清運機具有24輛，透過妥

善規劃最適運送路線，以及添購環保車輛，

盡力降低能源消耗。

統計暉鼎各年度營運車輛所使用之能

源(柴油)與當年度五期環保車輛使用之油

量，截至2015年，五期環保車輛所使用

之油量占當年度總用油量比率，已提升至

11.58%，估計黑煙排放削減成效由0.88%提

升至4.63%。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崑鼎於2015年在台灣地區代操作廠及

辦公室用電量共約2億3千4百萬度，其中由

再生能源供應的部份約為2億1千4百萬度，

再生能源使用比率約為91.5%。

碳排放管理

近年來全世界都在探討溫室效應帶來的

氣候變遷對地球的影響，溫室氣體成為國際

性重要議題，身為環保領航者的企業，旗下

子公司信鼎定期對垃圾焚化廠進行組織溫

室氣體盤查，藉由檢視CO2、CH4、N2O、

HFCs、PFCs、SF6等溫室氣體的排放結果

找出減碳熱點，並據此研擬減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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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在水資源部份，信鼎代操作焚化廠之廢

水，不論是鍋爐廢水、製程廢水、清洗廢

水、生活廢水或是洗車廢水，皆透過廠內廢

水再利用循環系統百分之百回收再利用，達

到廢水零排放。在工作環境上也提倡省水。

推動綠色生活

崑鼎及旗下子公司除發展綠色能源技術

及分散對特定能源的依賴外，亦推動綠色生

活，期望同仁能從生活中落實減碳，藉由個

人行動的實踐來創造永續的環境。2015年
所推動的活動包含中午熄燈、一餐蔬食、用

腳減碳創健康與一筷愛地球等，此外，信鼎

代操作之台南廠亦積極參與地方維護參與空

品淨化區民間認養活動，並於2015年榮獲

台南市政府頒發之績優單位殊榮。

廢棄物資源化

旗下子公司信鼎代操作之各焚化廠仍朝

善用焚化垃圾所產生之熱能，將其有效轉換

為電能，使每噸垃圾可以達到最有效益外，

對於廢棄物、廢氣、廢水及二次汙染物等將

朝提升效益與效能之方向與目標，達到節能

減碳之效益。

社會參與

建立良好的社區關係與關懷弱勢，是崑

鼎一向秉持的睦鄰理念，崑鼎更以主動、積

極的態度，關懷社區發展、扶助地方弱勢及

參與協助地方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提升企

業形象及追求永續發展。

尊嚴勞動

企業人才的經營與培訓，是公司永續經

營的關鍵。崑鼎在人才培育上，除了投注心

力於員工進修課程，更積極致力於打造健康

快樂的工作環境與員工照顧活動，使員工們

彼此拉近距離，凝聚向心力，共同創造一個

樂於學習分享，且健康、快樂的職場環境。

人力資源

在全球日益重視環境資源與保護相關議

題的同時，進用及培育此類專才是崑鼎重要

的社會責任，崑鼎除持續配合政令進用原住

民及身心障礙者外，於2015年共招聘148位
新進人員進入公司服務以創造就業機會。公

司營運業務領域延續發展交通軌道公共工程

及太陽能電廠的投資與營運外，亦積極培育

焚化爐監管專才，以因應急速擴增之新業

務，開創員工新專長及延續員工生涯發展使

與公司同步成長。

為落實免於騷擾、歧視的承諾，防止辦

公室性騷擾的事件發生，崑鼎除了在員工手

冊中有相關規定，並於新進人員訓練中對員

工加強宣導。針對性騷擾事件之處理設置專

線電話、專用電子信箱等，廣納建言並受理

相關申訴案件。此外，公司也於2011年成

立「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如有性騷擾

或疑似事件發生，則由該委員會負責處理。

委員會嚴守保密、不公開原則，且在申訴提

出後三個月內須提出調查結果。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共三委員，由總管理處部門主管

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為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協調各單位主管就公司員工遴選擔任，女性

委員比率不得少於二分之一。2015年並未

發生任何性騷擾申訴事件或不法歧視事件。

員工權益與獎勵

公平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

對於員工的福利照顧，崑鼎亦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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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除了承諾基本薪資高於當地最低工資

外，也力求內、外部及個人的公平。在外部

公平方面，有專業的顧問單位調查薪資福

利、瞭解市場行情，並分析就業環境，以作

為薪資設計的基礎。在內部公平上，公司透

過職能、職務的評價，進行薪資結構設計，

此敘薪標準適用於每位職工，而無性別之差

異。此外，崑鼎結合薪酬與績效，藉此激勵

人才；並連結公司營運績效、部門績效及個

人績效，員工無論性別皆受到定期績效及職

涯發展檢視以確保升遷管道的暢通並達到個

人公平。

另外，崑鼎也提供三節獎金、生日禮

金、生育津貼(男女皆可領)等各式福利措

施。

員工認股權辦理情形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集團所需人才，並

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

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證券交易法及「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

關規定，訂定「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

股辦法」並憑以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至

2015年底止，本公司共發行五次員工認股

權憑證，每次各發行1,200單位，發行總額

為6,000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本

公司普通股1,000股。

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目前成立有勞資會議，並依規定

選派勞資方委員定期召開委員會議，雙方本

著互敬互信之基礎與原則，理性提出有助於

公司經營之改革意見，透過會議之召開，規

範並改善勞資雙方關係。員工平時也可透過

內部管道進行意見表達，2015年並無接到

員工申訴案件，是以截至目前為止並無勞資

間之協議情形。

人才育成

崑鼎致力於培育優秀人才，涵括機械、

電機、環工…等各領域之專業人才。在選才

的策略上，公司不以挖角方式延攬人才，而

是希望以提供完善的教育訓練課程，培植剛

從學校畢業的學生。由於重視人才培育的深

度及廣度，並強調員工持續學習、不斷成

長。近年來崑鼎的人才培育計畫除了因應業

務策略的開展積極走向國際化，也同時加強

員工的專業能力、管理能力、語文能力及

宏觀的國際視野；在專業上不足的部分，則

是鼓勵員工接受外部課程、或邀請崑鼎內部

講師開班授課，更會定期評估員工的學習狀

態與發展。鑑於國內對焚化爐領域之學程與

資源不足，2015年更結合相關領域之關係

企業，聯合開立一系列之培育課程，亦與學

術界進行產學合作，提供與產業領域相關之

專業學識及經驗傳授與實習機會。此外，對

主管的管理能力之培育，採推薦參加外部有

關國際企業管理、組織行為與管理、財務管

理、客戶關係管理、創新管理、商務談判、

部屬指導、全方位溝通等課程，使其與時俱

進，確實掌握及調整管理方式。

塑造安全文化

崑鼎秉持安全健康為首要的精神，制定

風險管理、遵守法規、溝通訓練及持續改善

政策，旗下子公司信鼎於2009年總公司及

所有代操作焚化廠共計十個驗證點皆同時

取得OHSAS18001及TOSHMS證書，並於

2011年響應勞動部政策全面將TOSHMS轉
換成CNS15506，持續建立全方位的管理制

度打造安全的工作場所，並透過稽核與安全

活動塑造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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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樂活職場

崑鼎致力於打造健康、友善的職場環

境，更設計多元健康促進活動，宣導員工正

確的健康知識，亦使員工們彼此拉近距離，

凝聚向心力，共同創造一個樂於學習、分

享、且健康、快樂的職場環境。

隨著崑鼎的發展體認員工健康是公司最

重要的資產，因此自2010年起旗下子公司

信鼎陸續推動各項健康促進活動，而由信鼎

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共同規劃與執行健康

促進工作，健康促進活動持續至今仍不間

斷，員工已慢慢習慣關注自身與家人健康，

並會主動提出健康議題之需求，讓「健康促

進」成為我們職場的一部份。

專業參與與社會公益

專業研發與公共建設

參與公共建設

旗下子公司信鼎提供各項重大公共基礎

設施完工後之操作與設備維護，24小時全

年無休，確保設施運作的完善，每一位員工

都可謂是默默支撐社會整體運作的無名英

雄。而信鼎主要承擔著全台灣垃圾處理的工

作，全台灣共有24座大型垃圾焚化廠，其

每日設計處理量為24,650公噸，信鼎操作營

運的八座垃圾焚化廠，設計處理量合計為

7,400公噸，占總處理量之30%。另垃圾焚

化廠可藉由焚燒垃圾時所產生的熱能來發

電，除了供本身使用外，亦可將多餘的電力

回售給台電公司。2015年信鼎所操作的垃

圾焚化廠總售電量為872,685千度，足可提

供約25萬戶家庭一年的用電需求(以2015年
每戶家庭每月平均用電量291度估算，資料

來源為台灣電力公司)。

除了垃圾焚化廠外，信鼎亦延伸自身的

核心技術，提供其他公共設施的維護服務，

如林口、大林兩座電廠；桃園國際機場及台

北捷運、高雄捷運之機電設備操作維護；利

用新生態工法改善水質的礫間淨化處理設施

操作；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成功大學醫學

院之空調系統操作維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委託

民間營運等服務。

敦親睦鄰

崑鼎注重與鄰里及社會的關係，以信鼎

所代操作之焚化廠為例，焚化廠新建初期被

里民視為避鄰的設施，擔心焚化廠的設置影

響當地交通及空氣等生活條件，因此如何讓

里民了解焚化廠存在的需求及對環境生活的

影響有限之議題，一直是大家關注與在意

的。因此除內部做好廢棄物焚化處理與汙染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2,553,391 2,668,755 2,779,033

研發費用 (註 1) 4,301 2,540 1,563

研發費用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例 (%) 0.17 0.10 0.06

人數 3 1 1

註： 前述研發費用係研究發展中心用於開發新技術、新系統所發生之相關支出；各項新技術或新系統之加值運用或與其它專案系統整合之
支出費用，則歸由各相關專案成本吸收。

2015 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項次 研發成果 專利申請

1 碳酸氫鈉線上磨粉廢氣除酸處理系統
台灣地區專利 (核准 )
大陸地區專利 (核准 )

2 高效能不對稱分配及噴射燃燒供氣系統 台灣地區專利 (申請 )

3 具提升焚化爐鍋爐蒸汽產量穩定性之燃燒控制系統 台灣地區專利 (申請 )

4 鍋爐高壓洩水閥疏通工具 台灣地區專利 (申請 )

5 自動控制氣泡式流體化床焚化爐 台灣地區專利 (申請 )

註：上述專利申請案件均己於 2016年取得專利生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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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降低對當地里民的生活與交通影響

外，也需要持續強化安全與健康的管理，並

透過敦親睦鄰活動與建立多元溝通管道，讓

里民了解焚化廠嚴謹的管理與多元化的角

色。以崑鼎核心能力進行環保宣導與教育，

並擴大結合周邊資源，付出具體行動與在地

共同發展，亦積極投入社會公益，以創造更

美好的社會為己任，讓避鄰設施成為親鄰設

施，讓焚化廠不再只是焚化廠。

投入救災活動

信鼎公司於2006年台灣發生感染性疫

情時，則著手制訂相關緊急應變流程與防護

標準，訂有「接收處理禽流感廢棄物緊急應

變處理作業指引」，供爾後若有類似事件參

考與平時演練及訓練使用，而為有效控制疫

情與避免里民及員工疑慮，除加強訓練亦採

取入廠分流、分時段與員工施打疫苗及教導

防護等作為。2014年底疫情大規模爆發，

因應政府緊急動員之要求，信鼎公司代操作

廠經相關單位書面通知協助焚化處理感染性

廢棄物，從貯存、搬運至處理都應相當謹慎

小心，並配合政府專業機關指導及穿戴政府

專業機關所提供之個人防護器具與消毒配備

進行接收處理，以共同面對突發感染性議題

之處置。

扶助弱勢族群

崑鼎以人為本，除照顧關懷員工與其眷

屬外，亦用行動與愛關懷在地里民及特殊教

育學童，如信鼎代操作桃南廠於2015年對

廠鄰近之弱勢里民傳遞幸福，提供鄰近需求

家庭一些物資與關懷，讓里民可以感受到關

注與幸福。另也為弱勢團體創造舞台與自

信，如苗栗廠於環境教育揭牌活動，除邀請

鄰近學童與媒體參加外，亦邀請苗栗縣私立

聖家啟智中心20位小朋友進行表演，為弱

勢學童編織亮麗與有夢的童年。

推動生態保育

信鼎代操作廠亦經常召集當地里民辦理

淨灘與清掃家園，以推動生態保育及環境關

愛等活動，如2015年苗栗廠辦理淨灘約有

119位民眾參加，用行動讓員工及里民瞭解

對在地環境的重視與付出，讓避鄰場所變成

親鄰場所，讓里民將焚化廠當成教育與環保

推動的好幫手，另2015年苗栗廠更首創成

立濕地巡守隊活動，定期由公司員工至濕地

巡視，以喚醒里民對在地環境的重視，共同

維護與創造地方發展。

回饋社區鄰里

信鼎為國內最大的焚化廠操作營運專業

公司，除垃圾妥善處理外，並肩負環境教育

與力行環境生態維護，各代操作焚化廠積極

辦理敦親睦鄰活動，著重於節能減碳及資源

再生推廣，結合周邊學校、里民的參與，以

實際參觀觀摩方式，提升鄰近里民的環保知

識，使參與者了解環境及自然生態的維護是

每個人的責任，期望藉由結合生態、環保、

節能、減碳、教育及觀摩學習活動，讓每個

人確切了解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與節能減碳

的迫切及重要性。

發起慈善捐贈

隨著經濟越來越發展，人們對物質的需

求已經不比從前，因此常常會有過多的資

源被浪費。為了讓資源有效運用，本公司

2015年分別舉辦舊愛變新歡『衣』依不捨

活動及「愛心電腦圓夢計畫」，鼓勵員工將

多餘的資源分享出去，不但能夠做愛心，更

能節能減碳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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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推動有成，獲獎肯定

在公司經理人及全體同仁的努力下，依據「天下雜誌2015年2000大企業調查」，崑鼎名列2014年2000大服務業

第304名及投資控股業第五名；旗下子公司信鼎名列2014年2000大服務業第383名及環境衛生服務業第2名。

崑鼎是資訊公開揭露的模範生，2013年到2015年則連續三年獲評為最高等級A++級企業，2015年及2016年連續

榮獲「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排名前百分之五，印證崑鼎於公司治理嚴謹及資訊透明政策的實踐。由此可

見，誠信一向是崑鼎謹守的做事原則，因為我們相信，堅守誠信的原則，才能贏得員工、股東、客戶及大眾

的信任，建立企業最珍貴的價值及競爭優勢。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 健康職場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信鼎操作營運的台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及苗栗廠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審查通過，獲頒「健康職場認證健康

促進標章」。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頒發2015年推行環境保護績優事業

信鼎操作營運的台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經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審查通過獲頒2015年環境保護績

優事業。

2014年台北市勞動安全獎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

信鼎副經理林姵妤榮獲2014年台北市勞動安全獎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發查核評鑑特優獎、優等獎及特別獎

環保署執行2014年度環保署查核評鑑，共頒發10座獎項，其中二座特

優獎、六座優等獎及二座特別獎；信鼎公司代操作廠共有六廠獲獎，

基隆廠獲特優獎；桃南苗栗廠及后里廠獲優等獎。

勞動部頒發2014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信鼎后里廠及台南廠榮獲勞動部2014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發2015年環敬教育創新教案教具佳作獎

信鼎苗栗廠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主

辦2015年環敬教育創新教案教具佳作獎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2014年度推動職場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信鼎操作營運的台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榮獲2014年度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推動職場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高雄市政府頒發「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

昱鼎獲得高雄市政府之認可，並由高雄市市長親自頒發獎牌。

高鐵燕巢總機

高鐵燕巢總機廠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

(資料來源：崑鼎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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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鼎敦親睦鄰 友善環境

崑鼎投控旗下包括信鼎、倫鼎、裕鼎

等，多年來在台灣營運垃圾焚化廠，深耕在

地關係，扎根環境教育，近年除成立暉鼎跨

足事業廢棄物處理，也投入太陽能領域。崑

鼎總經理廖俊喆表示，崑鼎所從事的工作就

是環境保護，也是CSR的一環，隨全球快速

發展、資源耗竭與氣候變遷問題加劇，未來

將進入資源循環時代，崑鼎也將致力推動資

源循環。

崑鼎的母集團中鼎工程，是20多年

前，台灣開始興建垃圾焚化廠時，首批投入

的廠商。廖俊喆指出，過去台灣的垃圾以掩

埋為主，但隨土地資源有限，陸續出現抗爭

及滲水等環境問題，因此改採垃圾焚化政

策。中鼎透過與德國技術廠商合作，從建廠

跨入O&M（營運與維護）市場，因此成立

信鼎公司，後因承接焚化廠BOT案，以及

新事業拓展，陸續成立倫鼎、裕鼎、瑞鼎及

昱鼎等，由崑鼎投控持股這些從事資源循環

事業的公司。

偏鄉建廠 幫當地學生補習

廖俊喆表示，20多年前，其實還沒有

所謂的CSR概念，由於焚化廠的營運是很

在地的，一定要與當地有所互動，為了經營

與在地的關係，有鑑於焚化廠選擇的地點都

比較偏遠，教育資源相對少，因此崑鼎一開

始是由員工幫當地的學生補習、教電腦，也

提供場地供里民辦活動。為了落實與在地關

係，廠區的員工也都是以當地人為主。很自

然而然的從敦親睦鄰，以及希望業主及員工

更好的想法開始，就已經在從事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的活動，在CSR觀念日漸普及後，崑

鼎也更有計畫的進行。

垃圾焚化 精進新技術應用

以崑鼎目前所從事生活垃圾、事業廢棄

物處理、寶特瓶資源化、太陽能發電等，崑

鼎為精進自有技術，持續關注垃圾焚化、氣

化處理，焚化爐廢氣處理、飛灰、底灰減量

再利用；廢水處理、有機物質及廢棄物能源

化，集中型、分散型太陽能發電等新技術。

透過關注這些可精進資源循環、節能減碳、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評估其可行

性，在兼顧公司獲利的條件下，也陸續導

入集團事業的應用。也就是在事業本體經營

上，崑鼎即已落實對環境友善的基本原則。

回顧20多年前在焚化廠興建時，戴奧

辛是備受社會矚目的議題，因此政府運用回

饋金幫附近居民做戴奧辛檢測，而崑鼎旗下

信鼎則是首家為現場員工進行戴奧辛檢測

的公司，目前已持續了15年，歷次檢測結

果並沒有任何異常，崑鼎也與合作的學術機

構，將這些成果在國際論壇上發表。

隨焚化廠的一些設備因為設置已有年

限，運作效能較現今技術已有落差，崑鼎也

不斷逐步汰換，更新為更具智慧、效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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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環保的新技術，包括變頻馬達、節能控

制風能、節能燈具、具分解汙染物的廢氣過

濾設備等。

由於擁有在台灣營運焚化廠的豐富經

驗，崑鼎除了獲得澳門焚化廠的營運標案，

在大陸也取得多座焚化廠的第三方監管工

作，將多年的營運經驗帶到海外市場，提供

焚化廠營運中的重要細節提醒，有效降低營

運風險。崑鼎並積極協助東協國家設置發電

廠、下水道及焚化廠等循環經濟相關建設及

服務，並投資提升再生物質的寶特瓶資源

化。

發展地方 讓焚化廠更親鄰

其實在推動CSR的過程中，常遇到許

多困難與挑戰，尤其是垃圾焚化廠在許多地

方，都不受當地居民歡迎。崑鼎有了多年的

在地經驗，近年陸續結合地方特色，將焚化

廠發展成環境教育中心，使焚化廠變成親鄰

設施。目前已有基隆、樹林、苗栗、台南及

南科五座廠，取得環境教育設施認證。崑鼎

的員工並與當地的教師合作，由教師協助編

審相關教材，甚至設計互動式導覽設施，如

利用互動搖桿及遊戲機，模擬焚化廠面對環

境汙染危害時要執行的任務，將生硬的環保

設施，塑造為有趣好玩的環境教育場所。

廖俊喆回憶，20多年前在中鼎評估投

入焚化廠市場時，當時台灣每人每天產生的

生活垃圾約1.1公斤，遠低於紐約、東京的

2公斤。隨國民所得提高、物資充沛，當時

預測再十年，台灣每人每天產生的垃圾約達

1.8公斤。但事實證明，透過垃圾減量、垃

圾隨袋徵收等政策推動，近年台灣每人每天

的垃圾平均產生量約僅0.5到0.6公斤。

分類教育 垃圾減量大功臣

國人每人每天平均產生的生活垃圾不增

反減，證實多年來的環境教育展現成效，

20年前還在小學、中學的學生，近年逐漸

成為社會中堅分子，普遍具有垃圾分類概

念，也是國人垃圾減量的最大功臣。

廖俊喆認為，隨國人普遍具垃圾分類的

概念，崑鼎現在設計、推廣的環境教育也改

為以資源循環為主，包括如何讓廚餘變生質

能源，將太陽能轉換成電能。過去講資源再

生，讓垃圾可以再利用，現在講資源循環，

是讓廢棄物透過再生，還可以循環用好幾

次。例如未來的球鞋可能是廢棄的寶特瓶做

的，其實現在已經有配方，只是成本還太

高，仍要繼續投入技術開發；另外再生水的

技術也日漸成熟，可以先使用在工業用水

上。

能源轉換 廢棄物變生質能

在結合C S R及延伸核心業務的考量

下，崑鼎因在廢棄物熱處理轉換為綠能領

域，已相當有經驗，近來也致力將相關的技

術運用在其他生質燃料上。另外在其他生質

綠能如沼氣發電，為生物經濟循環重要的一

環，崑鼎也列為發展重點。至於因應科技電

子產品的普及，其中製造所須的貴金屬不斷

消耗，如何從使用過的產品中，將之回收再

利用，以及將工業廢水中的有價金屬回收，

也都是崑鼎目前發展的重點。

 （何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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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運通

公司概述

中運公司成立於1996年2月，係中鋼公

司百分之百轉投資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42.25億，營業範圍包括煉鋼原料海運服務、

船舶租賃、船舶營運管理、船務代理、鋼品

船運等項目。成立宗旨係確保中鋼集團鋼鐵

原料供應之順暢，降低運輸成本及獲取穩定

船舶運力，並達成中鋼集團企業成長與多角

化之經營目標。中運公司為保護地球與海洋

環境，除嚴格遵守國內外相關法令外，並依

國際海事組織(IMO)制定之防止船舶汙染國

際公約(MARPOL)要求，以具體行動執行

節能減碳，有效降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降

低船舶所造成的空氣汙染。在新造船時遵循

EEDI(EnergyEfficiencyDesignIndex)要求，

建造省能低排碳之環保船，並建置所有船舶

之「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SEEMP(Ship
EnergyEfficiencyManagementPlan)，據以

執行最具能源效率之操作。此外，更積極委

託船舶技術研究機構開發節能減碳方法，提

高現有營運船隊節能減碳效果，尋求優質船

廠建造符合新時代標準之高效率環保新船。

CSR管理

企業永續經營政策與理念

中運的願景是「穩健經營、追求營運績

效與成長，成為國際上卓越的海洋散裝運輸

企業。」為達成此願景，我們專注於市場動

態的分析，淬煉組織的專業與機動性，致力

讓公司有更穩健的發展。同時在「提供中鋼

集團可靠的原料及成品海上運輸任務、成

為員工認同之幸福企業與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的使命下，由治理、溝通、安全、環

境、與社會等五大構面展開，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創造永續經營環境，透過資訊的揭

露，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溝通，以持續的改

善，達到與社會共存共榮的理念。

中鋼運通CSR政策

●遵守國際法令，確保船舶航行安全

●遵重人命安全，貫徹零工安零事故

●維護海洋環境，達成零汙染節能減排

●創新卓越管理，提高顧客附加價值

●持續創造績效，維護投資人利益

●促進員工成長，照顧員工福祉

●參與社會公益，關懷弱勢回饋社會

利害關係人溝通

中運自2011年發行第一本永續報告書

之後，持續每年於8月發行新版永續報告

書，更藉由公司網站及企業永續經營網頁專

區，促進資訊流通的可及性、透明性、及時

性、完整性及互動性，向所有關心的利害關

係者與社會大眾傳遞在經營管理、環保安全

與社會責任上的努力軌跡與成果。

利害關係人的鑑別

參考AA1000SES利害關係人議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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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由中運CSR小組成員，洽詢各部門

一級主管，依據利害關係人之責任性、影響

力、親近度、依賴性、代表性、多元觀點

等，鑑別出中運有九大利害關係人，包括

員工、客戶、供應商與協力廠商、投資人

股東、社區與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政府機

構、外部評鑑機構、媒體及航運同業等。為

加強內、外部雙向有效溝通，以提升服務滿

意度，降低環境的衝擊與工安意外發生，並

適切將相關資訊傳達給利害關係人，本公司

訂有「溝通、參與及諮詢管理程序書」，使

員工充分瞭解公司的政策，以確保公司政策

的落實執行，員工的期待亦可透過管道傳遞

至高階管理者及權責主管。

資訊揭露與持續改善

本公司自2011年出版第一本CSR報告

書，並建置完整的CSR網頁專區(http://csr.
csebulk.com)，經常性的揭露公司治理、利

害關係人管理、環保工安與能源環境管理、

共創社會和諧的相關資訊，做為進一步揭露

企業永續經營信息的重要途徑。並於網頁

中，增加最新消息、問卷調查、利害關係人

聯絡方式、影音專區與網內地圖/搜尋，且

以FACEBOOK建立了「中鋼運通利害關係

人交流專頁」，除了方便利害關係人及社會

大眾點選及閱覽外，也期盼藉以加強訊息的

可及性、透明性、及時性、完整性及互動性

等，並參考各界的回饋意見，作為持續改善

及提高讀者滿意度。2014、2015年，透過

網站問卷與FACEBOOK回饋，利害關係人

最關心的話題，是中運的「招募訊息與招募

方式」。

重大性議題分析

報告書的編撰原則，主要依全球報告

書協理(GRI)的G4版指南，建立五大步驟

的實質性分析程序，透過「鑑別利害關係

人」、「蒐集永續議題」、「調查利害關係

人關注議題」、「分析議題對於公司營運衝

擊」、「實質性議題排序與討論審查」等步

驟，確認重大議題。

風險評估與管理

本公司認為有效的企業永續管理，必須

全面性評估及管控相關風險，因此，我們已

建構完整的風險管理機制，來辨識及評估企

業日常營運可能遭遇的風險，進而提出風險

因應及相關控制活動。使經營階層對於各議

題對企業的重要性與衝擊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及掌控。

公司治理

董事會成員

依公司章程，本公司得設置董事五~七
人及監察人一人，任期均為三年。現任共有

七位董事，各為經營管理、航運、採購、技

術研發、財務領域專家，均為男性，年齡在

55~65歲之間，平均出席率約為90%，任期

至2017年6月22日屆滿。因本公司係單一股

東(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與監察人

均由中鋼指定集團高階專業經理擔任，董監

酬勞均不給予個人。

組織架構與功能

本公司係中鋼公司轉投資百分之百子公

司，董事會董監事成員由中鋼公司指派專業

經理人擔任。雖然中運非公開發行之上市或

上櫃公司，但經由透明健全的管理制度，董

事及監察人除了重視公司經營策略與執行

外，也關注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投入

及運作，相關議案均會於董事會中報告或提

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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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誠信與內部稽核

透明誠信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唯有

誠實面對風險及經營弊端，公司才能讓股

東、客戶與供應鏈長期信賴，也成為員工感

到榮耀的企業體。2015年本公司未發生重

大舞弊及任何貪汙賄賂事件，若有發生相關

情事必定查明事實真相，依法辦理。

經營績效

近年來，相較散裝同業的營運績效，本

永續願景與發展策略

願景

穩健經營、追求營運績效與成長，成為國際上卓越的

海洋散裝運輸企業。

使命

( 一 ) 提供中鋼集團可靠的原料及成品海上運輸任務。

( 二 ) 成為員工認同之幸福企業。

( 三 ) 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核心價值與定位

專業、團隊、紀律、國際化，是中鋼運通企業文化的

基石，也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中鋼運通定位為海洋散裝貨運及海事工程企業。

1. 船舶創新。
2. 專業人力資源。
3. 煤鐵砂海運需求掌握度佳。
4. 業務佳，具長期耐力。
5. 低價造船，資產品質佳。
6. 集團公司貨源增加，提供平價長期合約。
7. 優良之財務結構。
8. 國際化能力佳。

1. 國籍船員薪資高。
2. 決策慎重、速度較慢。
3. 國內及日本造船成本高。
4. 專業人才養成不易。

1. 低運價低船價時期，船廠議價力低，船價低。
2. 低運價低船價時期，運費收入低於長期租金
成本，新進者威脅低。
3. 景氣熱絡，運價高，收入增加。
4. 景氣熱絡，船價高，逢高出脫獲取利潤。
5. 我國離岸風電萌芽，海事工程市場規模大幅
擴充。

1. 低運價低船價時期，短期船舶數量多，競
爭大。
2. 景氣低迷，短期船舶數量多，競爭大，運
價低，收入少，營運壓力增加。
3.景氣熱絡，大量新船訂單，新進者威脅高。
4. 景氣熱絡，船廠議價力高。
5.景氣熱絡，運價高，交易對手違約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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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表現績效顯著，2015年營收為新台幣

126.59億元，稅前淨利新台幣19.75億元，

每股稅前盈餘新台幣4.68元。

研發與創新投入

本公司的研發與創新聚焦於四大領域：

離岸風力發電研發、離岸風場海事施工教育

與研討、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船務管理系統

的創新與研發。

客戶服務與供應鏈責任

提供專業客戶服務

中運以專業航運服務為基礎，由業務

一/二處專人負責客戶用料、配艙、船期需

求，對內代表客戶，要求運輸品質滿足客戶

需求，對外代表公司，提供航運專業知識，

解決客戶運輸上的難題。

航運供應在地價值鏈

中運以「高雄港」為母港，台中港與花

蓮港亦是經常性的載卸貨港口，船機配件物

料、油漆、油料的相關補給，港口與船舶的

服務均以台灣為主，為在地直接間接地創造

商業及就業機會，如物料、配件、備品等儘

可能於國內開發採購，並選評優良廠商簽訂

維護供應長約，扶持國內廠商建立機械設備

檢查修護能量。

供應商溝通與採購規範

為了讓供應商夥伴能夠瞭解符合我們對

相關交易履約、環保、安全、人權、永續經

營等要求標準，以及港口代理、裝卸、堆

積、繫固與船舶維修協力廠商等服務條件，

透過書面契約及承攬商共同協議會議，將涉

及環保及職業安全衛生規範，以及服務品質

等傳達給所有往來的承攬商，並藉此推廣企

業社會責任觀念，具體落實供應鏈責任，帶

動供應鏈夥伴共同響應對社會及環境的責

任。

● 本公司 2015年沒有被政府單位 (因資訊披露、稅務、消費者投訴、不當勞動行為、違反法規等 )課以罰款或行政處分。

● 本公司 2015 年沒有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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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評鑑與實地訪查

本公司訂定實施「供應商評鑑與管理程

序」與「航商評鑑與管理程序」。為了確保

服務品質，我們分別每年或半年進行對供應

商、船舶維修協力廠商與航商進行評鑑，依

據評鑑結果做為是否繼續往來依據。

誠信透明評鑑及人權環保重視程度調查

供應鏈安全衛生管理與人權要求

本公司所有營運活動與協議內容均依國

際公約與各國國家法規人權條款辦理。對於

國外船員的聘僱仲介公司，則特別要求需提

供由專業檢驗公司審核證明，需符合MLC
海事勞工公約要求，才與其交易往來。而與

國內碼頭承攬商簽訂合約時，都會要求簽訂

「承攬人安全衛生承諾書」、「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設置報備書」、「承攬作業安全

人權環保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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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事項告知記錄表」等安全衛生規範。此

外，我們要求承攬商工作人員皆需參加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並考試合格，並不定時召開各

類承攬商教育訓練及會議，包括承攬商的機

動車輛、機械設備皆需符合安全衛生標準。

每年度與承攬商簽訂協議組織，確保承攬商

人員能安全進行作業。2015年本公司無與

人權相關的申訴案件。

永續發展

綠色船舶

海洋是人類生命的基礎，也是所有生物

的源頭，更是地球生態環境的最後一道防

線。中運是船運公司，海洋更是一切營運的

基礎。我們並非擁有海洋，而於依靠海洋，

我們應學會聆聽自然之聲，取得自然生存的

平衡點，並保護我們賴以為生的海洋，達到

永續和諧的生活環境。

綠色管理系統

中運公司雖然沒有位於生態保護區或周

邊，但我們是依靠海洋維生的企業，對於海

洋我們擁有更多的感情與關注，除了追求企

業獲利成長，竭力保護海洋環境，確保海洋

物種多樣性，才是中運能夠永續發展的關

鍵，故我們不斷投入環保節能設備的更新，

並投資建造節能減碳船隊，提供綠色服務運

輸產品。

綠色績效

本公司2015年所屬船隊均遵守國際環

保公約。2015年元旦期間，專輪「中鋼運

發輪」於等待引水人登輪前，不慎進入澳洲

大堡礁限制區邊緣，察覺後立即返回限制區

外，後經裁定船長非惡意闖入，故僅以輕微

之行政裁罰結案。

廢棄物的分類與處理，減少海洋塑化

為符合國際環保公約中對海上垃圾之要

求，已建立完善的垃圾管理計畫，處理船上

所產生之有害物質及固態垃圾，垃圾依六類

收集處理、存放、棄置及記錄，船隊實施垃

圾分類、減量及資源回收，船上的廢棄物均

依照國際公約與當地法規的要求予以送岸，

經合格廠商妥善回收處理，達成廢棄物產量

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最大化。2015年
全船隊共送岸垃圾725立方米(423公噸)。

廢棄物回收

綠色採購

環保支出(單位：新台幣萬元)

溫室氣體盤查

本公司持續節能減排的研究與檢討，

船隊由2010年17艘增為27艘，但2015年度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與基準年(2010)相較，

排放量減少8,219.42公噸，減碳效果非常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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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再利用(造水機、節熱器)

綠色生活

中鋼集團為鼓勵集團公司重視保護環境

永續發展、落實節能減碳與提升員工工作生

活品質與參與社會服務等活動，訂有「中鋼

集團綠色生活評鑑辦法」，2015年為擴大

落實全員參與及員工生活層面，展開推動綠

色生活推廣第二階段，將綠色生活之推動項

目計39項，分食、衣、住、行、育樂及其

他生活層面等五大類，由各一級單位負責推

動、宣導、執行及考核，2015年7/1~12/31
訂為第二階段綠色生活宣導期，於2016年
度開始實施並將於2017年3月份舉辦2016年
度評鑑作業。

綠色能源新產業離岸風電海事工程

風力發電是上天的恩賜，過程中不需使

用任何燃料，也不排汙水與廢氣，稱為「綠

色能源」當之無愧。本公司於2014年9月成

立「海事工程處」，規劃投資建造或租用各

種功能的海工船，從事離岸風場施工船舶綜

合業務，包含施工船隊、海上運輸、後勤交

通與船務管理，俾提升中鋼集團經營綜效，

促進企業永續發展。

社會參與

幸福企業

2015年由董事長主持，形成本公司永

續發展的願景、使命、核心價值與定位。其

中兩項重要的使命就是「成為員工認同之幸

福企業，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員工是企

業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為讓員工自豪身處

幸福企業，視公司的成長發展為己任，且能

無後顧之憂的為公司盡心盡力，本公司訂有

完善的人員招募、溝通、獎酬、福利與職涯

措施，以激勵同仁工作士氣。

人員招募與留才

本公司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與勞基法之規

定，從未僱用童工，於人員招募時完全以專

業能力為考量，以公開公平原則徵才，歷年

來聘用員工從未發生違反人權或事件。

溝通與人權維護

本公司2015年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

題如反賄賂、人權、環境、勞動準則等，已透

過內部通訊(含書面、電子郵件)、舉辦員工訓

練及管理階層會議等方式作內部宣導。2015
年度平均每位新進人員有受過反貪瀆、反賄

賂、人權教育員工相關權益訓練2.5時/人。

中運嚴格遵守國內勞動規範及國際人權

宣言，所有員工皆受到公平的對待與尊重，

除致力維護並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

國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

2013~2015年各船陸續通過MLC海事勞工

公約評鑑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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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福利

中運訂有「薪給管理辦法」，辦公室

員工年薪包括固定薪及非固定薪，若全年

在職，固定薪一年發給13個月基本薪，非

固定薪包括盈餘激勵獎金與員工酬勞(原為

員工紅利，依公司法於2015年12月修改名

稱)，其與公司盈餘獲利高低密切連結，可

激勵員工全力以赴為公司創造更多獲利。公

司同時提供多項福利，包含全方位員工保險

計畫、持股信託獎勵、完善休假及退休制度

等。

船員薪資福利

本公司船員勞動條件皆優於海事勞工公

約(MLC)與我國船員法規定標準。並與國

內海事院校合作，提供獎學金、建教機會、

有薪船上實習…等。

安全與健康促進

從1997年建置船上的安全管理系統開

始、2005年的OHSAS18001、至2012年通

過CNS15506及與船員、海事相關之各項國

際公約驗證，並定期鑑別以確保遵循所有相

關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及國際公約，確實執行

勞工安全教育訓練、風險評估、危害告知，

以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

職災統計

船隊與辦公室職災統計，2015年本公

司船隊與辦公室沒有發生重大工安事故，依

行政院勞動部職業災害統計所定義的失能傷

害頻率與失能傷害嚴重率數值為零。

職能發展與人才培育

職能發展與培育是一個改變的過程，藉

由連續而有系統的發展計畫，增進員工的知

識與技術，改善工作態度，提高工作效率與

生產力，強化工作場所危害辨識、汙染預防

與節能減廢的環安衛意識，進而塑造永續經

營的企業文化。

2015年定期與不定期的訓練包含：新

進人員訓練、師徒導師制度、工安訓練、急

救消防訓練、AEO優質企業培訓、專業在

職培練、國內外受訓、中階主管訓練、公司

治理訓練、品質環保與安全管理系統訓練

等。另對於在職進修與語文進修亦有明確的

補助辦法。

社會公民

船員實習與產學協助

國際公約STCW要求初任正式船員必須

具備有一年海勤實習資歷，為協助國內海事

院校航輪科系畢業有志從事海上工作學生，

本公司樂於提供更多實習與見習機會。國內

海事院校航輪科系在校教學課程之餘，因學

校無法提供實體船舶作輔助教學，為讓學校

師生瞭解船上設備與用途，以及船舶港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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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作業實際狀況，本公司也盡力提供海事院

校航運經營管理科系師生登輪參訪觀摩。

以海運專業扎根教育

公司以海事專業為在地偏鄉學童建構國

際視野，也鼓勵資深員工參與產學合作之專

題講座，將職場豐富經驗不吝傳授給莘莘學

子。

以國籍船員為主力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以國籍船員為主

力，九成以上均是國籍船員，甲板與輪機基

層船員至甲級船員各階層均有聘僱國籍船

員，提供國籍船員完整穩健的工作與養成環

境，亦對台灣的國籍船員培育盡一份力量。

國際海上救援

本公司「中鋼成長輪」(M. V. China 
Steel Growth)於2015年5月8日03:44UTC，

裝載煤礦駛離澳大利亞裝貨港，開往高雄

港途中航經巴布亞新幾內亞時，接獲澳大

利亞聯合搜救協調中心緊急求救信文，即

刻改變航向全速駛往遇險位置，於當天

06:20UTC於廣闊的海洋發現一具手持紅色

燄火信號於一浮板上揮舞求救，並確認該浮

板與一具六人用救生筏相聯結。本船於當天

07:20UTC成功地將六位遇難者救上船，船

名為CHAMPION17的菲律賓漁船。請大廚

製作餐點供遇難船員食用，並先行發給一套

公司制服以供保暖，抵達高雄港由該漁船公

司指定之台灣代理行送返菲國。

贊助社團活動

成立員工愛心社團

本公司同仁自發性的成立了社團「愛心

康輔社」，每年持續投入社會參與相關活

動，包含實物與金錢的捐贈，近五年捐贈與

相關活動情況如下：

外部社團

本公司以航運為專業，透過航運社團平

台，關心討論海運公共政策，不定期透過會

員組織或公共場合向政府機關提供建言給政

府施政參考，以促進海運產業發展。

捐助公益活動

2015年公司贊助文藝、學術與公益活

動經費新台幣220萬元；活動經費贊助包



— 560 —

含：慈善音樂會、真善美合唱團、大提琴演

奏會、籃球鬥牛賽、棒球家庭日、偏鄉志工

活動、企業化民營化與國際化討論會、中鋼

集團教育基金會與文化藝術…等活動。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中鋼運通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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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運通翻新船隊 捍衛海洋

中鋼運通2012年起，發行「企業永續

經營報告書」，參與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

舉辦的「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分別於2013年得到「特優」、2014年榮獲

「銀獎」與2015年獲頒「金獎」等鼓勵，

於每年持續公開透明呈現落實永續經營的努

力下，2016年再獲該基金會評選為運輸業

永續報告「金獎」肯定，成為企業典範。

中鋼養金雞 不忘社會責任

中鋼運通成立於1996年2月，為中鋼百分

之百轉投資的海運物流公司，成立宗旨為「確

保中鋼集團進口原料與出口成品之船運需求

及降低運輸成本」。體認到良好的公司治理和

道德標準外，更須善盡對人與環境等利害關

係者的責任，於是2011年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

(CSR)專案推動小組，由公司各一級單位指派

專責人員組成，負責鑑別檢討利害關係人對

象及永續議題並協助推動與宣導相關活動。

以2016年為例，共鑑別的利害關係人

有九類、永續議題33項，另為加強內外部

雙向溝通，提升服務滿意度，降低環境的衝

擊與工安意外發生，俾能適切將相關資訊傳

達給利害關係人，訂定「溝通、參與及諮詢

管理程序」，使員工充分瞭解公司的政策，

並確保公司政策得以落實執行，員工的期待

亦可透過相關管道傳遞至高階及權責主管。

此外，同時建置CSR網頁專區(http://

csr.csebulk.com)，經常性的揭露公司治

理、利害關係人管理、環保工安與能源環境

管理、幸福企業與社會公民等相關資訊，做

為進一步揭露企業永續經營信息的重要途

徑。另於臉書上建立了「中鋼運通利害關係

人交流專頁」，除了方便利害關係人及社會

大眾點選及閱覽之外，也期盼藉由各界回饋

訊息的觸及性、透明性、即時性、完整性及

互動性，做為持續改善及提高利害關係人滿

意度之依據。

中鋼運通董事長吳俊龍指出，公司一切

營運的基礎都在海洋，深切了解海洋並非其

所有，而是依靠的對象，因此，應該要尊重

自然，保護賴以為生的海洋，以取得生存的

平衡點，維持永續和諧的生活環境。

訂製環保船 四年買入11艘

2012年到2016年之間，中鋼運通公司

共訂購11艘環保船，藉由積極建造環保節

能新船，期望透過新式主機燃燒更完全、更

有效率的省油功效，達到有效節能減碳的目

的。2012年至2015年中運公司船舶載重噸

數增加63.77%， 但整體燃油消耗量反而減

少1.41%，顯示環保綠色船舶節省油耗效果

非常驚人。2016年更積極汰換六艘舊型船

舶，預期可再降低耗油比例與碳排放量。此

外，引進最新國際航行參數管理系統，提升

燃油使用效率，最高可降低3%船舶航行油

耗量，為綠能與環保更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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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運通表示，減緩地球氣候暖化，發

展低碳經濟，帶動綠色產業與綠色能源，將

成為未來國際競爭焦點，中鋼運通公司目前

配合母公司風電事業發展策略，投入離岸海

事工程相關技術研究，目前雖屬規劃階段，

但協助推動「建置國內自主海事工程技術」

能量是其最終的目標。

挺國內就業 90%本國籍船員

近年航運日趨競爭，在成本的考量上，航

運公司多會配置相當比例的外籍船員，以節

省人事薪資成本。中鋼運通公司表示，自成立

以來即以本國籍船員為主力，目前從基層船員

至幹部，約有九成以上均是本國籍船員，提供

一個完整穩健的工作與養成環境，提供國內

更多優質就業機會，為社會注入更多經濟活

絡的力量，並期許成為員工認同的幸福企業。

中鋼運通公司抱著「取諸社會、用諸社

會」感恩的心，成立愛心社團照顧弱勢個人

或團體，關懷原鄉部落孩童教育，踴躍贊助

相關海運、綠能研究機構基金等作為，為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與協助推動國家海事工程產

業發展，有重大貢獻。

近兩年散裝輪景氣低迷不振，船東面臨

了30年以來最嚴峻的考驗，全年平均日租

金遠低於船舶的每日營運成本，預期2017
年散裝海運市場仍是供給大於需求的局面；

但中鋼運通公司表示，將訂定具挑戰性的三

至五年經營目標，並將持續提升經營管理能

力、關注各面向的企業社會責任，並與各利

害關係人維持良好互動，創造多贏局面。

海外出任務  善盡救援責任

吳俊龍說，除了營運之外，對國際海上

救援也義不容辭，所屬船隊「中鋼成長輪」

(M.V. China Steel Growth) 於2015年5月8日，

裝載煤礦駛離澳大利亞裝貨港，開往高雄港

途中航經巴布亞新幾內亞時，接獲澳大利亞

聯合搜救協調中心對發生船難之菲律賓漁船

(船名CHAMPION 17)的緊急求救信文，即

刻改變航向全速前往遇險位置馳援，在廣闊

的海洋發現手持紅色燄火信號的遇難船員在

浮板上揮舞求救，歷經四小時終於成功的將

六位遇難者救上船，除提供餐點供飢腸轆轆

的遇難船員外，也各發給一套公司制服供其

保暖，抵達高雄港才由該漁船公司指定的台

灣代理行送返菲國，善盡國際義務救援責任。

做為中鋼集團一分子，中鋼運通承襲中

鋼優良管理制度、道德行為準則與內部控制

制度，以人性化管理為依歸，強調員工是公

司最重要的資源，並把「成為員工認同之幸

福企業」列為公司重要使命之一。近年持續

進行船隊汰舊換新、實施降低成本活動、船

舶售後租回等靈活經營策略與行動方案，提

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使於海運業務在市場嚴

峻且低迷的景氣下，依然能穩定獲利。

八字訣管理 永遠追求更好

吳俊龍表示，「穩健經營、追求營運績

效與成長，成為國際上卓越的海洋散裝運輸

企業」是公司願景。專業、團隊、紀律、國

際化是中鋼運通的企業文化也是核心價值。

吳俊龍指出，企業的永續經營與成長動

力，有賴全體利害關係人的參與與協助，唯

有持續本著休戚與共及唇齒相依理念，並以

「利益平衡、永續經營」的管理哲學，與所有

利害相關者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在互利共榮

下，追求永續成長。但經營之道，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往後還要持續努力，以最高社會承

擔自我期許，共同為生活環境努力。 (林政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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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SOGO百貨

公司概述

SOGO自2002年加入遠東集團以後，

藉由遠東集團資金挹注，13年內陸續以

「太平洋百貨+遠東百貨」雙品牌策略，於

台灣及大陸陸續展店。SOGO體認，唯有穩

定經營、顧客喜愛、供應商支持才得以永續

發展。近年來消費需求多元化、娛樂化，

SOGO的經驗足以發展成為新型態的百貨商

場，服務更廣大的顧客，期望成為顧客、

同仁、供應商及股東信賴與喜愛的企業。

SOGO營運版圖已跨越

海峽兩岸，目前台灣共

八家、大陸九家，兩岸

共計17家百貨據點。

永續策略

公司治理

董事會為SOGO最高治理單位，設有董

事與監察人，透過股東會根據董監事能力進

行選任，董監事任期為三年一任，得連選連

任之，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代表公司。

董事會是由董事長召集之，平均定期三個月

召開一次，如有臨時議案則另行召開臨時董

事會。2015年召開董事會四次，董事均親

自出席，董事出席率100%，監察人列席率

100%。

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

三大願景

營運獲利最佳

服務評價最好

員工薪資最高

四大核心價值

關懷分享

永續家園

優質生活

文化創新

三大營運方針

創新

優質

誠信

四大經營理念

高品味、高格調

商品豐富、氣氛明朗

親切體貼、安全舒適

正派誠懇、值得信賴

永續策略三面向

經濟面
成為百貨界「社會
企業」最友善平台

▲

 提供場地，讓社會企業進入主流商業通路▲

 提供人才商業訓練、商品包裝與陳列之專業協助▲

 提供SOGO電子商務▲

 一年舉辦一次大型公益活動，為社會企業品牌站台，商品標榜
【SOGO嚴選，食在安心】

社會面
跟黑心商品說NO，
成立「商品安全管
理」部門

▲

 從SOGO CSR網站「商品安全」專區之資訊平台服務，升級為「商
品安全管理」專責部門，設置專職工作人員▲

 深化教育利害關係人商品安全的正確知識▲

 針對熱賣商品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將調查結果提供予供應商，以
鼓勵優質供應商，同時公布於CSR網站▲

 「商品安全小常識」列為SOGO吉祥物「ThanQ」《百》元小學堂
的兒童知識教育項目之一

環境面
成為「減碳標籤」
百貨

▲

 內部：百貨主要碳排放是電力，設立《減碳愛迪生獎》鼓勵減碳創
新提案▲

 外部：SOGO CSR執行秘書小組安排《減碳志工》系列活動，讓
SOGO同仁因參與而產生熱情，因熱情而產生使命感，為
地球暖化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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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下設有營業總經理室與行政總經

理室，營業總經理負責統籌前線賣場營運作

業；行政總經理則管理後勤行政運作，彼此

相輔相成、分層管理、相互分工合作，共同

以公司營運方針為最高指導原則，創造公司

最大利益。

CSR八大計畫
SOGO在2014年底成立「SOGO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由董事長黃晴雯擔任主任

委員，主要職責為推動及監督公司執行公

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環境保護

四大構面的各項專案。主任委員黃晴雯在

「CSR委員會」啟動會議時，宣布「2015
年為SOGO CSR元年」，同時公布2015年
SOGO CSR的八大計畫：

「 C S R 委員會」負責推動及監督

「SOGO CSR八大計畫」。SOGO長期提

出商品創新，提升服務品質，提供精緻購物

空間為己任；在內部擁有完善員工福利、建

立友善職場、深化教育訓練，在外部滿足顧

客需求，提供止於至善的精緻服務，朝永續

品牌的目標邁進。為了永續經營，SOGO需

要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保持合宜的互動關

係。從「CSR委員會」與公司營運關係圖可

知，「CSR委員會」直接向董事會報告，經

董事會同意，CSR提案便可以執行。

法規遵循

SOGO營運過程皆遵循相關法令規範，

且不定期依據最新頒布之法令，新增及修改

內部標準作業程序。各部門對外合約及各項

重要活動之宣傳資料等，均須透過法務室審

核。此外，亦透過每日《朝會日報》之機制

或線上公布欄等管道，向全台各店同仁宣導

法令規範；法務室更定期至各營業據點，

進行法令宣導課程(客訴、個資、賣場安全

等)，確保各項活動均依相關法令之規範進

行。2015年受裁罰事件，皆已完成改善。

隱私保護

鑑於百貨業接觸之個人資料數量龐大，

基於恪遵法律規範及保護顧客個人資料及

其財產隱私之安全，SOGO於2013年籌組

「資安管理委員會」，陸續完成資安管理委

員會組織執掌、個人資料盤點、個人資料蒐

集程序建立、專櫃合約個資條款修訂、全台

同仁個資教育訓練、檔期行銷方式變更等事

件處理程序。

道德價值與廉潔規範

自公司成立以來，SOGO即以最高倫理

標準從事營運活動，透過組織規章、內控機

制，規範全體同仁，在從事商業行為時，應

具備的倫理與責任。工作規則為全員必修課

程，所有同仁到任後，須完成培訓作業，不

定期對同仁進行管理守則、倫理教育與人權

之宣導與釋疑等，強化全體同仁從業道德及

專業能力，期許全體同仁能展現應有之人文

精神。

稽核機制

董事會下設有獨立內部稽核單位「稽核

室」，比照上市櫃公司內控內稽要求，建立

SOGO風險管理策略及各項風險管理制度，

擬定年度稽核計畫，依據稽核結果提出改善

建議、追蹤後續改善成果，定期將稽核結果

年 八大計畫 報告書章節

成立「SOGO CSR網站」，資訊揭露誠信透明 經營創新力

出版《公益年報》，分享社會關懷與環境保護的成果 關懷平台力

推動「商品安全」專案，跟黑心商品說NO！ 優質商品力

申請環保署「碳標籤」，建立百貨碳排放標準 永續技術力

推動「供應商管理」專案，優化採購流程及產品溯源管理 優質商品力

規劃十大數位行銷工具，全面啟動綠色行銷 永續技術力

開闢CSR專欄，內化CSR教育 人才培育力

顧客意見分級管理，提供感動服務滿足顧客需求 貼心服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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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董事會。稽核主管任免須經董事會同

意，另設置專任稽核人員。

參與外部組織

SOGO透過參與外部協會會務，與產官

學各界交流溝通，以火車頭的角色扮演意見

領袖，帶領百貨業共同前進，推動國內外及

兩岸交流。2015年參與的協會有「中華民

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及「台北市百貨商業

同業公會」。

創新經營

SOGO台北大店創新戰略

SOGO忠孝館、復興館與敦化館坐落於

台北精華時尚東區，在2015年成功轉型，

集合「百貨」與「購物中心」(Mall)，跨界

整合三館為一店—「SOGO台北大店」，形

成台北東區時尚購物金三角，提供廠商最佳

的品牌立地表現，創造最佳的獲利體質，發

揮最大影響力。

體驗優化

為提升顧客舒適的購物環境，符合

SOGO「親切體貼、安全舒適、商品豐富、

氣氛明朗」之經營理念，特於2015年依據

全台各店之特色及品牌商品力進行24項改

裝專案。

國際時尚來店禮設計

2015年SOGO大膽突破以往與品牌合

作的模式，首創邀請國際知名攝影藝術家

蜷川實花(Mika Ninagawa)設計周年慶來店

禮，蜷川實花在攝影界有亮麗的成就，曾獲

台北忠孝店
12F/13F 引進誠品新櫃
10F 運動區大改裝
10F 玩具夢想城大改裝
9F 藝品區改裝
4F 珠寶區改裝

台北敦化店
全店改裝－璀璨珠寶盒
引進大型自助餐廳及高級牛排館

新竹站前店
1F 化妝品大改裝
B1F 餐飲櫃位調整

台北天母店
4F/7F 童裝區改裝
2F 女裝全層改裝
1F 女鞋壁櫃改裝

台北復興店
10F 新葡苑、紅花改裝
9F VIP Lounge擴大
5F 新潮少女區大改裝
B2F 小吃街大改裝

中壢店
8F 5家餐廳重新裝潢
5F 紳士休閒大改裝
4F 女裝、珠寶、內衣區 

大改裝 
B1F 小吃街食品區改裝

高雄店
10F 家電寢室用品  
大改裝

9F 運動用品大改裝
8F 紳士休閒區改裝
7F 戶外、休閒大改裝

新竹 店
5F 紳士童裝櫃位調整
1F 女鞋區大改裝
1F 入口擴大

全台改裝專案

台北大店戰略表現

五個第一 強勢業種

台灣第 家百億大店 忠孝

台灣第 家捷運共構百貨 復興

台灣第 家百貨x Mall跨界型態 復興

台灣第 家營收最快破百億的百貨 復興

台灣第 家精品百貨 敦化

精品

業績： 億

市占率：

化妝品

業績： 億

市占率：

台北忠孝店
12F/13F 引進誠品新櫃
10F 運動區大改裝
10F 玩具夢想城大改裝
9F 藝品區改裝
4F 珠寶區改裝

台北敦化店
全店改裝－璀璨珠寶盒
引進大型自助餐廳及高級牛排館

新竹站前店
1F 化妝品大改裝
B1F 餐飲櫃位調整

台北天母店
4F/7F 童裝區改裝
2F 女裝全層改裝
1F 女鞋壁櫃改裝

台北復興店
10F 新葡苑、紅花改裝
9F VIP Lounge擴大
5F 新潮少女區大改裝
B2F 小吃街大改裝

中壢店
8F 5家餐廳重新裝潢
5F 紳士休閒大改裝
4F 女裝、珠寶、內衣區 

大改裝 
B1F 小吃街食品區改裝

高雄店
10F 家電寢室用品  
大改裝

9F 運動用品大改裝
8F 紳士休閒區改裝
7F 戶外、休閒大改裝

新竹 店
5F 紳士童裝櫃位調整
1F 女鞋區大改裝
1F 入口擴大

全台改裝專案

台北大店戰略表現

五個第一 強勢業種

台灣第 家百億大店 忠孝

台灣第 家捷運共構百貨 復興

台灣第 家百貨x Mall跨界型態 復興

台灣第 家營收最快破百億的百貨 復興

台灣第 家精品百貨 敦化

精品

業績： 億

市占率：

化妝品

業績： 億

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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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日本最有權威之「木村伊兵衛攝影獎」，

攝影作品呈現明亮又飽和的色彩，帶來虛實

華麗的視覺效果，強烈絢麗的風格讓人印象

深刻。

SOGO CSR網站

SOGO秉持「用愛 .啟動新生活」的

理念，持續推動SOGO NEW LIFE工程，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2015年7月正式啟動

「SOGO企業社會責任網站」，為台灣第一

個成立CSR網站的百貨公司。SOGO CSR
網站資訊完整，涵蓋經濟、環境、社會三大

面向議題，包含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

關懷和環境永續，以及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

題，如商品安全、供應商管理、《食在好健

康》專刊、利害關係人專區、企業廉潔等，

除了資訊完整，更具有更新頻率高與互動性

佳的特色。

電子商務

在數位資訊與網路蓬勃發展的趨勢下，

面對消費者購物行為的改變，SOGO作為百

貨零售業的領導品牌，積極因應此一潮流，

推出實體店面與線上購物一致性的購物環境

與服務，包含SOGO行動App、電子禮券及

電子商務購物平台。

吉祥物ThanQ

優質商品

為打造「購者安心」的百貨，成為百貨

業界商品安全典範，SOGO在2015年成立

「商品安全促進委員會」，從利害關係人的

需求出發，推動各項商品安全專案，2015
年推動重點可歸結為四大面向：資訊揭露、

飲食安全、監督輔導及教育推廣。

資訊揭露資資訊揭露資訊揭露 飲食安全飲食安全飲食安全 監督輔導監督輔導 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

資訊揭露資資訊揭露資訊揭露 飲食安全飲食安全飲食安全 監督輔導監督輔導 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

1 2
34

5 6

創新議題 更新頻率高

資料齊全友善網頁

設計美觀 溝通窗口透明

▼  42項議題中有16項創新議題，
創新比例38%

▼  創新議題如：商品安全、公益
直購、公益捐贈、公益年報

▼  隨時更新CSR訊息

▼  「商品安全專區」每日
張貼最新許可文件或檢
驗報告

▼  七大專區資料詳盡豐富▼  設有網站導覽及站內搜尋
功能，使用者不會迷路

▼  「用愛啟動新生活」
主視覺點亮CSR願景與
使命

▼  「聯絡我們」詳列窗口姓名、
職稱、分機及Email

▼  「企業廉潔」舉報弊端收件人
為「總稽核」本人

S O G O形象大使

環境保護大使

社會公益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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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安全管理機制：商品安全促進委

員會

為積極管理商品並降低營運之內外部風

險，SOGO領先同業，成立「商品安全促進

委員會」，設立於董事會轄下之「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層級高於行政部門與營運部

門，決策後能夠迅速而確實地執行。

資訊揭露：建置商品安全專區

在高度分工與資訊爆炸的時代，顧客通

常較為缺乏足夠辨識商品潛在危險的專業知

識，僅能根據商品標示提供之說明選擇商

品。經過半年規劃，「SOGO CSR網站」

在2015年7月啟動，成為台灣第一家在官方

網站上創建「商品安全專區」的百貨公司，

專區提供商品安全知識庫、商品檢驗報告、

自主管理成果等資訊。

飲食安全：商品與飲食安全四部曲

為創造讓顧客更安心的消費環境，

SOGO推出「商品與飲食安全四部曲」計

畫，包含揭露前述之商品檢驗報告與輸入許

可資訊，另也要求廠商配合定期管理措施。

監督管理

SOGO致力於改善整體供應鏈之環境，

從供應商選擇與評估、商品選擇到店內的空

間規劃、購物動線及結帳流程，皆在不斷完

善的過程中。

與供應商簽定CSR條款

SOGO以通路的影響力，要求供應商

(庶務類、工程類、百貨專櫃)於換約時簽訂

《企業社會責任條款》，2015年共有2,457
家供應商完成簽署，包含2,110家專櫃廠

商、300家庶務類廠商及47家工程類廠商。

為了持續落實供應商永續管理，2015
年12月CSR委員會通過《供應商企業社會

責任承諾事項》，詳訂供應商產品及服務責

任、勞工權益和人權保護、商品安全和食

品衛生與環境保護須依循之CSR原則與精

神，並確保供應商持續改善其永續效能與運

作機制，預計於2016年度換約時與各供應

商簽訂。

貼心服務

SOGO以日系百貨精神，持續在服務、

商品與設施等三面向，展現對顧客的「貼心

服務力」，自服務人員應對禮儀、作業制度

規畫及硬體措施的設置與維護，均以顧客之

安全與舒適為考量，全台提供148項感動服

務，以期達到「服務評價最好」之目標。

SOGO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受顧客肯

定。有近七成顧客表示認同SOGO持續將企

業社會責任融入日常營運的作法，有高達

78.6%顧客認同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將助於

企業形象提升，且近八成顧客認為SOGO是

一家值得信賴的百貨公司。在顧客的支持

下，SOGO將繼續發揮通路力量，照顧利害

關係人的權益。

滿意度調查

2015年 2014年

53.30%數位行銷

76.47%商品安全

64.04%
64.03%

消費者權益

74.04%
74.97%

再購買意願

65.80%
67.39%

忠誠度

74.78%
73.59%

品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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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環境

為了營造安全的購物環境，SOGO定期

由營業部門、工務部及警備課同仁進行賣場

安全與整潔維護督導；逢店內進行裝修工

程，則每日派員巡視各工地之人員管制及防

災措施是否妥善；日常則加強清潔洗手間，

並避免地板濕滑。SOGO實施至少21項檢

測，包含二氧化碳氣體濃度、噪音、可燃性

氣體、飲用水質、各項設備安全等。此外，

為強化消防安全，每半年進行消防安全靜態

及動態演練一次，以確保全體同仁了解緊急

應變程序，保障顧客安全。各店亦設置自動

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並安排同仁

完成急救人員技能訓練，取得衛福部「安心

場所認證」，給予顧客安心消費之環境與服

務。

永續發展

「低碳是S O G O最美麗的承諾」，

SOGO在2015年以永續技術力面對氣候變

遷帶來的風險，打造低碳百貨，並獲政府及

認證機構肯定，未來將持續針對同仁、顧客

與社區推行環境保護。

引領產業減碳與世界同步

2015年3月啟動碳管理、水管理專案，

創下多項百貨業第一，成為百貨業因應氣候

變遷的重要里程碑。

綠色行銷

SOGO力行綠色行銷策略，一律以環保

油墨印刷紙本DM，減少環境汙染。2015年
更將數位行銷、綠色行銷列為重點計畫，以

十大綠色行銷工具提供顧客便利且快速的購

物資訊同時，減少紙張使用，讓行銷與消費

過程更環保。

能資源管理

SOGO自詡成為「綠色百貨」，在日常

營運中實踐環保理念，並於內部執行自主環

保行動。未來將持續深化碳管理，推動能資

源節約KPI管理，短期規劃導入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並評估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暨

減碳行動四要點

大綠色行銷工具

■ 太陽能發電系統

■ 雨水回收系統

■ 環境自動控制系統

■ 節能燈具

■ 省水標章衛生器具

節能設備

■ 開發數位化行銷工具

■ 引進環保概念禮贈品

綠色行銷

■ 百種以上植栽

■ 設置自行車停車場

■ 規劃綠色商品專區

館內設施

■ 推出低碳教育兒童繪

本《三片葉子的秘密》

■ 舉辦百貨低碳教育小

旅行教育體驗活動

環境教育

大
綠色行銷
工具

大
數
據

線
上
購
物
館

電
子
抵
用
券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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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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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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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百貨

品牌滿意度

我對SOGO商品與服務的整體印象良好 SOGO的商品能提供愉悅的感覺

SOGO的商品讓我感到信任我認為SOGO是一家值得信任的百貨您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將助於企

業形象的提升
您對於SOGO持續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
日常營運的作法表示認同

我喜歡SOGO的商品與服務
SOGO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讓我對品牌的
好感度增加

SOGO的服務讓我感到滿意
您對於SOGO在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資
訊的揭露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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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作業。

社會參與

人才培育

SOGO近30年的展業過程，仰賴全體

同仁的共同努力，達成目前的經營成果。

SOGO透過完善的制度及訓練規劃吸引人

才，讓同仁在此創造自我價值，並實現職涯

成就。SOGO提供優於同業之薪酬制度及福

利措施，讓同仁兼顧工作、家庭與健康之平

衡。

員工權益薪酬與績效

SOGO不分性別、年齡、種族等因素，

規劃公平、合理、具競爭性的薪酬制度，針

對大學畢業生發給最低敘薪29,000元，優於

法定標準45%，優於大學畢業新鮮人基本薪

資31%。

溝通管道

SOGO透過內部E-HR網站、EIP網站、

布告欄公告、員工意見箱、書面信函、說明

會、行政通報、朝會日報、勞資會議等多元

溝通機制暢通，強化勞資雙方之溝通；稽核

室亦設有申訴電子信箱，提供同仁保密且

安全之申訴機制。SOGO建立良善勞資互動

關係，創造勞資雙贏，2015年並無同仁向

主管機關申訴之案件。若營運遭遇重大變

化，其影響擴及同仁時，SOGO亦將遵循勞

動基準法規定之最短預告期告知員工相關資

訊，以保障同仁權益。SOGO各店每三個月

減碳行動四要點

大綠色行銷工具

■ 太陽能發電系統

■ 雨水回收系統

■ 環境自動控制系統

■ 節能燈具

■ 省水標章衛生器具

節能設備

■ 開發數位化行銷工具

■ 引進環保概念禮贈品

綠色行銷

■ 百種以上植栽

■ 設置自行車停車場

■ 規劃綠色商品專區

館內設施

■ 推出低碳教育兒童繪

本《三片葉子的秘密》

■ 舉辦百貨低碳教育小

旅行教育體驗活動

環境教育

大
綠色行銷
工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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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成果

制定百貨零售業產品類別規則（ ）

SOGO依據「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與環保署共同制定百貨零售業之碳

排放標準，盤查碳排放，通過環保署驗證。未來百貨零售相關之同業，可引用

SOGO訂出之PCR，計算其碳足跡，期許大家共同為低碳家園而努力。

碳標籤

2015年9月11日正式通過審查，成為台

灣第一個獲頒「百貨零售服務碳標籤」

（碳標字第1514719001號）之百貨品

牌 ，標示「百貨零售服務」碳足跡：

50g CO2e／每平方公尺．每小時。

查證碳足跡、水足跡

天母店經碳足跡盤查，從原料取得、服務及廢棄物處理階段等過程檢視，碳足跡

為52.17gCO2e／每平方公尺．每小時。水足跡盤查之結果，藍水足跡與灰水足

跡為15.62公升／每平方公尺．每小時。未來將在此次盤查結果的基礎上，持續

推動節能節水行動，全面提升資源運用之效率，實踐永續家園的核心價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減碳行動獎》特優獎

2015年由SOGO天母店代表，首度參加減碳行動獎之競賽，以節能設備、綠色措

施及深耕環境教育為核心，讓減碳行動延伸至賣場，影響力擴及消費者及周邊社

區。在1000多個參賽單位中，獲評審高度肯定，獲頒特優獎，亦為百貨業唯一

獲獎者。

優於新鮮人
基本薪資

年
平均調薪

優良主管
績效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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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勞資會議一次，由勞資雙方協商勞方權

益，各店勞方代表共25人，約占全公司人

數1.5%。

員工福利

SOGO以多面向之福利措施，給予同仁

最友善與貼心之照顧，特別是每年固定提供

四次獎金、有薪生日假、設備完善的醫護

室，以及國內外員工旅遊。

職場安全與健康照護

職場安全

SOGO領先零售服務業，寫下連續三年

榮獲《台北市勞動安全獎》的紀錄，為持續

提升職場安全與衛生水準，SOGO設置一級

單位勞安室，2015年巡檢時數1,152小時，

較前一年提高150%。

勞工安全衛生健康教育訓練

2015年進行52場次、1,267人次之勞工

安全衛生健康教育訓練課程，課程包含消防

器材實務操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等課程，

以及紓解壓力及改善身心疲勞技巧教學與健

康管理活動等。此外，對於專櫃人員、承攬

商等非直接雇用人員，亦規劃職場安全衛生

管理、健康促進、AED+CPR等教育訓練及

宣導。2013至2015期間，全體工作者無發

生法定重大職業災害。2015年公傷件數較

2014年減少40%，顯見教育訓練之成果。

工作與生活平衡

讓同仁放鬆身心、提升生活品質，促進

工作與生活平衡，每年舉辦各種主題活動，

包含「一起愛地球」環境永續活動、「一起

愛生活」邀同仁一同享受生活美好、「一起

愛運動」為健康動起來。另也定期舉辦員工

旅遊，並鼓勵同仁籌組社團，增進同仁交

流機會。2015年起為鼓勵同仁延續服務精

神、發揮人文關懷、促進個人成長，開放每

人每年可申請10小時帶薪志工假，2015年
共77位同仁申請441.5小時志工假。

專業培力 同仁成長
SOGO針對不同部門、不同職階之管理

職能與專業職能規劃完整的訓練課程，包含

新進訓練、職能培訓、管理職能培訓及成長

學習課程。

社會關懷

通路與品牌是SOGO的優勢，SOGO與

太平洋崇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太平洋崇光文

教基金會通力合作，發揮通路優勢，集結百

貨、供應商、顧客及公眾的力量，以SOGO 
NEW LIFE工程之四大主軸，打造SOGO特

有之社會關懷精神，關注企業永續議題，並

持續為弱勢注入關懷的暖流。

SOGO NEW LIFE，用愛啟動新生

活！

1988年SOGO成立「財團法人太平洋

2015年6月「GO GO保齡球大賽」共193人參與

全體同仁一起愛運動，增近健康又能拉近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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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光文教基金會」，以提升全民文化藝術、

生活品味為宗旨，長期推廣文化交流、舉辦

各項文教活動。有感於社會上仍有許多需要

協助面向，於2000年成立「財團法人太平

洋崇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延續SOGO取之

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致力於社會福利及

慈善活動的推動。

關懷分享NEW LIFE：善意活水

SOGO以善意(Good Will)集結各方

資源，蓄積與流動著綿延的公益活水。以

「SO GOOD好小孩少年楷模」為例，自

2011年起，SOGO與太平洋崇光社會福利基

金會舉辦「SO GOOD好小孩少年楷模」徵

選，由各縣市國小和社福機構，舉薦全國弱

勢、特殊境遇的國小學童。2015年徵選主

題為「看見生命的光芒」，獎助樂觀向上的

低收/中低收入戶、清寒、疾病與身心障礙

等國小學童，共有33位少年楷模獲贈獎學

金鼓勵。在台北舉辦的頒獎典禮，特別專款

補助交通費和住宿費，讓來自不同城鄉的優

勝者與親友有機會一同北上，體驗大都會生

活、造訪百貨公司及享用美食。SOGO亦特

別策畫邀請少年楷模的偶像，以實際到場或

拍攝影片之方式，祝福少年楷模得主並為

其加油打氣。至2015年，五年來已有10名
少年楷模獲頒「總統教育獎」，足見「SO 
GOOD好小孩少年楷模」是民間積極培育

希望種子、關懷弱勢的公益搖籃。

永續家園NEW LIFE：綠色實踐

全台SOGO根據各店特色結合地方需

求，發展出多元的綠色實踐模式。以農社企

周為例，SOGO積極承接企業社會責任的理

念，發揮通路力量協助推廣農社企優質商

品，率全台百貨之先，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舉辦訴求「吃一口美味、吃一口文化、也

吃一口社會責任」的「農社企周」活動，

在2015年12月邀請13家農社企於忠孝店直

營超市Fresh Mart舉辦為期一周的「農社企

周」活動，SOGO提供宣傳資源，並以通路

經驗分享包裝陳列的技巧。

關懷分享的善意活水

公益直購

 SO GOO 好小孩的耶誕心願

二手衣、二手書捐贈
公益直購

公益捐贈
 SO GOO 好小孩少年楷模

上游

集結消費者信賴的

通路品牌

是活水源頭

中游

公益夥伴、合作單位

如同支流注入更多

的資源

下游

產生的效益如潺潺

的河流

沖積孕育了平原的

生命

集結消費力量

公益夥伴合作

獎助特境發展

8

課程受訓總人時數占比專業培力課程統計

開課次數 開課總時數 受訓人次 受訓總人時數

基礎教育 32 57 800 1,948

營業職能 41 86 1,061 2,452

專業職能 69 138 1,372 2,043

管理領導 6 11 251 468

成長學習 46 81 1,192 2,551

訓練專案 67 838 793 8,955

其他課程 54 53 1,678 53

總計

訓練專案

基礎教育

營業職能

成長學習

專業職能

管理領導其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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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生活NEW LIFE：價值內化

SOGO持續透過時尚專刊的編輯、大型

賽事，以及各分店的在地推廣，傳播與形塑

優質生活的價值觀。

文化創新NEW LIFE：美力再現

SOGO從文創設計、美學推廣、國際品

味、禮節教育，以及搭配各店特色的在地藝

文活動，全面形塑生活上的文化美感。

CSR得獎紀錄

優良哺乳集乳室認證（忠孝店、復興店、天母店）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專案推動於

年

打造「商品安全」典範， 萬人次受惠

榮獲《遠見企業社會責任》楷模獎

主辦單位：遠見雜誌

專案推動於

年

榮獲《環保署》「減碳行動獎」特優

主辦單位：環保署

北市百貨第一家！ 餐飲衛生認證 過關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榮獲《 台灣企業永續獎》服務業銀獎

主辦單位：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百貨第一！ 榮獲環保署「碳標籤證書」

主辦單位：環保署

榮獲《社會責任最傑出獎》代表台灣角逐 大獎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

連三年獲北市勞動局《勞動安全獎》肯定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楷模獎

環保署減碳行動獎

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

社會責任最傑出獎

遠 企業社會責任楷模獎

(資料來源：太平洋SOGO百貨2015企業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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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O落實CSR信念 做百貨領頭羊

「做世界最好的企業、做對世界最好的

企業」，太平洋SOGO百貨定調2015年是

SOGO「企業社會責任CSR元年」，並以此

為永續志業，盼將CSR落實在每一個服務或

硬體設備環節之中，而此SOGO董事長黃晴

雯對落實CSR的信念視之為SOGO的薪火，

永不歇息。

永續發展 跟上國際腳步

SOGO從第一年開始執行，SOGO即站

在接軌國際的宏遠視角，落實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以百貨通路的角色與資源，回應聯合

國發布的「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

故事要從SOGO CSR推手黃晴雯董事

長的日常說起。黃晴雯曾拿下校園民歌第一

名，平日涉獵各種類型的音樂為其興趣之

一，偶然間聽到《We Love the SDGs》這

首闡述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的歌曲，

SDGs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
縮寫，譯作可持續發展目標，該歌曲輕快、

正面、感染人心。

作為喜愛音樂同時長時間擔任媒體管理

者，黃晴雯敏銳地認為這是一個具有理想又

切合實情的目標，而SOGO身為國內百貨零

售界的領頭羊，一定要跟上國際的永續發

展腳步；因此，決定在截稿前夕，將SOGO
的CSR報告書中「董事長的話」做全盤修

正。

17項目標 串聯經營實務

當時執行秘書小組主管原以為只需要修

改「董事長的話」，沒想到黃晴雯的期盼是

更上層樓，要做到與世界接軌，她當時說

「讓我們的CSR與世界接軌，以聯合國剛

出爐的SDGs的17項目標，與SOGO現行的

永續目標產生連結。」因此，SOGO CSR
報告書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同時，必須掌握

SDGs所傳遞的關鍵價值與SOGO文化價值

之間的聯結性。

為此，SOGO找出其中七項SDGs目
標，做為SOGO未來深耕的永續方向，包括

消除飢餓、性別平權、良好工作及經濟成

長、永續城鄉、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氣

候行動、公平、正義與和平等。

SOGO更進一步發展出相對應的永續行

動，例如：與供應商簽訂「CSR條款」、與

小農合作「農社企周」、取得環保署「碳標

籤」、舉辦「低碳教育小旅行」活動、發展

數位行銷、成立商品安全專區、舉辦「少年

楷模」徵選、「兩岸兒童繪畫比賽」等。

這些幾乎都是「百貨第一」或「百貨唯

一」的永續行動，SOGO希望展現最佳經營

成果的同時，也帶給利害關係人以及這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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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最踏實的貢獻與回饋，因為，SOGO誓願

「做世界最好的企業，做對世界最好的企

業！」這個承諾，成為SOGO永續步伐的指

南針。

把關食安 把規範規格化 

舉例來說，SOGO打造食安環境，不僅

自己做，還要起「母雞帶小雞」之效用，串

聯員工、顧客、股東、供應商、學校、社

區、一般民眾、媒體等八個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一環扣一環下，提升顧客對SOGO所販

售食品的安心程度，目前顧客優先至SOGO
購物意願提升至79%。

黃晴雯表示，SOGO是百貨業第一個、

亦是唯一一個跟廠商訂有企業責任條款，

SOGO的官網亦有食品安全的專區，消費者

可以查詢商場內逾2,000筆的商品資料。對

內則不斷溝通食安把關觀念，包括教育員

工、廠商，都是不厭其煩一步一步落實，不

僅自我要求，還進一步把規範規格化，成為

常態可供依循的做法。

SOGO推動「商品安全」專案，為國內

零售通路之首創，於廠商合約中增加「企業

社會責任」條款，持續落實監督專櫃原物

料來源，以確保消費者安全；並透過SOGO
「商品安全促進會」規劃執行18項行動方

案，至今已投入954萬元、動員1萬513人
次，大幅提升顧客對SOGO的信賴度，最新

市調，顧客優先至SOGO購物意願提升至

79%。

細節管理 主動送檢禮盒

黃晴雯指出，百貨業要真正去做食安管

理要有很大的決心，因為過去並無規範可

循，一切須從主動保護消費者的立場出發，

再引進國際作法來參酌。例如，進來SOGO
用餐，相關廠商每周都做評鑑，激勵廠商各

自爭取好的食安把關表現，開啟良性循環，

讓把關食安上能產生良性競爭。不僅如此，

SOGO遇到三大節慶，也主動把禮盒、裝食

物的器皿送檢，落實到每一個細節去。

在執行面上，為落實將永續責任視為

經營的核心要素，SOGO成立「CSR委員

會」，直接隸屬於董事會轄下，由黃晴雯擔

任主任委員，主動發行第一本企業永續報告

書，並成立百貨業第一個CSR網站，為業界

立下重要里程碑。

獲獎無數 百貨業模範生

SOGO以通路的核心優勢，發揮平台

力，從利害關係人的需要著眼，集結同仁、

供應商、顧客及公眾的力量，在經濟、環

境、社會面向皆獲各方肯定，榮獲《台灣企

業永續獎》服務業金獎、《遠見雜誌企業社

會責任獎》楷模獎、資策會《品牌服務業科

技創新卓越獎》、環保署《碳足跡標籤》、

台北市勞動局《勞動安全獎》等14個大小

獎項，有百貨CSR模範生之美稱。

在SOGO所執行的眾多CSR專案當中，

連結最多資源的是「商品安全」專案。在黑

心商品充斥年代，SOGO打造百貨界第一且

唯一的「商品安全管理」典範，聯合2,579
家供應商及外部單位的力量，以「四管齊

下」方式全面而深入地推動，讓利害關係人

有感。

包括建置「商品安全專區」追溯近

2,000筆原物料、商品檢驗報告。厲行自主

檢查，69家專櫃獲得衛生局〈餐飲衛生分

級認證〉。與廠商簽訂《企業社會責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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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全面提升管理要求。並透過課程、比

賽及體驗活動，宣導推廣安全飲食，整體專

案使152萬人次受惠，徹底發揮通路的影響

力。

友善農業 闢健康生活圈

落實商品安全是基礎，SOGO更進一步

積極打造健康生活圈、支持永續友善農業。

SOGO率全台百貨之先，提供商場營業空間

給訴求「吃一口美味、吃一口文化、也吃一

口社會責任」的「農社企周」活動。SOGO
以深厚的營銷Know-how與行銷資源，輔導

13家農社企包裝技巧、品牌形象經營、進

配貨管理等，為期七天活動締造百萬銷售佳

績，完成農社企產品進入市場競爭的最後一

哩路，並強化其產銷結構，延續永續共好的

在地農情。

此外，「低碳」是SOGO最美麗的承

諾，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SOGO成為

零售業的先鋒，與環保署共同制定「百貨零

售服務業」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盤查碳

足跡與水足跡，成為第一個獲頒〈碳標籤〉

(碳標字第1514719001號)的零售業品牌。

SOGO還視全台各店結合地方需求，發

展出多元綠色實踐模式。例如，天母店為社

區學童打造「低碳教育小旅行」活動，安排

服務體驗、繪本共讀、低碳足跡尋寶以及低

碳飲食DIY的行程。 (陳景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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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金融大樓(101)

公司概述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於1997年
10月由11家台灣民間企業聯合組成，為配

合政府的「亞太金融中心」政策，在當時

新規劃的中心商業區-信義計畫區成立台北

國際金融中心。本公司與台北市政府簽署

台灣第一個大型「興建–營運–移轉(Build-
Operate-Transfer，BOT)」專案，從政府取

得公有土地的開發權，開始規劃建造高度

508公尺，地上101層，地下五層的台北101
綜合開發案。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辦公

大樓、購物中心及觀景台的經營管理，在

「將台北帶向全世界(Bringing Taipei to the 
world)」的使命下，每年不斷追求自我突

破。為了讓世界看到台灣對低碳經濟轉型的

重視，即使101大樓在興建時並不是以綠建

築設計起造，但透過不斷的努力與改善，

101大樓蛻變為現今世界最高的綠建築。

營運績效

2015年台北101穩定成長，稅前盈餘為

24.53億元，較前年增加3.77億元，成長達

18.16%；稅後純益20.36億元，增加3.14億
元，成長率達18.23%。

企業願景

台北101的願景為「成為世界超高建築

經營管理的典範」。為此，我們不斷在管理

創新、效率經營、環保節能、安全營運、優

質服務、社會關懷及企業社會責任等各方面

追求卓越，以超越完美的最佳品質。

肩負著將台北帶向國際舞台，並將國際

脈動帶入台北的重要使命，身為國際知名最

高綠建築的我們，持續以創新及前瞻性思考

經營管理辦公大樓、購物中心及觀景台，秉

持著核心價值「SPIRIT」，以熱情提供服

務，以正直的態度執行我們的業務，尊重我

們的利害關係人，並強調創新精神及團隊合

作，共同合作超越自我標準。

SERVICE

PASSION

INTEGRITY

RESPECT

INNOVATION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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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策略

台北101於2011年取得LEED白金認證

以來，積極推廣綠建築，並熱烈響應環境

倡議。近年來，更將「綠」的定義，由環

境延伸到產品、社會、公益等各個永續面

向中。未來，我們希望台北101在世界仍

不夠永續的大趨勢中，成為世界必須轉型

邁向低碳永續的指引，為此台北101於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選擇十項與本公司業務相

關的永續發展目標做為向前邁進的策略指

引。

利害關係人溝通

台北101擁有廣大與多樣的利害關係

人，因此需以系統性方式鑑別重要之利害

關係人。於2013年度，我們召集所有部

門以會議討論的方式，並參照AA1000利
害關係人議合標準(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針對利害關係人對

台北101的依賴程度、影響力、關注程度、

責任和多元觀點五個面向進行評估，並篩選

出八類重要的利害關係人。2014年，我們

以2013年鑑別之利害關係人群體為基礎進

行標竿比較，作為調整之依據。2015年，

對  

 

10.77
17.23

20.36

+0.31%

+2.48%

+1.51%

2015

4,598 4,224

7,287

42% : 58%
70%

94.5%

BS10012

1 32 3

3.3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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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延續2014年的做法，以2014年利害關

係人群體為基礎，依據所屬產業之同業標竿

比較，及訪談高階主管與部門同仁等，作為

調整之依據，鑑別出10類重要的利害關係

人。

重大性議題辨別

本年度報告書內容係依循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所
發布的第四代(G4)永續報告書指南編製，

強調報告書資訊涵蓋的基本範疇應與合併財

報的組織邊界一致，並且僅須針對本公司在

經濟、社會及環境具有重大衝擊，及利害關

係人最為關注的重大性議題，說明本公司的

管理方針、執行狀況及相關績效。

公司治理

台北101不僅樓高最高，在營運管理上

也一直精益求精，自詡為永續治理的最高楷

模，一向以最高標準建構公司的治理環境。

我們相信，對台北101內眾多具指標性的租

戶來說，台北101自身完善的治理環境及嚴

謹的管理，能讓台北101成為租戶們放心、

安心與驕傲的商業夥伴。

因此本章節將敘述台北101的組織架

構、董事會成員組成與運作等公司治理框架

與機制，並說明我們如何透過建立誠信正直

的企業文化，強化核心理念與行為準則的實

踐，以及近年來台北101如何將嚴謹與高標

準的管理標準與態度延伸至外部價值鏈，深

化供應商管理，打造具包容性與永續性的合

作關係，以全面展現我們對利害關係人所關

心的公司治理、誠信經營、法規遵循以及價

值鏈管理等重大性議題的重視與回應。

穩健治理機制

台北101除了有良好、穩健的公司治理

機制，我們專業的經營團隊也持續為公司注

入活力，以前瞻性的思維推動企業創新與變

革，以掌握永續契機。

責任經營

台北101身為台灣的最高門戶，各項舉

措都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擔負著維護台灣形

象與聲譽的使命，因此我們特別重視「誠信

正直」，我們公平、公正、公開的誠信經營

原則，早已深入內部文化，並在價值鏈中發

揮正面影響。

共創永續價值鏈

台北101的價值鏈上游包含眾多外包廠

商，如保全業、清潔服務業、垃圾搬運業、

環境衛生及汙染防治業、園藝業與停車管理

業等，攜手致力提供乾淨、安全、美觀之辦

公大樓與購物中心給租戶與顧客。

營運安全

台北101在初始建設時，已將建築物本

身結構設計為耐震及抗強風，並建置完善的

救護設備及保全系統，以避免人為災害或任

何緊急狀況造成人命傷亡。為降低危害發生

的威脅風險，我們也制定相關的應變流程，

定期舉辦相關演練與教育訓練，以提升全體

人員的危機意識及安全知能。

產品安全

對台北101而言，我們提供的最直接產

品就是建築物本身，因此注重產品安全的我

們特別針對建築物內的緊急救護、傳染疾

病、公共衛生等設立嚴謹的管理規章，並致

力營造舒適安心的環境，以提供安全優質的

辦公大樓與購物中心環境給租戶、顧客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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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員工。不僅如此，台北101也嚴格要求

租戶提供的食品必須安全衛生，設立四重查

核機制加強為顧客把關。

職業健康與安全

台北101守護租戶、顧客安全的同時，

也同時關心內部員工與外包廠商員工的職業

健康安全。因此，我們制定完善的管理方針

來降低職業傷害的可能性。

永續發展

人類經濟活動不但對於地球生態系統造

成衝擊，同時也危及到生存的環境。為因應

氣候變遷，我們必須同心協力進行減緩和調

適的行動。台北101身為台灣地標及摩天大

樓經營典範，更是以身作則，承諾善用地球

資源，期許凝聚各方的共識及力量，共同實

現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

本章節先介紹台北101的環境管理政策

與綠建築的升級計畫，再依序揭露2015年
與能源、溫室氣體排放、水、與廢氣物的管

理績效，最後再闡述我們所做的環境友善措

施與產品，涵蓋的重大性議題包含綠建築管

理與推廣、能資源使用與排放管理，以及環

境友善措施與產品等。

綠建築管理與推廣

台北 1 0 1 深知建築物和企業營運

過程中會造成的環境衝擊，我們發揮

「TAIPEI 101」六大特質其中的二項，

「創新」( Innovat ion)及「環保意識」

(Environment)，不間斷的記錄、分析、改

善營運環境數據。辦公大樓、購物中心與觀

景台皆有採取相對應的環境管理行動，也對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做出因應措施。

我們在不影響租戶舒適滿意的條件下，

持續訂定節能項目及據以執行，對用水、用

電量即時紀錄及定期進行解析，並藉此提出

改善對策，同時每年盤查公司溫室氣體排放

量狀況，對於可以著力的任何一個降低環境

衝擊項目皆付諸最大的努力，以善盡企業對

環境之責任。

Green On計畫
台北101自營運初始即視環保責任為優

先要務，更於2009年11月起踏出綠色環保

新的一步，全面啟動Green On計畫。此計

畫包含七大方向綠色行動，持續發揮能源最

高效能，2015年並爭取更高認證的LEED白

金級v4升級認證，發揮倡議高度，支持低

海拔山林保育及台灣綠電能源發展。我們將

於本章中陸續闡述其做法與成果。

Green On計畫向社會大眾推廣「10+1」
項綠色行動落實到日常生活中。「10+1」是

指十項綠色行動加上一個持續不斷的決心，

因為改變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而且只有大

家一起長時間持續努力才能夠改變我們的未

來。同時，我們也製作專屬活動網頁，向大

眾介紹此計畫以及即將進行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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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使用與排放管理

於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

約國大會(COP21)中，全球65個國家之450
個企業的執行長已承諾設定減碳目標。對台

北101而言，巴黎氣候協議如同信號彈，代

表低碳轉型的契機。

節能績效

2015年度的總用電量為8,639.7萬度，

其中辦公大樓耗用49.53%，購物中心耗用

43.34%，停車場占7.13%。2015年度辦公

大樓總用電量較前年度增加4.3%。若以單

位能源強度(EUI，Energy Use Intensity)的
角度來看，一平方公尺的辦公大樓地板面積

平均耗費的能源較前年度增加3.72%，而一

位租戶或員工平均所耗用的能源亦較前年度

增加3.76%，主要原因為LEED專案執行，

增加設備運轉測試時間、次數及氣候變遷外

氣溫度升高。有別於辦公大樓，2015年購

物中心年度總用電量較前年度減少0.62%，

而一平方公尺的購物中心樓地板面積平均耗

費的能源較前年度減少0.62%，顯現以下節

約能源措施成效。

基於氣候變遷因素增加空調用電，以及

大樓出租率攀升、觀景台遊客數增加等原

因，我們雖未達成2014年所訂定於2015年
減少辦公大樓及購物中心能源密集度2%的

目標(能源密集度單位為kWh/m2・year)，
但台北101仍持續採取節能措施，與台灣

電力公司簽訂『空調系統自動需量反應措

施』，以「減少用電就是發電的概念」配合

尖峰時段用電的節約。台北101運用電腦智

慧偵測系統，在空調系統冰水主機所在位置

安裝自動需量反應系統連線，執行空調系

統之『需量反應事件』；系統將於約定時

段，壓低10%契約容量，避免尖峰過載，讓

所有用電戶都有電可用。同時，台北101於
2015年以每度電1.06元的價格向台電公司認

購101萬度綠電，相當於2,400坪太陽能板的

發電量，並等於五萬棵樹的減碳效果，成

為2015年第一家認購綠電超過百萬度的企

業，實現綠色環保企業理念。

節水績效

以辦公大樓(含觀景台)年度用水量來

看，2015年總用水量較前年度增加1.50%；

建築物用水強度則較前年度增加0.96%。用

水量增加之原因是企業租戶員工由2014年
的12,150人增至2015年的12,214人。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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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心年度用水量來看，2015年總用水量

較前年度增加1.89%。然而，以建築物用水

強度來看，則較前年度增加2.07%，原因為

購物中心承租戶及公共區使用用水增加，

到訪人數2014年12,295,208人、2015年的

12,273,345人。

社會參與

幸福職場

台北101深知能有今日的經營成果，源

於員工的努力與付出，奠定了企業永續發展

的基石。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將每位員工視

為最重要的家人、重視並保障員工權利，提

供優渥的福利及職涯發展空間、積極培育核

心人才。如此，不僅可提升員工工作滿意

度，更能夠凝聚員工共識、提升員工對本公

司的認同感，進而建立和諧的工作環境，共

同創造更大的企業競爭力。

員工薪資及福利

台北101提供員工優於市場平均的員工

薪資，以及其他非財務面的資源，包含：基

本人權維護、晉升及輪調制度、退休政策、

後勤服務、育嬰假與完善的福利制度

員工訓練與溝通

我們重視員工專業能力及領導能力，以

著重於個人職務需求、職涯發展及公司成長

需要為導向，訂定教育訓練計畫，並設有勞

資溝通機制。

客戶關懷

台北101為台灣的知名地標，也是高級

時尚的象徵，具備多項優勢的台北101成為

國際知名跨國企業和高級品牌商家的運籌中

心，同時也是全國知名的購物商場，我們並

不以此而自滿，仍不斷提升服務素質，憑著

專業的優質表現，滿足了多元化和多樣需求

的租戶與顧客們，使其在經營發展、觀光、

逛街時較無後顧之憂，同時透過舉辦各式豐

富活動，進而拉近距離。

社會參與

台北101致力成為世界最高的公益平

台，持續以實際行動關懷與協助社會弱勢團

體，成為優質社福團體及弱勢族群的堅強後

盾。我們期望藉由台北101的影響力，讓更

多企業跟進，共同為社會創造更美好的價

值。

愛心點燈

台北101為喚起社會大眾對特定族群或

特定議題的重視，常以點燈的方式期盼點亮

大眾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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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燈案例：世界關懷自閉症日101點亮藍燈

2015年4月2日為「世界關懷自閉症

日」，台北101於當日將大樓眉燈切換成為

藍燈，響應美國Autism Speaks-Light It Up 
Blue全世界「看見光、找到愛」點亮藍燈關

懷活動，期盼藉由點燈喚起各界對自閉症的

重視，並具體以「尊重、支持、接納」—行

動關懷的態度關懷自閉症者，提醒大家早期

發現與及早療育的重要。信義聯盟共有14
間企業響應亮燈，另外五間以繫上藍絲帶表

示行動支持。

社區投資：信義商圈聯盟

自2014年開啟了信義商圈攜手合作的

第一步。由台北101號召信義商圈的品牌企

業及辦公大樓經營者，齊聚商討信義商圈的

發展方向，期望集合各方優勢，讓信義商圈

聯盟發揮最大功效後，2015年除上述提到

的世界關懷自閉症日與世界早產兒日相應點

燈外，信義商圈於3月28日亦有25間企業響

應地球關燈一小時的活動。

慈善活動

台北101為盡北方廣場認養單位之責

任，於2015年增加不同活動來強化場地的

活用及增加人潮，同時部分活動添加公益活

動，希望呼籲民眾能一同共襄盛舉。

慈善活動案例：用愛翻轉 成就夢想-紳士之

夜

2015年，台北101號召購物中心內的國

際精品品牌、大樓企業租戶與頂級尊榮會員

等近200名貴賓一同共襄盛舉「紳士之夜」

慈善晚宴，集結多數力量發揮加乘的公益效

用。

現場拍賣TOD'S、dunhil l、夏姿、

a.testoni與TUMI五大國際品牌的男性經

典商品，以及1瓶台北101與頂級威士忌

品牌Mortlach合作的聯名紀念酒款「慕赫

2.81TM 25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台北101限量

版」(全球僅11瓶)，共募得162萬元，並全

數捐助「台灣義築協會」。

「台灣義築協會」長期致力於偏鄉地區

的古蹟、建築修復工程，旨在重建老舊、閒

置空間，進而提供給藝文工作者進行培育學

習與創作，落實給予年輕一代文創業者可以

盡情發揮才華的資源與環境。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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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4

2014

2015

2016



— 584 —

(資料來源：台北金融大樓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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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101 變身全球最高綠建築

不追求第一世界超高大樓的美譽，而要

追求第一世界超高大樓綠建築。台北101自
世界各地投入興建超高摩天大樓，褪下世界

第一高的地位後，強化大樓對友善環境的作

為，領先全球成為最高綠建築。

台灣地標 屢獲國際殊榮

台北101的綠建築相關作為，更獲得世

界級的肯定。美國世界高樓協會(Council 
on Tall Building and Urban Habitat)公布

2016全球高樓建築獎得獎名單(CTBUH 
2016 Tall Building Awards)，台北101以在

綠能以及永續發展上持續精進的表現獲得

評審青睞，榮獲「經營成就獎(Performance 
Award)」，台北101董事長周德宇特別於

2016年11月3日前往美國芝加哥受獎。

世界高樓協會指出，不同於其他獎項以

新大樓為評選標的，越來越多人認為，一棟

大樓於建造完畢後的經營表現遠遠比建造之

初的意涵更加重要。台北101自2004年落成

時就已在經營表現上展現高度水準，12年
下來，經營團隊仍持續並積極改善整體環境

永續的規劃，使得這棟大樓不僅達到國際綠

建築標準，更不斷尋求自我突破、追求更高

標準，使得台北101得以綠建築美譽享譽國

際。

世界高樓協會指出，台北101的永續計

畫涵蓋範圍十分全面，小從照明設施設備效

率改善、雨水回收再利用、以至於大樓垃圾

投遞分類系統實施，更難得的是能鼓勵租戶

共同投入環保節能行動，台北101並以智慧

化方式監控能源使用效率，使得這棟大樓能

隨著時間持續優化精進，是此次獲獎的主要

原因。

綠色轉型 分享改造經驗

台北101在綠建築的獲獎豐富，2016
年7月7日，強烈颱風尼伯特來襲前夕，

台北市中心正颳起一股綠色旋風。對全

球超高大樓來說，這是個受到矚目的日

子：台北101以史上最高分數拿下美國綠

建築協會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既有建築類別的白

金級最高認證，不僅美國綠建築協會官方代

表不畏風雨遠道而來，台北101並於授證典

禮後接續舉辦了全天的高峰論壇，期望透過

產業間彼此交流，將綠色經營管理的知識輸

出全世界，特別是全球至今仍方興未艾的超

高大樓崛起風潮。

台北101於1999年建造設計之初即納入

環保概念，不僅外牆帷幕採用雙層隔熱玻

璃，大樓內共34部雙層電梯可有效搭載乘

客、減少能源消耗，並設有雨水回收系統。

但十多年前的環保概念尚不如今日來得既廣

且深，當年的硬體設備規畫以現今環保眼光

來看仍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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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經營團隊決心著手環保一連

串改造工程，除了將燈具逐步汰換為較為

省電的LED及T5燈管之外，水龍頭也改成

較為省水的花灑系統等等。單單如此，台

北101於2011年交出了遠遠超出原先預期省

電、省水、垃圾減量10%還要漂亮的綠色

成績單，並首度獲得美國綠建築協會頒發

LEED白金級認證。經營團隊欣喜之餘，卻

也面臨更嚴峻的難題，「當硬體全面汰換之

後，下一步該是什麼」？

挑戰高標 減碳成效卓越

美國綠建築協會所頒發之LEED認證必

須每五年重新接受檢驗，眼看既有認證即將

於2016年到期，身為台灣地標，使命感催

促著經營團隊邁步向前，不只著手進行再認

證，並大膽挑戰美國綠建築協會剛剛公布、

同時也是目前難度最高的LEED第四版(v4)
認證標準。

這回經營團隊不僅導入智慧水表，以期

更有效監控全棟大樓水資源利用，並啟用雨

水回收系統；電力方面，台北101與台電簽

署「空調系統自動需量反應措施」，同時採

購了101萬度綠色電力。種種措施，使大樓

出租率相較於2007年雖多了5萬平方公尺的

出租使用面積，大樓用電量歷年來整體節省

2億6,200萬度，相當於減少139,083噸碳排

放；至於回收的雨水則被百分之百用在植栽

澆灌及購物中心沖廁等用途，雨水充沛的年

度可節省58,000噸用水，相當於160戶四口

之家一年的用水量。

2015年努力的成績，使台北101在2016
年受到遠見雜誌企業永續獎肯定，榮獲環

境友善組楷模獎，甚至跨出台灣，在新加

坡領取了亞洲責任企業獎(Asia Responsible 

Entrepreneurship Award)之綠色領導獎

(Green Leadership)榮耀。周德宇認為，透

過樓宇升級，台北101找出綠色新商業模

式，成為新南向的眾多努力方案中，最沒有

語言與文化障礙的台灣新亮點。

提供舞台 助文創業發光

台北101設定「Green Tower For All」
為2020年永續發展的主軸，並企圖將影響

力擴及營運以外，向其他利害關係人分享

台北101綠色轉型的經驗，同時納入各國政

府、企業公民社會領袖於聯合國高峰會中所

許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宣示對抗氣候變

遷、消弭不平等、保障食物安全為本土品牌

發聲，與政府及其他企業團體並肩朝更美好

的未來而努力。

此外，台北101致力發揚台灣價值與台

灣品牌，提供本土社會企業與文創產業發光

舞台，藉由地標能見度讓世界認識台灣創意

與台灣軟實力。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的

社會企業近幾年在台灣剛剛興起，為表達對

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視，行政院訂定2014年
為台灣社會企業元年，台北101以身為台灣

地標應肩負的企業社會責任自我要求，期許

成為世界最高公益平台。

號召租戶 引進社企商品

台北101先於2015年10月舉辦為期五天

的社企講座，提供租戶認識各種社會企業，

接著並號召租戶一同引進社企商品，例如

設置公平貿易茶水間、高樓餐廳推出小農

菜單等等。此外，台北101另外舉辦了為期

九天的社企產品採購活動，集合所有租戶的

力量，使共好的概念在這座垂直之城生根發

芽，在台灣土地上日漸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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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台灣價值與品牌的面向中，台北

101也積極推廣文化藝術創意產業，不僅在

辦公大樓一樓大廳設置101藝廊，藉由台灣

本土與國外藝術家的交互展覽提升本土藝術

家之國際能見度，同時在購物中心設置文創

專區。台北101每年舉辦的國際攝影比賽及

新年煙火亦為推廣文創的重要環節，不僅廣

受攝影愛好者青睞，每年施放的新年煙火更

成為國際旅客跨年最佳朝聖地，帶動國家經

濟效益不可計數。

台北101身為台灣地標與熱門觀光景

點，對內設有明確的願景與使命，確保持續

發展的永續經營策略，對外則視發揚台灣為

重要使命，除了致力提供優質的觀光體驗給

每日來訪的外賓旅客，更積極爭取國際榮耀

與肯定。

2015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將台北

101列為全世界最美的八大超高建築之一，

同年10月，台北101獲得美國「Popular 
Mechanics」雜誌列為全球十大最堅韌建築

之首，並於11月拿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所頒發「2015台灣企業永續獎」當中

的氣候領袖獎。種種肯定，奠定台北101國
際地標地位，也讓國際社會再次看見台灣。

寶島亮點 要讓世界看到

台北101雖然不再是世界最高，在永續

發展的理念下持續挖掘深度，不僅要完成

「將台北帶向全世界(Bringing Taipei to the 
World)」的使命，讓這棟建築物成為台灣

與國際社會連結的櫥窗，更要將世界帶進台

灣(Bringing the World to Taiwan)，讓世界

看見台灣新亮點。 (陳景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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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

公司概述

1946年台灣光復，政府將原由日本人

經營的日糖興業、台灣、明治及鹽水港四大

製糖會社合併，於1946年5月1日成立國營

事業「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台灣

砂糖生產與銷售業務。近年來，因應產業環

境變化，開始多角化經營，相繼發展與綠

色、健康、營建、流通及休閒等有關之事

業，成為多角化經營的國營企業。台糖擁有

一流的研發創新團隊，產品也擁有一流的

品質及品管，工廠除了通過ISO 9001、ISO 
14001、ISO 22000及產銷履歷等驗證外，

有機農產品也通過MOA驗證，又為了與國

際環保接軌，糖品及精製食用油品已通過碳

足跡查證，除了對守護消費者的健康不遺餘

力外，更對環境付出關心，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因此締造了優良的品牌口碑及形象。

永續發展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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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利害關係人的辨識與溝通，是落實企業

永續發展的基礎。台糖與所有利害關係人間

維持多向溝通管道，用心傾聽利害關係人的

聲音，並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對台糖的期

許，作為台糖決策的參考，希望能在經營活

動的多元面向上，與利害關係人共創、共享

最大利益。

永續發展重大考量面

2016永續發展報告書編製中導入重大

性分析，希望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模式，鑑別

利害關係人所關注/興趣的永續議題，作為

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參考基礎，與利害關係人

進行有效溝通，持續改善營運的永續績效。

為了讓永續發展報告書揭露的資訊能夠符合

利害關係人的需求，透過「鑑別利害關係

人」、「議題蒐集與考量面歸納」、「考量

面分析」、「重大性鑑別」、「審查與討

論」等五大步驟，決定重大永續議題。

公司治理

成為誠信的事業經營者

企業永續而言，資訊透明是必備的工作

項目，因為各方利害關係人獲得的資訊，才

能知道自己權益究竟如何。台糖身為國營企

業，更應帶頭遵循國家法律。透明誠信的公

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基礎，為落實

公司治理，強化風險管理，訂有誠信政策及

原則，向利害關係人主動揭露財務報告、股

東會資訊、董事會紀錄及公司治理相關法規

等資訊，展現永續發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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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創新研發的領航者

研究發展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命脈，台糖

研究發展工作與方向，將與事業計畫及發展

策略密切結合，使研究成果能在轉型經營中

落實生根成長，並規劃引領研究方向，開拓

新產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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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民健康的守護者

食品安全一直是消費者所關心的話題，

特別是台灣發生了一連串的食安風暴影響消

費者信心，企業經營面臨挑戰，且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修法，政府新增多項食品業者應

辦事項，導致經營成本增加。但台糖為國營

事業，對食品安全及維護消費者的權益責無

旁貸，台糖從食品源頭管理做起，做好食品

安全管理，提供消費者健康、安全產品，以

堅守信譽良好的台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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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顧客滿意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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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

推動動物福利是國際的趨勢，良好動物

福利與食品安全、疫病風險息息相關，動物

有福利，人類有福氣，動物過的好不好，絕

對會影響畜牧產品品質，更因此關係到食品

安全及口蹄疫等動物疾病傳染問題，更牽動

人類的永續發展與健康。台糖除注重國人飲

食健康，飼養無藥物殘留的豬隻外，亦重視

地球暖化、環境保護等議題，冀望為地球盡

一份心力，降低碳與廢棄物的排放量。

畜殖事業所飼養豬隻皆餵飼「綠色飼

料」(不含抗生素)，絕不施打磺胺劑、瘦肉

精、荷爾蒙及生長激素，且肉品檢驗絕無藥

物殘留之問題，飼養管理除依據內控制度

「養豬場生產管理作業要點」進行，並遵守

行政院農委會頒布之「畜牧法」辦理。餵養

飼料主要成分為優質玉米、黃豆、有機硒、

冬蟲夏草、北蟲草、乳酸菌、及自行研發之

血鐵胜肽蛋白等，並於每月取樣抽血檢驗抗

體，確保豬隻健康，定期每月召集獸醫師、

飼料營養技師、育種技師與研發人員組成健

康育種團隊，依據抗體檢驗報告，改善並調

整飼料配方或研發新飼料配方投入，並進行

育種選拔，生產低用藥、無汙染、無藥物殘

留等之優良肉豬，且導入產銷履歷，以落實

符合食品安全法規。

在豬隻飼養上，所飼養之豬隻100%均

為藍瑞斯、約克夏、杜洛克三品種之豬隻所

雜交而生，截至2015年所飼養之數量約為

279,323頭。豬隻在出生後約三周齡內進行剪

尾(非斷尾)、剪牙(非拔牙)、去勢、剪耳號

等生理改造(無施打麻醉)，進行前於改造部

位及器具皆採取消毒步驟，進行後並於改造

處噴塗藥物，以預防傷口感染及增進癒合，

以上皆依據公司內控制度之「養豬場生產管

理作業要點」進行，畜殖事業部豬隻屠宰場

100%通過動物人道系統審核。2015年符合

動物與水生動物運輸、裝卸和屠宰規定，無

違反法律法規事件且遵守自願性標準。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表示動物福利在農

業、科學、伴侶、創造、娛樂等範疇內，

應以「增進人類福祉」為主要目標，聯合

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列出動

物五大自由(1)免於飢渴之自由：免於飢渴

及營養不良的自由，可享用足夠飲水與平衡

飼料，以維持健康體能；(2)免於不適之自

由：免於身處不適環境的自由，提供合適環

境、防風避雨、保暖禦寒的棲息處；(3)免
於痛苦傷病之自由：提供疾病預防、疾病及

受傷可迅速得到治療；(4)表現正常行為之

自由：免於剝奪表現自然行為的自由，保證

提供適當空間、設備與同物種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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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免於恐懼與焦慮之自由：避免引起心理

層面的痛苦。

台糖畜殖場為友善生產系統，以優於英

國動物福利法規的廣大飼養環境，提供豬隻

舒適無汙染的成長環境，為消費者提供無藥

物殘留之健康豬肉。

成為永續供應鏈的管理者

台糖為食品加工業者，提供品質優良、

安全的食品為最重要的工作，而且身為國營

事業，尤應落實食品安全之責，俾做為國內

食品產業之典範，爰落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為不二法門。原物料供應商及代工廠商的供

應鏈管理，事關重要，台糖和供應鏈夥伴們

建立穩定發展的友好關係，在兼顧品質之

外，也希望藉由打造永續供應鏈，與夥伴們

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食品安全攜手共

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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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成為負責任的能資源使用者

環境保護是全球人類當前需共同努力之

重要課題，國內環境法規趨嚴，能源使用成

本及限制增加，造成營運衝擊，秉持清潔生

產、資材節用、資源回收及汙染防治之理

念，藉建立自主性環境管理系統，持續改善

環境績效，以達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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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被信賴的永續環境保護者

由於工業高度發展導致環境汙染問題日

趨嚴重，我們認知環境保護是全球人類當前

需努力之重要課題，願意秉持清潔生產、資

材節用、資源回收及汙染防治之理念，藉建

立自主性之環境管理系統，持續改善環境績

效，善盡地球村一份子的社會責任，樹立生

產與環保兼顧的企業形象，以達永續經營之

目標。

汙

汙

汙

汙 汙

汙

汙

汙

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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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者

隨著糖業生產型態的變遷，農地由以往

製糖所需之原料生產及蔗作休閒地的短期出

租轉變為離蔗農地。配合政府政策實施造

林，於不適種蔗地轉型造林，可保護生物的

多樣性，而尋求環境的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的

維持，才能使世人同時享有社會的進步與經

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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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成為員工幸福的提供者

員工是台糖最重視的資產，唯有健康、

快樂的員工，才能為公司帶來生產力與競爭

力。台糖訂有完善的溝通協調政策，以隨時

傾聽員工的聲音，並儘早進行協調、溝通及

回應，以促進和樂之職場環境，達成公司永

續發展目標。隨著知識經濟及全球化的時代

來臨，知識及學習成為社會永續進步的核

心。「人才」已逐漸成為企業重要的一項資

產，為了強化公司人才之專業，訓練與教育

是不可或缺之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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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守護者

工安意外事件主要起源於偶然發生、不

安全的工作環境及行為。台糖對於人為錯誤

的原因、安全管理的作法，投注了龐大的研

究精力，期有效整合人、機器、連繫及管理

等四項意外事件發生，有效提升職場安全問

題。人人重視職業安全衛生，上行下效，持

之以恆，創造勞工與雇主之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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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公益的主動提供者

台糖持續致力於社會參與，積極辦理社

會公益活動，回饋鄉里，擁有龐大土地資源

的台糖，活化其龐大資產，做為孕育台灣高

科技產業的重要基地。為促進地方繁榮，透

過合作進行土地開發，創造地方及民眾「多

贏」的局面，更是直接帶動台灣經濟進步的

動力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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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家政策的配合者

台糖為國營事業，積極配合國家政策、

穩定物價、促進地方繁榮，利用核心能力及

土地資源協助國家開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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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化資產善盡管理者

糖業為台灣歷史最悠久之產業，亦是台

灣的瑰寶，蔗作與製糖和農村作息相伴百餘

年，糖業文化深植台灣人記憶，糖廠停閉後

轉型立即成為民眾、文史工作者與各級政府

關切之焦點，保留糖廠的呼聲登錄文化資產

之議四起，與台糖開發產生衝突。台糖不得

不再作思考而致開發趨緩，轉而順勢朝向保

存糖業文化資產，並再利用發展為觀光糖廠

及文化園區，再造大「糖」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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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土地的有效經營者

土地是台糖公司最大資產，為提升土地

運用效能，創造資產價值，多元方式活化閒

置資產，配合政府政策釋出土地，以帶動地

方繁榮，使土地發揮最大綜效，創造綠色、

健康及提供國人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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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1.獲頒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事業單位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期間：自

2012年5月至2022年5月，計十年)

2.榮獲2015年第八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傳統製造業

組金獎」及「永續績效標竿企業──社會共

融獎」

3.獲頒2015年度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

學習制度行政機關(構)類組特優獎

4.獲頒2015年度人事行政研究發展徵文

(團體獎第三名)

八  

 

 

 

 

 

 

 

 

(資料來源：2016台糖公司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



— 607 —

台糖用心用力 做公益得到更多

台糖加油站的獲利在2016年出現爆炸

性成長，扣除加盟回饋金，截至10月底獲

利已逾3,000萬元，是2015年營收的數十

倍。多角化經營十餘年，加油站只是台糖眾

多事業的一角，談起驚人的獲利成長原因，

台糖總經理管道一解密：「社會公益」。

捐贈紅利活動回響大

台糖加油站去年與公益團體合作，鼓勵

消費車主將原本可兌換贈品的紅利積點捐

出；台糖則將捐出的紅利點數，依照原可兌

換贈品的金額，轉換為物資捐出。管道一表

示，許多會員的紅利積點時常到期歸零，且

也有會員認為兌換面紙、瓶裝水意義不大，

而紅利積點背後是行銷預算，且消費者可自

行選擇受贈團體，讓台糖在投入社會公益的

同時，加強消費者的參與感。

管道一說，捐紅利活動連續二年舉辦，

備受消費者肯定，也帶動業績成長，去年台

糖加油站平均單日發油量為11公秉，今年

已超過12公秉。捐紅利只是台糖投入社會

企業的冰山一角，管道一表示，公司治理與

經營績效要能夠維持成長，但企業要永續經

營，不能只想到自己賺錢，台糖除了追求獲

利，「社會公益」與「環境永續」更必須同

等重視。

永續經營做大品牌力

管道一指出，曾看過企業資料分析，檢

視同樣都是獲利賺錢的企業，有出版《社會

企業永續報告書》的公司，獲利能力普遍更

好。「獲利與其他永續經營面向，相對來講

是相輔相成，這也是社會對企業給予的肯定

與回饋，當公司獲得信賴，產品也更加獲得

消費者的青睞。」管道一說。

台糖2010年以任務編組模式成立「社會

企業責任推動委員會」，由總經理兼任主任

委員，並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身為

具有70年歷史的國營事業，看似起步較晚，

管道一說，台糖很早就開始執行社會企業責

任相關事務，只是當年尚未有這個用語。

當先鋒扶植產業轉型

在砂糖出口占外銷最大宗的年代，台糖

就給予蔗農肥料貸款、農業貸款，協助農村

轉型機械化；以及將企業化養豬推廣到地

方，協助農民提升生產效率。1964年後，

經濟結構轉變，台糖開始多角化經營的步

伐，首先是企業化栽培蝴蝶蘭，並將技術推

廣到民間。管道一說，台灣種植的蝴蝶蘭現

在能有這麼大的外銷規模，台糖扮演了火車

頭的角色。

台糖2010年將社會企業責任納入公司組

織，2012年訂定「道德行為守則」、成立審

計委員會；2014年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015年則將委員會更名為「企業永續發展委

員會」；2016年訂定「績效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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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說，2010年是開始盤點過去的

工作，並以制度化的機制推動。因過去的基

礎，2015年獲得台糖第八屆台灣Top 50企
業永續報告獎─傳統製造業金獎、企業永續

績效社會共融獎；旗下台糖長榮酒店也獲得

天下企業公民獎，是唯一得獎的飯店業者。

酒店公益日連辦十年

社會公益方面，除了鼓勵消費者捐紅利

積點給弱勢團體，台糖長榮酒店每周三的

「公益日」，已經連續舉辦十年。「公益

日」除了針對長者、身障者給予折扣優惠，

2016年下半年的活動，則是民眾捐出20
元，就可用六折價享用台糖長榮酒店「吃遍

天下」自助餐，或以五折價格入住花蓮麗翔

酒店，協助門諾基金會照顧2,500名獨居老

人生活起居。

管道一強調，企業賺錢是好事，但不見

得能獲得掌聲，未必有利於企業聲譽、形象

的永續發展；社會公益與環境永續並重，才

能讓整個企業永續發展得到確保。

台糖投入環境永續的工作，可追溯到自

有的畜殖場，從最基本的要將畜殖廢水處理

到符合放流水標準，三年前開始，進一步將

農業廢棄物產生的沼氣回收利用，目前台糖

19個養豬場，共有九個已設置沼氣回收設

施。

推行沼氣回收拚多贏

台糖目前規劃，設置厭氧發酵槽的養豬

場，周圍的鄰里、企業所產生的農業廢棄

物、畜殖場廢棄物，都可回收到台糖的設

施，不但有利於環境，又能增加提高再利用

的效益；且農業廢棄物的運送、沼氣回收設

備與需要人員操作，可創造當地的區域經

濟、提供就業機會。

管道一透露，台糖已經著手調查設置點

附近的產業現況，今年12月將前往技術成

熟的歐洲國家考察沼氣中心運作模式，並邀

請專業人士來台，檢視地方產業、擁有資源

如何整合運用。台糖對於環境永續的另外一

項重要工作，則是平地造林，面積達12,000
餘公頃，相當於476個大安森林公園，平均

每年可吸存18萬餘公噸二氧化碳。

為了造林工作，台糖特別訂了《珍貴樹

木管理原則》，包括日常養護、修剪、枯死

補植，以及災害造成的樹木傾倒、斷裂處理

等規範嚴格規定，且設定20年不砍伐的目

標。

坐擁廣大土地，台糖也一改過去賣地的

獲利模式，希望不論是產業或地方政府，在

提出土地使用計畫構想時，台糖也能參與，

共同討論以永續性的概念進行土地利用。

管制耕地防穀賤傷農

另外，台糖有近9,000公頃農地租予農

民、農企業，為避免單一農產品過度盛產導

致「穀賤傷農」，台糖配合農委會的行政指

導，對19種農作物耕作總面積進行管制，

若總面積已滿，除非農民保證外銷，否則就

必須改種其他農作物，才會同意出租土地。

管道一說，雖然可能造成租金收入減

少，但農作物價格崩盤，對農民傷害甚鉅，

而農產品物價穩定，農民持續耕作，對出租

土地的台糖，也是永續經營的一環。

 （張為竣）



— 609 —

臺灣銀行

公司概述

臺銀成立於1946年5月20日，係台灣光

復後政府在台設立的第一家銀行，隸屬台灣

省政府，為省營金融機構。自1998年12月
21日起，政府縮減組織層級，依據台灣省

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規定，將

臺銀改隸財政部，自此依國營金融機構相關

規定管理。

臺銀於2003年7月1日依據公司法及銀

行法規定辦理公司登記，改制為股份有限公

司，2004年9月16日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成為公開發行公司，並於2007年7月1
日與中央信託局完成合併，合併後業務領域

跨足銀行業務及非銀行業務。嗣於2008年1
月1日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立「台灣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金控)，成為

其子公司，並於同年1月2日將證券、人壽

等業務，分割成立「臺銀綜合證券」及「臺

銀人壽保險」兩家股份有限公司，另為擴大

業務範疇，臺銀於2013年2月6日轉投資成

立臺銀綜合保險經紀人子公司。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臺銀始終

秉持調劑台灣金融、扶助經濟建設、發展工

商事業之宗旨，全力配合政府政策，以完成

政府所賦予的使命。過去曾代理中央銀行大

部分業務、發行台幣、新台幣、供應資金支

援經建計畫等，目前則仍持續辦理軍公教退

休(伍)金優惠存款業務、代理公庫業務、經

理新台幣發行附隨業務、代辦政府機關採購

業務、公教保險業務等政策性業務，且榮獲

中央銀行指定擔任大陸地區新台幣清算行，

並為國內多家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以及證交

所、外匯經紀公司等金融機構的重要股東，

在台灣的經濟金融發展過程中，臺銀的地位

甚為重要。

企業經營理念

臺銀的經營理念為「誠信(Integrity)、
關懷(Care)、效率(Efficiency)、穩健

(Prudence)」。

永續經營策略

為策劃全行發展方向，臺銀各年度均訂

定全行事業計畫，內容包括營運目標與經營

策略，經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定後，

並報經台灣金控公司及財政部核定。臺銀於

2015年事業計畫中訂有「強化經營管理，

善盡社會責任」之策略目標，全行透過社會

責任的推動與實踐，協助企業達到永續發展

的目標。

永續發展願景

臺銀經審視自身任務定位及發展特色，

未來將朝：「發揮穩定力量，維護金融安

定。提供各項融資，促進經濟發展。發展高

齡金融，照護銀髮族群。運用社福基金，營

造溫馨社會。」的永續目標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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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包括誠實繳稅)

臺銀為百分之百政府持股公營銀行，在

穩健的經營理念下，2015年各項業務均有

優異表現，多項業務仍穩居國內市場領導地

位，盈餘也超出年度預算目標，績效良好。

同時，臺銀均依規定申報及繳納各項應納稅

款。

企業社會責任架構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組織策略

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

法令遵循

股東權益維護

經營績效

顧客關懷

商品及服務責任

行銷溝通

客戶資料保密

消費者權益保障

客戶關係維護

客戶滿意

數位商品

創新金融商品

員工照護

人資政策

員工薪酬福利

績效管理

勞資關係

教育訓練

員工健康及安全

環境永續

環境永續政策

節能減碳管理

綠色採購

供應練管理

碳管理

綠建築

廢棄物管理

環境永續管理

社會公益

社會關懷

公益活動

藝文推廣

體育推廣

財經發展

企業形象

註：1.2013年及 2014年度係審計部審定數，2015年度係臺銀自編數。
2.＊政策因素包括軍公教優存、低利貸款、古蹟維護、日僑學校校舍優惠減收土地租金及同袍儲蓄會等業務影響數。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項目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營業概況 營業收入 273,299 295,156 294,704

經營概況

資產總額 4,250,802 4,398,815 4,732,867
負債總額 4,006,327 4,148,443 4,478,651
股東權益 244,475 250,372 254,216
每股淨值 (元 ) 25.73 26.35 26.76
股數 (百萬股 ) 9,500 9,500 9,500

獲利能力

稅後純益 7,418 8,184 8,599
＊加計政策性因素 15,947 16,989 17,035
稅後每股盈餘 (元 ) 0.78 0.86 0.91
＊加計政策性因素 1.68 1.79 1.79
資產報酬率 (%，稅後 ) 0.18 0.19 0.19
＊加計政策性因素 0.38 0.39 0.37
淨值報酬率 (%，稅後 ) 3.08 3.31 3.41
＊加計政策性因素 6.62 6.87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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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及重大性議題

鑑別利害關係人

經評估，本行的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

主管機關、員工、供應商、社區成員及客戶

等六類。

重大性議題鑑別與分析流程

臺銀依據永續性面向，蒐集金融同業及

各類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議題，經綜合考量與

臺銀的關聯性後，辨識營運績效等重大關注

議題，並經總行各單位評分後排列優先順

序。該結果供總分行單位擬定利害關係人維

繫良好交流的管理決策，並於事後檢視執行

成效。

重大關注議題的提出

臺銀依據GRIG4永續性考量面向所列

議題，經綜合考量與臺銀的關聯性，及廣泛

蒐集金融同業所關心的相關議題後，共歸納

出26項關注議題如下表：

2015年永續績效

環境面向

認購綠色電力

臺銀為支持再生能源政策，認購台灣電

力公司綠色電力10萬度。

推動綠建築

臺銀響應綠建築政策，台南創新園區分

行新建行舍獲綠建築銀級評等。

用電節省138萬度

臺銀力行節能減碳，2015年用電節省

138萬度。

用油節省1,776公升

臺銀力行節能減碳，2015年用油節省

1,776公升。

經濟面向

評等機構 評等日期 長期信用評等 短期信用評等 評等展望

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

（Moody's）
2016年 1月 Aa3 P-1 穩定

標準普爾公司（S&P） 2015年 10月 A+ A-1 穩定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2015年 10月 twAAA twA-1+ 穩定

信用評等情形

關心的議題

公司治理 資訊揭露 薪酬福利 環境永續政策

品牌形象 客戶權益保護 績效考核 供應鏈管理

風險管理 客戶關係 訓練發展 藝文發展

營運績效 服務品質 員工溝通管道 體育推廣

法令遵循 業務創新 職業安全衛生 財經發展

誠實納稅 客戶意見處理 能源管理 公益捐贈

政策性業務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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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第三方支付

臺銀榮獲行政院頒發電子支付元年-微
型企業商機推手證書，為首批獲政府許可從

事第三方支付業務唯一的國營銀行。

轉介輸出保險

臺銀榮獲財政部頒發「轉介輸出保險業

務績優金融機構」。

推動中小企業及創意產業放款

臺銀榮獲金管會頒發辦理「中小企業放

款」及「創意產業放款」雙項甲等銀行。

推動信用保證融資

臺銀榮獲經濟部及金管會頒發「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金融機構」。

協助青年創業

臺銀榮獲財團法人中小信保基金頒發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金融機

構」之「協助青年創業相挺獎」。

協助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臺銀榮獲中央存保公司頒發「協助處理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獎」。協助處理離退勞工

爭議臺銀配合提撥華隆公司大園廠分配案部

分受償金額，協助勞動部順利處理華隆公司

離退勞工爭議案，獲勞動部頒獎肯定。

社會面向

協助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臺銀熱心參與「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

怖主義持續推動工作小組-風險評估組」及

完成任務，榮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獎肯

定。

協助防制金融詐騙

臺銀通報防止詐騙案件及聯徵中心警示

帳戶績效優異，榮獲金管會評定「防制金融

詐騙績效優良金融機構第二名」。

協助青年輕鬆成家

臺銀配合財政部辦理「青年安心成家

購屋貸款」績效優異，辦理筆數(46,616筆)

及金額(1,611.38億元)均居八大公股銀行之

冠。

清廉信心指標最佳

臺銀榮獲財政部所屬事業「清廉信心指

標第一名」。

顧客高度滿意

臺銀提供的優質服務獲得客戶的高度滿

意，2015年即時評價系統滿意度98.64%、

顧客滿意度調查滿意度99.33%。

捐助重大傷害及弱勢團體

臺銀捐助八仙塵爆傷者185萬元，並辦

理公益義賣活動，募得424萬元全數捐助伊

甸基金會及陽光社福基金會等弱勢團體。

成立公益信託基金

董事長及台灣金控集團旗下高階主管共

同發起成立「公益信託臺銀天使心社會福利

基金」，此為國內首家由金融從業人員共同

發起設立的公益信託基金，已募得逾300萬
元。

公司治理

治理架構

臺銀致力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強

化董事會職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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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透明度。經考量整體營運活動、因應內

外在環境變遷，及健全監督功能與強化管理

機能，特於2009年7月31日設置獨立董事，

並由其組成審計委員會，是單一股東金融機

構成立審計委員會首例，也是國內第一家設

立審計委員會的公營事業，對推動公司治理

具有重要意義。

股權結構

臺銀為公開發行公司，未上市上櫃。臺

銀自成立以來，均為百分之百政府持股公營

銀行，目前僅有台灣金控公司(財政部持有

100%股權)法人股東一人，對於股東建議事

項均遵照辦理，無發生爭議情事。此外，對

於關係企業之相關業務，均遵照銀行法、主

管機關規定及臺銀內控規章辦理。

董事會運作

臺銀董事會由15席董事組成(自2015年
7月31日起尚有一席勞工董事待補)，任期

三年，悉由母公司台灣金融控股公司指派具

備專業學識、領導及經營能力之人擔任，其

中包含三位獨立董事及三位臺銀企業工會代

表。全體董事秉持獨立、客觀原則行使職

權，並持續進修充實新知，提供專業的策略

指導，充分參與公司經營，有效提升董事會

運作效率及治理能力。

風險管理

臺銀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風

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部、各業務主管單

位及各單位。凡臺銀從事資產負債表內及表

外業務所涉及之各項風險，均納入風險管

理，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

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等。

法令遵循

臺銀業依「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建立法令遵循

制度，由法遵長擔任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綜理法令遵循事務，定期向臺銀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報告，以使董事會及相關高階主管

人員能獲悉本公司執行法令遵循事項之狀

況，並為適當決策。

此外，為落實法令遵循政策，臺銀要求

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能配合相關法規適時

更新，使各項營運活動符合法令規章，俾確

保法令遵循制度有效運行，以健全公司經

營。各部門每半年辦理一次自行評估作業

(2015年共辦理二次)，以適切檢測行員辦

理業務是否切實遵循法令規章。

臺銀持續加強宣導法令遵循制度，精進

法令遵循系統功能，以提升法令規章傳達及

檢核效率，確保公司各部門確實了解法令遵

循制度並有效執行。臺銀隨時針對法規之更

新或修正布達及宣導，並機動性地舉辦法令

遵循教育，宣導法令規章變動及因應措施，

使各部門均能即時掌握最新法令規章動態。

稽核制度

臺銀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頒「金

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規定，建立總稽核制，設置稽核處

綜理稽核業務。稽核處隸屬董事會，依據臺

銀業務情況、管理需要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

員，以超然獨立、客觀公正之立場執行稽核

業務，並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

報告稽核業務(2015年共辦理二次)。協助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

是否有效運作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合理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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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進而落實本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防弊反貪瀆

臺銀為貫徹廉能政策，設置廉政會報，

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負責廉政計畫之規

劃、執行與考核作業。於行內資訊網設有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線上登錄管理系

統」，行員遇有請託關說、受贈財物、飲宴

應酬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即可自行辦理線

上登錄。2015年共計辦理2,173件，其中飲

宴應酬2,139件、請託關說26件、受贈財物

二件、其他廉政倫理事件六件，經查無違反

規範情事。

資訊揭露

臺銀指定專責單位辦理資訊蒐集及揭

露；另為加強與新聞媒體聯繫及溝通，適時

正確報導，訂有「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聞發布及新聞聯繫作業要點」，並指定發言

人對外統一發言。臺銀2015年並無受主管

機關裁罰罰鍰60萬以上案件。

客戶保障

臺銀為關懷及善盡對客戶的權益保障，

均遵循主管機關相關規範，訂定各相關規

定，並因應法令變動予以修正。

客戶關係與客戶意見處理

臺銀於2004年9月1日成立客戶服務中

心，對外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免費金融

服務。2015年度服務電話總計383,473通，

要求協助案件11,820件。臺銀規定所有客服

人員均需簽立「客服人員業務保密規範」同

意書，以保障客戶權益。

臺銀為傾聽顧客全方位的心聲及提升客

戶投訴處理效率，於2013年12月建置完成

「客戶管理系統」。2015年度申訴建議案

件8,356件，較2014年度增加250件，平均

處理天數為1.60天，較2014年度1.63天減少

0.03天；讚美案件同於2014年之269件，申

訴案件275件，較2014年度減少25件。

客戶滿意度調查

2015年度顧客滿意度調查，針對所有

客戶採隨機抽樣調查，調查方式包括郵寄

問卷、網路問卷及臨櫃問卷三種，2015
年共寄送9,012件，回函5,204件，回收率

57.75%，總滿意度為99.33%。

國際標準管理制度

臺銀為提供客戶安全、快速的資訊服

務，已強化資訊治理，陸續導入相關國際標

準管理制度，並取得認證。取得證書後，每

半年需進行複審，每三年進行重審，俾持續

維持該等證書之有效性。相關管理制度包

含：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27001)、資訊

服務管理制度(ISO20000)、營運持續管理

制度(BS25999、ISO22301)、個人資訊管

理制度(BS10012)。

政策性業務

臺銀為百分之百國營銀行，長期以來配

合政府政策，不全以營利為目的，專業的辦

理多項具公益性質、促進公共利益之政策性

業務，以服務如新台幣發行附隨、公庫、優

惠存款、就學貸款、公教人員保險、採購、

關稅配額等政策性業務的廣大客戶群。

業務創新(包括數位金融創新)

鼓勵員工研發及提案

臺銀為鼓勵員工踴躍研發新種業務，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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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灣銀行研發新種業務獎勵要點」，以

提升業務研發能力。另為激勵員工發揮潛能

及創意，提供銀行業務經營之作業改進或管

理上之興革意見，以提升經營競爭能力，特

訂定「台灣銀行提案制度處理要點」，鼓勵

第一線同仁將工作經驗轉化為業務、流程改

善的提案，也將來自顧客的建議，轉化為我

們改善的啟發，讓我們的服務做得更好。

積極開發貴金屬商品

臺銀黃金業務在國內市場居於領先地

位，同時不斷開發新種商品與服務。2015
年擔任國內證券櫃買中心「黃金現貨交易平

台」之「臺銀金」黃金現貨交易之造市商及

保管銀行，且為國內唯一取得上海黃金交

易所的「第45號會員」資格的銀行，提供

人民幣計價黃金最佳的去化和獲利空間。

此外，並與中央造幣廠聯手合作，以創新

設計，推出「丙申猴年精鑄生肖銀幣(鍍金

版)」及具防偽效果的「臺銀金鑽條塊(生肖

版)」，積極創造業務利基。

數位金融創新-Bank3.0線上申辦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打造

數位金融環境」(BANK3.0)，臺銀銀行致

力數位金融創新，積極推動Bank3.0線上申

辦服務，以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提供民眾

更多元及便利的金融服務。臺銀自2015年
7月起，已陸續完成金管會開放12項線上申

辦項目中之11項。

永續發展

臺銀向來關注全球暖化議題，除遵守國

際及國內相關規範，及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減

碳政策及認購綠色電力外，並辦理相關活

動，共同為減低地球暖化盡一份心力。

能源管理

環保節能措施及節能實施成效

臺銀依據行政院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

四省專案計畫」，訂定節約能源目標，透過

督導管理及年終考評加(扣)分機制，達到減

水資源管理績效

用電量管理績效

用油量管理績效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度數 318,623 295,646 299,763
增減量 -1,347 -22,977 4,117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度數 50,225,651 49,161,606 47,772,785
增減量 -818,385 -1,389,045 -1,388,821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公升 416,648 406,595 404,819
增減量 6,484 -10,053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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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電、水、油、紙使用量之成效。

供應鏈管理及綠色採購

臺銀2015年度綠色採購金額共計1,268
萬元，公告指定項目達成率95.4%，超逾財

政部所定90%目標。

綠色金融政策

徵審作業自動化

為響應節能減碳環境保護政策，臺銀在

授信業務作業端推動徵審作業流程自動化，

大幅節省紙張列印及資料遞送。

推動赤道原則等政策

臺銀於2010年11月修訂「企業信用評

等辦法」時，已將「赤道原則」理念導入評

分表，並將授信戶「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列為應予加分項目，分別就企業「落實

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

會公益」等三個面向進行考量，評等結果作

為徵審作業及利率訂價之依據。

認購綠色電力

臺銀以具體行動支持政府推動再生能源

發展，於2015年度認購台灣電力公司10萬
度「綠色電力」，降低產品碳足跡，為減緩

日益嚴重的地球暖化現象，善盡綠能環保之

企業社會責任。

興建綠建築大樓

臺銀近年來興建各行舍建築物，係依照

政府推動興建省能源、省資源、低汙染之綠

建築為規劃方向。台南創新園區分行行舍於

2014年4月25日以符合綠化量、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室內環境、水

資源等六大指標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

書」。

社會參與

人力資源政策

臺銀重視人力資源，在員工薪資福利、

進修培訓、員工關係、職場安全等方面，均

訂有妥善的規範或照護措施，確保員工在優

質環境工作，提供客戶最好的服務。

人員進用與人力結構

臺銀人員之進用，係配合業務需要及未

來業務規劃，在預算員額及用人費容納範圍

內，依「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

進用辦法」規定，以公開甄試方式，並經由

公開招標之採購程序，委託行外專業機構辦

理新進人員甄選事宜。截至2015年12月31
日全行國內外地區員工人數7,214人(未含聘

用業務員、約聘雇人員、契約工及海外就地

雇用人員)，平均年齡44.63歲。

績效考核

臺銀為保障每位同仁的權益，除依「行

用紙量管理績效

註：有關 2015年增量部分說明如下：臺銀為金融服務業，因營業場所常時對外開放，為達便民措施，對於公共設施
之使用較難以管制，致用水量略為增加。用紙量增加則因業務量成長所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公斤 245,439 243,884 246,040
增減量 -1,086 -1,555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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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及「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

考核辦法」，另訂有「年度考核注意事項」

及「員工獎懲要點」，並設置「人事評議委

員會」，以建立公平考核及獎懲制度，維護

員工權益及團體紀律，將平時考核詳予紀

錄，作為每年年終考核依據。

多元訓練課程

為提升行員專業素養及掌握金融業務發

展趨勢，臺銀辦理的訓練課程亦與時俱進，

課程內容豐富，包括領導管理人才培訓、各

項專業知能訓練、電腦及語文訓練，以及新

進人員職前訓練等，2015年合計辦理行內

訓練189班，共13,910人次參訓。此外，為

提升人力素質，以利吸收新知及增加業務競

爭力，亦派員至行外相關訓練機構如台灣金

融研訓院、資策會、專業先進電腦公司等參

與訓練，2015年計2,059人次參訓。

鼓勵進修及取得證照

臺銀為培養行員終身學習觀念，全面提

升人力素質，透過各式補助鼓勵同仁利用公

餘時間進修。

員工薪資福利

臺銀員工不分海內外，薪資條件皆依

「財政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

點」辦理。臺銀遵循平等任用的原則，不因

性別、年齡、宗教信仰、種族、黨派等因

素，而有差別待遇或任何形式之歧視。員工

享有經營績效獎金、國內休假補助費、公

(勞)健保及退休金等福利措施。

社會參與

臺銀長期以來積極以各種實際行動回饋

社會，茲將2015年在藝文、體育、財經及

公益等社會參與層面所辦理之活動依序說明

如下：

支持藝文發展

臺銀重視藝術人文之推展，已成立「台

灣銀行文物館」，將珍貴文物妥善保存及免

費提供民眾參觀；修復陽明山美軍眷舍、宜

蘭分行變身宜蘭美術館、天母白屋等古蹟

建築，將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與國人共同分

享。

台灣銀行文物館

●國內金融業首創

臺銀將歷年典藏珍貴文物提供社會大眾

觀賞，特於2013年10月7日成立「台灣銀行文

物館」。臺銀文物館為國內第一家由金融業

所獨自設立的文物館，典藏珍貴豐富，內容

有券幣、書畫、器物及史料等文物，以及具有

歷史價值的古蹟建物，免費提供民眾參觀。

●愛護歷史文物典範

臺銀展現回饋社會的多方用心，對於歷

史文物的保存，以及重視文物的正面形象，

已為我國公營事業及金融業，樹立一個愛護

及宣揚文物的絕佳典範。成立以來，已吸引

許多學校、企業、藝文團體及金融同業參觀

文物館，除讚許臺銀的積極用心外，並有華

南銀行等同業已仿效成立文物館，讓歷史文

物得到更好的保護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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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管理系統

臺銀建置「文物管理」、「線上預約參

訪」及「數位導覽」等資訊系統，以妥善管

理文物，提供參觀民眾完善的服務。

●紀念幣及套裝錢幣展售

為滿足參觀民眾購買紀念品之需求，臺

銀於2014年1月24日起設置專櫃銷售實體紀

念性黃金/白銀條塊、金幣、銀幣及各國精鑄/
平鑄套幣或主題紀念幣計有20餘項，種類多

元，適合收藏鑑賞及饋贈親友，並提供貼心的

刷卡服務，使民眾的參觀行程收穫更為豐富。

●免費提供民眾參觀

臺銀文物館收藏的古文物，如臺銀重要

出版品、愛國獎券、台幣及新台幣、錢幣、

古金幣及書畫等，都娓娓述說著時光的故

事，吸引廣大民眾欣賞與品味。2015年度

參觀人數1,204人次，其中以團體形式登記

參觀者，計有346人次。

●交流與合作

臺銀於2014年度受邀參與國立台灣博

物館主辦「台灣金融類文物館合作串聯與交

流」活動。為有效運用社會資源、共同推展

台灣金融教育、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及加強

館際間合作與交流，雙方締結「台灣金融類

文物館聯盟」，並簽妥合作備忘錄，就展示

企劃、學術研究、典藏管理、推廣教育及其

他協議展開合作，共盡心力回饋社會。

宜蘭分行變身宜蘭美術館

臺銀於101年7月5日將具有地方特色之

宜蘭分行舊行舍無償借予宜蘭縣政府做為美

術館使用，為台灣公營事業及金融業樹立愛

護及宣揚歷史文物的絕佳典範。宜蘭縣美術

館已於2015年5月17日正式開館營運，該建

築匯聚在地文化所賦予的生命力與情感，引

領宜蘭美術及美學再現風華，讓民眾得到更

多美學滋養，並對宜蘭縣推動文化發展和地

方觀光有相當助益。

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

臺銀具悠久歷史，因而擁有許多不動產

和歷史建築，除配合國家政策妥善保管外，

並進行北投舊宿舍、礁溪訓練中心、舊三和

銀行、自由及大同之家等歷史建築修復計畫，

將這些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延續歷史建築

的精緻風貌，以善盡古蹟管理維護責任。

重視體育活動

臺銀透過籃球隊、體育委員會等管道，

以及支持體育活動等方式，積極推動各項體

育活動及協助培育體育人才：

台灣銀行籃球隊

臺銀於1973年成立甲組籃球隊，自

1974年起，即投入甲組籃壇，並為SBL超

級籃球聯賽創始球隊，為國內籃球運動的發

展及人才培養貢獻良多。

台灣銀行體育委員會

臺銀為增進員工身心健康，發揮工作效

能，健全各項文康活動，成立台灣銀行體育

委員會，全力推動體育及休閒運動，並自行

舉辦比賽，邀請同業聯誼，或參加財政部財

政盃及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各項金融事業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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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活動。

臺銀計有甲組籃球隊、乙組籃球隊、羽

球組、網球隊、高爾夫小組、橋藝組、圍棋

組、桌球隊、釣魚組、登山隊、保齡球隊、

慢速壘球隊等，除平時集合練習、鍛鍊體魄

及增進技能外，亦經常參加國內金融機構相

關文康競賽活動。

推廣其他體育運動

臺銀為推展體育運動向下扎根盡一分心

力，以實際行動力挺台灣棒球，參與中華職

業棒球大聯盟於2015年7月25至26日舉行之

「中華職棒明星對抗賽」，並取得「臺銀力

量紅隊」的冠名權。

踐履公益活動

臺銀透過辦理認養育幼院、養老院，公

益義賣捐贈及氣爆賑濟，以及社區服務等活

動，關懷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認養育幼院及養老院

臺銀與台灣金控集團自2013年起共同推

動「牽手台灣金．點亮天使心」活動，由集

團轄下分行及分公司就近認養全台育幼院及

養老院。2015年主題為「2015老吾老幼吾幼

愛在您左右」，共認養53家育幼院、九家養

老院，其中本行有56家分行參與，以實際行

動關懷銀髮安養及社會弱勢族群，成功落實

發揮全員全年弱勢關懷的企業精神。

公益義賣捐贈

臺銀於2015年5月16日結合台灣金控集

團在臺北市中山堂廣場舉辦「台灣金美．讓

愛起飛」公益義賣園遊會活動，共募得善

款高達新台幣424餘萬元，並募集243袋熱

血。義賣活動所得全數捐給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及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氣爆賑濟

2015年6月27日新北市八仙樂園發生粉

塵爆炸事件，臺銀於2015年7月9日捐助185
萬元予新北市政府指定賑災帳戶，並就各界

善心人士臨櫃及匯款捐助款項提供免收手續

費服務。

社區服務

臺銀參與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舉辦

的「2015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嘉年華會

二場，設置寓教於樂的遊戲攤位，藉由與在

地民眾互動，彰顯本行推動金融教育與積極

投入社會公益之用心。

CSR得獎紀錄

國際認證

台灣聯貸銀行獎

臺 銀 榮 獲 亞 太 區 貸 款 市 場 公 會

(APLMA)頒發「台灣年度聯貸銀行獎」

(連續四年)。

聯貸主辦行及分銷行雙料冠軍

臺銀於湯森路透基點(BasisPoint)公布

聯貸市場排名，榮獲「台灣統籌主辦銀行

(Mandated Arranger)」及「額度分銷銀行

(Bookrunner)」雙料冠軍(連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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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012認證

臺銀榮獲英國標準協會 ( b s i )頒發

「BS10012個人資訊管理制度(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認證證

書」。

傑出科技化服務管理獎

臺 銀 榮 獲 台 灣 科 技 化 服 務 協 會

ITeSAward頒發「傑出科技化服務管理專案

優等獎」。

參賽評比

入圍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

臺銀松山分行榮獲行政院第七屆「政府

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入圍決審。

聯徵中心金安獎及金質獎

臺銀榮獲聯合徵信中心「金安獎」及

「金質獎」雙料冠軍(連續二年)。

電子金流最佳業務發展獎及創新卓越獎

臺銀榮獲財金資訊公司最佳「電子金流

業務發展獎」及「行動支付暨行動ATM業

務創新卓越獎」。

讀者文摘信譽品牌獎

臺銀榮獲讀者文摘台灣地區「信譽品

牌」銀行類金獎(連續十年)。

最佳本國銀行形象獎

臺銀榮獲財訊雜誌消費者金融品牌「最

佳本國銀行形象獎」(連續三年)。新世代最

嚮往企業臺銀榮獲Cheers雜誌「新世代最嚮

往企業Top100」金控銀行業第一名(連續二

年)。

最佳財富管理銀行

臺銀榮獲財訊雜誌消費者金融品牌「最

佳財富管理銀行獎」。

最佳客戶推薦獎

臺銀榮獲今周刊財富管理銀行評鑑「最

佳客戶推薦獎」。

財金管理五星首獎

臺銀榮獲遠見雜誌財金管理「五星首

獎」。

台灣網站100強
臺銀榮獲數位時代雜誌「台灣網站100

強」(連續八年)。

經營管理

行政院工作考成甲等

臺銀榮獲行政院國營事業工作考成「甲

等」佳績。

獲利創轉換成立台灣金控以來新高紀錄

臺銀獲利(合併稅前106.02億元、稅後

88.72億元)創2008年轉換成立台灣金控以

來的新高紀錄。

我國信用評等最佳銀行

臺銀在穆迪及標準普爾發布的信用評等

穩居本國銀行業龍頭，為我國信用評等最佳

銀行。

我國資產總額排名最佳銀行

臺銀資產總額在英國銀行家雜誌全球排

名位居127名，為我國排名最佳銀行。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2015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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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維護文化資產 處處見驚喜

臺灣銀行是我國政府在台設立歷史最悠

久的銀行，早期所持有的行舍，隨著時間流

逝，已變成古蹟或文化資產，為落實文化資

產保存及創造再利用價值，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臺銀積極以各項實際行動完成古蹟修復

再利用，包括成立「臺灣銀行文物館」、無

償出借宜蘭分行舊行舍、修復陽明山美軍眷

舍、天母白屋、自由及大同之家…等，將這

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妥善修復再利用。

成立臺灣銀行文物館

臺銀於2013年10月7日成立「臺灣銀行

文物館」，將歷年典藏珍貴文物免費提供社

會大眾觀賞。臺銀文物館為國內首家由金融

業獨自設立的文物館，典藏文物包括臺銀重

要出版品、愛國獎券、台幣及新台幣、錢

幣、古金幣及書畫等文化資產，文物館建築

本身深具歷史價值(於1937年啟用，目前為

台北市市定古蹟)，原是日治時期日本帝國

生命會社台灣支店的辦公場所，具有古典建

築的優雅與細緻。

臺銀展現回饋社會的多方用心，對於歷

史文物的保存與維護，已為我國公營事業及

金融業，樹立一個愛護及宣揚文物的絕佳典

範。文物館成立以來，已吸引許多學校、企

業、藝文團體及金融同業踴躍參觀，除讚許

臺銀的積極用心外，並有金融同業仿效成立

類似的展館，讓國內的歷史文物得到更好的

保護與傳承。

強化館際交流與合作

臺銀於2014年度受邀參與國立台灣博

物館主辦「台灣金融類文物館合作串聯與交

流」活動。雙方並締結「台灣金融類文物館

聯盟」合作備忘錄，以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就展示企劃、學術研究、典藏管理及推廣教

育等項，加強館際間合作與交流，共同推展

台灣金融教育，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宜蘭分行變身美術館

臺銀於2012年7月5日將具有地方特色

之宜蘭分行舊行舍，無償借予宜蘭縣政府做

為美術館使用(該建築於1949年啟用，風格

古典，目前為宜蘭縣歷史建築)。宜蘭縣美

術館已於2015年5月17日正式開館營運，該

建築從金融機構轉變為美學空間，匯聚在地

文化所賦予的生命力與情感，並進一步整合

美術資源與藝文能量，成為在地與台灣及國

際對話的藝術場域。

陽明山資產活化利用

臺銀所有的陽明山美軍舊眷舍區共有地

上房屋118棟，土地4萬5千餘坪，台北市政

府已於2008年公告登錄為文化景觀，臺銀

多方面積極推動活化利用，除部分房屋出租

及借予台北市政府代為活化利用外，並引進

民間資金修繕活化，提升資產效益，善盡保

存維護責任。

天母白屋修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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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白屋為臺銀於1950年代美軍協防

台灣期間，奉令解決美軍及其眷屬居住所需

而興建，具有歷史時代之意義，並於2005
年經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

臺銀為修復及活化該古蹟文化資產，於

2007年7月出資委請台北市政府代為辦理修

復工作，嗣於2011年底完成修復。台北市

都市更新處已協助活化「天母白屋」古蹟，

經評選出管理經營團隊－智邦藝術基金會，

已於2016年7月20日正式營運，提供居民一

個藝文交流及互動的舒適環境。

臺銀為協助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行政院

推動「大南海文化園區計畫」，將位於南海

文化園區內的自由及大同之家等歷史建築

物，無償借予國立歷史博物館使用10年。

臺銀為國內首家與文化部推動之「藝術

銀行」合作的銀行，繼松山分行2014年於

行舍設置藝術專區後，2015年起營業部再

與「藝術銀行」合作，承租藝術作品於營業

廳展出，以支持台灣藝術創作。

挺故宮南院開館活動

政府為「平衡南北‧文化均富」並帶動

台灣中南部地區的文化、教育、社會、經濟

發展，爰在嘉義縣太保市設置國立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簡稱故宮南院)，定位為「亞洲

藝術文化博物館」。臺銀為協助故宮藝術文

化推展，參與故宮南院開幕試營運及開館周

活動。

推廣藝文舉辦音樂會

臺銀為協助推廣藝文風氣，特舉辦音樂

會等藝文活動。例如2013年與「國立台灣

交響樂團」合作，分於北、中、南三地舉辦

五場「愛之禮讚」系列音樂會；2014年舉

辦「在生命的轉彎處發現希望」音樂會暨公

益活動，邀請「Life爵士樂團」演出；以及

不定期邀請偏遠地區學校及家扶中心學童參

觀藝文展演活動。

一般而言，文創產業在成立初期，礙於

財務報表不盡理想，取得資金不易，即便透

過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取得「直接保證書」，

仍因無管道而奔波於銀行間。為此，臺銀主

動提供聯絡窗口，例如由松山分行專人為文

創業者提供服務，積極協助電影、廣告、通

路、出版等業者取得資金，為台灣產業升級

盡一份心力。

推多元社會參與行動

臺銀為百分之百政府持有之公營銀行，

自成立以來，除積極配合政府推動各項政

策，協助穩定金融秩序，振興經濟景氣，並

提供企業與大眾完善金融服務，帶動產業與

國家經濟發展外，同時以實際行動落實古蹟

維護修繕與再利用，積極參與各項藝文推展

活動，並持續投入環保、體育、財經及公益

等多元社會參與行動，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陳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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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安牧場

公司概述

面對快速變遷的前瞻消費趨勢及社會責

任，石安牧場以提供「吃出健康」的產品，

不斷研發創新推出差異化產品價值與服務，

讓消費者與客戶享用安心、安全、美味又健

康的產品。以滿足消費者與客戶需求，進而

擴大差異品質與食品安全的價值。秉持「產

品安全、品質優良、衛生保證、誠信服務」

之經營理念，確實按各驗證規範控管產品品

質，同時將CSR相關議題融入核心策略執

行，並完成相關配置設施，藉以提供牧場透

明資訊與利害關係人及消費者溝通互動，吸

取人們對相關議題的寶貴意見，進而輔助永

續發展績效，結合相關利害人、合作夥伴攜

手共創和諧的社會；營造社會共好的環境，

從而達到安全食品、友善生態環境、農牧業

循環經濟可永續發展的目標。

牧場經營方針與理念

經營方針

石安牧場不僅提供優質的安全食品服

務，更期許符合食品安全的目標。我們秉持

永續發展的理念，追求「牧場治理、尊重人

權、環境管理、氣候變遷、動物福利、水汙

染防治」六大核心價值。

經營目標

再生綠能系統說明：本系統處理流程將雞糞、廢水以地下自動輸送系統直接進料，處理本場雞糞、廢水

厭氧發酵產生沼氣，脫硫純化發電自用，餘電轉售台電，副產品液態有機質肥料供農作物施肥使用。本

系統設備滿載效能每年可處理雞糞2.92萬公噸、廢水5.84萬公噸，預定減排溫室氣體3.2萬公噸CO2e，展

現環境、能源、農業循環經濟永續發展效益，請參閱第四章友善環境說明。

環 境 管 理

牧 場 治 理

尊 重 人 權

動 物 福 利

氣 候 變 遷

水汙染防治

廢水、廢棄物、雞糞再生利用產氣發電，

副產品液態肥料供農作物施肥，取代汙染

環境的化學肥料

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和諧

符合SA8000精神，營造安全與健康之職場

滿場投產營運，493,900隻產蛋雞符合歐
盟法令規範

溫室氣體盤查2014年 15,517.988公噸，
2015年降為 1,096.115公噸CO2e，減少  
93%碳排放量

洗選廢水導入再生綠能系統利用

強化場內直接碳排放源為零之目標

與利害關係人共生共榮，營造社會共好環境

持續遵行尊重人權規範

如再擴建續採歐盟保護蛋雞法令平飼規範

軟、硬體設備

以2015年為基準年，每年持續減少5%以上
碳排放量，強化綠色能源建置，自發綠電

預定超出自用電20%為目標

全場廢水100%零排放

2016~2018年規劃目標2014~2015年完成目標年度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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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治理政策

追求營運績效同時兼顧利害關係人，共

生共榮、營運活動遵循法規，促進經濟、社

會與環境之和諧、實踐(環境、社會、牧場

治理)以求永續發展。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利害關係人鑑別

牧場的利害關係人(獨資農民)包含不同

面向，依據各單位工作相關性鑑別出主要的

利害關係人，包括供應商／外包商、消費者

／通路客戶、媒體／NGO、員工、社區居

民、政府／主管機關。與利害關係人間的溝

通與互動乃為牧場運作重要的一環，牧場持

開放的態度接納各方多元意見，藉由利害關

係人參與溝通的過程獲得他們寶貴的意見，

來了解利害關係人的想法及需求，發掘牧場

可能面臨的風險與管理盲點，並在牧場運作

上有所回應，以達成永續經營理念。

利害關係人互動溝通

石安牧場認為經營的永續發展須了解利

害關係人關切的議題，以做為永續營運的重

要參考依據。牧場對於利害關係人採取主動

溝通的態度，透過員工意見箱、客服網路信

箱、供應商／承包商稽核及訪談等管道，了

解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議題，讓牧場在經營

策略上隨時作調整與應對，與利害關係人共

同朝向雙贏以達永續經營的理念。

重大考量面議題範疇及邊界

●表示有重大性，於此次揭露，並持續加強管理。

類別
重大

考量面
關切議題 石安

牧場

消費者/

通路客戶
供應商

媒體/
NGO

政府/
主管機關

組織外組織內

社區

居民

對應章節

環境面

社會面

（社會）

社會面

（產品責任）

能源

排放

廢汙水及

廢棄物

水

法規遵循

動物福利

顧客的健

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

務標示

法規遵循

環境管理

水資源使用

法令遵行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標示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標示、

健康與價格合理的

食品、品質安全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標示、

品質安全、綠色產品

品質安全、

產品法規遵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綠色服務

4.2 綠色服務

4.2 綠色服務

4.4 汙染防治現況

第四章 友善環境

3.4 人道飼養與
動物福利

第三章 石在安心

第三章 石在安心

第三章 石在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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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近年台灣發生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問題

事件，致使民眾健康遭受威脅，進而影響全

體民眾對台灣食品安全的信賴度，並引起社

會高度關注。石安牧場成立40多年來，秉

持回歸自然、健康的經營理念，飼養及生產

皆依照多項驗證規範落實執行，預防風險發

生，展現食品安全及差異品質的價值。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加快了變遷的腳

步，帶來了今日方便與進步，也帶來了更激

烈生存競爭；在這衝擊下為了能在生產數量

與產品外觀上有所競爭，使用抗生素等藥

物，已讓食物及環境遭受汙染，進而損害人

體健康和汙染環境，在生態食物鏈的循環

下，人類深受其害。基於「食品安全是無法

妥協的要求」，健康飲食、零汙染生產成為

人們共同主張。石安牧場自建場後並無違反

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

事件。

食品安全

安全食品，讓人類健康無負擔，快樂

零汙染的生活，就從安全食品、健康飲食開

始。牧場選用黃金產蛋適齡蛋雞所生產的優

質安全蛋品，不強迫換羽再生蛋，不餵食抗

生素、藥物、動物蛋白，以純天然穀物及萃

取元素等餵養蛋雞，所生產產品100%都符

合SQF、ISO22000、HACCP、TAF產銷履

歷、減碳標籤、人道飼養、友善畜產等食品

安全管理系統相關標準，並自我要求管理驗

證有溫室氣體盤查、碳足跡、ISO14001、

■ 相關驗證證明：

ISO 22000HACCPSQF

CAS

2015碳盤查2014碳盤查減碳標籤TAF產銷履歷

友善畜產驗證人道畜產驗證

SA8000社會責任

ISO14001

Si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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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8000社會責任等管理系統。人們對健康

飲食的重視與改變，長期依賴藥物、抗生素

等食品及汙染環境將受人們所拒絕，安全

食品零汙染環境，成為人們共同主張。我們

不但誠信注重消費者的健康「實施產銷履

歷」，也為關懷社會的健康與環保努力和創

新，善盡社會責任、人道、友善養產與再生

綠能減少CO2排放和友善生態環境。

產銷履歷

2005年9月1日自設網站實施產銷履歷

第500001號，並成為農委會、中央畜產會

作為產銷履歷制度示範牧場。透過可追溯制

度的建立，將產銷供應鏈投入物的來源、產

出物的去向，及相互間批次關係，架構出可

供追溯及追蹤之完整資訊網路。並通過食品

安全管理系統國際驗證，藉以各項驗證規範

落實管控養產確保品質，促進安全食品的經

濟效益。

人道飼養

2011年全場擴建及更新採用歐盟2012

年實施保護蛋雞法規之動物福利籠養設備，

亞洲第一家全場採用歐規動物福利籠養設

備，並通過人道及友善畜產雙驗證，以人道

友善畜產上市「石安牧場動福蛋」。

■ 相關驗證證明：

ISO 22000HACCPSQF

CAS

2015碳盤查2014碳盤查減碳標籤TAF產銷履歷

友善畜產驗證人道畜產驗證

SA8000社會責任

ISO14001

Since 2015

產銷履歷

F.T. Systems

1. 蛋雞場、洗選場基本資料

2. 蛋雞飼養紀錄

3. 蛋雞衛生保健檢測紀錄

4. 蛋品洗選紀錄

5. 蛋品物流紀錄

6. 雞蛋品質檢驗紀錄

確
實
紀
錄

查
詢
紀
錄

人道及友善畜產 雙驗證

TAT
IW

A
W

N
SOOOCCIETYTT OF AGRICULTLL URAL STSS AT NDARDS

   
   

    
    

    
     

       
                                                                      TA

IW
A

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S

社

會
責任管理系

統

   Social Accountability

TW10/00146

人道及友善畜產 雙驗證

TAT
IW

A
W

N
SOOOCCIETYTT OF AGRICULTLL URAL STSS AT NDARDS

   
   

    
    

    
     

       
                                                                      TA

IW
A

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S

社

會
責任管理系

統

   Social Accountability

TW10/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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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安牧場努力投入食品安全品質差異化

經營，重視動物福利飼養的合理性及必要之

投入，2011年起陸續增建及更新A1~A8舍，

合計產蛋雞舍八舍，全部採用歐盟1999年
7月19日訂定保護蛋雞法規；2012年1月1日
實施保護蛋雞法規之動物福利籠養設備，盡

保謢產蛋雞的責任，以天然穀物純素配方飼

養，不強迫換羽、不打藥劑、不餵食抗生素

及動物性蛋白，按照歐盟保護產蛋雞法規以

人道友善養產，並選用黃金周期蛋雞所生產

之雞蛋作為「石安牧場動福蛋」，符合人道

友善畜產，通過人道友善畜產雙驗證，強化

人道養產、安全食品及應盡責任目標。

供應商管理

為達成保護地球環境、執行環保行動，

符合環保法規的要求，自2012年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SA 8000社會責任管

理系統驗證，隨即開始設定採購方針，要求

主要供應商都要經過本牧場以問卷方式調

查，並書面承諾符合勞動人權、重視工作安

全與衛生，及遵守政府相關法規，並維護員

工之基本權益。供應商問卷回收率100%。

在供應鏈管理體系中石安牧場同時肩負

食品安全與品牌銷售者的角色，希望透過與

往來供應夥伴的承諾及緊密合作，有效管理

往來的物流、資訊流、金流等各項工作，創

造優化的服務價值，取得市場與客戶的信

賴，創造三贏的利基，更使得消費者能「買

得安心、吃出健康」。

顧客服務

永續發展

環境管理具體目標

推行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制訂與

維護汙染防治、品質與環安衛管理之運作，

有效執行對空氣、水、廢棄物、噪音之管

控。開發再生能源，提升綠能資源使用效

率，參與台電綠電購買，達成節能減碳目

標。並遵守環保法規、落實全員參與、友善

生態環境之目標。

環境保護

由於生態環境汙染問題日趨嚴重，部份

更達到無法挽回的地步，觸發牧場對環境的

重視，興建綠能系統設備，利用國家法律法

規去規管和處理汙染問題。牧場並成立環安

衛推動委員會，每月由委員會執行法規符合

性之查核，區分為溫室氣體、噪音、水汙

染、海洋汙染、廢棄物、土壤及地下水、

飲用水、應回收、毒化物、資源回收、環

藥、公害、能源等13大類，並作出宣傳使

全員注意汙染對環境的深遠影響。牧場於

2014~2015年並無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之事

件。

綠色服務

面對世界未來的趨勢，無論是社會結構

的改變、經濟發展的壓力、環保與資源的保

護等，每一項衝擊都著實影響生產者、販售

通路以及民眾生活，我們認為目前最直接的

衝擊莫過於氣候變遷衍生的各項議題挑戰，

從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氣候異常的現象、

能資源的使用等，實質已經逐步發生在現實

評比項目

年度

滿意分數

服務態度

2014

91.82

2015

90.24

諮詢回覆

2014

88.64

2015

88.78

交貨服務

2014

88.64

2015

89.02

產品品質

2014

85.91

2015

83.66

顧客溝通

2014

88.66

2015

88.29

整體形象

2014

89.55

2015

87.80

2014~2015年客戶滿意度調查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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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從經營者的角度思考，這是產品生產

的風險議題；從消費的角度思考，這是產

品開發的商機議題。為此，必須先了解這

個議題，我們才能找到更多可以發揮創新

的機會。石安牧場自2005年就開始以GHG 
Protocol作為執行溫室氣體盤查的標準，並

開始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風險以及辨識

適當的減量機會。

再生綠能系統

石安牧場位於高雄市阿蓮區內，並沒有

靠近生態保留區，原本最大排放源是範疇一

雞糞的部分，2014年花費3.5億元建置再生

綠能系統，該設備已能將91%的碳排放源雞

糞與清洗廢水，投入做厭氧發酵產生沼氣發

電使用。

畜禽糞及廢水雖然是嚴重的汙染源，但

若對其加以有效利用，卻又是可開發的寶貴

石安牧場動福蛋30入紙盤 石安牧場動福蛋30入PLA盒

石安牧場動福蛋10入PLA盒 石安牧場動福蛋6入PLA盒 

2014溫室氣體盤查

2015溫室氣體盤查 

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2015年全國唯一通過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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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本系統利用雞糞厭氧發酵產生沼氣，

沼氣用來發電，熱能回收厭氧罐增溫再利

用，從而達到開發清潔能源、改善能源結構

及維護能源安全的目的。

雞糞通過厭氧發酵循環，產生大量的優

質沼氣，沼氣發電可用於牧場自用，有剩餘

才轉售給台電，可獲得再生利用循環經濟效

益；雞糞通過厭氧發酵後的副產品可作為液

態有機肥使用，有利於作物增產，還可獲得

綠色無公害農產品，提高農產品品質；通過

厭氧發酵產生沼氣，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並使廢棄物得以再生利用，實現清潔生

產和畜禽廢水及廢棄物的零排放，取得顯著

的友善環境效益。

2015年綠能系統自發綠電61%，牧場

並響應台電參與「經濟部自願性綠色電價制

度試辦計畫」，支持節能減碳政策，購買綠

色電力75,000度。

再生能源

沼氣發電

隨著能源(煤、石油、天然氣)的日益減

2015年綠能運轉紀錄

   項目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備註：1.用台電比率:總用電1,927,200-轉賣電82,400÷總用電4,691,350=39% 

            2.總用電與自發電比率:自發綠電2,846,550÷總用電4,691,350=61%(2015年50%投料運轉產能2,846,550度) 

            3.設備100%投料滿載運轉產電: 104年設備發電度2,846,550÷11*12*2=6,210,654度/年實際值 

            4.減少碳排放2,846,550度*0.521kg=1,483T/年+場內減少碳排放15,760T=減少93.44%碳排放量

雞糞量
(T)

381.6

757.0

1,043.0

1,121.0

1,097.4

1,043.5

993.3

1,078.7

907.5

1,008.8

948.6

1,000.0

11,380.4

污水量
(T)

1,449.8

2,973.5

3,772.8

3,889.8

3,338.2

2,960.6

2,685.0

2,884.0

2,279.6

2,359.3

2,201.1

2,264.5

33,058.4

台電使用電量

度

138,800

72,200

33,600

112,000

198,400

279,600

270,000

232,000

242,400

166,600

125,600

56,000

1,927,200

自發

綠電(度)

375,900

309,500

274,800

236,670

267,700

244,300

250,920

199,990

232,460

216,390

237,920

2,846,550

總用度(綠電+台電)

138,800

448,100

343,100

386,800

435,070

547,300

514,300

416,920

439,590

396,060

338,590

286,720

4,691,350

特場總用電

自發自用(度)

375,900

309,500

274,800

236,670

267,700

244,300

184,920

197,190

229,460

212,990

230,720

2,764,150

轉賣(度)

66,000

2,800

3,000

3,400

7,200

82,400

月計額

456,726

246,327

163,364

352,111

624,744

988,755

917,300

823,496

824,314

502,541

377,965

204,498

6,497,284

金額

15,143

15,143

15,143

15,143

15,143

15,143

90,858

綠電(度)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90,000

金額

456,726

246,327

163,364

352,111

624,744

988,755

917,300

808,353

809,171

487,398

362,822

189,355

6,406,426

單價

3.29

3.41

4.86

3.14

3.15

3.53

3.40

3.48

3.33

2.92

2.89

3.38

產氣量
(m3)

62,374.0

99,957.7

169,611.4

162,065.8

166,329.9

161,955.0

141,378.8

135,782.3

106,099.5

124,924.6

116,493.0

132,811.1

1,579,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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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及環境問題的日趨嚴重，新能源的開發

利用(尤其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綜合利用)越

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沼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含量約占60%
左右。沼氣是性能優良的清潔能源，其熱值

為5,500kcal/m3左右，可替代天然氣、煤、

油等燃料使用。本牧場再生綠能系統設計產

能為每天生產沼氣約8,000m3，1立方米沼

氣可發約2.1kWh電，電能將優先自用，設

備滿載每天發電量約為16,800kWh(裝機容

量400ekw*2)，發電產生的餘熱將回收充分

利用在厭氧發酵系統中的原料加熱和罐體恆

溫使用。沼氣通過氣體淨化(脫硫脫水)系

統，再進入穩壓系統調節穩定沼氣的流量與

壓力，進入儲氣櫃再進入發電機組發電。

設備滿載處理量每天最大可處理80噸
雞糞、汙水160噸，生產8,000m3/d沼氣，

年減排溫室氣體3.2萬噸CO2當量，發酵後

的沼液作為優質液態有機質肥料。

汙染防治現況

水汙染防治具體目標

製程採用循環節水措施，減少廢水產

生。廢水排放處理，導入綠能系統集水池再

生利用，將副產品液態有機肥料，回歸大自

然農田供農作物使用，無排放隱憂，達成水

汙染防治法管制標準以上，落實環保法令處

理汙水防止汙染。再生綠能集水池可儲存

695m3水量，2015年每日平均處理的廢水

量約91.7公噸。

本牧場用水量依統計有逐年增加趨勢，

主要原因是進行新建工程並增加小雞及蛋雞

飼養量，所以產蛋量增加，清洗雞蛋的用水

耗量亦會增加。因新建工程及小雞飼養階段

並未有任何產出，若依產蛋量換算用水量，

得知平均用水量增加。

廢棄物汙染防治

石安牧場重視廢棄物資源化作業，飼養

蛋雞所產生之廢棄物、雞糞、汙水回收產氣

發電，不可回收再利用的物質所占比例很

少，其餘如一般事業廢棄物、廢塑膠、紙

類、金屬、玻璃、廢木材、屬可回收再利用

之事業廢棄物，本牧場採用分類收集，並於

場區內設有資源回收區將廢棄物分類收集儲

存。

可回收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不定期辦理

廢料外售作業，販售給有許可證的合法廠商

處理，有效執行廢棄物再生利用資源化管

理，以達資源再回收，減少廢棄物對生態環

境衝擊。

2014年因興建再生綠能場生活垃圾明

顯偏多，2015年因綠能場完工，明顯減少

29.37%，其中以生活垃圾之減量行動最具

成效：

用水量（度）

產蛋量（粒）

平均每粒蛋用水量（度）

2013年

33,804

84,592,378

0.0003

2015年

69,929

113,970,073

0.0006

2014年

53,551

91,397,270

0.0005

2013~2015年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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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健康職場

人力結構

2015年全場全職員工48名，依性別比

率為男性41.7%、女性58.3%，年齡分布狀

況為：20歲~30歲有13名、31歲~40歲有15
名、41歲~50歲有14名、51歲以上有六名，

員工年齡層處於青壯年階段。

員工薪酬與福利

薪給管理制度

本牧場從業人員於2012年9月起周休二

日，薪資採職務給與制度，參照薪資市況、

牧場營運狀況、組織結構，以優於台灣勞動

法令所規定之基本薪資以上為原則，訂定新

進從業人員敘薪標準，逐年評估營運績效並

在2014~2015調薪3~5%，並基於性別平等

原則，男女同工同酬。自2012年開始薪資

由計時制改為月薪制，提高員工薪資金額。

一般延長工作時間或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一至加倍不等。牧場於年度終

結，視當年度之經營績效對於全年工作無過

失之員工，發給獎金。員工於當年度如有記

過以上處分者，得酌給獎金。

牧場員工之薪資均優於勞基法最低薪

資，以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計算，為勞基法

最低薪資1.59倍。

員工保險

本牧場依照勞動法規規定提供保險有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團體保險(500
萬意外險)，退休金制度分為新制及舊制二

類，其中舊制退休金已於2013年3月結清，

依舊制規定發放6,479,465元，新制退休金

則依法每月提撥6%至勞工退休金專戶。

在職員工周休二日均享有國定休假、年

假、婚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

假、生理病、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公

假、陪產假…。牧場成立以來均奉公守法，

勞動條件的規定均以勞動基準法為基本原

則，並無強迫勞動之行為且無違反法規情

事，重要之勞動條件均依法取得勞資會議之

同意。

福利措施

石安牧場目前並無設置福委會，為提供

優渥的勞動條件，滿足員工的福利需求，

鼓舞員工工作士氣，強化勞資和諧關係，

2012年實施周休二日及國定休假等。現行

措施提供三節禮金或禮品、生日禮金、子女

教育獎助學金、年終獎金、災害補助、公傷

住院慰問、員工自強活動補助、每半年定期

聚餐等各項員工福利業務。

提供員工暢通之溝通管道

本牧場為協調勞資關係，增進彼此瞭

解，促進勞資和諧，提高工作效率，依「勞

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資方代表

為場長、資深財會人員，勞方每三年由全體

年度

2014年

2015年

   R-0104（禽畜糞）

3,783,000

1,830,000

   R-0112（淘汰斃死雞隻）

7,000

7,000 

2014~2015年處理廢棄物支出費用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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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投票選出三位代表，並增設候補代表一

位，每三個月定期召開會議，對於員工關心

之各項議題進行討論；勞資會議經集體協商

後雙方保障比例是百分之百，並做成會議紀

錄備查。藉由勞資會議相互溝通意見，勞

雇雙方本和諧誠信原則，協商解決問題。員

工平時對牧場有任何建議事項皆可隨時向其

主管提出意見反應，透過主管匯整向上級報

告，以維持暢通之溝通管道。截至2015年
止，並無任何性別、種族歧視案件或違反人

權之勞動實務申訴。

教育訓練

石安牧場建置完整的員工教育訓練體系

及架構，於每年均導入教育訓練，由各單位

提出訓練需求，係作為擬定教育訓練計畫及

辦訓依據，每年循此系統改善精進，全面提

升教育訓練品質，以厚植人力資產。

安全與健康

本牧場無成立工會組織，由「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每半年召開討論此議題，其中

議程包含「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之業務報

告，供各委員與工會代表共同討論與研議相

關健康促進之活動，如：站立作業易發生的

健康危害，並教導員工於工作中做伸展操預

防改善等宣導，及每年實施健康檢查。牧場

員工目前並無因工作產生職業病，和讓員工

從事高風險工作及活動。

在員工健康維護上，石安牧場每年均實

施勞工免費健康檢查。

社會公益活動

石安牧場以關懷土地、關懷社會之心，

除了飲水思源回饋鄉里外，並視社會需求，

以多元面向分別切入公益團體、弱勢團體或

當地社區的需求，讓資源得以完善運作。

2015年免費贊助農民19,677噸「液態有機

質肥料」，可減少農民使用化學肥料，並可

維護土壤、生態和人類健康，降低對環境汙

染，有利於保護我們所共享的生存環境，實

現農牧業的永續發展。

每年均實施勞工免費健康檢查

重點檢查

一般檢查

儀器診查

A肝、傷寒、梅毒、肺結核

尿液檢驗、糞便檢查、血液檢驗、肝功能檢驗、腎功能檢驗、血脂肪檢驗、

血糖檢驗、血液常規、心臟功能檢查

骨質密度檢查、胸部X光、特殊聽力檢查

參與活動

社區公益活動捐助

文教基金會活動

麥當勞叔叔之家

社區老人協進會

沼液「液態有機質肥料」推廣-
免費回饋農民使用

社區公益活動捐助

高雄氣爆捐贈

次數

2

1

1

8

19,677噸

2

1

次數

1

1

1

1

10

1

1

1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2015

    參與活動

2015第五屆金蘭盃

文教基金會活動

鮮食協會品質研發

麥當勞叔叔之家

社區老人協進會

快樂一生書籍

東海大學畜產周活動

屏科大世界蛋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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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液態有機質肥料」-

推廣回饋農民農作物栽種前及果樹施肥

快樂一生基金會書籍

麥當勞叔叔之家房間認養

CSR得獎紀錄

2014年獲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頒發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金獎

(資料來源：石安牧場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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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安牧場善養 把蛋雞當夥伴

石安牧場成立於1976年，以飼養蛋

雞、出售雞蛋為主，在國內大大小小牧場

中，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發表「永續發

展報告書」的牧場，在追求營運績效的同

時，也兼顧與利害關係人的共生共榮，以國

際相關法規經營牧場，希望達到促進國內蛋

雞飼養環境提升、社會與環境和諧，並實踐

環境、社會與牧場管理的永續發展。

落實社會責任  領先農畜業

石安牧場在2013年首度發行「永續發

展報告書」，2015年則持續發表，將牧場

的營運績效、經濟、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等

各面向的做法完整呈現，把企業社會責任的

想法具體落實，領先國內農畜產業。

石安牧場年產約1.5億顆蛋，經營核心

是「吃出健康的新鮮雞蛋」，主要產品為

「石安牧場動福蛋」，以自有品牌蛋品銷售

各餐飲、零售通路，主要客戶包括由石安

牧場自營的上品王蛋品加工廠、好市多、

7-ELEVEN等大型通路。

從經營績效來看，自2013年以來，石

安牧場每年銷售量穩健成長，2013年與

2014年都維持兩成以上成長，2015年則因

為新建及更新設備完成投產，帶動全年銷售

量較前一年度成長49%。

六大核心價值  食安擺第一

石安牧場總經理謝倩芬說，石安牧場在

國內蛋雞業中市占率不是最大，但投入在福

利飼養、環境保護、節能減碳上的做法卻是

領先同業，希望讓蛋雞產業能向上提升。

永續發展是石安牧場的企業理念，為了

落實提供優質安全食品的服務，追求「牧場

治理、尊重人權、環境管理、氣候變遷、動

物福利、水汙染防治」六大核心價值，這也

貫穿石安牧場的永續發展報告書。

一場美麗意外 變華麗冒險

石安牧場董事長謝石泉當年在高雄買了

一塊土地，當時土地尚有雞舍與上千隻的蛋

雞，買了土地卻送了雞，非養雞人家的外行

人跨入畜牧業，剛開始走傳統養雞路線，但

養了一段時間後發現，養雞的方式、食用的

飼料與出產的雞蛋有密切關係，於是石安牧

場開始走自己的路。

謝倩芬說，回頭看當初，在改革的初期

就已經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想法在裡面，只是

當時還不流行這個說法，如1994年引進亞

洲第一套歐規最新科技養產與細選設備，不

使用動物用藥，就是希望能在飼養過程兼顧

動物福利、生態環保，並確保消費者吃到的

蛋是衛生安全。

引進歐盟設備 養快樂的雞

做到這樣還不夠，2011年國內對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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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福利問題浮上檯面，輿論開始關注畜產業

的飼養環境是否人道，石安牧場自我檢視認

為仍有極大改善空間，投入鉅資啟動全場二

次升級擴建與更新，採用歐盟保護蛋雞法規

的軟硬體養產設備，希望能飼養快樂的蛋

雞，提升產品安全與價值。

謝倩芬說，取經歐盟，引進歐盟法規與

設備，拋棄傳統飼養蛋雞的方式，以人道友

善飼養方式，使用天然穀物純素飼料，不強

迫換羽、不打藥劑、不餵食抗生素與動物性

蛋白，將蛋雞視為夥伴，不只是生產的工

具。

回收生質廢物 日商來取經

從源頭把關是石安牧場從傳統蛋雞場自

我革命的初衷，一路經歷多次設備升級、擴

廠，甚至自行投資逾億元興建國內牧場第一

座、也是東亞第一個再生綠能廠，甚至連日

本丸紅、東西兩大商社都來台觀摩。

石安牧場的再生綠能廠系統設備滿載效

能每年可處理雞糞2.92萬公噸、廢水5.84萬
公噸，預定減排溫室氣體3.2萬公噸CO2，

可將牧場內雞糞、汙水等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轉化成為綠色能源。雞糞、廢水經過厭

氧發酵產生沼氣，脫硫醇化可發電自用外，

多餘的電還可賣回給台電；雞糞則可變身副

產品「液態有機質肥料」，提供給周邊農民

使用。

謝倩芬說，牧場內飼養50萬隻蛋雞、

22萬隻小雞，每天排放大量雞糞所產生的

甲烷氣體是造成溫室效應的原因之一，這些

雞糞過去也需要大量人工處理，2014年在

生綠能廠啟用後，不僅可有效處理牧場的雞

糞、廢水問題，更可達到減能減碳目的。

取得減碳標章 創牧場首例

石安牧場的再生綠能廠啟用後，全年

61%可使用自有發電，其餘39%則來自台

電；到2015年底已經達到減少溫室氣體

93%排碳量，未來目標是希望能達到碳中

和，成為國內第一個沒有碳排放的環保節能

牧場。

也因為石安牧場對節能減碳的努力，

2015年獲得環保署認證，成為國內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獲得減碳標籤認證的廠

商，同時有五項產品獲得減碳標籤認證，這

在國內蛋雞牧場中也是先例。

謝倩芬說，節能減碳是石安牧場未來持

續要走的一條路，希望明年能先達到碳中和

的目標，在節能方面目前也已經展開雞舍使

用太陽能板的測試，如果測試情況良好、安

全無虞，未來不排除牧場內全面啟用太陽能

板，以提升綠電自給率。

贊助有機肥料 守護鄉土情

石安牧場以關懷土地出發，也將這份關

懷投入鄉里，並視社會需要，以多元面向提供

公益團體、弱勢團體與當地社區需求，讓各

種資源能有效利用，將企業善念完善運作。

石安牧場的再生綠能廠將雞糞轉換為肥

料，去年就免費贊助農民19,677公噸「液態

有機質肥料」，可減少農民使用化學肥料，

讓牧場周邊農地也加入環保行列，並可維護

土壤、生態與人類健康，降低對環境汙染，

實踐農牧業永續發展。 (李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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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

公司概述

企業簡介

專業視野，永續熱情源於對台灣的熱

情，百分之百由國人投資經營的昇恆昌免稅

商店於1995年成立，以立足本土、接軌國

際為職志，1997年起先後取得高雄國際機

場綜合免稅商店、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與第二

航廈、台北市區免稅預售中心、台北松山機

場、台中機場、高雄國際機場、花蓮機場、

金門水頭商港等營運據點經營權。

而為推廣台灣觀光、提升台灣旅遊服務

品質、配合政府建設離島政策，更陸續成立

金門離島市區金坊免稅商店、澎湖離島市區

澎坊免稅商店、綠島離島市區澎坊免稅商店

等子公司。台灣免稅商店標竿的定義，不斷

隨著昇恆昌的精進而更新，揉合熱情、專

業、人文與公益，昇恆昌致力讓全世界旅客

都能領略台灣風華，一個永無止盡的進化歷

程嫣然展開。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1995年9月27日
企業總部： 台北市內湖區湖新二路289

號

營運項目： 免稅零售服務業、百貨零售

業、餐旅服務業等

員工人數：7,000人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46億元

企業CSR理念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這

是美國金恩博士為了種族平等而吶喊的夢

想。昇恆昌免稅商店，也有一個夢想：在企

業經營、國門與機場服務之餘，能讓「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大同篇》)」。

就是這「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

與堅持，讓昇恆昌免稅商店近20年來如一

日的持續投入社會公益活動，並重視與CSR
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溝通、維繫與交流。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於1995年成立，

目前包括子公司等單位共有員工7,000餘
人，均自行僱用非經人力派遣；同仁們透過

完整教育訓練，咸具專業、敬業與服務熱

誠。公司財務結構穩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

幣46億元，自有資金充裕，並無重大訴訟

案件或債信問題。具備完善的國際化商品供

應鏈，商品系列完整，直接進貨、全數買

斷。並建置旅客服務系統及周密的安全衛生

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為一組織健全的現代

化企業。　　

昇恆昌公司長期在創造「增加政府財政

收益」、「提升旅客滿意度」、「企業努力

照顧員工」及「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同

時，亦採多元模式從事全方位的公益活動來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除成立三個全國性基金

會來推動公益活動外，基金會所有費用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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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悉由董事長江松樺及昇恆昌公司盈餘贊

助，未對外募款。　　

本著人文關懷與社會公益的精神，全公

司自董事長至中高階主管，均一起帶領全體

員工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的服務，每月均有同

仁安排從事公益志工活動，用實際行動拋磚

引玉，期許能將「善」的力量傳遞至世界各

角落。2011年，昇恆昌榮幸獲得政府頒發

「第九屆國家公益獎」的殊榮肯定，更是所

有獲獎者中唯一的營利事業單位。這證明企

業經營與社會關懷可以同時並行，並能為社

會帶來正面的循環。昇恆昌始終相信，免稅

商店是機場的門戶、是國家形象的表徵，所

以更要以身作則，帶領愛心公益的傳遞，讓

愛隨著夢想從機場開始起飛。

公司治理

營業項目與服務內容

豐富您的精彩旅程

昇恆昌是亞洲第一個也是唯一通過

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驗證之免稅商

店；領導業界的「市區預售中心」，更是台

灣唯一核准設立的市區免稅商店。每年均

服務逾3,000萬入出境台灣國門的國內外旅

客，並投入大量資源與心力，規劃與執行各

項國門改造及台灣印象的推廣。延續對服務

的熱情與專業，為企業注入創新與人文的精

神。透過全新的企業形象，昇恆昌將不斷自

我提升，持續改寫卓越非凡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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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殿堂，魅力綻放

敏銳的時尚嗅覺，精準的卓越品味，深

厚的國際招商實力，加上不斷追求自我超越

的動能，昇恆昌成功與國際接軌，登上全球

精品銷售業界的顛峰。昇恆昌匯聚了全球頂

級國際精品、高級腕錶、流行皮件、美妝香

氛、珠寶首飾、菸品酩酒、運動與3C商品

等，集大千萬象於一堂，滿足顧客所有的購

物需求。

寶島機場，文創台灣

昇恆昌輔導台灣優質中小型名特產廠

商，嚴選、開發數千種台灣在地特色產品，

透過嶄新的行銷與包裝，用品牌專賣店的形

式，打造「Hello Hakka–客家館」、「台灣

發原地–原住民特色館」、「台灣好滋味–
台灣名特產館」；更引進台灣新銳設計師

堅強的文創實力及聞名全球的工藝經典，

全新成立「Ciao Taiwan！翹台灣–文創商品

館」，向每位到訪者傳遞著台灣的多元與深

厚、溫暖和魅力。

好饗，旅行好滋味

為提供機場旅客更優質與更多元化的餐

飲服務，昇恆昌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台北松山機場與高雄國際機場設立了好饗廚

房hómee KITCHEN，提供旅客好味服務。

從健康養生的輕食飲品、美味道地的中西式

餐點、國際聞名的台灣特色小吃、到遠近馳

名的冠軍牛肉麵等，以明亮寬敞的空間、力

趨平實的價格，與國內外旅客共享這份機場

好味。

經營模式與客戶關係

創新×創心

國際機場免稅商店與機場航站之

間是「共榮共利」的關係。昇恆昌免

稅商店以領先全球的國際機場免稅商

店O T(O p e r a t i o n、Tr a n s f e r)、R O T 
(Rehabilitate Operation, and Transfer)經營

模式，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條件下，發展

出獨特的「商業經營結合公共服務」營運型

國際精品
專櫃品牌

珠寶配件
珠寶
飾品
筆錶配件

旅遊休閒
品牌配件
影音圖書
進口食品玩具

菸酒
菸
酒

地方特色商品
國內食品
民藝品

其他
3C 商品
授權品牌
餐廳

化妝品
香水

美妝香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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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策略 保障商品質量 商品來源可靠

所有商品均經過合格檢驗且具有 
合法知識產權及來源

免稅商品類別包羅萬象，一應俱全 所有商品源自原廠，買斷進貨， 
直接經營管理

多元商品種類

態，創造與規劃出符合旅客需求的機場空

間，成功完美形塑出旅客、航站及企業三贏

的全方位國際機場生活圈，為國家門戶樹立

標竿典範，並榮獲DFNI「亞太地區單一國

家最佳免稅業者」的殊榮肯定。企業與消費

者間，也是「共榮共利」的關係。昇恆昌以

消費者的角度審視所有可能的需求，首創

「市區預購，機場提貨」服務，大幅提高旅

行的購物效率，讓每一位旅客都有更多機

會，體驗旅途中的美麗與感動！

以客為尊的昇恆昌為全球消費者提供

中、台、英、日、韓等多國語言消費者服務

專線，所有在昇恆昌購買的商品，均能享

受即時、專業的售後服務；此外還設置Go 
Rich購物網，讓無遠弗屆的網路陪伴旅客購

物趣；加上專為消費者量身打造的全球第一

張免稅店聯名卡─昇恆昌聯名卡，更是盡享

昇恆昌專屬優惠禮遇的尊貴象徵。

商品實力，全球保障

身為專業專職的免稅商店經營業者，昇

恆昌引進世界知名品牌，設置專賣店提供旅

客接軌國際的多樣購物選擇；更跳脫傳統免

稅零售服務業的框架，為所有銷售的商品負

完全責任。昇恆昌的所有商品均源自原廠、

買斷進貨，直接經營管理，並自行培訓專業

服務人員，以提供最直接、最專業、最有

保障的服務。除了原廠引進的商品外，每

樣食品類商品，都與國際檢驗權威單位SGS
合作，建置全國首創的「商品檢驗報告專

頁」，絕對讓旅客買得放心；再加上設置了

多國語言的消費者服務專線，每一位在昇恆

昌消費的旅客，無論身在世界何處，都能安

心的享受即時、專業的售後服務。

永續發展

環境保護–能源相關數據統計

能源統計概況

本公司重視「環境友善」及「節能減

碳」之落實，在各大營運據點均推行降低耗

能並提升能源效率，以減少碳排放量。除大

量更換使用LED節能燈具外，更以創新多

元之環境工法，如廣設植生牆柱、設計弧形

天花與有機採光牆、太陽能電動遮光簾等，

達到降低熱能、節省能源耗用。故於本公司

協力下，各合作場所均能有效達到節能減碳

的環保目標。

節能減碳

為推動永續節能減碳工程，昇恆昌公司

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航廈及高雄國際機

場等主要營運據點，建置大規模植生牆，除

有效節省能源耗用、移除室內有害氣體如甲

醛、甲苯、三氯乙烯、氯仿、乙醇、丙酮

等，更能大幅抑制轉換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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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

本公司事務用紙均採用農作樹造紙

(Paper From Farmed Trees)。

社會參與

友善職場

人力資源

本公司務實穩健，視員工夥伴為企業最

重要資產。即便遭逢亞洲金融風暴、921大

地震、911恐怖攻擊、SARS及全球金融海

嘯、H1N1新型流感病毒等嚴峻衝擊考驗，

也堅持不裁員、不減薪、不中斷營運的優良

紀錄，並在世界金融風暴發生時，第一時間

即響應政府簽訂「愛心企業約定宣言」、

「立即上工計畫」，提升就業率，並盡心照

顧員工及其家庭生計。　　

期許未來，隨著公司穩健成長，兩岸交

流及國際觀光日益頻繁，我們將更繁盛茁

壯，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培育優秀青年成為

桃園國際機場 高雄國際機場

綠化植栽總數 20,000 株
（植生牆 13,000 株、樂活館 2,000 株、地面植栽 5,000 株）

6,500 株
（16 支巨型植生柱）

二氧化碳轉換率 2,438,212 公升 792,418.9 公升

註：依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2 年版之綠建築評估手冊》標準：以灌木類植栽，每平方公尺 25 株，每株每年可提

　　供 0.217 公斤之二氧化碳轉換率。又每公斤二氧化碳約合 561.8 公升，上表數據故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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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免稅專才。

全方位員工福利

員工是昇恆昌最重要的資產，因此昇恆

昌十分重視員工生活的照顧，除了提供均衡

營養的團膳、典雅大方的制服、便利的通勤

交通車，更是唯一興建多功能員工宿舍大樓

的國際免稅產業經營者。正因為這份對待員

工如家人般的用心，昇恆昌的每一位同仁都

能無後顧之憂的敬業、樂業，更提升了同仁

們在國際機場的整體服務品質。

職業訓練與職涯規劃

創新培育，感動傳承員工是創造「顧客

滿意」的重要關鍵，而「以人為本」的軟實

力，正是企業永續經營的穩固基石。昇恆昌

為到職員工分階段規劃完整多元的教育訓

練，開展全面性的職能教育；更獨創「專業

評鑑制度」、「晉升獎勵制度」與「種子講

師制度」，提高同仁進修與訓練誘因，激發

優秀人才，讓同仁適才適所，穩健踏實發展

未來。

公益推動概要與實績

創新關懷，啟愛延善

昇恆昌創辦人江松樺先生，為感念雙親

恩情與熱心為善的義風，特以父母及企業之

名，成立「昇恆昌基金會」、「永瑞慈善事

業基金會」與「江許笋文教基金會」。三大

基金會均不對外募款，由創辦人江董事長個

人及公司盈餘提撥，分別為台灣的觀光旅遊

推廣、社會福利救助與文化教育傳承等多元

公益面向貢獻心力。

秉持著「以人為本，社會公益導向，利

益大眾」的企業經營核心價值，在企業文化

及領導人信念的浸濡薰陶下，昇恆昌全體

七千位員工均是全員志工，每年發動參與超

過百次的公益服務行程，足跡遍布本島離島

各大小公益單位。

透過一次次真心的累積，醞釀社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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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全體同仁均明白「只有付出小我，

才能成就大我」。在這善意與愛的循環中，

昇恆昌恆久、努力的為社會發熱、發光。

國際人道救援

從震災到海嘯、從關懷到重建，將愛落

實，用心消弭距離的隔閡；從城市到地方、

從技術到服務，提升在地醫療資源與品質，

增加民眾就醫之可近性，第一時間、跨越地

域限制，我們一起牽手發善心、種福田。

城鄉醫療資源均衡及品質提升

昇恆昌對弱勢醫療關懷不遺餘力，除協

助北部及東部偏遠地區醫院建置醫療大樓，

使偏遠地區的醫療品質獲得改善外，也捐贈

偏鄉地區救護車、巡迴診療車及獨居老人送

餐車等。為提升台灣醫療品質，培育優秀醫

療人才，提供國內外弱勢醫療救助，更協助

教學級醫療院所改善醫療設施、設備，並針

對醫療人才培訓，協助醫師出國進修，支持

類別 合計（單位：新台幣 / 元）

教育獎助 8,765,417

國內公益慈善 19,573,828

文化學術推廣 5,270,000

藝文推廣 8,951,814

觀光推廣 500,000

合計 43,06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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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團隊到資源匱乏的國家進行義診，期盼

提供國人更專業優質的醫療環境，也讓台灣

的援外醫療被世界看見。

國內公益關懷

從關心老人到守護孩子、從急難救助到

環保議題，陪伴是他們最迫切的需要，行動

是最值得推廣的信念。昇恆昌的全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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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志業的精神，牽他們的手，陪他們一

段。

兒少教育輔導

他們都是上帝的天使，都是我們的寶

貝，一同用愛灌溉、用心培育，在人生的路

上，給予支持帶領的力量，讓我們一起累積

圓夢的能量。

兩年度共執行各級學校獎助學金規模

新台幣12,431,500元，總受益人數逾2,092
人。

機場好夥伴，促參新典範

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的條件下，昇恆

昌為每一處服務的國際機場、港岸，均量身

打造不同特色與功能的公共空間，從弧形天

花、不規則有機線條牆面、十全十美轉機

室，到12公尺高的巨型植生牆、Hello Kitty
哺集乳育嬰室，以及各種裝置藝術與兒童遊

戲區等，均是融合在地特色且獨一無二的創

意實現。

為體貼旅客需求，昇恆昌還提供包含行

李手推車、旅客諮詢服務櫃台、多媒體導

覽、敬老扶弱愛心車、手機旅行充電站，以

及親切的走動式服務人員等多樣服務；更細

心打造藝文空間，讓每一座城市的文化意

象，都能在國門展現。

也因為昇恆昌以創意打造國門機場，

2008年、2012年、2013年三度榮獲行政院

頒發「民間參與公共工程金擘獎」特優的殊

榮肯定，更讓桃園國際機場在全球2,500萬
至4,000萬旅運量機場中，獲國際機場協會

(ACI)評選為世界第三名機場的優異成績。

台灣in機場，讓世界看見台灣

這不只是等候的空間！昇恆昌首創的主

題候機室規劃，豐富了國內外旅客的台灣寶

島體驗。不論是結合卡通明星主題的Hello 
Kitty候機室，或是以台灣之光、台灣之美

所打造的主題候機室，甚至是充滿南台灣自

然人文風情的溼地候鳥、陣頭文化候機室

等，均是昇恆昌為各地國門所精挑細選的規

劃題材。漫遊機場，認識台灣，就從昇恆昌

開始！

機場是台灣連接世界的起點，昇恆昌致

力讓台灣特色文化產業發揚全球！除了讓旅

客倍感舒適的不同主題候機室，昇恆昌更在

機場用心打造各主題商品館，讓台灣精緻品

牌以機場專門店形式呈現；機場甚至還有獨

步全球的奉茶及現做鳳梨酥品嘗服務，讓旅



— 645 —

客在機場就能感受到濃濃的台灣人情味、讓

台灣在地特色文化與商品能藉由嶄新的行銷

手法，傳遞到全世界！

活絡觀光，行銷地方

讓台灣被看見。除了機場各項服務建

設，昇恆昌也在地方觀光推展上默默耕耘，

與各地縣市政府、公私立單位合作，以各項

地方特色文化活動的推廣，活絡地方觀光產

業，提供深度民俗文化體驗，讓世界看見台

灣觀光新魅力。

藝文體育，深耕傳承

藝文體育活動是台灣另一項珍貴的資

產、是台灣深富競爭力的軟實力，昇恆昌積

極參與各項藝文體育推廣活動，期盼盡一己

之力，培育體育幼苗，開創文化生機，為台

灣的永續發展，深植傳承的根基。

昇恆昌公司長期於各機場、港口之營

運據點，舉辦各類「推廣台灣文化藝術」與

「行銷在地文創設計」的特色展覽，每年近

50場次。讓本土藝術創作者有發表的空間，

也讓國際旅客看見台灣文創藝術的軟實力。

從在地到國際，從專業到公益

昇恆昌除了是免稅商店領導品牌，更是

機場國門的規劃者、台灣觀光的推動者、社

會公益的實踐者。

感謝每一位長官、合作夥伴、旅客消費

大眾，長期以來對昇恆昌的支持與鼓勵。

昇恆昌將以超越國際頂級免稅精品零售

業的服務水準，來面對全球化時代無國界競

爭的磨練與挑戰。並堅持「追求卓越」的信

念不斷更新進化，接軌國際流行時尚與文創

旅遊服務，成為足以代表台灣的世界級免稅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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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7    「高雄國際機場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台北市區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至 2003 及 2007 年榮獲「亞太區國際旅狐獎」之「單一

　　    國家最佳旅遊零售商」獎項（Best Travel Retailer Operating

　　    in a Single Country in Asia/Pacific）

2001   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2005   全國首家商港免稅商店「金門水頭商港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6    獲甄選為「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最優申請人，

　　    同年正式營運

   促進台灣觀光產業發展，獲交通部觀光局頒發「2006 年優良

　　    觀光產業團體獎」

2008    「台北國際機場（松山機場）免稅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榮獲第 六 屆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肯定

「Ever Rich, Ever Best！」不只是昇恆

昌永恆的期許，更是對旅客、合作夥伴與寶

島台灣不變的承諾。
CSR得獎紀錄

1995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7    「高雄國際機場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台北市區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至 2003 及 2007 年榮獲「亞太區國際旅狐獎」之「單一

　　    國家最佳旅遊零售商」獎項（Best Travel Retailer Operating

　　    in a Single Country in Asia/Pacific）

2001   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2005   全國首家商港免稅商店「金門水頭商港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6    獲甄選為「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最優申請人，

　　    同年正式營運

   促進台灣觀光產業發展，獲交通部觀光局頒發「2006 年優良

　　    觀光產業團體獎」

2008    「台北國際機場（松山機場）免稅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榮獲第 六 屆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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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7    「高雄國際機場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台北市區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昇恆昌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0 至 2003 及 2007 年榮獲「亞太區國際旅狐獎」之「單一

　　    國家最佳旅遊零售商」獎項（Best Travel Retailer Operating

　　    in a Single Country in Asia/Pacific）

2001   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2005   全國首家商港免稅商店「金門水頭商港免稅商店」正式營運

2006    獲甄選為「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最優申請人，

　　    同年正式營運

   促進台灣觀光產業發展，獲交通部觀光局頒發「2006 年優良

　　    觀光產業團體獎」

2008    「台北國際機場（松山機場）免稅店」正式營運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C 區 OT 案」榮獲第 六 屆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肯定

2010   「台中機場免稅店」正式營運

   獲甄選為「高雄國際航空站 ROT 案」最優申請人，同年正式營運

   獲甄選為「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ROT 案」最優申請人，同年

　　    正式營運

   英國 DFNI（Duty Free News International）媒體集團評選為

　　    亞太區最優零食糕點及精緻食品零食業者

2010    獲甄選為「澎湖觀光產業推廣中心 ROT 案」、「澎湖縣市區離

　　    島免稅購物商店案」、「馬公航空站速簡餐飲商店案」最優申

　　    請人，同年正式營運

   「金門縣市區離島免稅購物商店」正式開幕

   取得「基隆港東岸旅客大廳管制區內免稅商店」經營權

   獲美國 Global Traveler 雜誌評選最佳免稅商品類（GT Test

　　    Awards 2010）全球第 八 名

   台北市區免稅店連續三年獲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頒發

　　    「台灣旅行安心 GO! 購 ! 夠 ! 旅行購物保證書」

   連續兩年榮獲經濟部及勞委會頒發「2010、2011 年創造就業

　　    貢獻獎」

2011   榮獲經濟部頒發「2011 年台灣商業、服務業優良品牌獎」

   榮獲第九屆「國家公益獎」殊榮肯定，營利團體組唯一得獎者

  舉辦「寶島之美」建國一百年昇恆昌文學競賽，內容含括文學

　　    徵獎、文學講座、藝文展演及圖書出版等項目。

  舉辦「揮出夢想、奔向陽光兒童高爾夫球體驗營」暨「2011 昇

　　    恆昌 TPGA 高爾夫錦標賽」。

  昇恆昌桃園南崁物流大樓暨自主管理保稅倉庫，及員工宿舍大

　　    樓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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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昇恆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2    「高雄國際機場綜合免稅商店 ROT 案」榮獲第 十屆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肯定

  與台新銀行合作發行全新「昇恆昌聯名卡」

  轉投資興建金門地區第一座五星級國際飯店「金湖商務旅館」

　　    正式動工興建

  舉辦「2012 昇恆昌兒童公益藝術節」活動、贊助紙風車 319

　　    兒童藝術工程，邀請桃園地區社福機構弱勢兒童參訪桃園國際

　　    機場，並至大園國小觀賞紙風車劇團表演

  台灣第一座大型免稅購物大樓「昇恆昌免稅廣場」旗艦店完工，

　　    12 月 5 日開始試營運

2013    榮獲英國 DFNI（Duty Free News International）媒體集團頒

　　    發「亞太地區單一國家 – 最佳免稅零售業獎」

   榮獲馬英九總統親自頒發「2013 台灣觀光特別貢獻獎」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綜合免稅商店 ROT 案」榮獲第 11 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特優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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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 讓國際看到台灣的美

「付出，才會有收穫」，昇恆昌總經理

江建廷闡釋做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執行，播下

善種子，才能有好因果，如此不斷地執行再

執行，自然而然產生善循環。江建廷表示，

唯有正向思維才會產生正向行為。

用心維護國門  成台灣之光

昇恆昌甫於今年10月拿下英國最具公

信力的Frontier雜誌評選為年度全球最佳單

一地區機場零售業者 (Airport retailer of the 
year : Top-achieving Single Location)，該

獎項在國際業界素有「旅遊零售業界奧斯卡

獎」之美譽。昇恆昌連續三年入圍，此次

摘冠，擊敗DFS、杜拜等免稅大店，江建廷

說，昇恆昌贏在默默於機場做很多公共服

務，幾乎有高達半數的資源都投入公共服

務。

江建廷細數昇恆昌在桃園機場從事的公

益及公共服務，最早只是昇恆昌的員工會幫

忙清潔機場，維護國門的環境整潔；之後投

入地方敦親睦鄰，漸漸地跟地方的鄉親成為

朋友，而非只是銷售及顧客的關係；接著更

進一步全面提高服務水平，或許是遞杯茶、

親切地問候，讓客人感受到的是更多溫暖，

具有溫度的高質感服務。

直 到 昇 恆 昌 以 O T ( 營 運 移 轉 ) 、

ROT(重建營運移轉)的經營模式，建設桃

園國際機場一、二航廈，昇恆昌為大眾好、

為台灣好的善種子逐漸成長茁壯。

共好第一優先   好事要多做

江建廷說，昇恆昌做事的第一考量都是

為了共好，而非單純以商業利益為考量，例

如原本設置在機場第二航廈管制區內的巨型

公共藝術雕塑的「生命之源」，是以太極為

概念的巨大球型雕刻，中輔以Ｓ型做分界，

搭配潺潺而下的流水交融啟闔，寓意良好，

但長時間水花的飛濺卻讓室內管理維護相對

困難。昇恆昌於是自掏腰包，耗費工程將生

命之源移植到機場二航戶外通道，只要旅客

開車快抵達機場，遠遠地就能看到這壯麗的

大型金球，儼然已是機場指標。

又如，桃園機場早期興建時並未將機場

近年激增的旅客量納入考量，所以空調的配

置並不充足，後來當旅客流量愈來愈多，便

開始有旅客覺得第二航廈的空調不夠強，在

裡面反而悶。昇恆昌亦二話不說，主動替第

二航廈加裝冷水管線、加大空調強度，江建

廷回憶起昇恆昌在機場的作為與努力，都是

一點一滴默默地做，相信老一輩的機場人都

能明顯感受到早期跟近期，機場的變化實在

很大。

江建廷說，父親、昇恆昌董事長江松樺

時常掛在心中及嘴邊的話就是「好事多做、

多做好事」，而每次多做一點的好事，匯

集成河，實為可觀。例如昇恆昌特別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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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麗鷗洽談授權，在第二航廈闢建一座

KITTY候機室，一下子就獲得極大回響，

後來長榮航空也推出KITTY彩繪機，搭配

KITTY候機室，深獲親子旅客喜愛。

昇恆昌也正因為一路深耕機場服務，打

下厚實基礎，接續推出台灣印象系列候機

室，包括有桃園的蓮花、郵政、電子書等。

這些主題候機室讓桃園機場帶出亮點，不少

外籍旅客一下飛機，便感受到台灣多元文化

及活潑熱鬧的一面。

建主題候機室 幫寶島行銷

昇恆昌這些作為的根基，來自成立20
餘年來長期秉持「以人為本、社會公益為導

向，利益大眾」的經營核心理念。並肩負推

廣觀光重任，透過在桃園機場22間主題候

機室，將台灣文化之美行銷國際。

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下，以「台灣之

美」與「台灣之光」為主題，結合在地藝術

家的巧思及創意，自行投資改裝及管理維護

桃園機場第一、二航共22間主題候機室。

透過專業的空間規劃與設計，昇恆昌打造以

台灣特色為主題的候機室如歌仔戲候機室、

台灣小吃候機室、蝴蝶青花候機室等，以台

灣金曲獎為啟發的台灣音悅候機室及以金馬

獎為主題的台灣電影候機室更在國際媒體評

選出的2015亞洲最佳機場排行中提及，行

銷台灣文化的創意深受國際肯定。 

昇恆昌更邀請台灣創作鬼才方文山寫

詞、新生代創作女歌手徐佳瑩譜曲，打造

「機場之歌-在旅行的路上」，在名書法家

朱振南的大筆揮毫下，以龍飛鳳舞之姿躍然

桃園機場「出境長廊」的牆上，為即將踏出

台灣的旅客，獻上結合東方文化和台灣風情

的祝福，也成為桃園機場旅客拍照打卡的熱

點之一，別具代表意義。

全員志工文化 處處見用心

昇恆昌的企業社會責任不僅鉅細彌遺，

還開創台灣企業獨一無二的全員志工文化，

更多次榮獲國內外公益獎項肯定。江松樺帶

領員工強調身教，以身作則投身公益，鼓勵

近8,000名員工加入志工行列，無論是從鄰

里基層做起的弱勢關懷、環境保護，乃至於

推己及人的重大災難救助等，都可見到昇恆

昌志工默默投入的身影。

昇恆昌以「社會公益導向，利益大眾」

之企業經營核心理念，從事全方位公益活動

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直到現在仍由江松樺

身體力行地帶頭做志工、探訪老人院、育幼

院等，在大家長的鼓勵與推動下，昇恆昌

公司光是去年一整年，昇恆昌全台各點近

8,000名員工總共舉辦超過343場公益活動。

邀民眾行善 愛心餐車上路

除了各部門的自發性志工活動外，昇恆

昌免稅商店也將行銷活動結合公益，希望能

拋磚引玉，吸引更多民眾投身公益行列：去

年耶誕節，昇恆昌推出愛心餐車，認購喜憨

兒愛心手工餅乾贈與旅客，並邀請旅客一同

為偏鄉兒童募集愛心餐盒，即是希望能讓更

多民眾正視到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

昇恆昌長期以來在社會公益上的努力與

付出，獲得國內外獎項肯定，不僅榮獲「第

九屆國家公益獎」唯一營利事業獲獎人，更

於2014年榮獲國際CSR認證，成為第一家

獲得此認證的百貨零售業者。 (陳景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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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營造

公司概述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83
年，截至2015年底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5.32
億元，為甲級營造業，並以興建住宅、商業

大樓、科技廠房、公共工程、統包工程為主

要業務，專業的品質與服務聞名業界。

瑞助營造是龍邦集團的關係企業，龍邦

國際興業(股)公司成立於1988年，為中部

地區第一家股票上市之營建業龍頭。以正派

經營的形象及穩健堅固的財務績效，深獲業

界肯定。

企業願景：「打造精緻建築的領航者」

企業文化「操守、責任、誠信、勤奮」；

「熱情、創新、效率、執行力」為經營理

念。所有建案兼顧專業、品質、安全、環保

與服務管理，同時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公益

與環保，深獲大眾肯定。並以穩健的財務、

創新的思維、「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遠

見視野，不斷提升工程品質與技術，運用產

業差異化競爭策略，開創企業的藍海。

近年來致力於研創環保相關建材與技

術，希望能打造無毒的環保空間，讓居住在

內的每一個人都能健康的呼吸與生活，就像

是蓋給自己住的房子一般，追求至善。除此

以外，瑞助營造之管理，無論於工地現場、

企業總部都盡力達到綠化環保的目標，期許

更能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永續發展策略

瑞助營造相信永續發展是企業面對多元

競爭環境下必然且唯一的發展途徑，因此，

企業的治理方針也必須定期檢視、調整，才

能時時保持競爭力，於營造過程中減少及降

低可能對環境及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以

「低碳智慧建築，綠色創新服務」的創新思

維，結合內、外部瑞助營造綠色智慧科技聯

盟(原名：瑞助營造綠色聯盟)及策略聯盟，

擁抱綠色新技術，研發創新商業模式，成為

主導綠色營造的領頭羊。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瑞助營造非上市櫃公司，單純為了落實

永續策略，自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簡稱CSR委員會)，來統籌擬定全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的目標。CSR委員

會是瑞助營造內部最高層級的企業社會責任

組織，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聯合跨部門

的高階主管組成，各相關部門最高主管擔任

推行委員，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鑑別、議合及回應

重大考量面評估流程

CSR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依據AA1000
當責性原則標準(2008)、GRIG4所建議

的CSR考量面資訊進行相關內部討論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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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經評估選擇以問卷調查/訪談方式做為

議題辨識的基礎，並考量外部利害關係人觀

點，透過「CSR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依

永續性的脈絡、重大性、完整性及利害關係

人包容性，進而決定出主要利害關係人以及

重大考量面。

重大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除了透過日常業務以各種方式與利害關

係人保持互動外，也利用各種管道包括實地

拜訪、電話溝通、召開會議、滿意度調查、

參與公會等方式進行。由利害關係人所提出

的關鍵議題，會透過本報告回應被鑑別為重

大考量面的議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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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自成立以來，本著資訊公開透明化、專

業與品質至上、以及制度系統健全化原則，

依據「公司法」規定成立董事會，由七位董

事、一位監察人所組成，負責公司營運政策

方針，並定期召開董事會，有效監督營運績

效與經營階層執行職務的成果。同時，瑞助

營造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2015年經董

事會同意，董事長綜理公司所有營運業務。

股東大會、董事會與監察人

股東會

瑞助營造股本僅5.32億元，股東計有

200餘人，均以公平原則對待大小股東，並

鼓勵其踴躍出席股東會，積極參與董監事的

選舉或公司章程等增修事項。在每年定期股

東會中給予股東適當、充分發問或提案的機

會，以達到制衡的效果，同時股東也應有即

時、經常獲得公司資訊以及分享利潤的權

利。定期股東會議均須做成議事錄，依法於

開會後15天內送達股東。

董事會

董事會成員應本著忠誠、謹慎及高度關

注的態度，對於評估公司經營策略、風險管

理、年度預算、業務績效、甚至併購與投

資、或處分等重大事項，須善盡職責。同

時，確保公司財務報告的正確性，並避免董

事會成員損害到公司的利益。董事會應審慎

選任、監督經營階層，對公司事務進行客觀

判斷，並遴選適任之內部稽核主管，確保內

部控制的有效性，以防範弊端。 董事會的

薪酬與永續績效之連結係依本公司章程第

19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董監酬勞不超過3.5%為依據。

監察人

監察人應能適時行使監察權，本諸公

平、透明、權責分明的原則，促使監察人制

度的運作更為順暢；監察人除了要確實監督

公司之財務事項外，必要時可委託專業的會

計師、律師代表監察人審核相關事務。監察

人應確實查閱內部的稽核報告，追蹤內部控

制與內部稽核執行的情形，遇有危害公司的

狀況，監察人要適時主動告知主管機關，將

有助先期防範或阻止弊端產生。

擁有社會責任與職業道德觀念的瑞助人

基於應負擔的社會責任，比照SA8000
社會責任的標準，規劃與執行重要的人力資

源政策與規定如下述，並責令各級主管與全

體員工遵守之： 

1.在用人政策禁用童工，並遵守或超越

台灣政府勞基法與相關法令。

2.嚴禁各級主管對員工生理或心理懲

罰、凌虐女性、強迫性勞役及其他形式的虐

待事項；我們尊重員工的選擇意願以及所有

安排的工作都是自願性的。

3.員工薪資均符合台灣勞基法相關法令

及所有適用薪資規定，包含最低工資、加班

費、工作時間及法定應有福利；並確保不得

有不合理懲戒性的工資扣款事件。

4.對招募、任用、調任與晉升等用人措

施，承諾免於騷擾與不法歧視。

5.員工任用、調任、薪資、福利等各項

勞動條件均有平等機會，不分種族、地區、

性別、年齡、政治傾向及宗教信仰。

6.提供員工安全衛生的工作與生活環

境，包括乾淨的浴室、潔淨安全的餐廳、宿

舍與廁所、衛生的食品存儲設備等。

7.教育員工尊重智慧財產與著作權，及

保護公司內部營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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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應致力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精神與

實踐，推廣至供應商與承攬商夥伴。

客戶服務與供應鏈管理

客戶服務

秉持著客戶至上的服務宗旨，於2011
年成立客服事業處(除了透過瑞助網站聯絡

外，另設有0800-245999免費客服專線)以

專業的客服團隊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品質。集

合專業工程技術與菁英人才，充分運用團隊

合作及專業分工的組織效益，並秉持誠信負

責的態度，達成業主所託付的使命與任務。

以下即針對在建案及完工保固修繕流程之客

戶滿意績效說明。

在建中業主滿意度調查表

業主的寶貴意見，是我們努力改善的目

標，每年都會請在建中個案之業主協助填寫

「客戶滿意度調查表」，做為檢討改進的參

考。依下表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品質滿意度

在2015年有下降的趨勢，鑑此，於月主管

會議時強力宣導，請各工地主管加強自主檢

查並請品質中心人員加強稽核，要求盡早改

善。有關與鄰房溝通方面，服務業主居中協

調，且儘可能達到雙方滿意認可，其努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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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普受業主好評；在整體工程進度上，其落

後因素「業主變更或建築師修改設計」占約

三分之一，另一要素為「工班短缺不足」，

為改善此情況，致力於配合業主辦理及溝通

主管機關以縮短時程，及穩定舊有資源並成

立專案積極開發新工班。經過整年度全體努

力及景氣變化，已陸續改善中，未來將朝固

定配合工班發展。

保固修繕作業程序

為確實做好客服，完成修繕作業，採專

人專職管理，針對顧客反應缺失適時解決，

2015年完成修繕件數1,145件(無客訴)，均能

依據制定之保固修繕作業程序，一天內完成

報修內容及地點、二天內完成修繕會勘及七

天內完成修繕簽認。針對缺失嚴重問題，以

採彙整案例問題點為第一步驟，接著透過分

析原因並改善相對應的對策，並於每月主管

會議提出檢討報告，避免問題二度發生。 

每半年對保固期間之顧客實施滿意度調

查，其滿意度調查內容為修繕會勘與完成時

間、修繕服務態度、修繕服務品質、缺失程

度較嚴重、數量較多的項目與二度發生缺失

的項目等，而使用評分評語為非常滿意、滿

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近三年(2013-2015)統計每半年實收回

函約30-40份，進行分析統計，滿意度調查

統計圖如下：

2015年顧客給瑞助營造滿意度調查，

滿意以上93.95%，普通6.05%，較往年提

高。然針對普通部份，依問題點發生原因透

過專案檢討提出優缺點，來修正改善相對應

之政策，並回饋顧客，更加強客服人員的服

務態度，透過電話連繫與不定期拜訪及迅速

處理顧客問題，一切以顧客為考量的服務品

質，做好客服工作。 

對保固已到期之工地，若因缺失未適時

發現而保固期過後再提出，因剛修繕完成需

要時間觀察之情形，本公司均視情況、主動

延長保固時間，讓顧客安心，客戶服務滿意

度調查，經彙整後召開檢討會議，針對不滿

意之項目請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並安排

於主管會議做專案報告，同時提供工程處各

主管、工地主任及各地區修繕人員作為施工

參考，並在各施工節點加強管制與自主檢

查，以降低相關缺失發生的機率及提升施工

品質。對於缺失程度較嚴重或數量較多及二

度發生缺失的項目，則列入每季修繕問題檢

討專案報告，提出改善方案避免再發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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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品質。在客服人員用心經營下未達滿

意的部份逐年降低。

供應鏈管理

瑞助營造為永續經營的企業，以打造幸

福企業為目標，向前邁進，十分重視員工的

工作環境、福利及家庭生活，要員工工作與

生活並重，使員工能以在瑞助營造上班為

榮，因此對於合作的協力廠商管理也要求十

分嚴謹，須經過評鑑合格方能有機會承攬工

作且期望協力廠商亦能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故於2012年8月中制定「協力廠商環

境及社會責任之實行準則」並全面將此準則

百分之百納入雙方合約中執行管理，以期望

雙方都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創造美好的生

活環境。

永續發展

綠色創新環境保護

地球環境保護為企業經營永續的基石，

瑞助以「低碳智慧建築，綠色創新服務」的

創新思維，擁抱綠色新技術，研發創新商業

模式，提供客戶全方位精緻價值鏈，創造安

全、健康、舒適、節能減碳與永續的建物，

強化綠色企業。

綠色施工技術作為

氣候異常及暖化對全球企業經營有潛在

嚴重的風險，不僅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紛紛

提出相關對策，而在工地執行面不斷持續針

對節能、環保、健康等方面，且藉由各產學

合作方式研發綠色施工技術，以興建省能

源、省資源、低汙染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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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兩岸―產學合作拚創新 
瑞助營造搶進大陸營建管理市場第一

站─「廈門瑞助建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2年開業至今已陸續承接龍邦廈門國貿金

融大樓、廈門正新地產員工宿舍及龍邦廈門

醫院等指標建案，2015年3月與綠色營建工法

的研究合作夥伴「朝陽科技大學」攜手，共赴

廈門理工學院簽定兩岸三方產學合作協議。

創新環境衛生管理

衛生政策係由董事長親自簽署制訂公布

並全面實施。為避免營造工地造成周遭環境

(空氣、水及廢棄物)等汙染，推動營造業創新

的「環境政策」及「6S計畫」，以減少工地造

成之環境汙染，為地球多盡一份保護心力。

節能減碳愛地球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加上能源使用

成本不斷攀升之影響，如何降低能源使用成

本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當前企業落

實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瑞助秉持「低碳智

慧建築，綠色創新服務」精神，於2012年
主動參加經濟部節能減碳輔導計畫，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獲得全國第一

張營造業能管證書，也持續透過PDCA的管

理循環，引導組織持續改善節能績效，降低

能源使用成本，更能引領同行及社會大眾對

能源效率的重視與要求。 

持續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以「綠化環保、效能提升、降低成本」

之原則，強化對實施能源效率的重視及要

求，藉以凝聚市場的認同與誘因，促使各相

關廠商及早投入品質及技術能力的提升，再

創產業的競爭力。 

社會參與

幸福職場與發展

「有幸福的員工才有幸福的客戶」是高

層長官做好幸福企業及熱情服務的終極理

念！為了營造這樣的環境，提供舒適健康的工

作空間、符合個人職務能力的薪酬、友善無

衝突的互動環境，並持續推出多樣化的工作

與生活平衡方案，照顧員工的身心靈健康。

人員聘用

本公司僱用的人員皆為高中職(含)以上

畢業，且以居住當地人員為優先，如台中辦

公室員工絕大部份來自大台中地區，台北總

公司員工則以大台北地區為主。員工人數至

2015年為457人，以營建工程與管理為本業，

男女比例為男335人占72%，女129人占28%，

男女性別人數因現場工程師及內業行政性質

而有差異，不因性別決定僱用機會。

打造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

在薪酬上的考量是以公平、合理為原

則，並加入學歷、經歷、職務類別、工作經驗

等因素，在基本條件相當下，實現同工同酬；

並提供各類獎金，獎勵員工優良的工作表

現，與同仁分享營運上的成功表現；並依據

獲利程度、員工個人績效及組織目標達成，

決定獎金發放金額。我們薪資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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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須兼顧員工與股東權益。 
2.必須吸引及留任優秀人才。

3.依獲利能力提供適度獎酬，以獎勵參

與個案的員工及具長期承諾的高階主管。 
4.與同業平均薪酬相當或優於同業。

每月除固定薪資之外，另依個人及團體

績效表現額外給予獎金激勵，獎金設置項目

有月績效、紅利、完工、年終、品質競賽、創

意提案等。此外，結合薪酬與績效，藉此激

勵人才，並連結營運績效、部門績效與個人

績效，以達到個人公平。每二年亦會針對市

場薪資調查及個人績效表現，進行薪資檢視

及調薪作業，員工男女平均薪資近四年亦比

同業平均高，如2015年各高34%及25%。 

同時，每位員工薪資不因性別有較大差

異，每一職等男女薪資比例基層人員相近，

新人無經驗起薪(平均月薪)均比政府規定基

本工資20,008元高約1.3~1.6倍。依法訂定

「工作規則」送主管機關核備，在其獎懲作

業規定不會因懲處而扣減員工當月薪資。中

高階人員因年資深淺及男性擔任工程技術主

管，薪資較內勤為主的女性為高，係行業特

性與工作難度的因素。

建構多元幸福職場

營造業是高壓又長時間的工作，為了讓

員工身心靈上都有健康的生活，瑞助致力於

推展各項福利活動。

導入職安觀念  形成幸福防護罩 
因70%的員工為工地現場工程人員，勞

安觀念及措施非常重要，故工地及公司皆定

期安排勞安查核會議，並定期派有勞安證照

人員檢核各工地勞安措施及矯正回饋，以確

保工程人員工作上的安全。

無障礙的溝通管道  提高幸福指數

良好和諧的員工關係是提升績效的助

力，恪遵勞基法規定，保障員工權益，故至

今員工尚無提出工會組織成立需求。另為保

障同仁權益，也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且建立順暢的溝通管道，提供各式平

台，如各級主管溝通會議、人力資源組織提

供多元溝通管道，鼓勵員工勇於表達意見並

促進勞資關係，維持順暢的雙向溝通與交

流，使公司資訊能夠即時、正確的傳達予同

仁，員工的聲音可以被傾聽並得到回應。

貫徹訓練政策 建立學習型組織

我們堅信「人才」是公司的資本，所以

規劃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及員工發展訓練課

程，協助員工提升專業、管理能力與自我成

長，成為支持永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為訓

練的宗旨。2015年度所舉辦的訓練總人時

數達12,955.5小時。主管人員、工程人員、

行政人員的平均受訓時數，分別為52.95小
時、34.7小時、10.26小時。平均每位員工

受訓時數為27.92小時。2015年度經由受訓

學員滿意度調查之課程評鑑分數及講師評鑑

分數皆達四分以上(滿分五分)。

公益送暖  幸福關懷
企業本為營利事業，良善的企業應有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使命，致力

推展公益活動，關懷社會弱勢、關懷大地。

社群網站

瑞助營造於2010年10月成立「瑞助阿

牛─愛地球日記」粉絲專頁，旨在希望用更

靈活的方式與社會大眾分享平常較難接觸到

的營建創新技術資訊、國內外綠色議題以及

公益關懷之相關訊息，這是瑞助與社會大眾

溝通企業社會責任的管道之一，201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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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本分享的議題外，開始針對公司活動及

工程資訊分享於網路平台上，讓更多人了解

瑞助的動態，也搭配企業網站做較醒目的設

計規劃、努力提升粉絲人數，並整合公司資

源，如：瑞助人誌、廣播單元等，呈現更多

面向的愛地球資訊，同時加深社會大眾對於

公益環保和瑞助營造之間的品牌連結。

廣播媒體

自2011起，與好家庭聯播網合作，製

播「GOOGLE我的綠色地球」單元，從綠

建築、綠色夥伴、綠色營造技術等角度切

入，除成功營造企業綠色形象外，也引起業

界與聽眾的共鳴，2014年起調整為「綠色

地球新價值」單元執行至今，以對土地、

建築(CSR)的關懷方針；技術的突破(綠色

夥伴)做線；幸福企業(人力資源)為尺，以

廣播頻道搭配網路平台Cloudradio的方式播

出，期望在全台灣聽眾的心中種下對環境、

對社會的關懷種子。

企業季刊―瑞助人誌

2005年瑞助人誌創刊以來，內容不斷

推陳出新，歷經四次改版，逐步在刊物設

計、編排、走向上做調整，力求兼顧刊物內

容的深度與廣度，目前架構主要環繞在「建

築相關專業領域」、「綠色環保議題」和

「公司活動報導」上，閱讀對象也由公司

同仁向外拓展至業主、廠商、教授及建築

師，隨2014年廈門子公司成立，更新增簡

體版，2015年每季發行量為：繁體版1,200
份、簡體版100份，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另為減少對環境的危害，瑞助人誌使用環保

大豆油墨印製，並將內容同步放置於企業網

站提供下載，讓潛在閱讀者以e化的方式接

收資訊，未來也希望發展電子書，方便於平

板裝置上閱讀，推廣季刊理念的同時亦宣導

無紙化觀念。

公益活動

企業家庭日

「公益活動暨家庭日」一直是瑞助的年

度重點活動，每年藉由舉辦家庭日來促進員

工及其眷屬與公司的互動，並結合公益/環
保/教育的活動以落實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2015年瑞助三度邀請南台中家扶中心學童

及家長同樂，在志工的帶領之下，一行36
人與瑞助員工、眷屬一起前往飛牛牧場進行

公益之旅，期盼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啟發眾人

對於公益議題的關懷。

公益修繕

持續著近年來的公益修繕計畫，前幾年

以修繕市區內的據點咖啡屋為主，2014年更前

進偏鄉地區成立社區輔具站，在伊甸基金會的

邀約下，瑞助營造藉由過往公益修繕的經驗，

第三度與伊甸攜手合作，前進苗栗泰安鄉提

供免費的修繕服務，將資源送進偏鄉，為偏鄉

社區長者及身障朋友打造友善的生活環境。

投身救災

2015年8月，台灣受蘇迪勒颱風強風豪

雨影響，全台400萬戶停電、多處嚴重淹水

或發生土石流、山洪，大量路牌、招牌、樹

木等被吹翻。風暴直接造成八死437傷四失

蹤、多處交通道路中斷，也吹倒台北市許多

路樹，初步統計為2,079件，且不含公園及

偏遠地區樹木，創下歷年風災之冠。瑞助營

造深知救災刻不容緩，由世大運工地同仁與

新工處一同前進福州山公園、南港公園兩處

進行連續四日之清運作業，盼能盡一份棉薄

之力，早日恢復昔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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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捐款及員工樂捐

瑞助的員工在2009年起開始跟進企業

捐款的義舉，截至2015年底共有超過400名
員工一同響應樂捐，積沙成塔的愛心已經散

布到許多需要幫助的角落，公司和全體同仁

一齊牽起關懷網、點亮希望，2015年以企

業之名捐助南投高中拔河隊，支持勇敢追夢

的青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去為國家、為夢想

打拚，也於2016年初接獲凱旋歸得四金二

銀的戰績，瑞助營造與之一同分享喜訊的同

時，也感到助人遠比受惠更快樂。

未來發展

瑞助營造除了在專業領域上精益求精

外，也不忘參與公益活動回饋社會，公司始

終認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重要性，更

樂見社會的角落因為瑞助用心關懷而越顯美

麗、溫馨，未來公司希望在永續經營的信念

中不斷嘗試創新，因創新才是驅使企業進

步、長久經營的不二法門，瑞助將會鞏固企

業良好的本質，以求發揮更大的回饋力量，

為地球、社會盡一份心力。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瑞助營造2015 CSR企業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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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營造珍惜資源 推動水撲滿

龍邦國際子公司瑞助營造近十餘年來年

年有盈餘，且獲利持續成長，今年營收可望

挑戰85億元新高，瑞助營造董事長張正岳

表示，瑞助營造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企

業社會責任首要即是企業必須獲利，這是企

業社會責任最基本的要求，同時以成為「綠

色永續企業」為目標，近年更行有餘力拋磚

引玉，建立綠色供應鏈，籌組「綠色智慧科

技聯盟」就是瑞助發揮品牌影響力最顯著的

成果。

張正岳表示，建築業是跨世紀的產業，

瑞助營造本著誠信負責的態度、勤懇深耕的

精神，在專業領域中，不斷地自我要求與提

升。將平面的建築夢想藍圖，建造成為一座

座觸手可及的百年完美建築、力行成為「打

造優質建物的實踐家」。

企業社會責任可分四個面向，一為公司

治理，二為企業承諾，三為環境保護，四為

社會參與。雖然瑞助營造並非股票上市櫃公

司，但對於公司治理和企業承諾都以最高規

格要求。

善盡企業責任 目標三贏 

張正岳表示，即使營造業遇景氣波動，

經營環境日益艱困，但近年瑞助營造持續品

牌化經營與增加能見度，對股東、客戶和環

境都善盡企業責任。

接案策略上，絕對不碰沒有利潤的案

件，在景氣波動極大的營造產業環境中，不

景氣時公共工程比重高些、景氣好時民間工

程多接一些，以維持約5%毛利率及穩定獲

利能力。例如目前在建中的社會住宅、運動

中心等公共工程，即占總案量約六成。

對客戶方面，瑞助營造在公共工程獲如

台北市、新北市等公部門業主的肯定，民間

工程有超過六成的高續案率，不少建商業

主、汽車展修空間業主都已有四、五件工程

案連續發包給瑞助營造，瑞助不以低價搶

標，以對於客戶的專業與品質堅持、高配合

度、完善售後服務，也造就了高續案率。

員工福利誘人 離職率低

張正岳表示，瑞助營造對於股東來說，

每年穩定獲利、盈餘高股息分配率，公司

治理制度規章完整，瑞助營造約有500名員

工，近十年來，員工調了四次薪資、並有獨

步業界的完工獎金設計、每年出國旅遊。以

受景氣波動極深的營造業來說，擁有25年
歷史的瑞助營造，年資超過十年的員工就占

了六成以上，而且離職率遠低於同業。 

瑞助營造更設立了健康福利部門，配置

專任的「職場護士」，對於員工及工班的建

康追蹤及諮詢、管理，亦為業界少見，提供

員工穩定且優良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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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營造近年致力於以統包方式承攬工

程，張正岳表示，國內營建工程多屬分包制

度，一旦營造廠取得標案後，多數會依工程

屬性，將分項項目逐一發包給下游專業分包

商施作，供應鏈廠商將是企業的「無形財

產」及「合作夥伴」，而營造業所需工種及

人力繁雜且多，基於企業成本考量，不可能

樣樣都由自己做，因此需要專業的供應鏈廠

商提供配合與協助施工以完成各項案件工

程，因此對供應鏈廠商的開發、錄用、管理

及評鑑非常重要，應審慎面對與執行。

籌組綠色聯盟 整合110廠

在環境保護方面，瑞助營造結合了110
家供應商夥伴，2011年籌組成立了「綠色

智慧科技聯盟」，將整個工程供應鏈上、

中、下游的少毒與綠能建材廠商結合，以環

保策略參與投標，讓瑞助所配合的廠商架構

及會員管理更具制度化，也讓綠色產業經營

管理資訊能夠整合交流。

張正岳表示，氣候異常及暖化對全球企

業經營有潛在的嚴重風險，如何因應這個潮

流及趨勢，已經成為企業前所未有的挑戰，

瑞助營造因應之道即是致力在節能環保及

工法技術的提升，實施「ISO 50001能管政

策」的節能行動推動，不僅獲得全國營造業

第一張證書，也引領同業及社會大眾行為改

變，強化對能源效率的重視與要求。

推「水撲滿」計畫 守護資源

瑞助營造推行「水撲滿」計畫，在建築

與工程設計上引入儲水、滴灌等設計，確保

水資源的充分利用與對環境破壞降至最低。

同時瑞助營造也成立資源處理公司，將

混凝土等廢棄物料再利用，以再生混凝土取

代在假設工程上正常比凝土的使用，降低成

本2%~10%，去年已使用超過1.8萬立方米

再生料減碳，也利用這些廢模料收集區的板

料，作成開口護欄，達到廢棄物再利用及安

全的雙效益。

瑞助營造推行「綠色工務所」，規劃循

環風扇、活氧蔬菜櫃，運用植裁、攀藤來達

到減碳和綠化的效果，並且定期測定二氧化

碳濃度。

在社會參與方面，瑞助營造長年捐助家

扶中心、惠明盲校等機構，參與海岸的淨灘，

也捐助南投高中拔河隊，讓他們在國際參賽

無後顧之憂，並且與伊甸基金會以一年一專

案公益修繕的方式，包括庇護工場整修、偏

鄉社區輔具站、中區啟能大樓的無障礙環境

改造，四年來累積服務對象已超過300人。

例如台南大地震災難發生，瑞助營造第

一時間結合綠智盟廠商，幫助玉井、左鎮區

三所山區學校1,200名師生恢復上課。

投入環保研發 延伸觸角

張正岳表示，整體營造產業環境變遷比

想像中更快，對企業維持獲利難度更高，因

此只有多元發展和不斷創新，不僅持續投入

長照、環保等領域的研發，將瑞助營造發展

為綜合性營造的管理集團，也以「打造精緻

建築的領航者」作為瑞助營造最核心的未來

發展期許。

張正岳表示，瑞助營造不僅在自己的專

業領域中不斷精益求精，並且以自身核心價

值回饋社會，目前瑞助的觸角已經延伸到中

國大陸市場，目前在廈門已有切入營建管理

業務。 (郭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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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

公司概述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8月
28日登記，並於隔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正

式營運。一開始歐萊德先代理國外品牌，卻

發現大部份公司生產的髮妝品和一般化學品

沒有兩樣，由於歐萊德催生者葛望平董事長

自小過敏症狀嚴重，再加上父母在公司創立

同一年先後因腎臟病及癌症辭世，於是發願

要幫助人們遠離有毒重金屬與化學物質危

害，立志改變被化學成份圍繞的生活和環

境，決心將髮妝品事業朝綠色有機發展。

自2002年自創品牌開始，歐萊德在葛董事

長的領導下前進的腳步飛快，至2015年底

已成長為一個擁有230名員工的綠色企業。

葛望平董事長優秀的創業力及領導力，不

但讓他獲得創業楷模獎(2012)，歐萊德企

業更是獲獎無數，光是2015年獲得的獎項

就高達九項，包含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Geneva Inventions金牌獎及特別獎、天下雜

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 小巨人組首獎、第二

屆國家智榮獎 – 卓越獎、經濟部金點設計

獎標章、經濟部台灣OTOP產品設計獎、日

本G-Mark設計獎、安永企業家獎 – 綠色創

新企業家獎，足證歐萊德是個經營與創新都

展現卓越實力的企業。

企業團體與公會組織參與

歐萊德不但經營與創新出色，也十分重

視跨產業合作，以共創綠色永續。為了傳達

歐萊德「自然、純淨、環保」理念，歐萊德

積極參與各團體及組織，希望能將企業永續

環境與地球資源的社會責任價值觀更深植於

台灣公會組織，進而促進環境保護的作為能

真正落實。

利害關係人相關資訊揭露

2014年3月歐萊德董事長葛望平組成

CSR推動小組並召集小組成員進行兩次會

議，找出包含股東、消費者、通路客戶、代

理商、員工、供應商、協力商、政府、社

區、非政府組織、銀行及媒體之12類利害

關係人以及其關切之重大考量面。

重大考量面調查採問卷方式取得，於

2013年全面發放問卷發予12類利害關係

人，再從回收的330份問卷中，找出所有利

害關係人關切的議題。依其關切程度排序後

分析結果，訂定25個必需揭露議題及七個

歐萊德自願揭露議題。

公司治理

組織架構

為了因應公司的成長與後續發展規劃，

歐萊德組織於2014做了若干調整，4月22日
(世界地球日)正式將「上人示」品牌更名為

「shan|善」，並於5月23日全面啟動電子商

務網站：http://shop.3shan.com.tw/。有別於

O'right歐萊德品牌專營專業美髮沙龍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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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善為歐萊德公司第一個以電子商務為

通路的綠色電商髮妝品牌。

2014年另設立專職專責的內控內稽單

位以負責組織內部稽核，同年8月8日成立

歐萊德性騷擾防治委員會；8月12日成立歐

萊德勞資委員會，並於11月1日設立生物安

全委員會。

歐萊德的組織在調整後共分為四層單

位，一層單位包含二個事業群、六個中心、

三個處；二層單位包含27個部及一間實驗

室；三層單位包含九個課及一區；四層單位

為十個業務客服辦公室，內部則設有十個委

員會/小組。

董事會主要制訂公司策略、行動計畫和

擬定策略目標，並負責審核、批准年度預

算，監督重大資本開支及執行一般風險管

理。總經理秉承董事會決定之業務方針，綜

理公司全盤策略、業務、產銷及營運目標之

規劃與執行，歐萊德董事會由五席董事組

成，另有二席監察人。

董事會依照公司法規定如期(至少每季

一次)運作，2015年召開董事會的次數為七

次，董事(含監察人)親自出席董事會的平均

出席率為97.96%。

企業理念與政策

歐萊德是台灣綠色髮妝的領導品牌，

擁有全亞洲第一座綠建築化妝品GMP廠，

通過ISO9001、ISO22716、ISO50001、
ISO14001、OHSAS18001等認證，以100%
太陽能與風力潔淨能源發電製造產品，並以

水資源再生循環系統進行全面綠化改造，是

少數具備綠色研發、環保設計、綠色製程、

創意行銷的MIT髮妝公司。歐萊德綠色產品

從採購、原料、設計、生產、運送、使用到

回收，所有細節都盡可能地減少對環境的衝

綠色永續

創新計畫

綠色

包裝

綠色

製程

綠色

工廠

綠色

電力

綠色

物流
綠色

廢棄

綠色

驗證

綠色 

原料

綠色

行銷

綠色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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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同時創新使用頂級胺基酸系、葡萄糖苷

系有機起泡成分，堅持無添加環境荷爾蒙、

染色劑、塑化劑等有害物質，綠化配方不但

照顧人的健康，也友善地球環境。歐萊德

於2006年開始進行一系列綠色永續創新計

畫，積極落實綠色理念，致力提升為社會企

業，專注創造綠色永續價值。

環保永續政策

歐萊德以「全員全時、節能減碳、綠色

創新、環境保護、綠色永續」為環保永續政

策。「全員全時」即全員參與全時投入，隨

時舉手之勞做環保；「節能減碳」則為善用

再生能源，減少資源浪費，降低產品與行銷

活動的碳排放量；「綠色創新」的意義為承

諾持續創新，運用對地球最友善的材質，開

發更低碳的產品與服務；「環境保護」為藉

由參與環境保護活動，向下扎根環保理念；

「綠色永續」的意涵則為整合上中下游資源

共創綠色價值。

公司並成立以環境永續為目標的綠色永

續發展委員會，由各部門組成之委員透過每

兩個月一次的綠色永續會議提出並追蹤環保

政策，藉以成功整合綠色供應鏈運籌管理系

統。

簡而言之，歐萊德堅持企業所有作為皆

須極盡所能的符合環保理念，包含建築物本

身設計設施、公司內部環保政策、整合串聯

外部供應商之綠色

供應鏈。

產品介紹

1.  歐萊德品牌

2.  shan|善品牌

3.  歐萊德代工服務中心

歐萊德除了原有的專業沙龍通路及

2014年展開的全新電商通路外，亦以提供

代工服務來開創另一種面向的綠色版圖。

永續發展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從一磚一瓦開始實踐綠

色

亞洲第一座綠建築GMP化妝品廠

歐萊德公司以超高標準投資約2億元

(超過二倍資本額)，歷時二年終於建成亞洲

第一座綠建築GMP化妝品廠—「歐萊德綠

建築總部」，並於2012年6月5日世界環境

日落成啟用。這座藝術與時尚感兼具的綠建

築以「人、建築與環境永續共生」為最高指

導原則，採用混凝土清水模工法建造，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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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質樸，不加刻意修飾，直接展現自然的

質感。冷調清水模展現內斂的熱情，理性與

感性兼具。建築物部分樓板挑空，以大小不

一的立柱做為支撐及裝飾，整體結構彷彿一

座森林，富有活力及多樣性。因此，不管在

哪個角落，都可以感受到空間與自然親密而

野性的對話，「歐萊德綠建築總部」是一棟

會呼吸的房子。

全員參與興建計畫

2006年9月，平鎮歐萊德工廠小小的會

議室裡坐著一群懷抱理想與熱血的年輕人，

思考著企業應該如何達到永續經營。分析

了專家意見，再加上對社會責任的自我期

許，歐萊德毅然決定興建一座「綠色化妝品

廠」，企圖翻轉人們對於資源的錯誤認知及

使用方式，並積極發展綠色永續。為了提供

歐萊德綠色產品最好的搖籃，並用最友善的

方法利用有限資源，葛望平董事長及其團隊

從籌劃、選地、測試風向等，都是親力親

為，且經過多次構思與討論後才定案。這些

努力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歐萊德的經營

理念「自然、純淨、環保」完全融入並具體

呈現。其創新與用心，自落成以來，已數次

獲獎，受到各方肯定。

各界參訪

創新的綠建築總部，吸引絡繹不絕的各

界訪客，除了分享綠色經驗，也為環境教育

貢獻力量，2015年當年度參訪單位多達96
家、造訪人次高達2,801人次，自綠建築總

部啟用後開始統計至2015年年底，累積造

訪人次共12,194人次。

歐萊德將「綠建築總部」發揚光大，開

放讓更多人、更多企業參訪，就是想發揮綠

色影響力，讓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都開始

省思：你能做什麼？我能做什麼？透過深度

溝通，集眾人之力共同守護珍貴的地球。

自然、純淨、環保的設計

歐萊德以「自然、純淨、環保」為理

念，致力於製造對身體健康、對環境友善

的產品。身為歐萊德精神象徵的綠建築總

部，也處處融入這三個理念，獨特的設計

哲學，使歐萊德綠建築總部獲得2012年
台灣EEWH綠建築黃金級認證，達成七項

EEWH綠建築指標。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的環保也充分反映在

年度水、電的總使用量，早期位於平鎮的

傳統廠房與一般化妝品廠的用水用電條件

相似，與舊廠比較起來，新廠面積為舊廠

三倍，總耗電量卻反而比舊廠平均減少約

42%。在水資源回收方面，100%回收雨水

與製程中水使用在生活、空調與澆灌等用

水，不浪費任何寶貴水資源。

自然/生態綠園區

綠建築的基本精神在於除了人為活動區

域之外，盡量仿傚並恢復自然野地，留住豐

富的植物生態與多樣性。大自然是原始多變

的，它有豐富的生物族群，而人造環境一定

要向複雜而理性的大自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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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占據」、「不占滿」的理念打造

的歐萊德綠建築總部，建物四周完全零圍

牆，將「還地於自然」的綠色美學融入其

中。綠色美學不止是創造優美的環境，更要

讓綠色概念融入使用者生活，以找回內心的

平衡。在放鬆解除壓力後，重新學會與自然

和諧共存，讓自然環境走進生活。這些哲學

充份展現在綠化量、基地保水、水資源、二

氧化碳減量四項指標，有三項指標更遠遠超

過EEWH標準值。

純淨/綠能製造中心

歐萊德使用綠色潔淨能源風力與太陽能

自行發電製造產品，減少高耗能源使用。此

綠色能源無法由歐萊德直接使用，必須先送

至台灣電力公司再統一供電，2015年以此

方式共計售給台電47,541度電(目前均為太

陽能產生之電力)，自啟用至2015年底售出

了233,064度電。歐萊德的生產用電用的雖

然來自台電，卻是不折不扣的「綠電」，高

效率的能源使用，使歐萊德獲得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環保/低碳辦公環境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最主要的活動族群為

歐萊德品牌與Shan│善品牌的工作夥伴，為

發揮綠色企業精神，在建物設計之初，低碳

辦公環境即為主要的思考點。低碳辦公室為

員工最主要的工作環境，因此全區寬敞，採

光良好，再加上先進的二氧化碳監測系統，

提供同仁環保而健康之工作環境。

歐萊德綠色永續供應鏈：打造更強綠色競爭

力

2006年歐萊德管理團隊決定朝綠色品

牌邁進，第一步是將歐萊德的品牌標誌從橘

色改為綠色，同時也重新評估供應鏈，將環

保考量納入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形成綠色

供應鏈，使供應商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由

被動配合角色，改變為積極參與角色，藉著

不斷的溝通創造共識與信任，將上、下游供

應鏈完全整合在「環境承諾Eco Promise」
中，集眾人心力，共同讓地球更美、更好。

綠色研發

綠色內料研發

歐萊德植萃研發中心負責掌控產品的品

質、安全性及功效，同時也針對綠色原料進

行開發研究。歐萊德以「自然、純淨、環

保」為理念，一直致力於提升產品內料天然

成分的比例，能做到產品綠化，歐萊德靠的

是綠色創新研發，而非能言善道的代言人

或廣告行銷。因為不斷地積極投入綠色研

發，歐萊德的洗髮精已成功升級到8 Free。
8 Free指的是歐萊德拒絕使用洗髮精裡常見

的八種有害物質，因此歐萊德洗髮精對髮型

設計師、一般消費者及環境來說，都非常健

康而安全。

綠色包裝研發

為降低環境負擔，歐萊德積極研發綠

色有機原料以取代石化塑料，並致力減少

包材，或以綠色包材取代，綠色包材指的

是可回收、可再製或可分解的包裝材料。

我們大量使用可生物分解或可回收之包

材，其中可生物分解包材計有PLA瓶器、

FSC認證紙盒紙袋、竹蓋等等；可回收包

材則以各式瓶器為主。減少包材會連帶減

少廢棄物，進而減少碳排放，因此在考

慮包材時，我們最先考慮的是5R原則，

包含Reduce(減少)、Reuse(再利用)、

Recycle(回收)、Replace(以綠色包材取

代)、Responsibility(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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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創新設計

歐萊德的產品設計一直以綠色創新為最

高原則，製造出效法生態、效法自然的產

品，自然界沒有所謂的廢棄物，因此歐萊德

產品也朝著零廢棄物之路前進，其中「瓶中

樹」更是全世界第一瓶會長出樹的洗髮精。

瓶中樹：生態永續創新洗髮精

「瓶中樹」為歐萊德歷經兩年研發、設

計、製造的創新環保洗髮精。瓶身為生物分

解材質，由廢棄蔬果與植物澱粉製成，使用

後埋入土中可自然分解，瓶底則置入台灣原

生樹種相思樹之種子。選用相思樹種子的初

衷是其台灣原生木種，且在20年生的樹木

中以台灣相思樹碳吸存力最高，每年每公

頃可吸380公噸二氧化碳，是台灣主要造林

樹種之一。洗髮精用畢後空瓶埋在適當環境

下約一年可分解成二氧化碳與水，供給瓶內

種子長成一棵大樹，為地球製造新氧氣。在

瓶蓋設計上，我們使用孟宗竹，此設計理

念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Best of the Best 
2013」最高榮譽與2014德國iF設計大獎肯

定，更獲評審讚揚說：「O'right歐萊德不只

是設計一瓶美好洗髮精，更是設計了一個美

好生態系統，展現了設計的真實意涵，帶給

人們美好的使用經驗與深遠啓發。」是全世

界第一瓶榮獲此獎項的洗髮精。

綠色採購

歐萊德的綠色原物料從2011年的44.3%
提升至2015年的62.45%，一直維持將近五

成的採購比率。

關心動物權益

未來歐萊德將繼續堅持「自然、純淨、

環保」的綠色理念，開發對動物友善之產

品。我們認為，美好的未來攸關的不止是人

類「生活」，更需以尊重「生命」為基礎，

與大自然中的所有生物與「生態」和諧共

存，也就是我們在推廣的三生理念。因此，

在產品配方研發，我們計畫逐步以替代性試

驗取代動物性實驗來證實產品功效，支持動

物保育與關懷動物權益，成就真正的綠色產

品概念。

綠色物流

在產品運送上我們鼓勵客戶有計畫地進

行購買，此外歐萊德優先選用有油電混合車

可回收材質

環保標章認證紙箱

空氣緩衝氣泡袋

環保標籤

拒用PVC

天然素材 產品目錄／文宣

PVC

圖 3-4 歐萊德環保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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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力廠商，且要求運輸之協力廠商裝設

GPS導航設備，規畫最短運送路線，減少找

路之能源耗損，減少對環境的衝擊。在綠色

物流方面我們雖然已有明顯的成績，但仍然

不斷思考如何持續精進、改善，提升物流系

統的效率，降低因運送衍生的環境衝擊。

綠色服務

產品服務

為提供客戶更創新的產品綠色服務，我

們為每一個產品建立身分證－產銷履歷，為

品質把關。每個產品有三個條碼，分別是產

銷履歷、QR Code、國際條碼。除了以上三

個條碼之外，歐萊德更自主性的在產品增加

健康及環保方面標示。清楚且詳細的訊息除

了讓消費者對產品品質有更進一步了解，也

使歐萊德產品於市場上形成差異化，增加競

爭力。

客戶服務

歐萊德於2012年開始，便將業務單位

「台灣業務處」，正式更名為「台灣客服

處」，主要是希望透過更優質服務提升品牌

價值，將公司綠色永續價值深植客戶心中，

讓客戶體會歐萊德不只銷售綠色髮品，更經

由實際的服務行動推展綠色理念，期待客戶

除了使用綠色產品帶來健康外，也能夠擁有

綠色環保的理念，進而影響身邊的人，一同

加入綠色環保行列，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綠色資源循環

為了整合「供應鏈回收系統」，減少廢

棄、資源回收再利用，在碳盤查過程中，我

們發現供應鏈資源可以形成工業循環，達到

資源再利用與降低成本的雙重效益。歐萊德

的「綠色資源循環系統」主要有三種循環模

式：1.空瓶外箱回收循環；2.成品外箱回收

循環；3.產品空瓶回收循環。此綠色資源循

環模式不但有助於生態環保，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及提升競爭力，還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及

成本。為減少回收過程碳排放量，我們創新

開發「全球第一瓶會長樹洗髮精」瓶中樹，

使用100%生物可分解材質，產品使用完後，

成為大自然的養分而不是變成地球的負擔。

台灣是全世界第11個推動「碳足跡標

籤」的國家。歐萊德是台灣第一個取得產品

「碳足跡標籤」和「碳中和確證」的中小企

業。我們執行碳足跡盤查的真正用意在於：

碳足跡盤查是一種產品生命周期管理制度，

透過盤查過程整合供應鏈、尋求降低碳排放

量，設定再次減碳目標，建構價值鏈(value 
chain)管理，提升競爭優勢。歐萊德選定茶

樹洗髮精400ml，於2013年進行產品碳盤

查，計算出碳排放為1.25公斤並取得查證聲

明書。從這支產品的盤查過程中，歐萊德仔

細分析研究各階段的產品碳排放，並將此次

盤查經驗進一步擴展到所有產品線，將所有

產品的碳排放同步降低。

歐萊德綠色環保洗髮精於2011年成為

全世界第一瓶宣布達成「碳中和」的洗髮

精，2013年取得「水足跡認證」有效管理

水資源，並取得「搖籃到搖籃C2C認證」，

採取對人、環境、生態安全無害綠色系統，

真正落實環境保護，2014年我們持續整合

綠色供應鏈，不但順利取得ISO14001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更在同年獲得英國Carbon 
Trust PAS2050產品碳足跡認證，成為國內

第一個取得台英雙方跨國合作碳信託認證的

企業。未來，歐萊德將從下列二個面向，持

續進行碳排放減量計畫：產品碳排放減量計

畫、組織型碳盤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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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綠色團隊

為了塑造守法、有效率、負責任的歐萊

德綠色團隊，每一位歐萊德新進員工皆會收

到明確之工作規則，內容涵蓋薪資、工時、

退休、女性工作人員相關工作規定、考核獎

懲、福利、安全衛生及性騷擾防治等，使員

工有明確的規範可以依循，營造井然有序的

工作氣氛。

截至2015年底，歐萊德綠色團隊共有

230名正式員工，其中七成員工皆於龍潭的

綠建築總部上班，與2014年相較，員工人

數一共成長了18人，成長率約為8.49。由於

髮妝業以女性為主，因此歐萊德女性員工高

達近七成。

員工福利及訓練

歐萊德希望能塑造尊重、關懷、保護人

權的勞動環境，建立一個自然、純淨、環保

的工作環境，促進健康且正向的勞僱關係。

員工福利制度

歐萊德對員工有各項福利與照顧措施，

完整涵蓋員工各項需求，除此之外，董事長

亦不定時拜訪員工家庭，除了拉近公司及員

工的距離外，也藉此機會分享歐萊德的綠色

理念。每年母親節與父親節，公司都會寄送

賀卡及禮品，一方面感謝員工父母親的辛

勞，一方面感謝他們在背後支持員工，公司

另於員工生日當天給予全公司人員手寫之賀

卡表達祝福，透過以上措施，公司員工更有

向心力。

在退休金方面，員工已全數選擇勞退

新制，其中六名員工橫跨新舊制，經精算

後2015年的確定福利計畫資產公允價值為

713,611元，確定福利義務為3,200,420元，

目前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按月提撥

2%至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持續至足額為

止。而勞退新制係以「個人退休金專戶」為

主，雇主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6％勞

工退休金。員工可以自行上網查詢該退休金

累計之金額。

員工教育訓練

除了完整的福利制度，歐萊德也十分

重視員工成長，向來認為「上課比上班重

要」。為培養綠領人才，並提升公司各單位

人員之專業知能，歐萊德實施專業職能盤

點，以量化方式衡量同仁所需具備之專業技

能及缺口，藉以準確算出所需提供之內外部

教育訓練。

歐萊德的綠色影響力：將所有利害關係人帶

向綠色

歐萊德以綠色思維為基礎，應用綠色新

知識與化妝品新科技，從企業經營面、產品

研發面、服務行銷面與企業社會責任面著

手，打造一條綠色產業價值鏈。涵蓋所有利

害關係人，一方面讓利害關係人更了解環保

的重要，一方面也集眾人之力，讓綠色思維

徹底落實。

綠色投資

歐萊德的綠色決心最先展現在環保及社

會各項相關投資，除了綠建築總部建築時之

各項綠電、節能設施、廢棄物處理及先進之

萃取儀器等綠色投資，2015年產生之相關

綠色投資支出涵蓋產品研發及開發、研發實

驗室升級與擴建、環保活動、環境維護、

CSR報告書驗證等，各項綠色及社會投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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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達三千八百餘萬元，2015及歷年之相

關投資總金額高達近3億2千餘萬元。這些

費用以財務概念來看是支出，然而就環境社

會角度看來，這些成本可說是不折不扣的投

資，在無形中所產生的影響力，是歐萊德最

大的收益！

綠色影響力啟發上下游合作夥伴

提倡綠色永續投資

歐萊德的綠色發展方向，自2006年確

立之後，至2015年止，經過九年的努力，

其發展潛力受到外部投資者的肯定。因此至

2015年6月止，已吸引包含開發文創價值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投資歐萊德，總投資金額達1億
8千3百萬，歐萊德更要求外部投資者以後

每年都要簽署企業社會責任聲明。歐萊德是

國內第一家向該公司提出這類要求者，未來

歐萊德將朝著要求投資者實踐社會責任投資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目標前

進，從投資面發揮歐萊德的綠色影響力。

讓綠色消費變王道

透過產品面、使用面、活動面的努力，

歐萊德要培養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

全員身心一起綠化

對歐萊德的員工來說，除了薪資之外，

身心的綠化才是更珍貴的報酬，而這些收穫

都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因此歐萊德透過

辦理「有機蔬食動手做」、「打掃環境也是

環保」、「員工家庭拜訪」、「環保活動一

起來」等活動，全員一起綠化身心。

歐萊德綠色供應商

要做出綠色環保產品，供應商的配合是

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有歐萊德的堅持再加

上供應商的努力，才能造就一瓶全世界最綠

的髮妝品。為了將供應商納入我們的綠色供

應鏈，各部門在與新供應商正式合作之前，

都必須先做調查，調查涵蓋的範疇包括技術

能力、供貨能力及品質保證，且2014年開

始納入與社會、環境相關的考量面，並正式

將勞工、環保及其他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

範疇納入調查。更於2015年起，新供應商

開始與歐萊德簽訂「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

為準則承諾書」，邀請供應商加入綠色環保

產業的行列，共組友善社會、與大地和諧共

存的綠色供應鏈。

美髮產業綠色升級

歐萊德深知要推行環保意識，光靠一個

髮妝品牌是不夠的，與消費者直接接觸的髮

型設計師可以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因此透過

髮型設計師，可以直接提升顧客的綠色環保

意識。而這一切，必須先從改造美髮業開始

做起，也因此有了「看見新一代綠沙龍」的

誕生，但若要提歐萊德對於美髮業綠化的努

力，這個活動可說是跨出一大步。

不斷成長的綠色社會

歐萊德從建立綠色品牌開始，一路不斷

追求自我成長以及社會成長，期待讓社會及

環境既美且綠。對歐萊德來說，這才是真正

的企業精神，也是社會責任的真諦。

社會教育：以綠色創新分享為例

歐萊德創新的綠色經營模式廣受肯定，

因而不斷有政府單位、學校、團體、企業邀請

葛望平董事長、張貴仁副總經理及劉學橋協

理分享歐萊德經驗。不僅鼓勵更多企業投入

綠色環保，更往下扎根走進校園，讓學生認

識此一行銷多國、徹底綠化的髮妝品，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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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環保化妝品產業發揚光大，統計至2015
年底，全年度公開演講場次已超過97場。葛

望平董事長也至各大名校擔任客座講師。

綠色出版

It’s O’right季刊前身為Eco Paper雙月

刊，Eco Paper最初以單張形式發行，內容

為綠色環保相關理念及新知。2013年9月開

始，為了更深入傳遞環保理念，讓讀者更能

在生活中落實，因此改以雜誌形式，每三個

月發行一次，並設計「封面故事」，針對

綠色議題深入報導。這本知性與感性兼具

的季刊發行量已達10,000本，免費贈予全台

灣7,000家美髮沙龍，以一家美髮沙龍一個

月的來客數500人估計，It’s O’right季刊一

次出刊潛在影響了350萬人次。為了進一步

將It’s O’right季刊影響力擴大到國外，It’s 
O’right季刊也發行中英文版電子書，並放

置於官網，供國外經銷商或顧客下載。

促進產學合作

歐萊德從2012年起延攬實習生進入企

業實習，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讓年輕學子認識

此一優秀的MIT綠色髮妝品牌，另外也提供

機會，讓大學在學生體驗企業、近距離了解

企業營運。

環保公益活動

歐萊德2006年年初因股東異動導致發

不出薪水，但同一年年底便積極投入綠色創

新，隔年更投入環保及公益活動。2007年
至今已十餘度參與或資助環保或公益活動。

●捐助社福單位：捐款受贈單位包括家扶

基金會、奧比斯防盲基金會、台中國安國小足

球隊、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伊甸基金會、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以立國際，捐贈產品

總價值及現金共計約新台幣4千5百萬元。

●環保公益活動：包括淨灘活動，贊

助「HOME搶救家園計畫」影片、書籍、

光碟發行，贊助「HOME盧貝松之搶救地

球」環保紀錄片首映會，贊助「HOME地

球降溫手冊」發行，發起種樹計畫，與環球

影業年度環保3D動畫大作「羅雷司」合作

贈送「歐萊德」種子袋。

環保公益活動案例：「Earth Hour 地球一

小時」

2015年為歐萊德第五次參與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本活動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合

辦，邀請多位名人參與響應，包括：藝人蔡

依林、庾澄慶、隋棠、林俊傑、SHE、蕭敬

騰、吳念真、曾雅妮等。歐萊德並號召全台

美髮沙龍業者共同參與，台灣約有4,000家
美髮沙龍店、10,000名美髮從業人員簽署響

應關燈一小時，此活動也獲總統馬英九連續

三年支持響應。根據台灣地球一小時官網公

布，2015年關燈一小時之節電成效大約為

70,000度電，相當於減少36,890公斤二氧化

碳排放量，等同種植20年生3,353顆大樹。

CSR得獎紀錄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G e n e v a 

Inventions金牌獎及特別獎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 小巨人組

首獎

●第二屆國家智榮獎 – 卓越獎

●經濟部金點設計獎標章

●經濟部臺灣OTOP產品設計獎

●日本G-Mark設計獎

●安永企業家獎 – 綠色創新企業家獎

(資料來源：歐萊德2015年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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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植樹護林 打造綠沙龍

歐萊德企業是綠色髮妝品的領先大廠，

在董事長葛望平對綠色環保的堅持，加上企

業社會責任的使命下，從產品生成、採購、

包裝研發、物流以及企業服務，甚至到總部

採用綠建築等，都可見公司持續實現環保綠

沙龍的創新努力；葛望平所帶起這股綠色力

量，不僅深獲客戶信任，也為下一代創造永

續美好的綠色環境。

從源頭做起 產品好自然

專事生產洗髮精、護髮素、造型品、沐

浴乳等髮妝品的歐萊德，以自然、純淨、環

保的企業綠色DNA，貫徹產品、企業、環

境的永續發展和經營。從綠色環保出發，葛

望平更直接挑戰從產品的最源頭，開始扎根

做起，而且足跡從台灣走向國際。

葛望平說，身為世界綠色公民的一員，

歐萊德自2010年開始，除了與台大實驗林

長期推動各項種樹、造林計畫外，更以實際

行動邁向國際，堅守為地球種下一棵棵大樹

的承諾，讓O’right歐萊德的綠色希望持續

在世界各地萌芽。

2015年，歐萊德在白俄羅斯發起蘋果

樹林培育計畫。葛望平表示，全球暖化現象

促使各界紛紛付諸行動，其中種樹、護林就

是一項有利環境且長遠的方式，從種樹、養

樹、成林，需要長遠的耐心與實踐，因此歐

萊德希望能以身作則，播下一顆顆蘊含著希

望的綠色種子，期盼每一顆種子都能萌芽、

成長，讓愛和綠色環保力量的種子散播、擴

大。

培育蘋果林 擴大影響力

位於東歐的白俄羅斯，不僅擁有豐碩的

自然資源，更有著多不勝數的湖泊與廣闊

的森林生態景觀，構成了獨特的地勢與宜

人的氣候環境。歐萊德便從首都明斯克內

的Naroch國家公園一處Nanosy Recreation 
Area，種下了希望之樹。

葛望平說，當時這個活動同時邀請當地

沙龍設計師參與一起種下愛心蘋果樹，將每

個人對環境的愛，深植在泥土中，做到讓愛

深耕，其中更象徵著共同推廣環境保護的工

作，凝聚不同國界的力量，齊心齊力的為大

地注入更多活力與氧氣。

葛望平說，若經銷商與生產者本身沒有

相同的理念，光從生產端要推動綠色改變的

力量，效果可能不夠，因此歐萊德才會攜手

與秉持相同綠色環保信念的白俄羅斯經銷商

攜手發起的「蘋果樹林培育計畫」，並將所

結成的美好收穫，延續友善、關愛的精神與

理念，分享給當地貧困孩童與低收入居民，

以實踐守護自然環境、關懷生命的願景。

我們相約小樹成林的那天再回到這裡，

採集用愛與期盼所澆灌出的果實，親手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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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和希望。

葛望平不僅從生產端徹底實踐綠色環保

的理念，因為他相信，每一顆種子都代表我

們對大地的一分希望，盼望能從自身開始做

起，為環境、為孩子播下綠色種子，為下一

代創造永續美好的生活環境。我們更真心期

望，這些綠色的希望種子成長茁壯、延續地

球自然純淨生命力，真正實現給孩子們一個

更美、更好的未來。葛望平指出，歐萊德團

隊多年來持續推動綠化造林計畫，為維持地

球碳平衡貢獻心力，這個活動不會只是一次

性的行為，未來將會以實際行動持續下去，

將種樹活動延續在白俄羅斯境內。

除了從最源頭的產品原料端貫徹綠色理

念，葛望平連集團的企業總部，甚至工廠，

都以最高的環保綠建築來傳遞理念。

綠建築總部 與環境共生

葛望平說，公司總部是以順應地形、風

向來建造，位居海拔300公尺高的地勢，不

僅能達到較平地降溫2℃的效果，總部建材

更以各項節電、省水設施，以及風力、太陽

能發電設備等，落實建築物的環保。

另外，歐萊德總部的外牆採無圍牆式設

計，葛望平說，希望能傳遞和強調人、建

築、自然環境三者的永續共生；此外，歐萊

德總部三樓的戶外陽台區，更植栽多種香草

植物，如芳香萬壽菊、迷迭香等，讓員工、

訪客可飲用香草飲。

葛望平表示，今年4月底，公司更在有

機香草植物園中，更發現了被列入《國家重

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二批)》中、Ⅱ級保

護植物─綬草。該植物已被列入《瀕危野生

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中，但

卻生長在總部的香草植物園中。

歐萊德環保綠建築總部落成之後，在

2012年拿下台灣「EEWH綠建築」黃金級

認證，並且通過「綠建築七大指標」，顯示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不僅做到內部設施、設計

達到與自然生態共存，更盡其所能的減少人

類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或衝擊。

特製洗沐品 挺八仙塵爆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八仙塵爆意外，葛

望平的外甥女也是500名傷者之一，當時全

身51%的面積出現二、三度灼傷；當時接獲

醫院請家屬自備適合的清潔盥洗用品在醫院

使用的消息，葛望平第一時間馬上暫停計畫

好的工作，緊急召開會議，決定藉由公司實

驗室的專業團隊與專業醫師的建議，生產無

香料、無色素且成份單純、精簡、低敏感、

低刺激性的洗沐用品，免費提供給這些受難

傷患。

葛望平說，我們特別在瓶身貼上綠絲

帶，取名「守護」，搭配蒲公英花語「我在

遠處為你的幸福而祈禱」，祝福所有的受傷

的朋友，都能順利度過難關。

葛望平指出，塵爆事件中，歐萊德所有

員工雖無法抹去傷者與家屬在身體和精神上

的疼痛，但希望能透過企業能力所及，提供

洗、沐用品傳遞衷心守護之意，並期望傷者

能在守護之中復原，家屬也能從中得到力量。

葛望平表示，若歐萊德有能力、資源

上，總是想盡辦法貢獻一己之力，能在社會

上盡一分力量，這是企業該做的社會責任。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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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揚

公司概述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81年，總部現址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科技

工業園區，為台灣最大的卡車拖車車燈製

造廠，並為TS-16949認證合格之供應商。

我們的產品涵蓋LED燈款、燈泡款、反射

片、鎖附零件及替換燈殼等。30多年來不

斷地創新與研發，擁有完善的研發設計團

隊。持續創新開發新產品以及具有完整的產

品齊全度已成為我們主要的競爭優勢。產品

已行銷世界各地。秉持「力行品質至上、超

越顧客期望」之品質政策，所有新產品皆滿

足業界最高品質要求及客戶特定要求，並經

過現代化配光設備及嚴格性能測試通過。以

創新卓越的一流企業自許，秉持「誠信、創

新、合作及關懷」的經營理念致力於本業

外，也善盡社會公民責任。

經營理念

未來願景

璨揚企業的願景是「為人類交通帶來明

亮安全、成為創新卓越之一流企業」，專注

於卡車及拖車車燈之設計、研發及製造，希

望透過不斷的創新改善，創造價值並提供世

界明亮安全的車燈，進而成為創新卓越的一

流企業。

利害關係人鑑別、溝通與重大議題排序

公司治理CaringCooperationIntegrity Innovation

2015 21

2015

2015 72
58 ( ) 14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4) GRI G4 46

CSR
8

2015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CSR
‧ 2015 CSR 四

‧ 15

‧ 2015 605
1,38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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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CSR委員會
「璨揚CSR委員會」其下設立五個子

委員會，分別由各部主管擔任子委員會負責

人，委員會主席由總經理擔任，底下設有總

經理室負責該委員會運作，另特別設有利害

關係人組，負責各種利害關係人意見之蒐

集。

委員會依循P-D-C-A之概念運作，每年

定期召開會議於年末將各種聲音回饋各分

組，並授權由各分組評估檢討因應對策，由

總經理室負責統籌規劃及協助公司各單位辦

理CSR相關的推廣活動與成效追蹤，在完整

年度後製作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做

為活動推行成果的年度報告方式並呈報董事

會。由於各分組的任務定位是跨越既有之組

織運作，且希望能融入經濟、環境及社會三

大構面之議題，故為提升各組互動與成效，

各委員之表現會與組織績效考核做連結，讓

委員會之運作更具實質性。

風險管理

實行企業社會責任為企業最佳長期風險

管理之法，與客戶和社會群體建立長期夥伴

關係為璨揚永續經營的理念，為了減少事故

發生，避免事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及損失，

為維護公司形象，並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璨揚積極做好風險管理、危機前預防。

供應鏈管理

2015年與璨揚有交易之供應商、與外

包商共約278家。在資材採購以台灣當地供

應商為主，除供料彈性與應變快速之考量

外，亦支持台灣產業經濟之穩定，不僅提供

當地工作與就業機會，增進地方繁榮，節省

運輸能源，並同時提升與輔導供應商品質、

環境之意識與能力。

產品服務與保證

綠色產品管理

璨揚企業已將「綠色璨揚」列為未來中

2015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CSR
‧ 2015 CSR 四

‧ 15

‧ 2015 605
1,388,412

2015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2015 2014

‧ CSR
‧ 2015 CSR 四

‧ 15

‧ 2015 605
1,388,412

EMC ECE CSA 2015 116

87
0

2015

10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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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策略目標，一期廠房已於2014年獲

得綠建築鑽石級認證。璨揚企業生產的產品

除了要求品質外，並將產品生命周期各個階

段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均納入考量。

因此璨揚企業除了在自己的工廠做好有害物

質管理、汙染預防及節能節水與減廢等清潔

生產要求外，更於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管理與

減量方向努力。

為朝綠色永續之路前進，璨揚於2012
年取得ISO 14064-1組織型溫室氣體查證，

ISO 14067產品碳足跡查證以及ISO 14046
水足跡查證等，往後每年亦自主做溫室氣體

數據盤查，並不斷增加新產品的碳水認證。

璨揚企業一向視水為珍貴資源，希望透

過「產品水足跡」查證加速與世界環保趨勢

接軌，並塑造企業優質形象，透過產品用水

盤查，進而瞭解到產品於製造生產及供應鏈

用水中，綠水、藍水及灰水足跡狀態，建立

基礎數據資料，了解企業產品水資源耗用情

形，降低產品對生產用水的耗用及環境的衝

擊，璨揚本著地球公民的一份子，為地球的

永續盡一份心力。

雖然目前尚未被要求直接負起產品回收

的責任，但我們希望藉由產品生命周期的分

析理念更深入整合至產品的設計流程裡，利

用生命周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簡稱LCA)作為改善產品或製程對環境汙染

之評估工具與方法，進一步幫助決策者在

擬定政策時，有較多的環境考量面。璨揚

於2012年發布首份「2011碳足跡查證聲明

書」，堅持生產綠色產品必須考量其生命周

期，針對原物料、製程和廠內廢棄物進行盤

查，所有過程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均納入考

量。

透過整個供應鏈及製造過程之環境衝擊

評估結果，了解璨揚產品之環境負荷狀況，

作為環境管理系統運作之參考與持續改善之

基準，並公布於公司網站供客戶參閱。此

外，依據盤查結果得知車燈於原物料階段對

環境的衝擊大於製造階段，於是璨揚參考此

盤查結果持續計畫改善原物料、降低資源耗

用及減少大宗原料之使用，期望逐步降低對

環境之負荷，善盡綠色產品責任。

璨揚企業持續推動節約能源措施以因

應低碳時代之衝擊，於2013年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透過廠內能源使用

分析與耗能設備檢測，有效預估未來能源使

用狀況，降低油電價格調整對企業帶來的衝

擊。落實溫室氣體排放量管理與降低環境汙

染程度，是企業追求永續發展之必要策略，

也是璨揚企業愛惜地球的具體表現。

綠色產品設計

本著對環境友善之理念及因應國際環保

趨勢與客戶環保產品需求的綠色浪潮，璨揚

致力提升綠色競爭力並掌握全球商機，在產

品的設計技術上以創新反射式光學設計，取

代現有透鏡式設計，提高照光效率，分段式

散熱設計可增加產品使用壽命及品質穩定

度，善盡綠色產品責任。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客戶的意見是璨揚企業持續成長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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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資訊來源，本著服務至上的理念，璨揚

企業於每年定期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客戶

滿意度調查評比項目分為「交期準時度」、

「產品品質」、「業務服務與技術支援」、

「開發設計」、「整體品質與服務」等，並

將其調查結果彙整成「顧客期望鑑定表」，

由各相關部門做持續追蹤改善。

利環利己太陽能

璨揚企業有感氣候之陰晴不定，長久

以來急思如何為環境盡一份棉薄之力，於

2012年6月份巧遇太陽能業者至廠解說太陽

能發電系統設置，當下即委請太陽能業者參

觀本公司屋頂並進行規劃設置太陽能發電系

統。

太陽能發電及減碳

璨揚一二期廠房共架設255座太陽能系

統，總設置容量達499.14kw。2015年太陽

能總發電量為834,048度，累計2015年減碳

量為434公噸。

永續發展

環安衛政策

璨揚企業基於地球環境保護的執著，並

確保我們的產品符合國內外法規要求，生產

過程落實零汙染預防及生態保育，不斷持續

改善，塑造零災害事故安全的工作環境，善

盡社會責任，我們的承諾：

恪遵相關法令、落實風險管理

藉由各項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環境及職

業安全的影響所作的風險評估與控制，公司

所有活動與作業皆會遵循國家環保及安全衛

生法規、國際公約及國內外客戶的要求，減

少對利害關係人之危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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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汙染預防、不斷持續改善

致力汙染預防工作，減少對環境的衝

擊，定期審查環境目標與標的並持續改善環

安衛系統。

推動綠色環保、致力節能減碳

鼓勵全員參與推廣環境保護觀念與行

動，期許每位同仁，愛護地球從自我做起，

實施節約能源及資源回收，主動積極執行公

司節能減碳的政策。

重視傷病預防、保障全員健康

透過環安衛教育，提升全員了解環安衛

意識，以工業安全零災害為導向，保護員工

健康與提供定期健康檢查。

精進環安系統、善盡社會責任

順應環境議題的改變，作執行面、回饋

面的修正，不斷精進環安衛政策，持續提升

環安衛管理績效，降低環境的衝擊，善盡環

境保護之企業責任。

能源政策

提升全員節能意識 降低能源使用浪費

遵守能源使用規章 落實綠色產品採購

確保組織資源取得 達成能源目標標的

提高再生能源利用 定期檢視節能目標

持續精進能源管理 成為綠色企業典範

能資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氣候變遷的因素，已成為未來不得不正

視的議題，也納入璨揚企業經營計畫的策

略之一。璨揚企業自2012年起陸續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ISO 14067產
品碳足跡及ISO 14046水足跡盤查，2013年再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2014年一期廠

房取得綠建築標章(鑽石級)，期能領先業界

成為綠色工廠，提升公司的綠色競爭力。

汙染防治

2015年因廢棄物申報錯誤，有一項環

保法規之罰鍰。

生態保育

璨揚企業位於台南科技工業區內，位屬

台南市安南區境內，故不屬於敏感的生態保

護區。台南科技工業區是標榜為「生產、生

活、生態」三生合諧的綠色工業區，在科技優

先的考量下，希望能在科技與生態間維持平

衡點，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原始的自然生態。

社會參與

和樂職場

員工僱用 知人善任

璨揚企業將員工視為企業最重要的資

產，規劃完善的晉升管道及員工福利制度，

促進員工不斷向上自我提升，以成就員工個

人職涯發展。璨揚企業穩定成長，過去兩年

平均每月員工離職率均維持在1.2%以下。

人才培育

璨揚開始跳脫過往傳統式的基本講授



— 680 —

法，思考不一樣風格的管理訓練模式。以一

盎司體驗勝過一噸理論的思維，我們正式將

體驗式的學習納入年度的重要訓練課程範

圍，從2011年開始引進「體驗式學習」方

式，跳脫只能在教室內的模式，讓學員能夠

模擬各式各樣的情境與狀況來學習如何應對

與解決。2015年9月份展開訓練強度更升級

版的「雁型揚風鐵騎營」，兩天將近200公
里的恆春半島，不僅是在每天乘騎公里數增

加外，另仿造Running Man的概念，必須發

揮更多的創意，24位學員藉由單車闖關注

入當責力、決策力、整合力及應變力，提升

工作崗位需要的能力，最大的收穫即是讓所

有學員理解跟深刻於「不只是把事情做完，

而是要把事情做好」。讓學員體悟勇於領

導、團隊合作的應用。

近年這些多元型態營隊式課程，透過將

上課地點抽離平日上班的工作環境，除了讓

同仁可以跳脫習慣性的氛圍之外，也能夠避

免公事上的狀況而影響同仁專注學習的心

境，此外，透過體驗式的課程參與，建構讓

同仁可以由同儕學習與自我省思的過程中去

學習的平台，各種不同的實戰訓練，讓學員

能快速吸收，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讓同

仁可以即時的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員工福利

璨揚企業重視員工身心靈之平衡發展，

不因種族、國籍、宗教、政治立場或隸屬工

會而有任何形式或實質之差別待遇。並視員

工為重要資產不輕易裁員，在2009年全球

面臨金融海嘯時璨揚企業與員工共體時艱，

引以為傲的是，當年未裁減任何一員，保障

員工的就業權利，減少失業所產生的社會問

題。

公司設有人資部與職工福利委員會，負

責推動各項員工福利工作。為了連絡員工感

情，增加生活情趣，以激勵工作士氣，公司

支持由員工自組成立不同性質的休閒社團，

並定期補助社團經費或提供活動場地，使員

工達到身心平衡、健康而快樂的生活。

璨揚在端午節一定會於午餐準備粽子給

同仁品嘗；中秋節也一定會贈送中秋月餅禮

盒祝賀佳節愉快，耶誕節除了準備驚喜的耶

誕午餐外，另有主管裝扮耶誕老人發送小禮

物；另外在母親節、父親節與尾牙，璨揚企

業還會準備一份禮品贈送給員工，因為董事

長有個理念：我們就是堅持每一年都要送，

等連續送到十年之後，當同仁看到自己家中

用的東西都有璨揚的影子時，那才是璨揚大

2015

- 2015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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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30 6sigmaGB

- 2015 10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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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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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最終實現，而且璨揚企業堅持要送員

工需要而且想要的，因此每年在禮品的評估

與選擇上，真的是讓人資單位傷透腦筋，但

當看到璨揚員工收到公司禮品的那份滿足的

笑容後，所有的煎熬都一掃而空。2015年
尾牙贈送體脂計予員工、母親節贈送每位員

工一個鑄造湯鍋、父親節則贈送每位員工一

只運動手環，讓大家能照顧好自己跟家人的

健康。

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

璨揚企業的環安衛政策其中一項為「重

視傷病預防、保障全員健康」，希望透過環

安衛教育的落實，來提升全員對於環安衛意

識的了解，並以工業安全零災害為導向，保

護員工健康與提供定期健康檢查。

公司設置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來，一直是

以「零災害」為管理目標，並透過管理系統

制定使用標準、安全衛生作業程序、健康促

進活動…等的推動，以達到零災害目標。

2011年通過OHSAS 18001認證，以

PDCA模式不斷提升廠內安全，確保全員健

康。除了積極實踐了解同仁最關心之健康議

題的承諾外，更藉由規劃各種健康生活推行

方案，來協助同仁實踐健康生活的目標。

社會回饋與社區參與

社會公益投入

璨揚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對外捐贈

上，數十年如一日，秉持「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觀念來回饋社會。企業社會責

任投資是璨揚企業致力於環境保護與社會關

懷時之資本投入，璨揚之相關投入分為：環

安衛投入、綠能投資、社會公益投入等。

除年度於璨揚運動會舉辦二手衣物義

賣，將義賣所得及物品分別捐給慈濟慈善基

金會及美善社福基金會外，也開放一些社福

團體至公司做物品義賣，每年也固定捐助弱

勢族群。

慈揚基金會

慈揚基金會由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起創設並捐助成立，於2013年4月正式成

立。慈揚基金會的設立主要以辦理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為宗旨，服務範圍涵蓋兒童/老人

/婦女/弱勢團體…等，秉持播灑愛的種子為

服務理念。2015年基金會開始走入社區，

希望可以在尚未設置關懷據點的社區，提供

給長者一些健康訊息，炎炎夏日的7月，基

金會一連三天走訪三個社區(永吉里、三股

里及通興里)搭配長榮大學社工系的學生演

出，讓阿公阿嬤了解失智症及到宅沐浴車的

訊息。

為了平衡城鄉差距，提升偏鄉學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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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金會於今年持續辦理大台南偏鄉學校

方案捐助計畫，期望藉由我們的拋磚引玉讓

偏鄉學童獲得更多的關注。在訪視過程中，

基金會認同這些學校校長的治學理念也備受

感動，我們願意與學校一起攜手創造出最佳

教育價值，並提供學童更完善的學習機會。

本次共捐助18所學校約有858位學生受惠。

社區參與

璨揚企業營運據點及活動對當地社區無

負面影響，仍自發性參與社區活動，協助台

南科工區周遭鄰里環境整理、台南嬰兒之

家、美善基金會附屬無障礙之家、三股國小

圖書室、安平觀夕平台、安西里樂成公園、

溪東里活動中心等的清潔打掃，並號召同仁

每月二次主動自發的前往台南嬰兒之家與失

怙的嬰兒做愛的抱抱，近距離的接觸給予關

懷。

CSR得獎紀錄

(資料來源：2015年璨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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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揚獎勵生育 補助不手軟 

璨揚企業創立至今已邁入第35個年頭，

也是整個台灣經濟與企業成長的縮影，在

1981年成立之初，只有十位員工，這整整35
年，歷經了「播種萌芽期(1981~2005)」、 
「成長茁壯期(2006~2011)」、「深耕精進

期(2012~2015)」、 「卓越永續期(2016~迄
今)」，目前員工人數約450人。

璨揚是台灣最大的卡車拖車車燈製造

廠，年營業額超過20億元，但因為沒有上

市櫃，經營低調，產品都外銷歐美澳市場為

主，因此了解璨揚企業的人非常少。既不是

上市櫃公司，不受主管機關的約束，公司主

動導入CSR，最主要的原因來自內部的驅動

力，其次，是外部的動力。

追求卓越 善盡公民責任

內部驅動力的來源是，公司領導者的企

圖心、企業文化的營造與展現、降低營運風

險，創造當責的思維，以及透過發行CSR，

可提升各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與綜效。至

於外部的動力，則是提升企業形象與國際趨

勢接軌、結合上下游供應鏈，一起投入以社

會企業的概念為目標，以及強化公司的競爭

力，做為發展藍海策略中的差異化方針，和

落實「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經營理念。

璨揚公司表示，多年來不斷地創新與研

發，產品已行銷美洲、歐洲、澳洲和日本等

國家。秉持「力行品質至上、超越顧客期

望」之品質政策，所有新產品皆滿足業界最

高品質要求及客戶特定要求，並經過現代化

配光設備及嚴格性能測試通過。產品涵蓋

LED燈、燈泡款、反射片、鎖附零件及替

換燈殼等。不斷創新開發新產品以及具有完

整的產品齊全度已成為主要的競爭優勢。以

創新卓越的一流企業自許，秉持「誠信、創

新、合作、關懷」的經營理念致力本業外，

也善盡社會公民責任。

代工起家 化挫折為動力

璨揚一開始是由代工起家的，從十個人

開始的草創期之後，公司已走向穩定，通過

ISO認證，認為自己做好十足的準備，可以

進一步擴展，但1993年北美第三大車燈廠

彼特森來台尋求代工廠，到了璨揚工廠參觀

時卻說璨揚的產品都是Copy來的；這樣的

說法讓董事長黃文献難以接受，便展開了研

發之路。

2000年後，成立專門的研發部門，從

傳統車燈轉向節能省電、壽命長的LED車

燈，同時也在歐洲、北美等地，以雙品牌行

銷，除了轎車用車燈之外，璨揚無一缺席。

璨揚企業一路走來從傳統代工、自主研

發、通路布局、結合雙品牌行銷，所以35
年來，除了2008年金融海嘯之外， 公司的

營收、獲利都能維持穩定的成長，同時結

合工業4.0的觀念，導入自動化設備，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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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品質、 交期與服務都能滿足客戶的需

求。 

在環境的面向，公司投入環境綠化、節

能減碳更是不遺餘力，也是國內第一家通過

驗證之汽車零件製造業(2012年水足跡、碳

足跡、ISO 14064溫室氣體)，另在地下室

蓋一個1,400噸的水槽收集雨水，拿來澆灌

工廠的植物，將95%的水循環利用。同時在

綠意盎然的廠區頂樓投入4,000萬元架設255
座太陽能系統，既環保又減碳，太陽能減碳

量為437公噸CO2e，相當於1.12座大安森林

公園一年的CO2吸收量，黃文献說，雖然架

設太陽能板不划算，但如果每個企業追求獲

利到極致，那會對環境帶來多大的汙染與破

壞？同時公司也是典型的綠色工廠，為鑽石

級的綠建築與清潔生產。

璨揚寶寶 每胎都有補助

在社會的面向，黃文献秉持著「取之社

會，用之社會」的概念；璨揚推出最特殊的

員工福利就是，獎勵「璨揚寶寶」。員工孩

子零到三歲都可領到公司的補助獎金。

黃文献曾經探望生產的女同事，看到員

工生育小孩很辛苦，單是坐月子就要花五萬

到10萬元，負擔很大，接著請保母每個月

也要一萬多元，台灣生育率在全球敬陪末

座，年輕人不敢生小孩，璨揚能為員工做的

事，就是財務上的鼓勵。因此，璨揚祭出生

育獎勵；員工生第一胎給五萬元，第二胎加

碼到10萬元，願意生第三胎給15萬元，接

著是一到三歲每個月給5,000元的津貼。

黃文献體認到台灣實質已進入老年人口

的時代，催生了台南市第一台「老人沐浴

車」，讓偏鄉弱勢的老人能免費享受服務。

黃文献說，他曾到日本訪察，發現日本老人

曾經很沒尊嚴，臨終前長期臥病在床，要沐

浴是很奢侈的、不敢想的，才發展出老人沐

浴車。沐浴對一般人可能是再容易不過了，

但對於這些長者而言是那麼的困難，甚至是

一種奢求的渴望。

關懷長者 研發四輪推車

今年，黃文献從自己88歲的媽媽身上

看到一件事：長輩因為年邁、行動遲緩而不

愛喝水、不愛找人聊天。他在日本看到老人

四輪購物推車，於是找台南當地嬰兒車工廠

依樣打造，結果媽媽行動方便了、生活也改

變了，黃文献決定只送不賣老人購物車；今

年從員工眷屬送起，總數30輛。

同時也送愛到偏鄉小學，如夜光天使，

風雨球場、書籍的購置，黃文献表示，偏鄉

弱勢相對是資源比較匱乏，求學相對不易，

但受教育是唯一可以翻轉人生的一個最大機

會，所以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還找

上供應商一起攜手做公益，發揮影響力，凝

聚更多社會資源，所以每年舉辦很多的公益

活動的同時，都可以看到璨揚供應商的身

影。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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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運、車站或是商業鬧區，你是否看

過穿著橘色背心的人，拿著一本本雜誌兜

售？這是社會企業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 )。

The Big Issue起源於英國，由綠色美

妝品牌美體小舖(The Body Shop)創辦人約

翰柏德(John Bird)及出身於清寒家庭的羅

德克(Gordon Roddick)於1991年所共同創

立，採取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現在於英、

日、澳、韓等多個國家以不同版本發行。 

街頭兜售  賣多少賺多少

2010年起由創辦奇摩、樂多網的李取

中引進台灣，由他擔任執行長兼任總編輯，

雜誌內容包括時事、商業科技、文化、設計

的綜合報導與評論，以及最新的藝文資訊；

大誌主要目的是協助街友獲得一個自營生計

的工作，採取放任、不強迫的方式，讓街友

能沒負擔地在街頭販賣雜誌，賣多少賺多

少，卻也讓大誌獲利，並能永續運作。

李取中說，如果說大誌是一本公益雜

誌，對於販售員及編務團隊並不公平，因為

大誌雜誌的定位很清楚，因為大誌不是非營

利機構，所以不希望接受政府的補助或外界

捐助。

 口碑宣傳  忠實讀者67萬

大誌如何營利？他表示，只要雜誌有人

買，公司就會持續運作，大誌雜誌一開始就

是口碑宣傳，也因為有固定老主顧，加上網

路傳播，不少讀者都開始認同大誌雜誌的內

容，甚至還會建議雜誌的內容走向，現在的

大誌每周有超過67萬以上的讀者。

他指出，大誌雜誌的街頭販售員，主要

為街友；這群需要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的

人們，有時長期依賴非營利組織或社福團

大誌雜誌 助街友自食其力

Nigel來台

志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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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否能自食其力，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自

信心。

對於有意願擔任販售員的街友，必須接

受簡單的輔導訓練，以及簽署行為規範，販

售時必須穿上大誌的橘色背心並戴上識別

證；首次販售者，大誌會先提供十本免費雜

誌，作為他們的「創業基金」。

大誌雜誌一本販售100元，一本雜誌一

半收入屬於販售員，另外一半收入則用於支

付雜誌印刷和公司人事費用；之後販售員衡

量自己的銷售能力和財務狀況，出刊時用現

金批貨，批貨成本約是售價一半，販售雜誌

所得全數歸販售員，讓他們可以取得住所，

或是重新掌握生活主導權。

策略獨特 訂閱價錢較高 

大誌價格策略也與一般長期訂閱價格策

略不同，長期訂閱的價錢反比在街頭購買的

價格高，一年訂閱價格為3,000元，若在街

頭購買一年只需1,200元；李取中解釋，這

樣的用意，是希望鼓勵民眾能直接向街頭販

售者購買，幫助他們獲得自力更生的機會。

大誌與街友並非雇傭關係，願不願意走

到街頭賣雜誌、以及能賣出幾本，都是個人

的自主選擇；李取中認為，即使主導權在老

闆身上，沒有個人選擇和激勵因素，員工的

流失率也提高，到大誌擔任街頭販售員，賣

幾本雜誌就賺多少錢，都是自己負責，激勵

因素在自己身上。

全台設點 南北都買得到

在台北市、新北市等大都會，大誌安排

街頭販售員在流量前50大的捷運站出口外

圍販售，也拓展至其他縣市，包括桃園、新

竹、苗栗、台中、雲林、嘉義市、台南市、

高雄市；2016年新加入最南端的屏東以及

最北端的基隆，目前主要集中在台灣西部，

李取中說，其他縣市的公共運輸系統不像台

北這麼發達，所以選擇販售點較為困難。

他說，現在也有東部讀者詢問是否能進

駐花東，但考量大誌雜誌辦公室在台北，加

上拓點必須讓發行人員先進駐，大誌團隊未

來會嘗試努力繼續布建販售據點，希望未來

有機會到花東販售。

此外，大誌雜誌也有清楚的產品定位以

及市場區隔。由於大誌銷售通路和一般零售

通路不同，李取中分析了台灣交通運輸系統

的人流量以及年齡層，定位為綜合型的人文

雜誌，雜誌的內容及編排設計上，80頁的

雜誌，有議題評論，也有電影、書籍、音

樂、表演藝術、全球展覽等，多元內容吸引

不少愛好時事、藝術以及關心全球議題的文

青讀者購買。

李取中表示，雜誌每個月都會醞釀製作

李隆柱政大社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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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招募

主題，希望每個月都能開發出不同內容；近

兩年開始，每年都會推出年曆，並選在11
月中發行，今年將在11月16日推出。

主題年曆 吸引讀者收藏

雖是年曆，但編輯團隊都會挑選具國際

知名度的攝影師或是插畫家的作品，作為每

個月的主題，所以年曆通常有12至13張作

品，兩年來讀者反應都十分熱烈，以去年為

例，發行後在短時間內即絕版，不少讀者將

年曆作品當成海報收藏。

當很多人都認為紙本已經式微，但李取

中說，發行年曆就是要呈現出紙本價值，雜

誌中也會贈送精美海報，希望讓讀者購買雜

誌或年曆，感受到收藏價值；大誌今年整體

銷售量甚至比去年增加一成以上，他說，也

可能因為今年在主題呈現和封面製作，都很

受到讀者喜歡，所以可以明顯感受到銷量的

成長。 

明年是台灣大誌成立的第六年，李取

中，經營重點仍會放在發行，不過最根本目

標，仍是希望能在台灣主要縣市安排街頭販

售員；若當地有工作需求，就希望可建立據

點，讓社企機制持續運作。

五年前李取中剛接觸雜誌的編務，難免

會有壓力，但時間長了也熟能生巧，現在他

與編輯團隊不但克服當年需要適應的問題，

編出一本本吸引人的封面和內容，也協助許

多街友獲得穩定收入，繼續讓他們擁有自力

更生的機會。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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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政昇 處方藥宅配到你家

藥品也可以宅配？為改變偏鄉醫療諮詢

不均，「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創辦

人王照允，首創由藥師將處方箋藥品宅配到

府，推動全民健康平等，為傳統藥局帶來革

命性的創新發展。

創辦人王照允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土木工程系，返台後，為了繼承家業，進入

台北醫學院醫藥學系取得藥師證照，畢業後

接手父親的藥局，進而發現城市、偏鄉醫療

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以此為發想，2010
年開始試辦並且成立「台灣健康宅配」。

一通電話 藥師親自上門

民眾在「台灣健康宅配」註冊會員之

後，可為自己或家人新增處方資料，只要透

過電話、網路或通訊軟體(如LINE)預約，

就會有專業藥師配藥、送藥、到府指導用

藥，表定於周一到周五，早上9點到晚上6
點配送，當然也會有彈性送藥時間。

王照允指出，公司團隊約60人，是由

一群年輕藥師組成，藥師約20個，整個團

隊年齡約30歲上下，持續積極探討台灣未

來的居家照顧市場；且參與衛福部推動國際

衛生外交多年，因而有機會觀察歐美等先進

國家在醫療藥事服務的發展，得以延伸思考

台灣藥事服務的方向，希望能為改善醫藥環

境及提升藥事服務品質而努力，並善用健保

政策，替藥局找新路。

於是成立「iHeal th政昇處方宅配藥

局」，成功打破傳統社區藥局的地域限制，

現在服務範圍遍及台灣北、中、南部大小鄉

鎮，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行銷長范子彥

指出， 期待這創新的思維與誠信關懷的藥事

服務可以幫助更多人解決疾病帶來的不便。

服務便利 打破地域限制

同樣也希望能讓沉重的健保財務負擔免

去潛在的浪費，創造全民健康到老、醫療資

源妥善運用及發揮藥師專業功能的三贏局

面，在另外一方面，藥師也能指導、評估偏

鄉或者行動不便的民眾用藥，避免藥物誤用

或交互作用，免除舟車勞頓與漫長等待，節

省時間與金錢，保證與醫院藥品相同，為最

新效期藥，且無缺藥問題。

范子彥指出，有次和團隊的藥師到新北

市坪林送藥，雖然坪林是位在新北市，外界

會認為生活上很便利，但其實一家藥局都沒

除了送藥外，藥師也能指導、評估偏鄉、長者或者行動不便
的民眾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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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腹地很廣，很多是位處山區以及產業道

路，產茶地區出入並不方便，往返醫院拿藥

就需要將近一天。

很多民眾取藥並不便利，若是青壯年或

許問題並不大，但很多年邁人家其實往返出

入會有點危險，宅配藥品服務就能免去這困

難，並節省他們很多時間，還能給予民眾用

藥的安全知識。

分配資源 解決城鄉落差

范子彥表示，團隊中很多藥師是以前

曾在醫院或者一般藥局工作過，但因認同

「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的核心理

念，尤其是在「服務」這塊，若是沒有熱

忱，員工很容易就會打退堂鼓，因此，整個

團隊皆是認同公司理念，想為社會多盡一分

責任，而從其他醫院或者診所轉介，加入政

昇處方宅配藥局。

范子彥說，很多民眾因為年紀關係，能

夠取得醫療資源的程度不如年輕人，以及偏

鄉居民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也相對城市居民

來得有落差，而透過宅配藥物這塊，在使用

配藥、用藥資源上，能更進一步解決過往差

距太大的窘境。

王照允指出，台灣將邁入高齡化社會，

蓋再多醫院都無法解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

問題，他認為藥師到府除了送藥，還有衛

教、健康促進等功能，若能有更多居住在都

市的民眾利用這個服務，所產生的利潤，就

能支撐聘用藥師在偏鄉服務的費用。

宅配藥品的服務均由專業居家藥師執

行，除了能將藥品送到民眾的手中，同時也

提供藥物諮詢、衛教指導與轉診介紹，指導

民眾正確用藥，為用藥安全把關。

衛教前線 提倡用藥安全

在服務推廣方面，未來還有許多面向可

以發展，如獲利穩定後，可多舉辦行銷活

動，增加媒體曝光；台灣逐漸邁入高齡化社

會，面對醫療保健需求遽增，包含醫療、保

健食品、健康器材、輔具、居家以及長期照

顧等服務，都將會是可以著墨之處。

台灣將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可見的長

期照護商機無限，若能打開知名度，就能持

續推廣這項服務，一旦民眾有需要的話，就

能找團隊做免費諮詢，照顧到更多偏鄉的

人，如此就能幫助到更多民眾，推動全民健

康平等，進而落實用藥資源平等的核心理

念。 (曾宛琳)

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團隊裡面，藥師群約20個，整個
團隊年齡約30歲上下。 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提供

iHealth政昇處方宅配藥局，首創由藥師將處方箋藥品宅配到
府，推動全民健康平等，為傳統藥局帶來革命性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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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綠 推動公平貿易理念

享受手上的咖啡時，你是否曾想過一杯

咖啡也可以實現公平正義？台灣第一間通過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認證的「生態綠」，

正是推動公平貿易理念的貿易商。

保障報酬 改善農民生計

有別於傳統企業，生態綠為了改善生產

供應鏈上所衍生出的社會、環境與貧窮問題，

於2007年成立；生態綠不但以公平貿易方式

讓咖啡農獲得合理價格，同時也在銷售過程

中傳達「保障生產者合理報酬」理念，更是國

際扶貧工作一份子，改善農民生計，鼓勵有

機生產，從源頭創造安全食品的生產機制。

生態綠總經理徐文彥賣的不只是咖啡，

而是咖啡背後的公平貿易理想。他說，生態

綠合作生產者遍布全球，從亞洲到中美洲都

有，包括巴勒斯坦、南非、印尼，秘魯、瓜

地馬拉等都是合作的國家。

由於每個國家的當地合作社面對的社

會、經濟、環境都不同，所以做法也大相逕

庭，比如秘魯有生態多樣性問題，巴勒斯坦

有戰爭與衝突，瓜地馬拉有童工問題等，然

而公平貿易試著平衡和解決問題，永續經營

的商業模式亦在公平貿易模式中展現。

巴勒斯坦，這個常聽到武力流血、激烈

衝突的國家，卻擁有如聖經中描繪的「奶與蜜

之地」，也正是橄欖油的原鄉；一群失去家園

的巴勒斯坦人，唯一收入是橄欖油，合作社支

付合理價格向農民收購，讓他們能脫離貧窮。

生態綠與巴勒斯坦唯一的「迦南公平貿

易農民合作社」合作銷售橄欖油，因該地方

壓製橄欖油品質好，台灣並非唯一買家，合

作社也供貨給美國等有機商店，藉由公平貿

易每年結算社區發展基金，使當地可有經費

進行建設，形成善的循環。

來源透明 採用有機生產

近年來在食安風暴的陰霾下，生態綠以

公平貿易方式，鼓勵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以永

續有機的方式農作，從源頭確保食材原料來

源安心透明，並與生產者建立長期合作的夥

伴關係，獲得穩定報酬，生態綠也保護生態

環境的永續發展。

徐文彥表示，希望透過公平貿易，保障

生產者擁有合理報酬，消費者也能獲得安全

投入公平貿易讓改變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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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讓環境不受破壞，達到三贏局面。

「有態度的消費、有溫度的商品、符合透明

與公平的營運，一直是生態綠希望實踐和推

動的方向。」

社企搖籃 一年育成33家

去年5月生態綠承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社會企業共同聚落」專案，成為社企聚落

維運團隊，生態綠以自身創業經驗，打造資

源匯集、國際交流平台，更是社企創業家的

搖籃，去年至今年已育成33家。

這一年多來，生態綠協助社企走得更穩

健，明年開始希望從社會議題中發想，以找

創業團隊挖掘各式各樣的題目，進行社會創

新，這將是生態綠的經營主軸。

徐文彥解釋，台灣近年來成立的社企同

質性高，不少探討議題是以農業或農業延伸

出的食品為主，顯示大家對社會問題認識不

夠，其實有很多社會議題尚未被發掘討論；

他說，反觀都市生活壓力大，應有許多題目

可做社會創新，如單親和教育議題。

他曾拜訪一個「親子共學團」的自學團

體，孩子不進傳統學校上學，由家長貢獻己

力帶孩子，只是參與的家長通常都不是雙薪

家庭，所以往往有經濟壓力，因此希望能產

生商業模式；徐文彥說，該團體可嘗試推出

教具或兒童玩具，由生態綠來串連製作廠

商，既能符合該團體的需求，又形成營利模

式，成為社會創新的案例。

創造財源 闢新商業模式

他說，無論是社福團體和非營利組織，

若能挖掘出獲利模式，創造財源，就能吸納

更多家庭投入。「找出案例，做出典範，就

能帶動風潮，」徐文彥表示，例如邀請單親

家庭陳述現在面臨的困難，社會創業者可從

中找題目，也是一種媒合方式。

此外，為了串連公司行號客戶和咖啡店

客戶，生態綠今年9月推出「Fair Cafe(咖啡

大聯盟)」，只要下載生態綠App，登入會

員就會看到此專區。

支持公平貿易用消費改變世界

左二為生態綠董事長余宛如

生態綠的茶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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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彥說，生態綠擁有100多家公司行

號和咖啡店客戶，其中咖啡店多半進駐在某

個區域或在某個社區，很難走出去，生態綠

希望提供平台，協助店家宣傳行銷，並幫忙

導入人流。

而公司行號的員工只要到生態綠合作的

店家消費，就能享有優惠折扣。「希望公司

行號的員工在公司裡喝我們的咖啡，假日或

中午也能走到室外，購買我們合作店家的咖

啡，能享有折扣，也為公司的CSR加分，更

讓咖啡店家導入更多客源，創造出行銷價

值」。

連鎖效應 善用App行銷

他表示，Fair Cafe中的個別店家可放優

惠訊息，App會推播給會員和公司行號的客

戶，這些「茶水間」會員可享受全台咖啡店

優惠，也讓這些獨立店家從限制在單一社

區，轉變為聯合行銷；未來生態綠App累積

客戶的資料，也能做大數據行銷。

除了推出「Fair Cafe」，生態綠也要深

化公平貿易至每個茶水間的員工，徐文彥

說，只要公司行號提出團康需求，生態綠就

會到公司舉辦咖啡講座或是教員工如何煮咖

啡。

說好故事 提升品牌能量

徐文彥也提到，生態綠網站以往強調沒

有公平貿易所造成的貧窮、剝削，直接點出

問題，但後來發現和緩地與大眾對話效果更

好；於是內容經過修正，例如推出咖啡日

記，以生活化的方式，對比消費者與生產者

各自的一天生活，軟性訴求讓消費者更能理

解公平貿易的理念，修改品牌陳述方式以及

文案，連帶提升銷售業績。

另外，生態綠致力創造台灣供應商與消

費者之間的透明互信機制，從公平貿易落實

新的價值選擇，今年與量販店家樂福攜手合

作，讓公平貿易理念透過有責任的通路，帶

動市民參與，既可保障生產者，又能讓消費

者買到安全的商品，擁有更好的消費環境。                  
 (何秀玲)

生態綠公平貿易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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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原 打造有機文化生活

光原社會企業成立於2008年，是台灣

第一家以社會企業為宗旨的公司。光原推廣

原住民所種植的「有機農產品」，推廣有機

耕種、公平交易的概念，創造原住民在地就

業機會，將土地、人力兩者結合，推廣有機

農業、農產品。

談起光原企業，就必須要提到瑪納整個

計畫源起，瑪納計畫是由鄭穆熙神父帶領的

輔仁大學原住民專案計畫，這計畫致力於原

住民部落的教育與輔導工作；後來發現單只

有各種研習或是教育，不足以改善部落失業

及文化傳承等問題，於是專案計畫結合了台

灣各地的原住民朋友，在2006年共同成立

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希望能夠藉由推

動有機部落帶來更有系統的改變。

瑪納、光原合作推動部落改變

簡單的說，「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

會」與「光原社會企業」兩者就是相互合

作，發揮彼此專長，打造原住民旳有機部

落。

其中，「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以

協助原住民建立完善的農業生產機制，並提

供耕作技巧與知識的相關培訓、教育；「光

原社會企業」則是為原住民生產的有機蔬菜

做總經銷，讓原住民安心種菜，由光原來推

動負責銷售，在買賣方面達到最大公平化的

步驟。

瑪納專案經過約二年推廣，整個計畫逐

漸開始展現成效，隨著加入的農友愈來愈

多，專責的產銷整合也愈來愈迫切，因此在

2008成立光原社會企業，希望能夠透過更

有系統的組織，讓有機部落的理想能夠實

現，對文化保存及生態保育盡一分心力。

有機耕種、公平交易

光原社會企業和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

會合作正式展開；「瑪納」還有另外一個意

義是「天上的食物，分享給人」的意思；透

瑪納創辦人-鄭神父

農民和玉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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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光原社會企業推動，一起協助農友教育訓

練及生產規劃，保證價格並完全收購其農產

品，同時提供農友資材和小額資金的協助。

光原主要業務為輔導及發展原住民部落

的有機產業，包括蔬菜、茶葉、咖啡、竹

筍、雞蛋、雞肉等，目前合作的農友約有

50多人，主要產地在嘉義阿里山、南投信

義及仁愛，高雄桃源，屏東三地門及牡丹等

地區。

 讓原住民朋友們從生產到出貨供給有

更完善的流程，在買賣方面達到公平化的步

驟，光原將土地、人力兩者結合，推廣有機

農業；同時發展自肥料製作、生產、銷售，

形成產銷供應鏈，並撥出部分盈餘，推動原

住民部落教育及農業發展，成為一個以原住

民為主體的社會企業。

光原是透過瑪納協助原住民朋友們所建

立的農業生產機制，農民所生產的有機蔬菜

協助做總經銷，將農民生產的蔬果提供給中

盤通路商或者提供更接近消費者端的零售

商。

農民耕種 種植玉女小蕃茄的農友夫婦

有機高麗菜 光原／提供

農民和敏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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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部落文化傳承

瑪納是協助原住民朋友們建立一個農業

生產機制，並透過訓練課程教導農民農友放

下田裡的事物，拿起筆與資料，專心認真聽

專業講師教授的課程，目的是要多學習有機

農業技術與知識，才能種出更多品質更好的

農產品，透過有機自然農法讓所生產出來的

有機蔬菜可以健康無汙染並分享給台灣各個

角落的人。

另外，光原社會企業除了銷售有機農產

品外，長期也不斷投入資源協助部落周邊產

業的發展，包含有機餐飲、生態旅遊，同時

推動企業志工等，協助部落的產業鏈長期發

展。

身為跟瑪納的緊密關係，瑪納秉持「合

作與分享」的核心價值與精神，關懷原住

民、尊重自然土地生態，更要落實有機生

活、推行發展有機產業，幫助全國原住民部

落能有更好的發展；透過這樣的平台推動，

進一步為台灣的土地及大家的健康盡心力。

長期以來光原持續提撥基金支持原住民

創業，更規劃讓原住民朋友投資社會企業，

一起投入在地參與、在地生產、在地市場的

工作。期待透過發展部落的在地經濟來增加

就業機會，讓原住民青年願意返鄉工作，部

落的文化得以傳承，完成永續部落的願景。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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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扶接送 帶殘障朋友趴趴走

多扶接送觀察到由於台灣缺乏無障礙環

境，而在這樣的環境中順勢成立，多扶接送

的創辦人許佐夫過去是一位紀錄片編導，不

曾接觸過無障礙服務、身障、銀髮等相關議

題，直到家中長輩生病必須以輪椅代步，才

發現台灣無障礙環境的種種不足。

多扶接送的創辦人許佐夫，在投身無障

礙服務之前是紀錄片編導，在12年的傳播

製片工作中，對無障礙服務一無所知。直到

有一天，他90多歲的客家外婆生病受傷，

需以輪椅代步後，他才赫然驚覺台灣的環境

對行動不便者非常不友善；因此，毅然決然

地投身無障礙服務，成立台灣第一家民營的

復康巴士。

多扶接送的服務初衷，是源自於許佐夫

的遺憾，當初外婆生病時，因為未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無法申請公費復康服務，就醫時

須忍受被搬運上下車的不適、路途中的旅途

顛簸；因此許佐夫堅持以愛心、耐心、同理

心來服務客人，即使客人行程延誤，造成調

度困難，多扶接送也不會和公費復康巴士一

樣有扣點、拒載的罰則，而是會想盡辦法協

調車輛，確保每一個乘客都能夠安心回家。

安全擺第一 服務超貼心

從草創時的兩輛得利卡貨車，到現在

15輛車的車隊，「安全」是多扶接送最重

視的要素，是所有貼心服務的基石。

除了車輛定期保養檢驗外，車上配備舉

凡升降機、輪椅自動固定帶、乘客人身安全

帶、安全警示燈、夜間照明燈、防滑地板

等，都挑選最安全、最高級的配備；「安全

與安心」是多扶服務的核心概念，車上所有

配備都針對孕、幼、老、輪需求做最高規格

的改裝。

多扶接送，台灣第一家專業輪椅接送服務。

安全是多扶接送最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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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乘客擁有最佳的服務體驗，多

扶首創無障礙交通服務的SOP─「多扶56
動」，制定比公辦復康巴士服務更加嚴謹的

標準服務流程，並首創業界督導制度，以高

規格的考核制度把關第一線服務員的服務品

質，定期舉行員工教育訓練，讓每位多扶的

服務同仁都能親自體驗坐在輪椅上、爬梯機

上使用每一項服務，感覺乘客感受，才能提

供最貼心的無障礙服務。

無障礙環境 照護孕幼老

多扶指出，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

但目前台灣針對於服務老年人及行動不便者

的觀念還停留在「濟助弱勢族群」的狀態，

嚴重缺乏良好的無障礙交通服務，使得日常

生活上需要特別照護的孕、幼、老、輪椅族

群，經常忍受生活上諸多不便，並導致銀髮

族、身心障礙家庭必須承受沉重的照護負

擔，釀成近年來許多高風險家庭的悲劇。

許佐夫表示，「只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

會，並不是健康的社會」、「只有障礙的環

境，沒有障礙的人」。因此多扶接送以輪椅

接送、無障礙旅遊以及爬梯機等服務做為基

礎，致力為行動不便的朋友們提供無障礙環

境的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跨領域連結 生活品質up

除了讓孕婦、幼童、銀髮長者、身心障

礙朋友、臨時受傷者都能真正使用到受尊重

的交通服務外，不僅僅只是滿足就醫、就

學、就養、就業的基本權利，更積極與食、

衣、住、行、育、樂等跨領域的產業連結，

推廣無障礙環境與無障礙服務的理念，希望

讓每一個行動需要特別照護服務的朋友都能

擁有尊嚴的生活品質。

一般公費復康巴士規定，服務目的僅限

於：就醫、就學、就業、就養，但許佐夫堅

持多扶接送必須要做更多，必須關照到輪椅

朋友的休閒生活，舉凡輪椅朋友想要參與闔

家聚餐、朋友聚會、宗教活動等，都能夠提

供服務，多扶接送更在2013年4月，服務行

動不便的朋友及長輩參加大甲媽祖遶境進

香，這是百年來首度有輪椅朋友參與這場宗

教盛會。

另外，熱愛看電影的許佐夫在創業後觀

察到一個現象，在電影院幾乎未見過輪椅朋

友的身影，深入了解後才發現，原來電影院

裡普遍未設輪椅席，就算設置了輪椅席，位

置往往坐落在角落，甚至是第一排最靠近螢

幕的位置，輪椅朋友被迫以不舒服的方式觀

影，自然不願意進戲院。

因此多扶接送積極與各電影公司接洽，

今年初促成了帶輪椅朋友到福斯電影試片

室、參加電影特映會的機會，讓輪椅朋友也

能進場觀影，享受尊榮的觀影感受。

「安全與安心」是多扶所有服務的核心概念，車上配備舉凡
升降機、輪椅自動固定帶、輪椅乘客人身安全帶、電動踏板
等等都針對孕、幼、老、輪需求做最高規格的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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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扶接送近年積極探勘無障礙環境，希

望讓無障礙服務與環境的觀念落實到各領

域，多扶接送的心願是，配合政府政策，改

善台灣的無障礙環境，並透過多扶接送的全

方位服務連結，打造台灣成為行動不便者的

安心家園，讓台灣成為亞洲的無障礙服務示

範地區。 (曾宛琳)

多扶接送近年積極探勘無障礙環境，希望讓無障礙服務與環境的觀念落實到各領域。 多扶接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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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 社企創業的推手

一顆燈泡中交纏著許多鎢絲，這是台灣

第一個華文社會企業資訊匯流平台「社企

流」的LOGO，象徵著啟蒙和串連的角色，也

帶來熱烈的回響；從沒想過能一呼百應的創

辦人兼總編輯林以涵，從一人發想到現在近

30位志工，是她創辦之初從未想到的結果。

打造資訊平台 接軌世界

社企流平台主要分享國內外成功的社企

案例，也有具社企實作的專家學者撰寫專

欄，希望了解社會企業者，在此平台可找到

十分詳盡的資訊，在社企領域頗具影響力。

大學就讀政大公共行政系、研究所就讀

公共事務研究所，林以涵在研究所就確認自

己想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曾到社企創投若水

國際及美國一家提供非營利組織、社企、國

際發展機構的顧問服務公司實習，讓她更了

解社企的運作，也累積龐大的資料庫。

後來，林以涵留在顧問公司擔任正職，

但她想，若可以在原先的工作之外，做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所帶來的工作價值就不光是

薪水而已；因緣際會之下，她與擔任社企流

的諮詢顧問陳一強搭上線，他們都認為，台

灣沒有社企的資訊平台實屬可惜，也激發林

以涵創立平台的決心。

台灣社會企業(簡稱社企)因為起步較

晚，相較於歐美，仍在發展當中，能找到的

中文資訊也不多，為了分享國外社企案例，

讓台灣社企有交流串連的平台，社企流於

2012年2月上線；林以涵說，他們解釋社企

的基本定義，並加入國內外不錯的案例，讀

者除了可閱讀他們翻譯的中文案例、新聞，

還可看到具社企實作經驗者的專欄內容。

社企流並於2013年9月正式註冊為公

司，由林以涵、陳玟成、與金靖恩等三位創

始成員負責企業營運，目前約30位志工，

四周年論壇

志工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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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翻譯一篇社企相關文章，現在文章已

經累積至2,500篇，國內外案例各占一半。

交換經驗資源 力量更大

林以涵說，在先前台灣瞭解社企概念的

人不多，加上許多社企團體難得交流，不清

楚彼此的資源，她希望社企流能貢獻一己之

力，發揮力量將大家集合起來，達到互相瞭

解、連結的功用。

2014年社企流成為社會企業創業的

推手。社企流於2014年初取得英國UnLtd
授權，成立UnLtd Taiwan，以「社企流

iLab」為品牌名，開啟社會創業育成計畫，

推出第一屆「社企流iLab社會企業育成計

畫」，希望支持勇於挑戰現況、採取行動改

善社會問題的創業家。

三大夥伴相挺 實現創意

第二屆iLab獲得星展銀行、保德信人

壽、永齡慈善基金會等三大贊助夥伴支持，

未來三年內將協助44位想改善社會的行動

家，提供社會創業家全方位的培育服務。

社企流共同創辦人陳玟成表示，社企流

iLab提供「Try It創意試驗」、「Do It創意

行動」等兩大獎勵項目，分別支持「草創概

念，即將進入市場測試」的實驗家、「已驗

證市場需求，擁有部分社會影響力，求穩定

營運」階段的實踐家，並依據初創社企的需

求，提供各式成長所需資源。

他說，第一屆發現不少人申請徵件時不

清楚自己屬於「Try It創意試驗」、「Do It
創意行動」哪一個階段，所以今年第二屆起

修改計畫內容和流程，採取一起徵件，藉此

評估申請案例屬於哪一個階段，初步驗證完

畢後再評選。

主題領域多元 全力輔導

第二屆社企流iLab為期三年，自2016
至2018年，不分主題領域，提供兩大獎勵

項目「Try It創意試驗」和「Do It創意行

動」，支持競賽後、規模成長前的初創社企

創業者，為約兩年內的新創事業，以「是否

第一屆iLab記者會

第一屆iLab創業營

第一屆小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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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驗證市場可行性」為兩大獎勵計畫的主要

區隔，針對不同狀態和階段的申請者提供種

子獎金、課程培訓、輔導諮詢、交流媒合等

服務，支持有熱忱的行動者驗證想法和行動

實踐。

他說，去年主題限定在關懷農業和弱

勢，今年沒有限定主題，所以投件者比上一

屆更多元；他舉例，這次入選的創業家有與

動物相關的，包括鳥類保育或是蜜蜂等議

題，這也是社企流先前較少接觸的內容。

社企流臉書現在已累積超過6萬位粉

絲，今年11月舉辦「社企流草地學院：用

社會設計翻轉喵星人的未來」，陳玟成說，

也是因為接觸到這些創業家，讓社會創新有

更豐富面向。

社企流也在去年起陸續推出專題，陳玟

成說，編輯們會去尋找讀者有興趣的議題，

最近談的是「剩食經濟」，先前則是介紹

「循環經濟」，並推出懶人包，以圖像方式

讓讀者了解這些名詞的概念，另外也會收集

國內外個案，以深入淺出地介紹剩食經濟或

循環經濟的意思。

以剩食經濟來說，談的是如何減少食物

浪費的問題。他表示，想介紹此議題，一方

面是因國外趨勢，另外CSR或環保團體也都

提倡此概念。「最近推出的兩個專題，讀者

都很有興趣，也讓社企流獲得不錯回響；因

為議題接近讀者的生活」。

企業贊助支持 開闢財源

陳玟成觀察，過去文章曾談過影響力評

估或社會投資概念，不見得每位讀者都有興

趣，但是最近提出的剩食經濟或循環經濟都

是較為生活化的題目，也是社企流去年改版

後的內容走向，生活化的個案與讀者更靠近。

至於目前社企流的收入來源，陳玟成

表示，主要是來自企業推行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贊助，第二屆iLab就獲得三家企業

夥伴的支持，部分用於支持組織人力的發

展，iLab也能給予輔導的創業家資源；社企

第二屆iLab記者會

第二屆iLab創業營

第二屆iLab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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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並扮演企業CSR合作夥伴或顧問，所以也

屬於夥伴關係，企業可以從不同模式支持社

會企業。

至於明年的計畫，他說，iLab將會持續

進行招募新創業家，並舉辦籌備每年的周年

論壇，社企流網站也會繼續推出讀者感興趣

的專題。 (何秀玲)

論壇大合照 社企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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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窯菇事 團結小農打天下

「鹿窯菇事的品牌與企業規模不大，但

我們願意與小農合作，我們也願意提供各

種通路平台，共同提升台灣香菇產業的價

值！」森岳董事長陳琰玨強調，這是共好的

精神，也是鹿窯菇事之所以能夠創造企業社

會價值的關鍵。

解決香菇產銷問題 

也正因為鹿窯菇事在廣義上有效解決了

國內香菇產業銷售問題，農委會去年推薦鹿

窯菇事，加入「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

聯盟」，正式成為社會企業的一員。

總部位於台中的森岳公司，自創「鹿窯

菇事」品牌，主要從事香菇、木耳種植與相

關產品的行銷販售，目前在南投國姓山區有

合作農場，一年生產的乾香菇、乾木耳約

15公噸，產品品項達20幾種，年營業額約

3,000萬元。

1974年次的陳琰玨，中央大學機械系

畢業後進入一家科技公司服務，隔年遇上

921大地震，在南投從事菇類機械買賣的叔

叔，因為台灣農業陷入谷底，生意也一落千

丈。

陳琰玨指出，雖然國內生意不好做，但

因為台灣的機械品質優良，國外客戶想買的

卻很多。只不過他們不會種香菇，於是紛紛

提出希望由叔叔種植，然後整廠輸出的計

畫。

跨步發展農業觀光

2000年，陳琰玨毅然決定離開科技公

司，開始到南投國姓學種香菇。陳琰玨從做

菌包的學徒開始做起，原本是希望將台灣優

良的種菇技術帶到國外，沒想到卻因為成立

香菇園，而走上了農業這條不一樣的路。

2001年，陳琰玨在國姓九份二山山腳

下成立鹿窯香菇園，開始不用任何藥物來栽

種香菇；但也因為不使用農藥的結果，連續

三年損失慘痛，甚至種出了有如金針菇大小

的香菇，在業界被取笑為最失敗的香菇園。

不過，陳琰玨並不氣餒，雖然種菇損失

慘重，卻也因此多出很多空閒的時間，開始

接觸觀光產業，成為當時第一家開放參觀的

香菇園，並開始和消費者有了接觸。
鹿窯菇事積極與小農合作，以有機耕作栽培育菇，並輔導
農友申請有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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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作保證品質

配合當初九份二山(921地震震央)的觀

光人潮，陳琰玨開放香菇園讓遊客參觀，並

從來訪的遊客回饋中，確定了要走有機無農

藥的栽培路線。

有了之前的慘痛經驗，陳琰玨學到只能

選擇最適合的冬季種植，開始一年只種一

季，奠定「一年，一作菇」的基礎。

2012年，陳琰玨正式成立森岳公司，

開始經營有機乾冬菇系列商品，並成立台灣

第一家乾燥香菇食品加工廠，取得中華有機

協會有機乾香菇認證，產品也陸續在博客

來、誠品知味、HOLA、CITY SUPER等通

路上架。

力挺小農追求共好

基於「共好」 的理念，陳琰玨熱衷於

跟小農合作，希望一同提升台灣香菇產業的

經營環境。

近幾年，陳琰玨積極輔導小農申請有機

認證，這項計畫，所有經費都是由森岳支

付，申請作業也由公司專人跑程序，「農民

只要專心種香菇就好」。

到目前為止，陳琰玨已成功輔導二座農

場通過有機認證，另外還有二座農場也進入

觀察期。

森岳早已取得歐盟「ECOCERT」國際

有機認證，有助產品打入歐洲市場，這是國

內唯二的認證，另一家為茶葉公司。據了

解，由於有美國香菇加工廠計畫採購鹿窯菇

事的產品，森岳也在申請美規認證中。

目前，鹿窯菇事和台中新社、南投埔里

等地的菇農合作，以有機耕作栽培育菇、每

年只種一季，年產200萬包冬菇。

但陳琰玨強調，鹿窯菇事只採用品質較

佳的三分之一、約70萬包香菇，主要產品

線分為原料端的「有機乾冬菇」，以及即時

鹿窯菇事熱衷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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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泡的「料理菇事」； 另有休閒食品類的

「講菇事」，推出冬菇粥、雞茸粥、蕈菇粥

等多種口味。

開餐廳推廣農產品

為了建立更多通路平台，今年8月， 陳
琰玨在台中國美館特區附近，成立第一家

「菇事所」體驗餐廳，標榜餐廳供應的食材

很多，希望通過親身體驗，讓消費者能夠認

識更多的台灣優良農特產品。

譬如餐廳供應的「花田喜彘」，是來自

雲林吃紅蘿蔔長大的豬；「十八養場」 是
日月潭吃非基改飼料長大的雞；海鱸魚是屏

東養殖、專門出口日本做生魚片的等級；蜂

神蜂蜜則是來自魚池鄉養在蓮華池實驗林的

蜜蜂所生產。

另外，還有鹿窯菇事有機香冬菇雞湯、

花蓮富里的天賜糧源有機糙米飯、好濃的黑

木耳露、Tea Bapu手工冰淇淋、「小路家

傳」的苦茶油麵線煎等。

熱衷參與公益活動

除了推廣台灣的香菇產業與農特產品之

外，鹿窯菇事也熱衷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包

括協助台中十方啟能中心等社福公益團體，

推出中秋節、農曆過年的禮盒，內容有香

菇、拌醬、餅乾、高山茶、麵等。

這些社福公益團體用來販售募款的禮

盒，由鹿窯菇事代為組裝後，他們從此不必

再擔心庫存的壓力，而農民也直接回饋成本

價，參與共好的公益活動。

發起勸募協助弱勢

鹿窯菇事也跟心路基金會合作，陳琰玨

說，鹿窯菇事想讓更多人了解智能障礙者，

在成長路上的努力與辛苦，透過Flying V平

台發起勸募， 讓更多人能夠加入扶持智能

障礙者的行列。

另外，台北101的「Passion101共好社

企周」系列活動，鹿窯菇事也是參與其中的

一份子，由鹿窯菇事提供食材，部分盈餘捐

給弱勢團體。

去年鹿窯菇事更獲台積電邀請，參與

「免費課輔─孩子的秘密基地」計畫，為下

一代盡一分心力。台積電員工買鹿窯菇事的

產品，10%至15%的盈餘捐給吳念真基金會

及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二年來，累計已

捐出約10萬元。

陳琰玨強調，這是「三方共好」，員工

可以買到好的產品，吃到好的食物，農企業

可以全心全力把產品做得更好，而社福團體

也能夠得到長期捐助，這就是創造企業社會

價值的意義所在。 (宋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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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身心障礙者，你是否也會有刻板印

象，認為他們注定只能接受旁人照料？勝利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打破這樣的想像，不靠

社會愛心捐助，甚至開發出超商加盟店、平

面設計、精品琉璃、資料建檔等十個事業

體，輔導身心障礙者走入職場。

勝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有205位員

工，其中80%為身心障礙者，創造年營收5
億元。勝利證明，只要提供身心障礙者完整

的就業服務，他們也能融入職場社會，更能

創造自我價值。

發展完善的就業服務

基金會於今年變更組織前，名為「財團

法人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

心」，為2000年立案成立，希望能透過一

系列完整的就業服務，包括新職種設計與開

發、庇護工場經營、職業訓練與居家學習等

模式的提供，給予身心障礙者一個適切妥善

的服務網路，讓他們能夠肯定自我，並提升

自我的價值觀與成就感。

張英樹是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創

辦人，他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之所以會成

立勝利，是因為他某次前往「屏東基督教勝

利之家」，接觸到被收容的小兒麻痺兒童，

讓他立志要讓身心障礙者也擁有正常的就業

機會。

讓生命都能發揮價值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源自於1963年一

對來自挪威的畢嘉士夫婦，他們於台灣成立

全國首間小兒麻痺兒童之家，秉持著「肯定

生命的價值，及發揮生命的潛力」下，發展

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秉持屏東基督教勝

利之家成立的理念，張英樹回到台北創辦

「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要讓身心

障礙者也能踏入正規職場。

勝利基金會 助身障走入職場

台北市柯文哲市長參與身障員工工作

勝利加油站-工作情形-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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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樹雖是肢體殘障者，但身體卻沒有

成為他創業的阻礙。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

中心自立案以來不靠募款，在財務上自給自

足，目的是藉由培訓身心障礙者，讓他們能

走入社會，發揮潛力，創造價值，整合營利、

非營利組織資源，希望能消弭身心障礙人士

在就業和行動等方面機會不平等的現象。

推動多角化經營模式

勝利成立15年來，發展出多角化經

營模式，已成立十個事業體，包括：為

銀行輸入文字資料的「勝利資料鍵檔中

心」、為重度障礙者在家中學習專業技能

的「e-learning勝利學習網」、提供各類平

面美術設計服務的「Vdesign視覺設計中

心」、從事蘭花瓶苗生產的「蘭花組織培養

中心」、文創工藝設計的「勝利琉璃」、中

式便當和咖啡餐飲，加盟全家便利商店、開

設「勝利加油站」、食品烘焙的「北歐先生

烘培」、「數位印刷產業」等。

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於成立第二

年就開始獲利，2015年更創造年營業額5.6
億元營收，2016年可望比去年更成長。

可垂直流動正規職場

不過，張英樹說，營業額不是勝利主要

追求的目標，以前勝利是以庇護工廠形式，

讓身心障礙者能創造工作價值，機構是橫向

發展，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勝利各大事業體中

流轉；這兩年來，他認為，身心障礙者的工

作應該可以開始垂直流動，也就是在勝利工

作結束後，也能到一般職場上班，比如說安

置到一般的加油站，不過這也需要多種配套

措施，包括如何安插輔導員、與加油站結合

等，如何從橫向轉向垂直，是勝利要努力的

目標。

勝利2015年7月於台北社企大樓成立的

新事業勝利廚房，二樓為中央廚房，七樓則

是餐廳空間。張英樹表示，這幾年台灣談社

會企業的熱度雖然大增，但是多半是談農社

企，談身心障礙者社企不多，即使有也常常

被大家歸類為非營利的社福團體，但其實應

該也有商業手法，可以讓身心障礙類社企永

續發展。

勝利琉璃-蜻蜓得獎作品

勝利鍵檔-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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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微型貸款助弱勢

他說，身心障礙者其實也是社會問題的

一環，為了讓他們能重返社會，自立生活，

勝利廚房透過創新思維，引進窮人銀行概念

的微型貸款2.0，要增加弱勢者創業成功機

會。

從2015年開始，勝利投入最新的事業

體「勝利廚房」。為了讓中央廚房符合國際

標準，勝利取得了ISO 22000、HACCP等
第三方國際品質認證，目的是要讓消費者吃

得安心；考慮到友善身障者的工作環境，運

用輔具與職務再設計，所打造出的勝利廚

房，將門市餐廳做為連鎖廚房的實習訓練場

所，標準化產品與展店模式，搭配無息的微

型貸款，未來將開放加盟，增加弱勢族群創

業成功機會，成功建立脫貧生活，這也是他

所提到「微型貸款2.0」形式。

打造標準化中央廚房

他說，標準化商品的來源，就是勝利中

央廚房所提供的餐點，現場不需要大量的生

產工具，餐點只要加熱即可，也能讓勝利廚

房小型化。

勝利廚房餐點不多，但每道都符合食品

安全，以最健康的烹飪方式生產，主要餐點

為勝利牛肉麵、六腳肋排麵、鮮菇乾拌麵，

與頗受消費者好評、無添加防腐劑的「辛甘

香辣醬」，未來勝利廚房要將這些當成進入

一般市場的餐飲產品。

2016年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變

更組織型態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勝利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期望擴大服務對象，為身

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辦理相關福利工

作與活動，讓身心障礙者也可以享有更獨立

自主、更有生命尊嚴的生活品質和未來。

 (何秀玲)

勝利廚房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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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對話 幫視障找回尊嚴

如果將眼睛遮蔽，你是否會發現耳朵特

別靈敏，但卻寸步難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

房間裡，無論你身處公司什麼職位，在眼睛

什麼都看不見的狀態下，必定頓時都會成為

無助的孩子，本能地想抓住身邊的培訓師，

就怕一不小心，就在黑暗中跌倒。

體驗學習 在漆黑中打開心門

這是1988年成立的德國社會企業「黑

暗對話公司」(Dialogue in the Dark, DiD)

所舉辦的工作坊，有不少公司和團體參與；

黑暗對話工作坊的課程特色，就是遮蔽參與

者的視覺，藉此開展另類嶄新的體驗學習，

課程強化聽覺與專注力，並藉著團隊合作達

成賦予的任務。

2010年，台灣愛盲基金會及無障礙科

技發展協會有意引進黑暗對話的工作坊業

務；同年，愛盲基金會接觸台灣數位有聲書

推展學會常務理事陳旋旋，共同參與台灣黑

暗對話，開始推展籌備。

特殊訓練 開創全新商業模式

2011年取得德國授權，台灣黑暗對話

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開始推出黑暗

對話工作坊課程，量身打造的課程，讓參與

企業能訓練員工，也讓視障者擁有工作機

會，更讓他們轉換角色，從被助者變成助人

者，不但找回尊嚴，也找回自信，更為公司

找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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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公司三位幹部，雖然才華洋溢卻都

各有盲點，不是固執己見就是眼高於頂，共

同點是無法溝通，老闆因此讓他們參與黑暗

對話的訓練。

專業引導  幫明眼人省視內心

在黑暗的異常情境中，經由視障培訓師

引導，這三人覺察到自己不自知的習慣以及

思維方式，已成為公司的阻礙。這是一個藉由

暫時遮蔽原有視覺，開展對人性多元化學習

的體驗。在面對突然失能時，參與者會慢下

步調、觀照內在，進而省視自己的核心價值。

現任黑暗對話董事長的陳旋旋說，黑暗

工作坊課程中，協助學員的培訓師皆為經過

訓練的視障者，學員皆是「明眼人」，但參

與工作坊的期間，他們必須適應突如其來的

短暫失能，強迫自己放慢步調，忠實省視自

己的核心價值。

課後，藉由反差的衝擊，找回與人相處

的同理心，並釋放壓抑的情緒，以開啓真誠

的溝通，學員返回工作及生活後，也會產生

自發性的心理改變。 

工作坊也是設計出「全程黑暗的體驗」

與「光房中的反思」相結合的課程，利用特

殊的設施、教具及專業引導，誘發學員潛在

特質、應變能力、溝通意願及領導素養；特

殊設計的體驗式學習，不同於一般教育訓練

課程偏重方法與知識的論述，是屬於寓教於

樂，著重自我反思，不強調教條式授課來灌

輸觀念。「這也是黑暗對話與其他培訓的差

異。」陳旋旋表示。

陳旋旋提到，截至2015年為止，工作

坊進行過410場，2016年舉辦的場次甚至比

平均值高，近年來重複性的客人變多了，這

也表示大家開始認同這樣的訓練型態；目前

客戶以金融保險和銷售業為大宗，主要是為

了建立團隊信任感。

視障培訓師需經過24小時的培訓課

程，以及16小時的臨場活動訓練、至少20
小時的實際操作演練，才能夠取得培訓師的

合格證書；培訓的內容十分廣泛，其中包含

語言、記憶、定向活動、團隊溝通、活動配

合、指令執行等。

翻轉角色 讓視障者回歸社會

陳旋旋說，工作坊對視障者也能產生改

變和影響，除了可以增加收入之外，更能增

加他們的自信心、增強溝通能力，視障朋友

也能藉此回歸社會。

他提到，有位在黑暗對話工作的視障朋

遮蔽視線，展開人性多元化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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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林郁菁，因黑暗對話招募培訓師，她成為

培訓師的一員；今年年初黑暗對話招募銷售

人員，她認為自己可以勝任，因此開始嘗試

銷售人員的工作，只是她沒想到業務銷售如

此辛苦，加上公司距離租賃的地方也遠，陳

旋旋形容，「半年來她不知流了多少辛苦的

眼淚」。

今年9月林郁菁成為公司的最佳員工，

是位銷售冠軍。林郁菁在自述中提到，她從

小對未來有很大憧憬，但沒想到求學過程中

視力慢慢地消逝。

看到同學們畢業都想找到好職業，就像

蝴蝶破蛹，每個人都希望有漂亮的翅膀，但

當她準備展翅高飛，林郁菁的背後卻沒有長

出翅膀，這對她的人生造成打擊，但後來她

成為黑暗對話的培訓師，不但讓她建立自信

心，更能與社會有更多交融，現在也成為銷

售人員。「我希望讓視障朋友知道，他們是

具有工作能力，也是這樣的與眾不同。」

樂動心靈  舉辦黑暗心樂會

黑暗對話現在的經營主軸是做教育訓

練，2015年起開始啟動「視障藝文」，舉

辦「黑暗心樂會」，2016年起將在此領域

多花心力。陳旋旋解釋，「黑暗心樂會」是

讓參與者在黑暗中視覺被遮蔽，鼓勵觀眾打

開其他感官，同時也將心打開，從中享受樂

器、歌唱、劇情互動、遊戲互動等內容。

「因為人們在黑暗中，就會帶心來聆聽，內

容有時激昂，有時放鬆，今年我們會將黑暗

心樂會做的更完善」。

他說，曾有位音樂家因有精神障礙，放

棄音樂生涯，只想待在家，不與任何人見

面；但他參加黑暗心樂會後，彷彿開竅了，

讓他重拾對於音樂的熱情，這也是黑暗對話

舉辦黑暗心樂會的目的之一，「希望影響別

人，重拾生活動力」。

2016年截至10月底，黑暗對話就已經

舉辦了13場黑暗心樂會。陳旋旋說，希望

能說服企業的福委會，可以將音樂會做為年

終晚會，也有別於一般只是吃吃喝喝的同樂

會。

他希望透過此創意，訓練更多視障朋友

在藝文活動上找到不同的出路，使他們的就

業更多元化；黑暗對話的產品開發也能更國

際化，更有市場價值，甚至未來或許可以衍

生出子公司，讓黑暗心樂會成為可以生根的

產業。 (何秀玲) 黑暗對話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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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乳坊 翻轉酪農生態鏈

這幾年，食安問題頻傳，「如何吃得安

心及健康？」的議題也順勢而起，消費者更

加重視食品與原物料的本質，甚至開始著重

「食品履歷」，吃得安心健康開始受到消費

者的青睞。 

因此，目前全台最年輕的大動物醫師

─龔建嘉，去年在FlyingV發起「募資」專

案，因為他認為，消費者希望能有優質鮮奶

可以飲用，但對大廠的鮮乳品牌又不敢信

任，而開始出現抵制潮，但是台灣的酪農都

相當辛苦，這樣的抵制重挫了台灣人對於台

灣鮮乳的信心。

群募600萬元 催生新品牌 

當時，短短兩個月受到超過5,000位贊

助者支持，累計募資總額達到608萬元，催

生出因人民的力量而生的鮮乳。透過群眾集

資專案、與大家的支持與認同，成功讓豐樂

牧場的鮮乳被民眾看到，一年下來，累積超

過6萬人喝過鮮乳坊的鮮奶、並在全台300 
間店販售，龔建嘉成立的鮮乳坊，開始了產

銷革命。

在今年鮮乳坊距離第一次配送滿周年

時，龔建嘉以一樣嚴苛的標準篩選出第二個

牧場─雲林崙背鄉的嘉明牧場，並發起第二

次集資，邀請消費者一同認養新牧場。

經過第一年的努力，龔建嘉發現消費者

對於小瓶裝的需求，因此第二次集資時，特

別與知名設計師聶永真合作設計新包裝，以

小瓶規格與消費者見面，希望能讓大家方便

攜帶、飲用。此次「周年小瓶裝認養牧場計

畫」，上線一個月即超過6萬瓶預購，最後

成功號召民眾響應，預購了12萬瓶，穩定

了新牧場前兩個月的生產，鮮乳坊也在這段

期間，開發新通路，以穩定後續的生產。

鮮乳坊，一直以來皆致力於顛覆乳業的

不公平交易、與解決目前的食安問題，透過

獸醫直接在產地把關，從乳牛健康與醫療、

疾病預防等，到牧場飼養環境的輔導，為民

眾把關鮮乳品質。以這樣嚴苛的條件，加上

堅持單一乳源的生產，期待能讓消費者知道

鮮乳坊創辦人龔建嘉是全台最年輕的大動物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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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喝的鮮乳從何而來。

從源頭把關 喝的更安心 

這由全台唯一大動物獸醫師成立的鮮乳

品牌，目前擁有兩個牧場都是經由創辦人龔

建嘉獸醫師實地探訪牧場，瞭解所有牛隻的

飼養環境與醫療，從乳牛到生乳，再到代工

廠、物流、冷藏等，層層把關。

鮮乳坊希望告訴消費者，其實市場上還

是能有其他的選擇，龔建嘉用乳牛獸醫的角

色搭起一個橋樑，親自診斷乳牛的健康狀

況，確實掌握產地牧場的飼養管理，以及現

場的醫療規劃，進而篩選出對牧場管理優良

的酪農來合作，讓消費者能真正安心。 

鮮乳坊聯名合作的牧場，皆是經由嚴格

篩選的優質牧場，龔建嘉指出，因為好的鮮

乳必定來自於健康的牛隻，牛隻的健康除了

做好牧場的飼養管理，獸醫師的把關也是不

可或缺，從日常檢查、疾病用藥到配種懷

孕，都需要專業的獸醫師診斷，才能精準地

掌握牛隻健康。 

防大廠壟斷 優化產業鏈

龔建嘉說，他身為一個大動物獸醫師，

救得了牛、救不了奶，讓他內心實在很不開

心，加上每天在牧場工作與酪農建立起深刻

的革命情感，與他們就像家人一樣；看到生

乳價格長期被乳品廠壟斷，年復一年、酪農

辛勤工作卻未必得到合理利潤。雖然已與大

廠簽訂收購契約，但在市場牛乳過剩的時

候，酪農仍曾被拒絕收購生乳，造成莫大虧

損；在大廠品牌的壟斷下，消費者也沒有其

他安心的選擇。 

龔建嘉說，台灣的生乳收購價，對於那

些想要多投入一點，進而讓牛吃得更好、牧

場飼養環境更好、提高生乳品質的酪農戶來

說，是很大的壓力。

決定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計價機制沒

彈性，原物料上漲，價格沒依比例提高等，

對有心優化牧場管理的酪農，得到的是相

對不合理的報酬，鮮乳坊以高於行情15%至

20%的價格，向優質酪農收購生乳，期待聯

名牧場願意從動物福利著手，以更高的標準

來改善飼養環境、飼料。

龔建嘉指出，「更用心的酪農，值得更

好的對待」，而制式化的收購價，造成劣幣

驅逐良幣，合理的利潤才能使酪農無後顧之

憂的專注生產，讓產業得以前進。

龔建嘉成立的鮮乳坊，希望能協助酪農成立自有品牌，能用
消費者的力量來給酪農支持，並同時改變酪農業生態。

鮮乳坊創辦人龔建嘉幫牛隻聽診，確保身體健康，為乳品把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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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乳坊的每一批鮮乳都經過多重檢驗，

酪農將生乳擠出後，鮮乳坊即在牧場做第一

次的檢驗，確保生乳的高品質，再將生乳以

獨立乳車運往加工廠。 

送達代工廠生產前，鮮乳坊會進行第二

次的檢驗，確認生乳運送到代工廠的過程皆

完善，然後將產線清洗過，並將獨立乳桶的

生乳進行高溫殺菌，確保生乳不會有交替混

雜的情況，進行生產的同時確保各項數據，

每一層生產流程都達到鮮乳坊的高標準。 
生產結束後，會再進行一次檢驗，確保進入

生產前的生乳，與製作完成的鮮乳是同一

批。

只做對的事 團隊戰力強

鮮乳坊為了將最安全、優質的鮮乳送達

消費者，每季都會主動送至第三方檢驗所，

例如：SGS、Superlab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進行檢驗。

鮮乳坊希望能協助酪農成立自有品牌，

提供給消費者「嚴選單一牧場」、「無添加

無調整」、「獸醫現場把關」、「公平交

易」的高品質鮮乳，希望能用消費者的力量

來給酪農支持，並同時改變酪農業生態。

龔建嘉笑著說，他就像航海王依樣找尋

每個獨一無二的夥伴，而夥伴來自各行各

業，都是放棄了令人稱羨的穩定工作，毅然

決然地投入鮮乳坊，只因為「鮮乳坊堅持只

做對的事。」大家都因有認同感而聚在一

起，也為了改變乳品產業而燃燒熱情。

 (曾宛琳)

龔建嘉希望能協助酪農成立自有品牌。 鮮乳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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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企業評選標準

《2016企業社會責任年鑑》評選標竿

企業，目的是為了能夠表彰執行企業社會責

任優良的企業，帶起示範作用，催動重視企

業社會責任的風氣，進而走向永續發展。

本次年鑑延續去年評選出表現傑出的上

市櫃公司，也評選在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突出

的未上市櫃公司及社會企業，不論企業大

小，各行各業都能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的精

神，讓整體的企業體質向上提升。

在上市櫃公司方面，基於以下原則，選

出各領域的標竿企業，作為市場模範。

一、 必須為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的上市

公司，或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開發行

的上櫃公司。

標竿企業是市場的模範，除了企業的

永續經營，另外就是希望能夠獲得投

資人的重視，希望投資人也能關注企

業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給予願意投

入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支持並投資，

在投資市場形成正向循環。

二、 必須為「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份

股／「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成份股，或

於「第一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

鑑」評鑑結果列為前百分之二十。

公司治理是企業社會責任中重要的一

環，從2015年起，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共同委託財團法人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評鑑」，並發布排名。本

年鑑將依此評鑑結果入選為前百分之

二十的企業作為基本的篩選的標準。

三、 必須出版該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企業時常做了關懷及回饋社會，有助

環境，或是重視勞工權益等事蹟，但

並不為外人所知，製作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一方面將過往事蹟集結，公

開給大眾檢視，另一方面可以檢視其

業務及經營所面臨之風險及挑戰，呈

現企業所處環境及其作為與未來努力

方向。

四、 經由企業社會責任年鑑編輯委員推薦。

本年鑑成立編輯委員會，除審視相關

架構及內容，並推薦在企業社會責任

表現良好的企業，作為評選的參考。

五、 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具有特色事蹟。

企業社會責任並不只是捐錢、捐血、

捐衣服、掃地等活動，更值得鼓勵的

是企業能從本業發展，發揮所長，做

出真正有益社會的事蹟，走向永續發

展。

在未上櫃公司的方面，考量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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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具有特色的企業。

一、有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上市櫃企業因相關法令規定須出版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未上市櫃公司在

沒有強制規定下，自行出版報告書對

外說明，除了企業本身具有企業社會

責任的信念，還必須有具體的作為，

才能將相關集結成書，向大眾說明，

也讓我們能了解相關事蹟，作為表彰

標的。

二、 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具有特色事蹟。

未上市櫃企業從本身專長的部分執行

企業社會責任，從內部的公司治理、

照顧員工開始延伸到社會及環境的關

懷，出現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行動，

也透過這些特色事蹟，向大眾及相關

企業傳達企業社會責任的效能。

本次年鑑也選出社會企業。台灣有許

多默默耕耘的社會企業，以市場機制

營運來解決特定社會問題，如食安問

題、環境保育、有機生產、弱勢服務

等等。他們在各領域發光發熱，一步

一腳印的改善問題，因此本次也選出

營運穩定的社會企業，分享這些沉默

付出的夢想家故事，希望能讓好事持

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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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紀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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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

2015年

 11月4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證交所)與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台北律師

公會共同舉辦「探討內線交易之防範與董

事受託義務之違反」研討會。

 11月5日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舉辦「第11屆公司治◆

理國際高峰論壇」。

 11月19日
  證交所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CSR)報告

書的編製質量，特與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RI)及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合作

舉辦會議，邀集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同探討

最新的CSR報告書發展趨勢。

11月21日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與「金手◆

獎得獎廠商協進會」合辦的「第14屆台

中市金手獎」頒獎典禮。主辦單位工策會

總幹事黃望修表示，本屆金手獎評選，除

書面資料審核，更增加企業實地訪查，針

對企業的創新研發、管理制度、人力發

展、市場行銷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指標進行

評比，最後嚴選出20家績優企業，期讓

這項選拔活動，成為刺激業界不斷成長的

誘因。榮獲今年金手獎的企業，包括精呈

科技、聯盛機電、皇崟實業、恆榮交通器

材、晶禧科技、歐思佛生物科技、精晟科

技、唯誠實業、科宏工業、崇詳工業、特

典工具、柯泰精機、唐亞公司、華谷電

機、乃弘工業、煜益鋁業、元駿企業、朝

程工業、通琦企業與映興電子。

 11月24日
 2015年台灣企業永續獎頒獎。台灣十大◆

永續典範公司獎得獎名單為台達電、富

邦金、玉山金、中鋼、中華電、友達、

台灣大哥大、遠傳、聯電及國泰金。另

有單項績效獎得獎名單以及台灣TOP50
企業永續報告獎得獎名單，詳情洽官網

https://tcsaward.org.tw/tw/about/harvest/
tcsaWinnerlist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舉辦◆

「2015年企業責任報告全球調查結果發

表會」，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證交所，以及國內知名企

業高階經理人參與座談，介紹標竿範例並

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趨勢。

 11月25日
 第八屆「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賞」公布得◆

獎名單。

 12月1日
 在證交所及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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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指導，以及安永、安侯建業、資

誠、勤業眾信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積極參

與下，經濟日報出版了台灣第一本企業社

會責任年度專業性刊物《2015年企業社

會責任年鑑》。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與會計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舉辦IFRS全面實施座談會。

 法務部廉政署與《經理人月刊》舉辦「企◆

業透明實戰論壇」。

 12月2日
 「第九屆桃園市績優企業卓越獎」頒獎典◆

禮。本屆得獎企業的獎項類別，除延續往

年表揚「長青企業卓越獎」、「創新企業

卓越獎」、「服務品質卓越獎」外，今年

度特別將「環保綠能卓越獎」更名為「環

保循環卓越獎」，以呼應市府建構資源循

環零廢棄的綠色城市目標，此外，也首度

新增「青年創業卓越獎」，鼓勵青年在桃

園創業，給青年舞台及支援。

 社團法人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鑑識會計◆

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學院聯合舉辦「第六屆鑑識會

計高峰論壇」。

 12月10日
 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成立。◆

 12月12日
 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

議，由大會主席、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敲

槌通過巴黎氣候協定。巴黎氣候協定是京

都議定書後最重要的全球氣候變遷協議，

未來至少要有55個締約國簽署，排碳占

比達到全球總量55%以上才能正式生效。

巴黎氣候協定開放簽署日期為2016年4月
22日至2017年4月21日。

12月14日
 環保署長魏國彥表示，我國將於2016年◆

初提出五年減碳計畫，首先是強制排碳大

戶進行登錄、盤查，並建立稽核驗證機

制；第二步是訂定效能標準與獎勵，做得

好的就給獎勵；並實施總量管制，啟動

碳交易制度。魏國彥表示，2015年7月已

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依法將

在2016年啟動第一個五年減碳計畫；六

大部會2016年1月會提出減量行動計畫，

每五年檢討一次。魏國彥說，台灣提出的

「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是2030年
碳排放減半。

 12月15日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共同舉辦

「KPMG社會企業高峰論壇」。

 12月16日
 2015年「消費者金融品牌暨金控CSR大◆

獎」頒獎。金控CSR大獎金質獎為玉山

金，優質獎為國泰金、富邦金、中信金，

特別獎為第一金、兆豐金。另設有消費者

金融品牌獎、數位金融獎、主辦單位特

別獎等。詳情洽官網http://www.wealth.
com.tw/wealth6/

 12月17日
 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舉辦「企業社◆

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研討會」。

 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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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林口及八德合宜宅◆

行賄案，高院宣判趙藤雄二年有期徒刑，

緩刑五年。

12月31日
 台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與證交所、櫃買中

心、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講稱期交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

會)等證券期貨相關單位共同成立的「台

灣證券期貨虛擬博物館」正式上線。

 2016年

 1月9日
 台灣高鐵工會不滿高鐵營運九年來，從未◆

支付國定假日加班費，加上雙周變形工

時也未付加班費，初估欠員工5億元加班

費，本日在臉書發文表示，台灣高鐵公司

若再不返還積欠的加班費，無積極回應與

承諾，工會自2月起將發動國定假日依法

休假，包括春節期間。

1月11日
 台北市勞動局公布2015年11月勞檢18家◆

公、私立醫院的檢查結果。此次檢查結

果，違反比率最高的前三名依序是「未給

付加班費」、「未依規定召開勞資會議」

以及「超時工作」。其中，未給付加班費

占89%、未依規定召開勞資會議占72%、

超時工作則占56%。

 為抗議元大金控與大眾銀行合併，對大眾◆

銀行員工權益保障不足，大眾銀行工會投

票決定罷工，且贊成罷工的員工人數超過

八成。大眾銀行工會理事長黃怡仁說，預

定農曆年前展開第一波罷工。

 1月16日
 金管會公布公司治理藍圖，2016年推動◆

的措施，將仿照國外，研訂機構投資人盡

責管理守則，藉由投資，督促被投資公司

加強公司治理。

 1月26日
 金管會下令接管朝陽人壽，成為保險法立◆

即糾正措施上路後首家被接管的問題保險

公司。

 2 月6日
 南台灣大地震，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與公股

銀行提出金融協助措施，幫助災民早日重

整家園；銀行公會理事長李紀珠指出，已

指示銀行公會請各會員機構提供救助捐款

交易免收跨行手續費，並請銀行主動提供

受災戶低利融資及各項貸款服務。

 2月29日
 亞太B型企業協會成立，第一屆理事長由◆

中華徵信所總經理張大為當選。由美國B
型實驗室所發起的B型企業認證，針對公

司治理等五面向，依產業類別、企業營收

規模進行客製化的量化評估後，頒發B型

企業認證。

3月1日
 證交所表示，公司治理中心正積極推動上◆

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與國際接軌，重要的精

神即是要平等對待股東，資訊揭露也應有

一致性，鼓勵上市公司要提供英文資訊，

包括提供英文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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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為協助上市上櫃公司瞭解公司治理評鑑之◆

重要修正內容，並鼓勵落實公司治理，證

交所與櫃買中心於台北舉辦第一場公司

治理評鑑宣導會，並發布2016年評鑑指

標，特別強調應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並提升資訊透明度。根據證交所公布的評

鑑構面評分權重，以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

作的類別權重最高，為32%、其次是提升

資訊透明度，為22%、第三是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為18%、維護股東權益為15%、

平等對待股東為13%。

 3月4日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新竹舉辦第二場公司◆

治理評鑑宣導會。

3月8日
 國泰世華銀行宣布完成國內首宗遵循赤道◆

原則的融資授信案件，是一件離岸風力發

電廠的專案融資。

3月10日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高雄舉辦第三場公司◆

治理評鑑宣導會。

3月11日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台中舉辦第四場公司◆

治理評鑑宣導會。

 寶成集團越南廠傳出員工怠工事件。◆

 3月15日
 有鑑於台灣上市公司常遇接班紛爭，證交◆

所表示希望能夠力推各老牌上市公司能由

「家族治理」順利進階到「公司治理」，

藉由公司治理的規範為上市公司的資訊透

明鋪路，進而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避

免無謂的接班爭議。

 3月16日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台北舉辦第五場公司◆

治理評鑑宣導會。

3月17日
 櫃買中心與高雄市飛揚福利服務協會共同◆

舉辦「國中學生金融理財職能探索教育」

課程。

 3月29日
 亞太B型企業協會舉辦第一屆「B Corp亞◆

洲年會」

3月30日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舉辦CG6010◆ (2015)公
司治理制度評量授證典禮暨董事會效能評

估服務方案說明。

 4月4日
 金管會發函壽險業要求建置內部股權投資◆

人員利益衝突防範機制，以及投資有價證

券的自律規範。

 4月9日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公布第二屆公司治理評◆

鑑結果。本次依公司治理藍圖規劃，公布

上市、上櫃排名前50%名單，總家數分別

為412及312家，並區分為前5%、前6%
至20%、前21%至35%，及前36%至50%
等四個級距公告。櫃買中心指出，第二屆

公司治理評鑑整合原資訊揭露評鑑指標，

並參酌國內實務及國際發展趨勢，將總指

標數自92項增加至98項，得分標準亦較

前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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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日
 證交所表示，目前股本20億元以下的上◆

市櫃公司還不需要設立獨立董事，但自

2017年起，所有公司都一體適用，沒有

例外。

 4月15日
 金管會宣布啟動TRF◆ (目標可贖回遠期契

約)調處機制，即日起受理投資人申請調

處TRF爭議案，金管會昨天並與銀行業者

達共識，銀行同意可走仲裁管道，解決爭

議。金管會協調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建置的

調處機制，調處時間最長三個月，可再延

長二個月；仲裁時間是六個月，可再延長

三個月。調處不收費，仲裁要費用，但仲

裁相當法院判決效力，投資人可視自己情

況，選擇合適的解決爭議方式。

4月16日
 經濟部能源局於4月16日上午7時30分◆

至11時在台北市花博公園舉辦「為綠電

而走」活動。經濟部能源局2016年設定

「用戶數達4,000戶」的綠電推廣目標。

此次健走活動就增加上千戶認購。統計至

4月15日止，認購戶數已達2,762戶，認購

數共3,842.2萬度。

 4月20日
 浩鼎事件持續延燒，新藥的技術提供者、◆

中研院長翁啟惠被列為背信案被告，是繼

浩鼎董事長張念慈列被告後，又一浩鼎關

鍵人士捲入司法爭議；檢調同時查出浩鼎

員工在去年第4季幫大股東Alpha售股卻

未申報，涉嫌違反證交法。

 4月22日
 4月22日為世界地球日，來自171國的◆

領袖與代表齊聚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

2015年底在法國通過的「巴黎氣候協

定」。

為支持節能減碳、促進環境永續發展及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櫃買中心舉辦「大家一起

來，爬樓梯上班」活動。

 4月26日
 為協助上市公司提升與投資人對話之品◆

質，有效串起與投資人間溝通橋梁。證交

所舉辦「公司治理論壇系列－投資人關係

座談會」

 5月1日
 越南河內、胡志明市等地民眾上街遊行反◆

台塑河靜鋼廠，傳出零星衝突。

5月3日
 《遠見》雜誌舉辦第12屆企業社會責任◆

獎頒獎典禮。

 5月4日
 證交所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共同舉辦「產業◆

發展趨勢及前景座談會」，主題為綠能科

技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5月5日
 證交所舉辦「企業社會責任與吹哨者舉報◆

機制」稽核主管座談會，邀請半導體業、

電子零組件、鋼鐵工業及去年剛上市等上

市公司稽核主管與會參與。

 5月12日
 浩鼎案引爆爭議，金管會公布五大強化監◆

理措施，包括從嚴規範科技事業上櫃條

件，比照上市增訂淨值門檻，並將強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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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時間從一年延長至二年，集保適用對象

也擴增研發等核心成員。

 6月3日
 櫃買中心結合華南銀行，以雙方共同發行◆

的櫃買贏家生活卡公益回饋金，捐贈醫療

巡迴車一輛予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並於3日舉行醫療巡迴車啟用

典禮，當日順道參訪嘉基居家服務中心致

贈關懷金，以支持政府老人照護政策。

6月8日
 大立光股東會，投保中心代表以投資人身◆

分上台發言，點出公司股東常會未採用電

子投票、議案未逐案表決，以及董監事改

選未採候選人提名制等三個問題，希望能

改善，以提升未來公司治理評鑑績效。對

於投保中心的建議，大立光董事長林恩舟

表示，電子投票內部已研議中；至於公司

治理，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經營方式，政府

也提供不同的公司治理給企業選擇，「我

們會選擇適合產業特性的公司治理及管理

方式。」大立光監察人梁忠仁表示，大立

光治理上還有進步空間，他於股東常會

後，向投保中心代表請益，希望投保中心

提供書面建議以利公司後續改進。

6月16日
 證交所協同櫃買中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盛大舉行頒獎典禮，表揚第二屆公司治理

評鑑排名前5%的上市公司41家及上櫃公

司31家。

6月21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通過華航空服員罷◆

工投票案，這是國內空服員首次取得合法

罷工權，華航空服員計畫在暑假罷工。

6月23日
 以華航空服員為主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

會宣布自今天凌晨0時起罷工，華航昨天

深夜宣布今天上午6時至晚上10時，自桃

園與松山兩機場起飛的航班全數取消，預

估67航班、2萬名旅客受波及，這是我航

空史上首次因罷工造成大規模航班取消。

 6月25日
 華航勞資雙方達成共識，資方讓步同意工◆

會提出的七訴求，工會宣布取消罷工，由

於空服員重返崗位需作業時間，華航預估

下周一航班才能恢復常態。

 6月27日
 華航企業工會向資方提出員工交通時間併◆

入工時等八訴求，但勞資談判破局，工

會理事長葛作亮宣布於7月1日發動工會

「依法請假」，預估當天最多有3,000員
工請假。

6月29日
 勞動部長郭芳煜宣布，未來搭配周休二日◆

方案上路，將加強勞動檢查，避免有企業

強迫員工加班。他提到，未來勞檢員將從

目前的700人，增加到1,000人，且收到檢

舉後的工作日24小時內，就可啟動現場

檢查。

 7月15日
 勞動部表示，今年下半年將加大勞動檢查◆

的密度及強度，並將針對航空、台鐵、高

鐵及國道客運業者進行勞動條件的專案勞

檢，包括超時工作、加班費給予、勞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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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必須休一天等，都是勞檢的重點。

7月18日
 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指示台灣指數公司編製◆

上市櫃跨市場指數，期能挹注資金動能。

台灣指數公司表示，「台灣上市上櫃500
指數」將是與首檔與櫃買中心合編的指

數。

 7月26日
 證交所表示，觀察今年股東會召開情形，◆

召開品質大有提升，多項有關提升公司治

理品質的量化數據，也都有進步，顯見公

司治理推動頗有成效。2016年有高達七

成的上市公司在股東常會採行逐案票決，

較前一年增加高達56%，其中更包含高達

93%公司於股東會當天即將決議情形申報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2016年已有超過半

數的上市公司採用電子投票，較前一年的

256家大幅提升86%；並有近半數上市公

司於章程規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較前一年的322家增加幅度達34%。

2016年議事手冊及年報平均上傳日期也

提早，股東會召開品質大幅提升。除了股

東會外，上市公司在「董事會結構與運

作」的部分，設置審計委員會的家數已

由2015年年底的243家提升至2016年6月
底的306家，同期間的獨立董事也由638
家增加至766家，增加幅度達20%。有關

「資訊揭露」的部分，上市公司2016年
2月底前申報前年財報家數由去年同期的

47家增加至70家；於股東常會提供英文

版資訊如開會通知、年報及議事手冊的家

數亦皆大幅提升，如英文版開會通知已由

2016年的133家大幅成長至264家、提供

英文版議事手冊公司由131家增加至183
家、英文版股東會年報則由107家增加至

144家，對於資訊透明度的提升皆有明顯

成效。證交所強調，良善的公司治理是健

全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基礎，也是吸引長線

投資人持續投資的關鍵。而上市公司對於

各項公司治理機制之重視與落實，也獲得

包括外資機構等投資人之肯定。證交所未

來將結合機構投資人的影響力，繼續推動

公司治理相關措施，以提升整體資本市場

品質。

 7月27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表示，政院正積極◆

研議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預計年底提

出、送立法院審查。完成立法後，被納入

規範的企業必須投入更多成本，提高資安

防護能量。

 8月2日
 面對台北市展開第二波銀行業全面勞檢，◆

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邱淑貞表示，不論是

金融相關的法規或勞基法，任何的法令銀

行都要嚴格遵守，但在勞檢方式上，銀行

公會與勞動局有不同的看法。邱淑貞解

釋，銀行公會認為，銀行業屬於高度責任

制的行業，不像製造業勞工有標準的上下

班時間，但勞動局用檢查製造業的方式勞

檢銀行業，並認定超時工作或未給加班

費，這點可進一步商榷。

 8月3日
 多位勞團代表前往勞動部抗議，指出過去◆

五年共有163名勞工死於過勞，且過勞位

居職業病之首，要求勞動部應儘速廢除勞

基法第84條之1，避免勞工因責任制而導

致過勞，現場並有多位保全與工程師到場

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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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
 期交所等證券周邊單位及金融業者延續◆

2015年辦理「食(實)物銀行」成功經驗，

2016年將再投入2,600萬元於食(實)物銀

行活動，嘉惠國內22縣市偏鄉弱勢族群。

 8月12日
 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舉辦「機構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則」簽署活動，包含國內四大基

金、保險與國內外投信業者共20餘家機

構投資人代表出席。「機構投資人盡職治

理守則」由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投信投

顧公會、集保結算所及金融總會共同發

布，旨在透過機構投資人對上市櫃公司持

續關注與溝通，主動要求企業重視並落實

公司治理，提升企業、客戶與機構投資人

共同之長期價值。

 8月15日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與台灣企業永續◆

研訓中心為推動及鼓勵國內大學院校與企

業發展企業永續及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學

術、知能應用之研究發展，2016年起設

立「CSR學術論文獎」評選。

 台北市勞動局對32家銀行展開2016年的◆

專案勞檢，檢查重點放在業者有無依法給

付加班費，以及員工超時工作等情形。本

次勞檢條件被外界稱為「史上最嚴」，主

要因為新增兩大項目，包括去年未給足加

班費而被開罰的銀行，必須把積欠的加班

費還給員工，否則今年再罰。另外，銀行

必須嚴格遵照勞基法計算加班費，把「獎

金」給算進去。

 8月17日
 《天下雜誌》公布2016年「天下企業公◆

民獎」。

8月20日
 高雄市不動產仲介公會在文化中心舉辦◆

「八二○全國房仲日捐血、愛心義賣暨親

子園遊會活動」號召1,300位從業人員參

與，總計捐出近700袋鮮血。

 8月23日
 證交所、櫃買中心主辦，台灣永續能源研◆

究基金會執行的「2016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研習會」於證交所九樓大會議室舉

辦。

 因人民幣急貶，而引爆投資爭議的目標可◆

贖回遠期契約(TRF)，首宗調解建議案出

爐，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審核後，認為銀行

未事先告知投資人風險，並讓人誤信TRF
「低風險高報酬」，因此調解建議書有利

投資人，建議補償金額逾百萬元。

 8月30日
 日商百尺竿頭原先對外公布將以每股128◆

元、總價48.6億元，在市場公開收購樂

陞25.71%股權。但本日百尺竿頭正式宣

布，無法完成原定斥資48.6億元，於公開

市場收購3.8萬張樂陞股票計畫，成為台

灣證券史上首次公開收購卻違約不交割的

案件。

 9月3日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與最大排放國中國大◆

陸，在G20杭州領袖峰會開幕前夕，由美

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分

別將「巴黎氣候協定」批准文書交存聯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象徵全球氣候變遷協定

邁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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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
 美國道瓊公司與瑞士永續集團9月8日公◆

布2016年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選結

果，共有18家台灣企業入選，包含玉山

金控、中信金控、第一金控、富邦金控、

國泰金控、中鋼、中鼎工程、日月光半導

體、台積電、聯電、宏碁、友達、台達

電、光寶、中華航空、中華電信、遠傳電

信、台灣大哥大。

 9月9日
 防止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 (TRF)爭議再度

發生，中央銀行、金管會針對複雜性高風

險金融商品再度下達緊縮令，下周起銀行

如果要新辦、新銷售複雜高風險衍生性商

品，必須要採取事前審查、核准。

9月19日
 證交所表示，為強化上市櫃公司社會責任◆

暨非財務資訊揭露，更有擴大強制採用電

子投票及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新措

施之實施，將擴大宣導公司治理評鑑制

度，19月日起將於台北、新竹、台中、

高雄等地辦理五場次宣導會。根據金管會

規定，股本在100億、50億、20億元以上

的公司都已分批採電子投票。證交所表

示，未來是否會全面實施，仍有待評估，

不過，電子投票是公司治理評鑑中的重要

項目，因而會持續宣導。

9月20日
 《卓越雜誌》舉辦《2016卓越銀行評◆

比》頒獎典禮，此次分為金控銀行、非金

控銀行與外商銀行三類，一共13家公司

獲獎。金控類中，國泰世華銀行獲最佳品

牌形象獎、永豐銀行獲最佳服務獎、台新

銀行得最佳財富管理獎、最佳創新獎，台

北富邦銀行奪最佳社會責任獎、華南銀行

獲最佳永續經營獎、新光銀得最佳數位銀

行獎。在銀行類中，遠東銀行獲最佳品牌

形象獎、最佳財富管理獎，陽信銀行獲最

佳潛力獎，華泰銀行得最佳社會責任獎，

臺灣企銀獲最佳永續經營獎。外商類中，

花旗銀行得最佳風險控管獎、澳盛銀行獲

得最佳財富管理獎。星展銀行獲最佳創新

獎。

9月22日
 TRF首宗調解建議案因不具法律約束力，◆

宣告調處失敗。雙方對調處建議未達到共

識，只能尋求仲裁與司法機制。

 9月30日
 台化彰化廠三座汽電共生鍋爐燃煤申請展◆

延設備操作許可證遭彰化縣環保局退件，

確定無法如期換發新照，工廠今天零時起

停止營運。

 金管會召集銀行業者開會，宣布處理TRF◆

消費爭議最新處理原則，要求銀行在10
月底前與客戶針對損失金額分攤比例，達

成和解。若無法和解，就必須接受調處或

仲裁，且評議中心做出調處建議後，銀行

若拒絕接受，將納入行政處分、缺失改善

或業務申請案件參考。

 10月4日
 歐洲議會代表歐盟28國批准巴黎氣候協◆

定。

 10月6日
 台灣證券交易所決定修正「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並建議凡擔任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職務者，不應再兼任超過五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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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的運作，以確保獨立董事的有效運

作。

 10月24日
 蔡英文總統召開執政決策協調會議，拍板◆

鬆綁法規修改公司法，以因應數位經濟發

展趨勢。公司法修法面向有四，包括公司

籌資制度、公司治理、公司登記及組織與

股東權益、股東會及清算相關規範。

 10月31日
 金管會第一次標售朝陽人壽，因為底價與◆

投資人的出價落差太大而流標。

11月1日
 勞動基金運用局宣布，將在今年底首度公◆

告24億美元「全球ESG混合指數被動股

票型」及36億美元「絕對報酬型債券」

國外委託經營選任作業。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駁回台化彰化廠M16、◆

M17、M22等三座氣電共生鍋爐假處分

案，台化副董事長洪福源重申，將積極爭

取復工，除向環保署提出行政訴願及國賠

申請，也將向監察院陳情。

 11月3日
 繼銀行捐款協助解決華隆勞資爭議後，勞◆

動部再度與金管會、財政部聯手介入太子

汽車勞工債權，經過一年多努力，中國信

託、合作金庫等18家債權銀行同意捐款

1.58億給太子汽車1,037位債權員工，平

均每位債權勞工分得15.2萬元，款項預計

今日全數入帳。經此捐款分配後，太子案

全體勞工債權受償率達到64%。

 11月4日
 巴黎氣候協定即日起正式生效。◆

 環保署召開記者會宣布，將擴大溫室氣體◆

排放的盤查範圍，對於排放量大戶納管將

由工業擴及到住商及運輸部門，包括大賣

場、百貨公司、高鐵、台鐵、客運業以

及車廠等，自2017年起將強制盤查並登

錄，作為未來排放權核配基準。

11月9日
 投保中心表示，關於樂陞案已經與中國信◆

託銀行與中國信託證券達成協議，合計給

付5億元補償金予授權的受害投資人。

11月17日
 一例一休勞基法草案進入實質審查。◆

 11月18日
 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證券交易法，明定公◆

開收購者須提出足夠財力證明，以確保有

能力執行收購，此項修法外界稱為「樂陞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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