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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集團日月光集團日月光集團日月光集團

日月光一元化服務日月光一元化服務日月光一元化服務日月光一元化服務

日月光集團以半導體業日月光集團以半導體業日月光集團以半導體業日月光集團以半導體業「「「「專業代工專業代工專業代工專業代工」」」」爲定位爲定位爲定位爲定位，，，，針針針針

對晶片封裝對晶片封裝對晶片封裝對晶片封裝、、、、晶片基板製造晶片基板製造晶片基板製造晶片基板製造、、、、晶片測試和系統整晶片測試和系統整晶片測試和系統整晶片測試和系統整

合合合合，，，，提供客戶提供客戶提供客戶提供客戶最佳設計製造服務最佳設計製造服務最佳設計製造服務最佳設計製造服務。。。。

縮短整體製造流程時間縮短整體製造流程時間縮短整體製造流程時間縮短整體製造流程時間（（（（cycle time））））
及運輸時間及運輸時間及運輸時間及運輸時間，，，，減少能源消耗減少能源消耗減少能源消耗減少能源消耗。。。。

確保產品的高良率與高可靠度確保產品的高良率與高可靠度確保產品的高良率與高可靠度確保產品的高良率與高可靠度。。。。

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策略聯盟與合作夥伴，，，，藉由垂直分工藉由垂直分工藉由垂直分工藉由垂直分工，，，，
提昇產業專業技術及競爭實力提昇產業專業技術及競爭實力提昇產業專業技術及競爭實力提昇產業專業技術及競爭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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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營運日月光營運日月光營運日月光營運據點據點據點據點涵蓋涵蓋涵蓋涵蓋亞洲亞洲亞洲亞洲、、、、美洲美洲美洲美洲及及及及歐洲多個主要歐洲多個主要歐洲多個主要歐洲多個主要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2012年全球員工人數年全球員工人數年全球員工人數年全球員工人數將近五萬將近五萬將近五萬將近五萬七千七千七千七千人人人人。。。。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佈局佈局佈局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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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服務產品服務產品服務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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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員工員工員工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社區共榮社區共榮社區共榮社區共榮

永續供應永續供應永續供應永續供應鏈鏈鏈鏈

綠色產品綠色產品綠色產品綠色產品

創新研發創新研發創新研發創新研發

清潔生產清潔生產清潔生產清潔生產

綠色廠房綠色廠房綠色廠房綠色廠房

企業永續發展企業永續發展企業永續發展企業永續發展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持續持續持續持續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客戶品牌經營客戶品牌經營客戶品牌經營客戶品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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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永續發展理念永續發展理念永續發展理念永續發展理念

日日日日月光集團秉持月光集團秉持月光集團秉持月光集團秉持誠誠誠誠正正正正、、、、自自自自省省省省、、、、積極積極積極積極與與與與互信互信互信互信的的的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用用用用創新思維創新思維創新思維創新思維、、、、完善管理完善管理完善管理完善管理與與與與持持持持
續改善經營態度續改善經營態度續改善經營態度續改善經營態度，，，，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前進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前進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前進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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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永永續發展組織續發展組織續發展組織續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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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月光永續發展組織架構月光永續發展組織架構月光永續發展組織架構月光永續發展組織架構 永續發展三大構面永續發展三大構面永續發展三大構面永續發展三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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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
永永永永續發展是日月光集團一貫堅持的理念續發展是日月光集團一貫堅持的理念續發展是日月光集團一貫堅持的理念續發展是日月光集團一貫堅持的理念，，，，我們承諾做好營運績效我們承諾做好營運績效我們承諾做好營運績效我們承諾做好營運績效、、、、企業安全企業安全企業安全企業安全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能資源與能資源與能資源與能資源與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積極整合供應鏈積極整合供應鏈積極整合供應鏈積極整合供應鏈，，，，開發與設計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開發與設計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開發與設計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開發與設計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
品與綠色製程品與綠色製程品與綠色製程品與綠色製程，，，，並推動社會回饋以並推動社會回饋以並推動社會回饋以並推動社會回饋以善盡善盡善盡善盡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符合利害相關者的期待符合利害相關者的期待符合利害相關者的期待符合利害相關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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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與績效營運管理與績效營運管理與績效營運管理與績效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管理
重視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並主動傳達關鍵議題之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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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

有效營運管理精進風險管控與危機應變能力。

重視所有風險與機會因子並防患於未然。

注重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主動傳達議題之執行。

持續提升利害關係人間之溝通與合作。

結合綠色供應鏈，生產綠色產品，朝向綠色
企業邁進。

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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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與核心文化經營理念與核心文化經營理念與核心文化經營理念與核心文化

督促實踐社會責任及督促實踐社會責任及督促實踐社會責任及督促實踐社會責任及
檢討實施成效檢討實施成效檢討實施成效檢討實施成效

定期召開會議與定期召開會議與定期召開會議與定期召開會議與
宣導企業倫理宣導企業倫理宣導企業倫理宣導企業倫理

揭露推動企業社揭露推動企業社揭露推動企業社揭露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成果會責任成果會責任成果會責任成果

提供溝通管道與申訴提供溝通管道與申訴提供溝通管道與申訴提供溝通管道與申訴
管道管道管道管道

�遵循「「「「美國沙賓美國沙賓美國沙賓美國沙賓法案法案法案法案」」」」與與與與「「「「公開發公開發公開發公開發
行公司行公司行公司行公司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內控制內控制內控制內控制度處理準則度處理準則度處理準則度處理準則」」」」設置
內部控制點。
�響應「「「「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務守則務守則務守則」」」」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承認。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稽核處稽核處稽核處稽核處定期與不定期監督與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

�每年進行風險營運風險營運風險營運風險營運、、、、財務與貪瀆風險財務與貪瀆風險財務與貪瀆風險財務與貪瀆風險
等評估等評估等評估等評估，，，，總計執行總計執行總計執行總計執行135135135135項風險評估項風險評估項風險評估項風險評估。

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時時創新 處處改善
�腳踏實地 事事求實
�顧問導向 服務導向
�勇於任事 賞罰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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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環境永續環境永續環境永續

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

廠房規劃以綠建築為設計精神，結合自然與科技，

打造生活、生產生態三者共榮之綠色園區。

導入ISO 50001，提升能資源節約並善用綠色能源。
以『零』為目標，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

2017年單位產品產值GHG排放量比2007年降低10%。
展開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帶動整體產業落實碳管理。

每年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並檢討減量目標。

協助供應商執行溫室氣體盤查，提升產品綠色競爭力。

提升產品綠色包裝材料之使用與減量。

產品導入生態化設計 (Eco-Design) 。
落實有害物質之檢測與管理，提升綠色材料品質。

提供100%符合客戶需求的綠色產品。
貫徹綠色產品與設計，降低產品環境衝擊。

清潔清潔清潔清潔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化化化化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碳碳碳碳////水足跡水足跡水足跡水足跡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採購採購採購採購

----有害物質有害物質有害物質有害物質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綠建築綠建築綠建築綠建築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減廢減廢減廢減廢

-GHG盤查盤查盤查盤查

----能能能能////資資資資
源源源源節約節約節約節約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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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綠色綠色綠色軌跡軌跡軌跡軌跡

綠建築綠建築綠建築綠建築（（（（EEWH/LEEDEEWH/LEEDEEWH/LEEDEEWH/LEED））））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
�2010年年年年 K12規劃建造綠建築並完成註冊規劃建造綠建築並完成註冊規劃建造綠建築並完成註冊規劃建造綠建築並完成註冊

�2010年年年年起新起新起新起新建廠均導入綠建築設計標準建廠均導入綠建築設計標準建廠均導入綠建築設計標準建廠均導入綠建築設計標準

溫室氣體管理與產品碳足跡溫室氣體管理與產品碳足跡溫室氣體管理與產品碳足跡溫室氣體管理與產品碳足跡
�參與碳揭露專案參與碳揭露專案參與碳揭露專案參與碳揭露專案(CDP)

� 2009年完成溫室氣體管理與年完成溫室氣體管理與年完成溫室氣體管理與年完成溫室氣體管理與產品生命週期產品生命週期產品生命週期產品生命週期評評評評
估系統估系統估系統估系統，，，，並並並並發表發表發表發表PCR與與與與EDP

� 2009年取得年取得年取得年取得Flip Chip BGA碳足跡碳足跡碳足跡碳足跡標籤標籤標籤標籤

綠色產品與危害物質管理綠色產品與危害物質管理綠色產品與危害物質管理綠色產品與危害物質管理
� 2003年推動綠色產品涵蓋年推動綠色產品涵蓋年推動綠色產品涵蓋年推動綠色產品涵蓋RoHS與與與與Sony GP

� 2006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QC080000危害物質管理系統驗證危害物質管理系統驗證危害物質管理系統驗證危害物質管理系統驗證

環境管理系統與綠色製程環境管理系統與綠色製程環境管理系統與綠色製程環境管理系統與綠色製程
� 1998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 1998年開始執行製程減年開始執行製程減年開始執行製程減年開始執行製程減廢廢廢廢源源源源回收回收回收回收

全面產品碳足跡全面產品碳足跡全面產品碳足跡全面產品碳足跡
� 2011年年年年 全系列封裝產品全系列封裝產品全系列封裝產品全系列封裝產品(金金金金/銅線銅線銅線銅線)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 PAS 2050 碳足跡查證碳足跡查證碳足跡查證碳足跡查證

� 2011年年年年 獲經濟部獲經濟部獲經濟部獲經濟部「「「「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

能源管理與產品水足跡能源管理與產品水足跡能源管理與產品水足跡能源管理與產品水足跡
� 2012年年年年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統

� 2012年年年年 K12取得取得取得取得EEWH綠建築鑽石級標章綠建築鑽石級標章綠建築鑽石級標章綠建築鑽石級標章

� 2012年年年年 推動供應鏈水足跡盤查且全系列推動供應鏈水足跡盤查且全系列推動供應鏈水足跡盤查且全系列推動供應鏈水足跡盤查且全系列
封裝產品封裝產品封裝產品封裝產品(金金金金/銅線銅線銅線銅線)通過水足跡查證通過水足跡查證通過水足跡查證通過水足跡查證

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綠色綠色綠色綠色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推動碳推動碳推動碳推動碳中和中和中和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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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企業綠色企業綠色企業綠色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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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月光月光月光月光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
以以以以『『『『零零零零』』』』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全全全全心保護我們賴以維生心保護我們賴以維生心保護我們賴以維生心保護我們賴以維生
的地球環境的地球環境的地球環境的地球環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ASE 2012具體執行長果具體執行長果具體執行長果具體執行長果

廢水
• 執行水回收專案，每年可節約七百萬噸水資源耗用。

• 建造環保大樓，廢水回收預估每天可回收一萬噸廢水。

廢棄物
• 生活廢棄物資源化比例達 55.88%。

• 導入生態化設計，如IC輕量化設計與減少製程廢棄物等具體作為。

綠色產品
• 綠色產品出貨比例達98.43%。

• 包裝材料均為100%可回收材料且符合歐盟包裝材料之規範。

溫室氣體減量 • 單位產值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較2007年降低 3.47%。

能源節約 • 2012年執行節能專案，約減少63,379頓CO2排放量。

綠色廠房

• 興建綠建築並取得EEWH鑽石級標章。

-水回收率達85%。

-能源節約達42.6%。

-室內裝修使用綠建材高達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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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月光月光月光月光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
�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碳管理

�溫室氣體管理績效溫室氣體管理績效溫室氣體管理績效溫室氣體管理績效

�導入溫室氣體盤查專案。

�建置基礎排放資料庫。

�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方案」。

�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協助供應商執行溫室氣體盤查。

2017年單位產值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2007年再降低10%

Y2009與TSMC合作制定「積體電路產品類別規則(IC  PCR) 」並發表於GEDNET。
Y2009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管理系統，每年執行GHG盤查並取得第三者認證。
Y2009與TSMC合作發表「積體電路第三類環保產品暨碳足跡宣告(IC EPD)」
Y2011完成L/F, BGA, Flip Chip, CSP公司四主要系列產品之碳足跡盤查取得取得第三
者查證聲明書，同時亦輔導10間供應商完成碳足跡盤查。
全球第一家以全系列產品取得PAS 2050:2011版之封測廠。
Y2012完成L/F(金/銅線), BGA(金/銅線), Flip Chip, CSP公司四主要系列產品之產品水
足跡盤查，並輔導10間供應商一同完成水足跡盤查，ASE取得第三者查證聲明書，
藉此檢視產品水資源使用狀況及風險，提昇管理績效。

碳標籤碳標籤碳標籤碳標籤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EPD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PCR 於於於於
GEDNET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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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K12K12K12廠房導入綠建築專案並取得廠房導入綠建築專案並取得廠房導入綠建築專案並取得廠房導入綠建築專案並取得台灣台灣台灣台灣EEWHEEWHEEWHEEWH標標標標章鑽石章鑽石章鑽石章鑽石級級級級標標標標章章章章，，，，計畫計畫計畫計畫2013201320132013年取得年取得年取得年取得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LEEDLEEDLEEDLEED----NCNCNCNC綠建築標章白金級綠建築標章白金級綠建築標章白金級綠建築標章白金級標標標標章章章章。。。。董事長更承諾日後廠房皆導入綠建築董事長更承諾日後廠房皆導入綠建築董事長更承諾日後廠房皆導入綠建築董事長更承諾日後廠房皆導入綠建築。。。。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於楠梓第二園區打造綠色園區於楠梓第二園區打造綠色園區於楠梓第二園區打造綠色園區於楠梓第二園區打造綠色園區，，，，除興建綠色廠房外除興建綠色廠房外除興建綠色廠房外除興建綠色廠房外，，，，更規劃大片綠地與更規劃大片綠地與更規劃大片綠地與更規劃大片綠地與

核心活動廣場核心活動廣場核心活動廣場核心活動廣場，，，，期望結合生活期望結合生活期望結合生活期望結合生活、、、、生產與生態並與鄰近社區居民分享資源生產與生態並與鄰近社區居民分享資源生產與生態並與鄰近社區居民分享資源生產與生態並與鄰近社區居民分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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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廠房綠色廠房綠色廠房綠色廠房 廠房規劃以綠建築指標作為設計精神廠房規劃以綠建築指標作為設計精神廠房規劃以綠建築指標作為設計精神廠房規劃以綠建築指標作為設計精神，，，，結合自然與科技結合自然與科技結合自然與科技結合自然與科技，，，，
打造生活打造生活打造生活打造生活、、、、生產與生態三者共榮之綠色園區生產與生態三者共榮之綠色園區生產與生態三者共榮之綠色園區生產與生態三者共榮之綠色園區

日日日日月光月光月光月光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環境績效

綠建築內容綠建築內容綠建築內容綠建築內容：：：：
� 生物多樣性
� 生態圍籬
� 空中花園
� 生態水池
� 生物涵洞
� 高效率設備
� 透水鋪面
� 廚餘回收
� 雨水回收系統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重新定義了重新定義了重新定義了重新定義了工業區舊迷工業區舊迷工業區舊迷工業區舊迷思思思思，，，，取而代之是取而代之是取而代之是取而代之是對人本對人本對人本對人本、、、、對環境對環境對環境對環境、、、、友善與尊重的態度友善與尊重的態度友善與尊重的態度友善與尊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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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永續發展願景與作法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保障員工福利管理制度，營造安全舒適工作環境。

建置完善教育資源，滿足員工終身學習需求。

重視員工待遇及福利，提供具竸爭力的薪酬與福利。

提供員工舒適的工作環境，重視員工並關懷其家庭。

提供員工健全的健康診斷與醫療照顧。

安全夥伴「零災害」 。

引領供應鏈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

支持在地供應商之經濟發展及成長。

建構綠色半導體供應鏈群聚，促進產業永續經營。

結合供應鏈發展綠色產品，營造永續發展新契機。

串接供應鏈資訊流及物流平台，降低營運風險。

供應供應供應供應
管理聯盟管理聯盟管理聯盟管理聯盟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回饋回饋回饋回饋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

產產產產學學學學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弱勢弱勢弱勢弱勢
扶助扶助扶助扶助

按摩按摩按摩按摩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哺乳室哺乳室哺乳室哺乳室

衝突衝突衝突衝突金金金金
屬屬屬屬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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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員工關懷員工關懷員工關懷 十十十十全十美工作環境全十美工作環境全十美工作環境全十美工作環境 打造全面健康職場打造全面健康職場打造全面健康職場打造全面健康職場

18



© ASE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ASE Confidential / Security-B

19

創立精神：
�以社區為概念，將整體健康醫療服務概精神導入企業，建構社區醫療照護中心。
�日月光營造溫馨企業文化，提供員工「和諧、愉快、開放」工作環境。
�企業回饋：將企業資源與經驗，回饋至鄰近楠梓區翠屏里居民，且藉由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之平台將日月光之經驗推展與分享至其它企業

服務範疇：

成立過程：
�董事長於2004年日月光20週年時宣告：將員工健康醫療照護

納入企業核心中，同年7月「日月光員工診所」正式成立。

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員工診所員工診所員工診所員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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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員工員工員工健康照護健康照護健康照護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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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日月光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日月有日月有日月有日月有光光光光 人間人間人間人間有有有有愛愛愛愛

�永續經營的公益永續經營的公益永續經營的公益永續經營的公益事業事業事業事業----學童脫貧計畫學童脫貧計畫學童脫貧計畫學童脫貧計畫

設有學童與青少年課後設有學童與青少年課後設有學童與青少年課後設有學童與青少年課後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中心中心中心中心，，，，讓讓讓讓
單親單親單親單親、、、、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學子不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學子不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學子不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學子不
受家庭影響的到更好的照顧受家庭影響的到更好的照顧受家庭影響的到更好的照顧受家庭影響的到更好的照顧！！！！

�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快樂熊快樂熊快樂熊快樂熊」」」」&&&&「「「「寶貝熊寶貝熊寶貝熊寶貝熊」」」」

�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活力熊活力熊活力熊活力熊」」」」

�農民蔬果平台農民蔬果平台農民蔬果平台農民蔬果平台「「「「綠色生活館綠色生活館綠色生活館綠色生活館」」」」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受災或弱勢農民自產自銷平台受災或弱勢農民自產自銷平台受災或弱勢農民自產自銷平台受災或弱勢農民自產自銷平台，，，，
且聘用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機會且聘用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機會且聘用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機會且聘用身心障礙者提供就業機會，，，，販販販販
售健康有機食品予員工或社區居民售健康有機食品予員工或社區居民售健康有機食品予員工或社區居民售健康有機食品予員工或社區居民!!!!

� 支持在地支持在地支持在地支持在地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 弱勢團體就業機會弱勢團體就業機會弱勢團體就業機會弱勢團體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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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Group 於於於於2010年年年年9月發行月發行月發行月發行ASE Group 首份首份首份首份CSR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每年持續對外公開揭每年持續對外公開揭每年持續對外公開揭每年持續對外公開揭
露集團資訊露集團資訊露集團資訊露集團資訊，，，，針對經濟針對經濟針對經濟針對經濟、、、、環境與社會層面完整揭露正環境與社會層面完整揭露正環境與社會層面完整揭露正環境與社會層面完整揭露正、、、、負方面資訊負方面資訊負方面資訊負方面資訊。。。。貢獻貢獻貢獻貢獻。。。。
CSR Report公開揭露於公司網頁公開揭露於公司網頁公開揭露於公司網頁公開揭露於公司網頁：：：：http://www.aseglobal.com

社會責任報告書社會責任報告書社會責任報告書社會責任報告書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日月光規劃永續發展藍圖並訂定承諾，期許成為業
界標竿並觸動產業鏈之永續經營。日月光每年公開
揭露相關資訊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環境永環境永環境永環境永續續續續
綠色封裝為目標，導入綠色設計、綠色材料、綠色
製程及建構綠色廠房，提升資源利用率並減少碳足
跡，降低營運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日月有光，人間有愛』隨日月光集團全球佈局，
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拓汲海峽兩岸。

員工關懷員工關懷員工關懷員工關懷
提供一個符合社會責任規範及保障員工福利權益的
管理制度，營造一個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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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科技100強」名列台灣(第三名)與亞洲(第六名)雙榜企業

經濟部一百年「國家發明創作-貢獻獎」

經濟部「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

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證書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單位」

連續三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單位」

榮獲行政院衛生署職場健康促進｢全國績優領航獎」

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五星獎」

高雄市101年清寒家庭社會救助最高榮譽獎

榮獲高雄市社會福利事業善團體基金會特優獎

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國家人力創新-事業機構獎佳作」

榮獲資策會與遠見雜誌「智慧財產經營管理優質企業優質獎」

近年近年近年近年ASE 永續發展獲獎肯定永續發展獲獎肯定永續發展獲獎肯定永續發展獲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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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www.ase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