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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年鑑

促進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已是經濟發展新顯學，經濟日報特別出版台灣第一本企

業社會責任年度專業性刊物《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年鑑》，以引導經營管理及投資決策，

並成為經濟永續發展研究的權威典籍。 

本年鑑分五篇，第一篇為總論，第二篇為專題論述，第三篇為公司治理指數，第四篇

為標竿企業故事，第五篇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

總論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國際篇，分別為「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與發展」

「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的概念及其內涵」「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發展與國際標準」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指數的介紹及應用」「社會責任型投資(SRI)的國際發

展」。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台灣篇，分別為「台灣證券市場概述」「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

推動與發展」「公司治理評鑑的推動與社會意義」「台灣公司治理指數及其應用」及「社

會責任型投資(SRI)在台灣」。

專題論述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概念與實務」、「強制或道德勸說？國際

及台灣CSR規範的發展軌跡」、「永續發展：策略與展望」，由學者專家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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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

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執筆。

標竿企業故事：精選36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優良企業，其中上市公司29家、上櫃公司

7家。依照產業類型，分別為台積電、聯電、光寶科、宏正、緯創、新日光 、台灣大、美

律、遠傳、台達電、欣興、佳世達、關貿、遠東新、聚陽、東元、神隆、正隆、裕隆、工

信、長榮、華航、台新金、合庫金、兆豐金、國泰金、統一超、中鼎、信義、世界、普萊

德、中光電、唐榮、台微體、安心、龍巖。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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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推動更多企業參與。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的起訖期間為 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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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與發展

壹、企業社會責任的真義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

心在2014年11月26日共同頒布了「上市、

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

業辦法」，實施第一年，共有203家台灣上

市櫃企業需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

公開揭露，此舉正式宣告企業社會責任／企

業永續發展(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 CSR)在台灣已進入到法規

依循的新紀元。

然而，CSR規劃、實踐與揭露，多年

來在國際間已是企業營運必須重視的議題，

從發展初期的環境保護議題，延伸到注重人

權、勞工權益以及整體績效的呈現與揭露，

現今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更加強調

的是結合企業永續營運的CSR實踐，也就是

從企業自身開始，由將CSR不同層面(如公

司治理、環境議題、社會議題與經濟議題)

的規劃，納入日常營運甚至到產品服務的設

計與考量。

談到C S R的發展歷史，必須先了解

CSR的真義。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

會(WBCSD)」對於CSR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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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明了企業於業務發展時，必須同時

注重勞工權益甚或是社會大眾的最大利益。

而英國學者約翰·埃爾金頓(John Elkington)
更提出C S R實踐的「三重底線(Tr i p l e 
Bottom Line)」，如圖1所示：

圖1　CSR實踐的三重底線

而根據Deloitte對於三重底線的解釋，

所謂的CSR三重底線更應著重於以下四項實

踐：

‧ 企業透過持續在商業營運的改善與改革，

達成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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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量營運中對於環境、社會的影響

‧ 展現對於利害關係團體，如消費者、客

戶、商業夥伴、社會大眾，關注議題之績

效表現

‧確保企業能夠永續取得經營所需之資源

由此可知，企業發展CSR時應考量企業

自身所屬之產業位置，並結合營運策略，根

據企業特性進行整體規劃與實踐。

貳、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大事紀

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歷程，可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的揭露方式窺見一斑：

企業環境報告書(工業安全與衛生報告書)

‧ 1970／1980年代開始由歐洲企業自行揭

露並自發性地發行

‧ 內容與環境和永續發展成果有關的報告

書，統稱為企業環境報告書

企業社會績效報告書(企業公民報告書)

‧ 1990年後，由企業環境報告書演變為整

體CSR績效揭露

‧ 著重於企業對社會公益、環境的參與

‧ 詳述企業對於社會和環境所做的貢獻成效

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2000年後逐漸發展而成

‧ 強調由經濟、環境、社會三個面向來調整

經營策略

‧ 並藉由自發性展現企業經營在經濟、環

境、與社會的成果整合為一永續發展報告

書

整合性報告書(Integrated Reporting)
‧ 2010年由會計師、分析師以及各領域專

家開始探討將財務性報告與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結合的可能性，提出整合性報告

(Integrated Reporting)的概念。

‧ 成立國際整合性報告書委員會( I IRC,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 ing 
Committee)，並發布「整合性報告書架

構(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

除從企業發行報告書之形式及行為了解

CSR的演進歷史外，透過聯合國的永續發展

行動，亦可瞭解到國際間對於推動CSR的努

力：

‧ 1972年
聯合國會議中針對Human Environment進
行討論，強調人類家庭對於健康的生產環

境的重要性；後續針對人權、食糧議題、

舒適住所及水源的安全議題進行討論，並

於聯合國體制下成立國際性之組織。

‧ 1980年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發行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WCS)，提供永續

發展的概念。

‧ 1982年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被提出，強調人

類必須依賴自然環境，也是環境生態中的

一環。

‧ 1983年
成立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開始發展

「A global agenda for change」，其中著

重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與環境息息相關。

‧ 1992年
6月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第一屆聯合國環境

發展會議(UNCED)，會議主軸強調人類

應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環境上的永續發展

必須被重視。

‧ 1993年
成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為後續與

永續發展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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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
到聯合國大會第19屆特別會議(UNGASS-19)
時，第一次跨政府討論，提出能源於永續發

展的必要性。

‧ 2002年
舉辦「 2 0 0 2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

(WSSD)」，提倡「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Partnership在永續發展的重要

性。

‧ 2009年
聯合國大會中決定2012年於里約熱內盧

舉辦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的目標，除討論

在全球永續發展的進程及挑戰外，更責成

各國對永續發展做出新承諾，會議中兩大

重點為：

‧ Green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各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如前所述，聯合國在永續議題的推動

上，較著重人類發展與環境共榮的議題，而

當今各國在CSR推動上，則著重在對企業的

規範或法令強制。

其中，印度上議院2013年通過的新版

公司法，更明確在法條中定義企業應如何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代表了全球企業社會責任

實踐的發展，已到達另一個境界──從政府

苦口婆心的推廣鼓勵，以及企業自發實踐，

逐漸邁向法令化、法制化的強制實踐。

以下概述各國CSR實踐推動的現況：

• 台灣

明定特定上市櫃企業需進行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編製，並藉由公司治理評鑑、溫室

氣體揭露及鼓勵企業編製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相關守則，推動企業進行企業社

會責任實踐。

• 法國－格勒納勒法案

法國政府規定企業需在年度報告中，納入

與環境及社會相關的活動與成果，以及對

於社會發展的承諾。

• 德國－企業社會責任國家策略

德國政府為了有效建立公部門、企業、產

業公協會與及公民社會之間於企業社會責

任實踐的良善溝通方式與管理機制，以因

應企業社會責任日趨於經濟、社會與環境

的挑戰，建立國家級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策

略。

• 中國

一、 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中國環境保

護部規定，汙染物排放總量大、環境

風險高、生態環境影響大的企業，應

當納入環境信用評價範圍。

二、 企業社會責任指引：深圳證交所規

定，上市公司應承擔社會責任，包括

對股東、債權人、員工、客戶、消費

者、供應商。

三、 上市公司環境資訊揭露指引：上海證

交所規定，上市公司應於兩天內通報

環境保護相關的重大事件，說明事件

情況及對公司經營以及利益相關者可

能產生的影響。

• 澳洲－清淨能源法案

澳洲政府針對高碳排放企業收取每噸23
澳元的汙染稅，且每年將其賦稅額提高

2.5%，並針對特定高汙染產業要求其揭

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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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制性溫室氣體申報規定：美國環保

署規定溫室氣體的強制性申報規則。

二、 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美國立法機

構推定公司高階管理人員的行為須被

限定，並改善公司治理結構，以增進

公司的報告責任。

• 新加坡

新加坡交易所2014年10月強制要求上市

公司發布CSR報告書，相關企業預計將於

2017年或2018年依循進行。

•印度－公司法

一、 新公司法規範中企業營運與企業社會

永續策略的整合規劃、公司治理的強

化、資訊揭露透明度的增加，及不同

產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方針。

二、 每年預估約有8,000家企業需投入總

額約1,500億盧比(新台幣750億)於企

業社會責任活動。

肆、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趨勢

CSR的實踐包羅萬象，其中包含公司治

理、企業經營、環境保護、勞工權益與人權

保護及產品服務，可從「全球永續性報告協

會(GRI)」所制定的報告指南GRI G4(圖2)
看出端倪。不過，多數企業無法做到面面俱

到，因此必須針對企業特性，並參考現今國

際趨勢，進行規劃實踐。

以往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大多著重於社

會公益相關活動的參與，雖然立意良善，卻

未必符合永續發展的真諦，而誠如前述，

CSR的未來發展趨勢將更重視與企業營運策

略規劃的結合。

因此，企業應即時關注現今國際趨勢所

關注的永續議題。目前有幾項重點，是企業

於實踐時需注意相關發展趨勢：

〈人權〉

投資案的人
權保護要求 強迫與強制勞動　不歧視

保全人員的
人權意識 供應商人權評估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童工保護 原住民權利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勞工實務和尊嚴勞動〉
勞僱關係和雇用
現況

勞/資關係與重大營運異
動通知

女男同酬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訓練與教育 供應商勞工實務(管理)
評估

職業健康與安全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圖2 GRI G4 揭露面向與考量面

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

原物料 能源消耗

水資源耗用
生物多樣性
保護

氣體排放
廢汙水和廢
棄物

產品及服務
的衝擊

法規遵循與
裁罰

交通運輸的
衝擊

環境保護整
體投入情況

供應商環境
評估

環境問題申
訴機制

〈產品責任〉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及服務標示　行銷溝通

顧客隱私　　　　　法規遵循與裁罰

〈社會〉

當地社區的衝擊　　　　　法規遵循與裁罰

反貪腐政策與措施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政治獻金與公共政策參與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反競爭與壟斷行為

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間接經濟衝擊

採購行為與實務

社會
Social

環境
Environmental

經濟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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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企業經營的根本，公司治理

評鑑分類可分為五大項目：

‧股東權益之維護

‧股東平等對待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資訊透明度

‧ 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與企業社會責

任

公司治理除了是法令依循的重點外，許

多外資於投資標的選擇時，公司治理是否完

善健全，也是重點評分項目。良善的公司治

理，能夠系統化公司組織架構，有效遏止企

業產生舞弊貪腐等亂象，也因此公司治理實

乃企業社會責任時間的根基。

環境議題：

正如聯合國對永續的關注集中在對於地

球資源的保護與妥善利用，環境議題一直是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重點項目。近年來地球

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所造成的氣候變遷風險

持續增加。

不同型態類別的企業，所需重視的環境

責任議題不盡相同，但於氣候變遷風險的應

變，宜注意以下幾項：

‧ 溫室氣體排放、碳權交易發展

‧ 水資源盤查與利用

‧ 能源管理與再生能源的使用

供應鏈管理

企業經營有賴於產業鏈水平及垂直的合

作，而永續發展亦是如此。更由於現今企業

作業錯綜複雜，並常有不同模式的合作與配

合，因此在供應鏈管理上，除傳統的供應商

管理外，更應擴大至產業上的供應鏈管理，

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

在目前供應鏈上所著重的CSR議題大致

包含以下項目：

‧ 勞工權益與人權關注

‧ 客戶權益與營業秘密

‧ 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

唯有妥善協助產業上下游業者善盡其企

業社會責任，才能讓企業發展無後顧之憂。

永續策略規劃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極致，是從自身責

任作為開始，逐漸邁向企業永續的成長與發

展。然而，完善的企業營運絕非隨意進行，

而需要整體策略規劃。考量整體發展所面臨

的風險，產生短中長期目標與實施計畫，是

企業永續的不二法門，也能代表企業對自身

產品與服務所必要承擔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企業在發展企業社會責任

時，需充分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了

解其對於企業所重視的議題並積極發展，並

藉由各種不同的方式(如報告書揭露)充分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

伍、 整合性報告書與永續績效
查證

台灣頒布上市、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且特定產業尚

需由會計師進行報告書內容執行確信工作，

正式進入強制企業揭露社會報告書階段。有

鑑於此，企業不能不了解未來報告書揭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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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與相關驗證方式。

資訊揭露的型式以及真確性，是公司對

外溝通績效並取信於大眾的關鍵活動。缺乏

適當的揭露型式，將無法讓外界了解公司的

作為；沒有外部查證的過程，更無法建立資

訊的可信度。

自1980年代開始的環境報告，到現在

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逐漸擴大必須揭露的

非財務資訊績效範疇；且通過外部查證的報

告書數量也逐年成長，甚至在台灣的食品產

業，亦已透過作業辦法的型式強制執行外部

查證，顯見資訊揭露對於永續的重要性。

在永續資訊揭露的發展中，現行最熱門

的議題即是將財務性與非財務性績效整合的

「整合性報告(Integrated Reporting)」，以

下將就此部分進行說明。

整合型報告書

1.發展緣起

在全球化營運的過程中，大型跨國公司

開始對不同地域的人們產生了政治、經濟、

勞動力、環境等層面的負面影響，並且在當

地社會出現了一些抵制活動。部份跨國企業

開始思考如何降低影響，並且讓利害關係人

了解公司的改善行動，因此整合環境議題與

社會議題的永續發展報告書相應而生。由於

報導對象的不同以及法令環境的影響，關於

經濟面的營運績效，企業仍透過財務報告進

行。此兩類報告書皆與企業利害關係人攸

關，但兩者並未整合。

但現實上，越來越多公司的財務績

效，明顯受到非財務性績效的影響。但現

行報導方式，卻無法讓投資人能夠綜觀閱

讀公司全貌。因此自2010年開始，國際眾

多會計師、分析師以及各領域專家開始探

討將二者結合的可能性，提出整合性報告

(Integrated Reporting，簡稱IR)概念，並

成立推動組織「國際整合性報告書委員會

(IIRC,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

到目前為止， I I R C 已發布了整合

型報告書框架( I n t e g r a t e d  R e p o r t i n g 
Framework)。並且持續發展確信相關規

範、產業參考範本(目前已有金融業)以及

IR實施人員之能力定義矩陣。並透過各類

型的研討會以及跨組織的合作，推動IR的

發展。

2.整合性報告架構

整合性報告的主要目的，是藉由該報導

過程，對投資人展現企業未來營運策略以及

價值。因此，若要產生一份良好的整合性報

告，絕非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及「財

務報告」兩者放在一起而已，而是重新思考

公司的策略走向，並展開成為各類行動與績

效成果，最終以一致的思維，展現於報告書

上。

IIRC於2011至2012年中辦理的第一年

先期計畫中，即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73家
企業，撰寫整合性報告書，並分析其優缺

點，彙整出整合性報告書的撰寫主軸；同期

亦實施「投資者網路先期計畫」(The pilot 
programme investor network)，蒐集投資者

對於資訊揭露的需要，因此所產生的IR框

架，已考量投資人的意見與實務情況。

現行IR框架，共包含七大指導原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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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八大要素，簡列如下：

七大指導原則 八大要素

‧注重策略和著眼未來
‧資訊連通性
‧利益相關者關係
‧重要性
‧簡練
‧可靠性和完整性
‧一致性和可比性

‧機構概述和外部環境
‧治理
‧商業模式
‧風險和機會
‧策略和資源配置
‧績效
‧前景展望
‧報導基礎

投資人可透過整合性報告書，了解企業

的策略、商業模式、營運的訊息等相關資

訊，並且看得到歷史的財務與非財務績效之

比較。除此之外，亦可了解企業所處產業未

來面臨的風險，並了解如何克服以及如何檢

核成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短程、中程以及

長程目標也都應於此報告書中展現。

3.國際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目前在IR Example Database中已經存

有的報告書數量，自2011年版以來已達171
本。而且該Database僅選入以英文出版、且

被IIRC遴選過的報告書，顯見實際出版數

應遠大於此數量，未來可預期的將會有越

來越多公司採用。另根據IIRC近期發出的

Newsletter，各國多數透過交易所之要求，

或投資者團體的呼籲進行推動整合性報告

書，推動情況如下：

‧ 紐西蘭：屬於New Zealand Governance 
Forum的投資者，針對企業董事會提出建

議，要求應出版整合性報告書，以利了解

公司的策略目標、達成該目標的進度，以

及整體性的績效。

‧ 瑞士：Center for Corporate Reporting與
IIRC積極合作，於瑞士內推動整合報告。

‧ 歐盟：2014年推動企業發布非財務性報

告，並同時提倡實施IR框架。

‧ 南非：2010年開始，於約翰尼斯堡交易所

掛牌之公司，必須承諾實施整合性報告，

而IIRC提供的框架成為最佳實務。

‧ 馬來西亞：要求在Bursa Malaysia掛牌的

公司必須於2016年前試作整合性報告。

整合性報告未來的規劃，除了各類指

引的出版與修訂以外，目前IIRC透過推動

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CRD)，讓

不同產業的組織能有對話的平台，並且降低

企業在產生各類報告中因不同組織期望而產

生的重工問題。根據IIRC的資訊中，CRD
中目前已經包含以下組織：

‧ IIRC
‧ CDP (formerly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

‧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PSASB)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f o r 
Standardization(ISO)

‧ SASB

顯見未來在各類型關於永續績效報告的

標準中，勢必將納入整合報告的思維進行調

整與更新，企業應加以預先因應。

4.整合性報告之永續績效查證

IIRC充份認同查證對於增進整合性報

告可信度的重要性，因此關於整合性報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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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績效查證，IIRC已出版兩本針對整合

性報告查證(Assurance On IR)之文件，(至

2015年12月為止為請求回饋階段)，已有數

個討論方向已被提出，如下：

關於強化可信度，可以從領導人的領導

力、內部管理系統與稽核，以及利害關係人

的參與強度等獲得，但這並未與現行確信觀

念一致。

根據不同組織的需要，每份整合性報告

的確信範疇將可能不再相同。

由於整合性報告重視從公司整體策略向

下到跨領域的績效呈現，如何確保查證員的

能力是關鍵重點。

何謂被認可的確信基準(Criteria)、查

證方法論的採用以及等級的決定方式。目前

ISAE 3000仍然是方法論的主軸，但整合性

報告中，組織未來的策略與發展是關鍵，此

段非歷史性資料的部分如何查證，仍在討論

階段。關於等級的部分，則有合理確信、有

限確信、混合確信(Hybrid Level)以及協議

程序(Agree-upon procedure)四類被提出。

無論最終查證相關的要求為何，可預期

的是，在採用整合性報告的框架下，該查證

的方式必須逐漸與財報查證方式加以整合，

除降低查證重工負擔以外，亦可提高投資人

對於整份報告書的信任強度。

陸、結語

了解國際間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與發

展，可以協助企業了解現今狀況與未來趨

勢。也更了解自身目前於永續發展所處位

置，根據企業營運需要與利害關係人所專注

項目，積極發展。

正如同前文所述，CSR並非一起步就能

點石成金，企業更需要體認永續與企業社會

責任的重要性，有效從組織建立做起，時時

參考國際間相關實踐要求，建立不同階段目

標，並在實踐過程中，定期進行資訊揭露，

並取得利害關係人的回饋。

台灣企業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上，大多

處於起步狀態，雖然距離許多歐美先進國家

之企業仍有不足之處，但也多了許多可借鏡

的他山之石，期盼台灣企業未來能全面實踐

良善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其他國家的標

竿。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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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的
概念及其內涵

什麼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傅立曼(Milton Friedman)當年一句「企

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獲利」(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曾在全球引起軒然大波。

企業以營利為目的本是出於生存競爭的

必然，但在企業營運過程中，難免使用自然

與社會資源，對於周遭的環境、社區、社會

與員工及其家庭產生影響，因此，企業在創

造利潤之餘亦應善盡社會責任，逐漸成為新

的國際共識。也就是說，企業為股東追求利

益的同時，應著重更長遠的目標，履行法律

責任、道德責任、慈善責任，兼顧利害關係

人之利益等。

如同管理學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說：「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的結

合，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企業

想要永續發展，就必須揚棄將利潤視為唯一

目標的傳統觀念，在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

時，除了商業活動的財務表現外，也應從企

業在經營活動中對各方利害關係人在社會、

經濟、環境、公司治理等層面的總體影響，

來看企業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聯性。

儘管「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目前尚未

有全球公認的一致性定義，但綜觀市面上以

此為主題的書籍或論述，多數引用以下幾個

重要國際組織所發布的定義：

‧歐盟(EU)：在自願的基礎上，企業

將對社會及環境的關切，結合在其商業營

運及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中。(A concept 
where by enterprises integ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stakeholders on a voluntary basis.)。

‧國際雇主組織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rganiza-tion of Employers, IOE)：企業在

自願的基礎上，將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切，與

其商業營運以及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予以

結合。(Initiatives by companies voluntarily 
integrat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stakeholders.)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企業在其自身的內部

方法與流程，以及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

考慮營運的社會影響，並且確認其社會原則

和價值的方式。國際勞工組織同時也強調，

企業社會責任乃是超越法規遵循層次的企業

活動，為企業導向的自願性倡議。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o r l d 
B u s i n e s s  C o u n c i l  F o r  S u s t a i n a b l e 
Development, WBCSD)：企業社會責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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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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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生活品質。」

此外，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企業

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者

的關係、價值觀、遵紀守法以及尊重人、社

區和環境有關的政策和實踐的集合，是企業

為改善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於可持

續發展的一種承諾。若看「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裡頭的

一般政策(General Policies)，則明定企業社

會責任為「企業應促成經濟、社會及環境進

步以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鼓勵企業夥伴，

包括供應商，符合指導綱領的公司行為原

則。」該「指導綱領」也明定「遵行指導綱

領的各國政府，其共同目標在於鼓勵多國企

業致力於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之進步，以

及減少不同業務所產生的困難」。

同時，以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永續發展報告

書內容觀之，企業的社會責任或永續發展均

係以經濟、環境、社會等為其主要的面向。

經濟面指的是直接的經濟衝擊，其利害關係

人包括股東、顧客、供應商、員工、資金贊

助者；環境面影響層面包括原料、能源、

水、生物多樣化、氣體、水、廢物的排放

等；社會面則是指對所在社會的責任考量，

重點包括勞工、人權、社會等議題。

總結來看，上述定義都提及企業

所應致力與促成其營運所影響之環境

(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以及公司治

理(Governance)等面向；是以，下面將分

別就上述三面向加以闡述其概念與內涵。

「公司治理」面之概念與內涵

從管理的角度而言，要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健全公司治

理。唯有企業在公司治理的層面嚴謹自律、

卓越管理、並達成法律與社會所冀望的資訊

透明化前提下，才能真正利用企業自身的專

業與資源，發展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

並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受惠、帶動社會與企業

永續的良性循環。

所謂公司治理，指的是落實公司經營者

責任的機制與過程，強調董事會的獨立性與

公司的透明度、加強公司績效管理、保障股

東權益，同時也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

是股東、政府、社會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欲達

成「監督管理階層」目標所建構的規範。

現代的公司治理理論最早可追溯至美

國1930年代，當時美國大型股份有限公司

中，股權結構相當分散，導致所有與支配分

離，進而形成經營者支配的現象。一旦管理

階層僅持有少數股份，且股東因過於分散而

無法監督公司經營時，管理階層極有可能為

自身利益而非基於股東最大利益考量來利用

公司資產。是以，如何在公司所有者與經營

者間建構一制衡機制，調和兩者利益，防範

衝突發生，乃是公司治理必須面對的核心課

題。

在亞洲，自1997年金融風暴以後，有

鑑於經營者之不當行為導致投資人、債權人

或利害關係人權益受損，學者及國際組織紛

紛提出應強化經營者責任之公司治理紀律與

效能訴求；同時，國際知名投資機構為加深

各國對公司治理體系之重視，故將推行公司

治理，列為選股的重要評估指標，因此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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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紛紛參考OECD、歐盟、世界銀行等發

表之原則，推動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所涉及之參與者範圍甚廣，由

狹義的角度觀之，公司治理是指存在公司股

東、董事會、內部監察機關、管理階層間有

關參與決定公司管理及經營之關係；而廣義

的公司治理，則進一步將「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的角色及功能納入討論，諸

如員工、客戶、供應商、債權人等。

透過嚴謹的管理紀律、內控機制以維持

企業的正常營運，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最重

要的基礎。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各個面向，如

員工發展、股東價值創造、產品客戶服務或

者社區互動等等，皆為從良好公司治理所延

伸出的領域，因此健全公司治理，可說是企

業善盡社會責任的重要起點。

根據OECD於2004年提出最新的公司

治理原則，內容包括：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Establish 
a n  e f f e c t i v e  c o r p o r a t e  g o v e r n a n c e 
framework)：公司治理架構應與法令規章

一致，並明確規範不同監督、立法及執行單

位之權責，以促使市場更透明更有效率。

‧保障股東權益 ( T h e  r i g h t s  o f 
shareholder)：公司治理架構應保障股東權

益並有利於股東權益之行使。

‧ 確 保 股 東 受 到 公 平 對 待 ( T h e 
equitable treatment of shareholder)：公司治

理架構應確保能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包括小

股東及外國股東。所有股東在其權益受侵害

時，應能獲得有效救濟方式。

‧利害關係人的角色(The  ro l e  o f 
stakeholder)：公司治理架構應藉由法律或

透過共同協議以確立利害關係人的權利，並

鼓勵公司和利害關係人間在創造財富、工作

及健全財務等方面積極合作。

‧資訊揭露及透明化(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即時且

正確揭露任何攸關公司的重大資訊，包括財

務狀況、經營績效、股權概況及公司治理

等。

‧董事會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oard)：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公司董事會的

策略性指導、董事會對管理階層有效的監督

以及董事會對公司及股東應負的責任。

承續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以下再細

分為「強化董監事會運作效能」、「保障股

東及利害關係人權益」、以及「提高資訊透

明度」等面向逐項說明其內涵。

強化董監事會運作效能

經營者和經營團隊的決策和組織能力對

企業發展有莫大影響力，領導者決策時，可

能存在不自覺的偏誤，員工又無法客觀提供

意見，所以更需要董監事的多元思維，重視

企業道德倫理、企業社會責任、遵守法紀以

及強化風險管理，並協助企業組織文化與創

新發展，以免企業進行重要決策時，被單一

專業的盲點所限制。

為了強化董監事會的運作效能，可透過

延聘更多具獨立、專業及多元的獨立董事、

延聘女性董事、以及設置薪酬／審計／提名

等功能性委員會方式達成。依據道瓊永續發

展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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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SI)其針對董監事會的運作效能，可從以

下四個構面檢視：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董事持股 執行董事是否被要求購買公司股份
非執行董事每人平均持股金額

董監事會出席率
董監事會所有成員出席率％
董監事會所有成員最低出席率的要
求

董監事擔任其他
授權單位職務
(mandates)之
人數

董監事會成員擔任其他授權單位職
務低於四個之董/監事人數
董監事會擔任其他授權單位職務的
限制數量

績效評估
是否有定期自我評估董監事會的績
效
是否定期藉由獨立外部單位評估董
監事會的績效

保障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權益

社會投資大眾於公開市場購買股票，依

賴公司經營團隊提供的資訊做決策，為防止

股東投入的資金被公司經營團隊不當的使

用，因此，需要有一健全的法規環境，明定

公司管理當局對股東負起更大的責任，以保

障股東權益。

最顯著的股東權利為轉讓股份、公司重

要決策的投票或表決、選舉董監事、股東會

決議對公司管理當局的訴訟等。由於機構投

資者通常持有大部分股權，握有實權足以影

響管理決策，因此，對小股東的保護，例

如：就公司管理當局的獨立性運作、內部人

股權變動及少數股東的若干權益保護等似乎

較為迫切。

根據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明訂企業

除了必須保障股東權益外，還要確保股東受

到公平對待。為了保障每一位股東的平等權

益，企業可透過獨立董事及功能委員會的運

作、內部人股權變動的申報、少數股東提案

權、書面及電子投票權、股份收買請求權、

董監候選人提名權等方式，來確保每位股東

擁有平等之權利。

此外，以企業為圓心向外擴散，還有廣

大的利害關係人，大抵可區分為：(1)內部

利害關係人：股東、員工、董事會、經營團

隊。(2)與市場經營相關之利害關係人：顧

客、供應商、通路、合作夥伴、同業競爭

者、債權人等。(3)、外部利害關係人：政

府、社區、監管機關、媒體、社會大眾、自

然環境等。企業必須在追求財務績效之餘，

也對企業內外的利害關係人負起責任。

提高資訊透明度

由於董事會係代表股東行使監督權，最

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讓股東充分瞭解公司的

經營狀況。為達成此一目的，董事會必須要

求公司管理階層定期彙整及報告相關的財務

及非財務資訊，董事會也必須具有足夠的專

業知識及經驗來執行其任務。除了定期的經

營成果報告外，董事會對於公司的重大交易

也必須建立一套監管的機制，這些如果能徹

底的執行，公司的透明度自然提高。

隨著全球化程度加深，資本市場的結構

逐漸朝向以法人為主發展，當國與國之間資

本市場的藩籬被打破，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

勢連帶催生全球一致、高透明度的資訊揭露

標準，企業主應及早思考如何提高公司的資

訊透明度，並與國際標準接軌，以免被市場

淘汰。

儘管提高資訊透明度往往看似增加公司

成本，然而，無論在國內外，因公司資訊透

明度提高而反應在投資人對公司評價提高的

例子不勝枚舉，且所增加的公司價值往往遠

超過所增加的成本。此外，公司在提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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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的過程中，也可同時改善人員的素質

及公司的管理制度，達到公司與投資人雙贏

的結果。

「環境」面之概念與內涵

根據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認為企

業應在其營運所在國家之相關法律、規章及

行政實務的架構下，配合相關的國際協議、

原則、宗旨及標準，適當保護環境、公共衛

生與安全需求，且在一般情況下執行業務活

動時，應致力永續發展的目標。同時，認為

企業應採取下列行動：

‧建立並維持一套適於該企業的環境管

理制度，包括下列內容：(1)、收集及評估

其業務活動對環境、健康與安全造成影響之

充分且及時的資訊。(2)、建立可衡量的目

標，在適當情況，以增進環保績效為目標，

包括定期檢討該等目標之持續性及攸關性。

(3)、定期監督及查驗環境、公共衛生與安

全宗旨或目標的進展。

‧在考量成本、業務機密及智慧財產權

保護下，而採取下列行動：(1)、提供有關

企業活動可能影響環境、健康及安全的足夠

資訊給民眾及員工瞭解，包括改進環保績效

的進度報告；(2)、對受到企業環境、健康

及安全政策實施直接影響的社區，即時地進

行充分溝通及磋商。

‧評估及考量企業流程、商品及服務在

整個企業生命周期對環境、健康及安全的可

能影響。若擬定的業務行為可能對環境、健

康及安全有重大影響，且該等行為需受主管

機關核可，則應編製適當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

‧符合科技上對風險的認知，一旦環境

有可能受到嚴重損害之威脅，且在人體健康

及安全的考量下，不以缺乏充分科學依據為

由，而拖延可避免及減少損害的成本效益評

估措施。

‧保有緊急應變計畫以避免、減輕及控

制因營業所造成之嚴重環境及健康方面的損

害，包括意外及緊急事件等影響；以及即時

向主管機關通報的機制。

‧不斷追求改善公司的環保績效，並在

適當情況下鼓勵下列活動：(1)、將該企業

環保績效標準表現最佳部門之技術及營運程

序應用於所有的部門內。(2)、開發及供應

對環境無不當影響、使用上具安全性、對能

源及自然資源消耗具效率、可再利用、回收

或安全處理的產品或服務。(3)、提高顧客

對於使用該企業產品或服務有更高層次之環

保意識。(4)、研究長期改善該企業環保績

效的方法。

‧提供員工在環境衛生及安全方面足夠

的教育訓練，包括如何處理有害材料、避免

環境意外事件，及其他一般環境管理領域，

例如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公共關係及環境保

護技術。

‧致力發展環境方面重要且具經濟效益

的公共政策，例如以合夥或主動方式強化環

境意識及保護。

2007年2月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

委員會(Intergovem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發布報告，明確指出全球氣

候變暖已是毫無爭議的事實，且有超過90%
的可能是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根據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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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溫室效應將在可預見的未來造成

全球中、低緯度地區的水資源及耕地減少

30%，以及農作物與糧食大量減產。

另外，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海水升溫，將

增加熱帶巨大風災的強度與次數，其中，

「人類活動」正是造成上述溫室效應的主

因，絕大部分又都直接或間接與企業的營運

過程及所製造出來的產品相關，所以，企業

被指責為造成全球暖化及其他環境問題的主

要元兇。

全球因為工業進步所產生的環境汙染及

破壞，已經到達了不可忽視的地步，包含人

為引起的碳排放是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原

因、水汙染及重金屬汙染也造成了水資源危

機、可供農業使用之用地愈來愈少，而類似

「京都議定書」限定各國工業排放廢氣總量

管制的約定將會變得愈來愈重要。

企業對於環境保護的議題已再無可推諉

與拖延的空間與理由，亟須立即圖謀因應，

允應在其經營策略與活動中，導入及落實

CSR的環境面向之政策與作為，並於其自

身、子公司及供應商的所有採購、研發及產

銷活動中具體執行節省能源，減少廢棄物、

廢氣排放，降低汙染。

地球要走向永續發展，其牽涉的絕不僅

限於國家政策與公共建設，私人企業的投資

行為、生產管銷各環節等，都涉及企業員

工、客戶、股東、投資人、社區、供應商、

政府等利害關係人，其影響層面絕不遜於公

部門的政策與作為。尤其，企業在生產製造

商品過程中，所造成自然資源耗用與環境汙

染後果可觀，企業成了舉世追究環境危害責

任時被究責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各國政府於

環境破壞後補救之舉措與效率普遍不足的情

況下，企業似乎又被期待扮演改善與維護環

境的救星角色。

「社會」面之概念與內涵

企業對社會面的影響包含對內、對外兩

大部分。企業最核心的利害關係人之一就是

員工，員工是一家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其素

質高低攸關整個企業經營效益及發展，企業

提供其員工在職學習與發展的機會，是企業

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內容，有效的在職學習

可以減少事故，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及

經濟效益，從而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對員工個人而言，在職學習與發展可協

助員工充分發揮及利用人力資源潛能，提高

自身價值實現的程度，提高工作滿意度，增

強對企業組織的歸屬感及責任感。對企業而

言，身處變動迅速的21世紀，企業勝負關

鍵更是取決於人才的競爭，以往企業僱用員

工，多以合理的待遇吸引人才，然而，在新

經濟時代，合理待遇已無法吸引優秀人才，

愈來愈多的企業體認到良好的勞資關係，才

能促進組織的和諧，得以提升企業的競爭

力，因此，企業不惜在勞資關係投注大量的

資金，提供良好的員工福利，始能留住優秀

人才。

根據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就勞資關

係的說明，認為企業應在相關法律規章、及

現行勞資關係、以及就業實務的架構範圍內

採取下列行動：

1.保障勞工權益：(1)、尊重工會員

工代表及其他善意員工代表的權益，並

與該等代表個別或透過公會(emplo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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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進行建設性協商，以達成有關

就業條件的協議。(2)、有效地廢止童工。

(3)、致力於消除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或強

制勞動。(4)、除非是明確的增進與政府政

策相關之提升就業機會的公平或與該工作基

本需求條件有關，而挑選員工的特性，否則

員工不因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立

場、出身血統或社會階層等因素，在就業或

職業上受到任何歧視待遇。

2.保障員工代表之權益：(1)、提供員

工代表必要的設施，以協助有效團體協商的

發展。(2)、提供員工代表必要的資訊，以

利進行有意義的就業條件協商。(3)、促進

僱主與員工及其代表間，在彼此關切議題上

的協商及合作。

3.提供員工及其代表資訊，使其能獲得

該部門，或(在適當情況下)對企業整體的營

運績效，有真實且公平的觀點。

4.遵行當地法規：(1)、所遵行之就業

及勞資關係的標準，應不低於地主國僱主所

遵守之標準(2)、採取適當的步驟，以確保

企業從業人員的職業健康及安全。

5.在其營運最大可能範圍內僱用當地員

工，並與員工代表及相關政府機關合作，在

適當的地點，以改進當地員工技術水準為著

眼，而提供適當的員工訓練。

6.當營業變動可能會對員工生計發生重

大影響時，特別是關閉一個部門並涉及集體

遣散或解雇時，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其員工代

表，並在適當情況下通知相關政府機關，同

時，應與員工代表及相關政府機關合作，在

最大可行範圍內減輕負面影響。

7.針對就業條件與員工代表進行善意協

商，或當員工行使組織權利時，企業不以聲言

將整個或部分營業單位移出目前所在國，或自

其他國家的分支機構調入員工，藉此不公平

方式影響協商或妨礙員工行使組織權利。

8.使員工的授權代表能針對團體談判或

勞資關係之議題進行協商，並允許當事人與

被授權的資方代表，針對彼此關切事項進行

協商。

值得一提的，部分企業設立有效的員工

持股計畫，調和員工、經理人及企業所有人

的利益。就公司整體而言，員工的承諾與奉

獻可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果。除了一般員工福

利，提供員工的工作參與及決策機會，也有

助於提升員工在工作上的滿足感，有助於提

升員工的效率及減輕工作上的職業倦怠感。

以企業為圓心向外擴散的影響所及範

圍，還包括員工的眷屬家人、社區、消費者

乃至於整體社會甚至國際社會等。卓越的企

業必須持續滿足利害關係人上對公司的期

望，提供公平的商業、行銷及廣告實務為

之，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其提供的商

品或服務之安全與品質。

OECD多國指導綱領中，對維護消費者

權益的做法包括：(1)、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符合雙方協議或法律規定之所有消費

者健康及安全標準，包括列有健康警語產品

安全及產品資訊的標示。(2)、在適當的可行

範圍內，提供貨品或服務有關內容、安全用

法、維修、儲存及丟棄正確且清楚的資訊，

以使消費者能在獲得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做決

定。(3)、提供透明且有效的消費者申訴程

序，在無不當費用或負擔的情況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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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解決消費者的申訴。(4)、不做欺騙、誤

導、詐欺或不公平的聲明或遺漏，或任何其

他作法。(5)、尊重消費者隱私及提供個人資

料的保護。(6)、以充分透明方式與主管機關

合作，以避免或消除因消費或使用企業產品

而對公眾健康及安全有重大威脅。

對於社會問題，企業應有全球性的思

維，逐步揚棄追求短期獲利的心態，對社會發

揮正向影響力，協助不同公益團體，甚至嘗試

去解決某個社會或環境問題，多提供具有社

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的服務或產品，為弱

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

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更重要的是，將公司的

營運目標從追求短期獲利，轉為永續經營、重

視環境、社會公平正義，並從當地社區採取

積極行動，走進社區從事公益活動，與經營

策略列入同等考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參考資料】

張明輝、吳德豐《企業永續DNA─企

業社會責任 營造社會誠信》(台北：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出版，2014)

朱竹元，〈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對我

國跨國企業的衝擊與契機─以手機代工業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全球

經營與貿易組碩士論文，2007)

朱竹元，〈國際間企業社會責任的發

展與台灣的對策〉，《證券櫃檯月刊》，

No.132，2007年，頁140-145。

朱竹元，〈對資本市場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的想法〉，《永續產業發展》，No.44，
2009年，頁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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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發展與國際標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驅策力

綜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其他形式之

非財務資訊揭露趨勢，其背後動力大致可歸

納為全球及區域性市場與政策規範的牽引、

機構投資人對非財務資訊的需求，以及消費

者運動和環境、人權等非政府組織的持續倡

議三大驅策力。

漸趨嚴格的全球及區域性市場與政策規範

根據 K P M G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以下簡稱

GRI)、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非

洲企業管理中心(Centr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frica)於2013年共同出

版的第三版「胡蘿蔔與棒子(Carrots and 
Sticks)」報告，全球來自45個國家共180項
非財務資訊揭露相關規範中，強制性規範所

占比例從2006年的58%上升為72%，顯示

主管機關越來越重視企業非財務資訊揭露。

KPMG發現，全球及區域性資訊揭露

可為主管機關帶來許多效益，包括讓投資人

更了解公司非財務性風險而促成更穩定的市

場環境，以及加速企業及其他組織邁向國際

認可的永續發展目標等。未來與非財務資訊

揭露相關的主管機關規範預計會持續增加，

並且更聚焦於利害關係人關切的永續發展議

題，藉以展現企業在永續發展脈絡下的非財

務績效表現。

儘管已開發國家是全球永續發展政策的

領頭羊，KPMG也發現越來越多開發中國

家透過政策及市場工具要求企業揭露非財

務資訊，而非財務資訊揭露更已在數個非

OECD國家中，被列為股票上市櫃的條件。

全球重要的非財務資訊揭露標準，如GRI永
續報告書指南、聯合國全球盟約(UNGC)

圖1　全球非財務資訊揭露規範趨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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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成為主管機關在編製相關規範時最常

參考或引用的工具。此外，越來越多政策規

範採用「報告或解釋(report or explain)」
的方法來規範企業揭露相關資訊，意即：企

業必須公開揭露其非財務資訊或績效，若無

法揭露則必須解釋其理由。

近兩年來，全球非財務資訊揭露規範發

展趨勢以歐洲及亞洲地區最顯著。歐洲委員

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2014年4月正式

通過非財務與多元化資訊揭露指令，規定員

工超過500人以上，且資產總額達2,000萬歐

元或淨銷售額為4,000萬歐元以上的企業皆

必須揭露其非財務資訊，受到規範的企業包

含上市公司、信貸機構、保險事業及其他各

會員國認定與公眾利益相關之機構；必須揭

露的非財務資訊包括企業在環境、社會、人

權、反貪腐與賄賂，以及多元化(diversity)
等面向之相關政策、執行成果、風險與衝

擊，以及相關績效評估指標(KPIs)等。歐

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於同年9月正

式議決通過此指令，歐盟各會員國須於兩年

內轉換成國家法令，而被管制之大型企業預

計將於2017年會計年度開始進行非財務資

訊揭露。

在亞洲地區，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也於

2014年10月公布要求上市公司發布企業社

圖2　全球非財務資訊揭露規範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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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報告書的強制性規範，須揭露資訊包

括治理、環境、與社會面(ESG)議題對企業

產生的衝擊；在交易所掛牌上市的800家公

司將自2017或2018年起開始遵循此規範。

而香港證券交易所自2013年起導入非財務

資訊揭露的自願性規範後，也於2015年加

緊腳步修正相關要求，預計於未來一到兩年

內走向強制性要求。

與國際趨勢呼應，在連續幾年經歷金融

海嘯、食品安全危機，以及嚴重工安事故與

環境汙染事件後，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正式要求食品工業、化學工業、金融保險

業、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比率達50%
以上、及實收資本本額達新臺幣100億元以

上之上市公司，自2015年起必須編製並申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6年更持續擴

大列管範圍至時收資本額達50億元以上的

公司，以及光電、鋼鐵與染整等產業。

機構投資人越來越重視企業的非財務績效

除了主管機關規範之外，全球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數量的快速增長也與機構投

資人在金融海嘯後對企業非財務資訊的需

求有關。特許財務分析師協會(CFA)2015
年針對1,300餘位全球資產管理及分析師進

行調查，發現有73%的分析師會主動將公司

ESG績效納入投資考量，其中高達63%更認

為ESG績效可以更有效管理其投資風險。此

外，投資人參考企業非財務資訊的原因還包

括來自客戶主動要求、辨識潛在投資機會，

以及維護金融機構的聲譽等。

為針對企業揭露的非財務資訊進行更

系統性的分析，協助機構投資人進行投資

決策，美國道瓊公司(Dow Jones)與瑞士

永續資產管理公司RobecoSAM共同合作推

出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DJSI)，每年針對企業的ESG

圖3　投資人分析企業非財務資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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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風險與機會、管理方式及不同產業別

特定議題之績效進行評等，篩選出前百分之

十的績優公司。DJSI每年邀請分布於59個
產業、超過3,000家企業參與調查，以「行

業最佳表現」(best-in-class)為標準，挑選

出在永續發展上最出色的標竿企業，作為道

瓊永續指數的成分股，提供全球投資人參

考。

另一方面，為驅動企業制定更有效的

氣候變遷因應策略及管理方針，由機構投

資人發起的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簡稱CDP)也是國際知名的非財務

資訊揭露平台。CDP最初目的在鼓勵企業

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揭露，協助其評估氣候

變遷衍伸的風險與機會，並提供機構投資人

參考；發展至今，CDP已將焦點進一步拓

展至供應鏈管理、水資源、森林砍伐等環境

績效的揭露，截至2015年已取得超過822家
機構投資人，管理總資產共95兆美元的支

持。

2015年台灣共有13家企業入選道瓊永

續世界指數(DJSI World)及新興市場指數

(DJSI Emerging Markets)。除了台積電蟬

聯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組的領導企業

(Industry Group Leader)外，其他入選企業

包括聯電、友達、群創、台達電、中華電

信、中鋼、玉山金控、光寶科技、宏碁電

腦、台灣大哥大、中鼎、國泰金控等，顯然

台灣企業已逐漸意識到機構投資人對企業非

財務資訊的重視。然而在CDP表現上，目

前台灣企業回覆CDP問卷的比率不到受邀

企業的五成，顯示企業對於氣候變遷及節能

減碳議題重視度仍須加強。台達電是2014
年度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唯一入選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limate Performance 

Leadership Index，簡稱CPLI)的台灣企

業。

消費者信心危機及非政府組織的持續倡議

除以上來自主管機關及投資人的驅策力

外，在全球各地發酵的消費者運動及非政府

組織的持續倡議，也是驅動企業向利害關係

人公開揭露非財務資訊的重要力量。舉例來

說，當殼牌石油(Shell)決定申請重返北極

阿拉斯加地區開採石油時，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便發起接連不斷的反對倡議行

動，甚至進行全球聯署施壓。長期與殼牌石

油進行策略合作的樂高公司(LEGO)不得不

與其畫清界線，終止雙方的合作計畫。在台

灣，綠色和平也於2015年公開點名資通訊

產業所屬的大型雲端機房依賴高汙染燃煤發

電，並要求其正面承諾再生能源使用目標及

時程表。

除此之外，在過去幾年經歷多起嚴重食

安事件後，台灣消費者和民眾也更加重視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而網路資訊普及化也讓

消費者運動對企業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力。

2014年食安風暴後，台灣消費者直接對企

業發起杯葛，透過社群網站串連發起拒買企

業相關產品，直接對企業營收產生顯著衝擊

則是一具體實例。除消費意識外，台灣民眾

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也日漸提升，多起企業擴

廠、汙染及工安意外事件與開發案爭議，除

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外，當地居民及各地民眾

的支持更對企業產生直接、立即的壓力，驅

動企業更加關注相關議題，落實資訊透明揭

露及利害關係人溝通。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發展現況

為協助企業掌握最新非財務資訊揭露發

展現況及重要趨勢，KPMG自1993年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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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定期進行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大調

查，提供主管機關、企業、投資人等利害關

係人參考。2013年的最新調查範圍包含美

洲、亞太地區、歐洲、以及中東和非洲等

不同區域，總計涵蓋41個國家的百大企業

(N100)，以及全球前250大企業(G250)，
為現今全球規模最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研究。

報告書發布現況

觀察全球趨勢，2013年各國百大企業

的報告書發行率為71%，相較於2011年增

加9%；至於全球前250大企業中，則有九成

以上企業已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若以

區域分析，則可發現亞太地區增加幅度最為

明顯，提升率達22%，高達71%的發行率已

相當接近美洲(76%)及歐洲(73%)的水準，

顯示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非財務資

訊已成為國際潮流。若以不同產業分析，所

有產業的發行率皆在50%以上，足證明發行

報告並不因為產業別而有重大差異。

台灣百大企業的報告書發行率已接近

60%，在2013年調查中排名33名，和2011
年相比上升幅度將近20%，與國際趨勢相

符。受到金管會2015年要求上市公司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強制性規範影響，此

趨勢在未來幾年預期會持續上升。

依循的編製標準及確信

根據KPMG 2013年度的調查，GRI的
永續報告書指南(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是企業最常採用的報告書編製

標準，各國百大企業平均有高達78%依循

GRI指南編製報告書，而全球前250大企業

依循GRI指南的比率更高達82%；其中南

圖4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發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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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南非、葡萄牙、智利、巴西、以及瑞

典六個國家依循GRI指南的比例甚至超過

90%。換言之，GRI指南已是全球企業編製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依循的主流標準。

另一方面，KPMG發現在企業年度

財務報告書中揭露非財務資訊的比例，自

2008年的9%快速增長至2013年的51%。此

趨勢不僅呼應本文前一章節提及的主管機關

規範趨勢及投資人需求，更說明了越來越多

企業開始採取更具整合性的思維，對利害關

係人進行資訊揭露。

在報告書確信 ( a s s u r a n c e )方面，

圖5　各區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發行率

圖6　依循GRI指南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比例

CR reporting by region
Percentage of companies with CR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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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也觀察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過

第三方單位確信的比例在過去幾年內顯著增

加，全球前250大企業已有近六成會尋求第

三方單位針對報告書內容進行確信。在確信

標準的使用方面，由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確

信服務高達67%，是全球企業的主流。

圖8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選擇的確信標準

報告書品質分析

KPMG根據「利害關係人議合」、

「風險、機會與策略」、「重大性」、「目

標與指標」、「透明與平衡揭露」、「供應

商與價值鏈」、「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等七

大面向，進一步評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

品質。調查發現，全球報告書品質的平均

分數為59分(滿分100分)，仍有長足進步空

間。

若就各面向平均分數而言，平均得分最

高的依序為「目標與指標」、「重大性」及

「風險、機會與策略」三項，而較需改善的

面向則是「供應商及價值鏈」以及「利害關

係人議合」。換言之，全球企業在供應鏈的

ESG管理上仍有很大進步空間，而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的內容也必須更加符合利害關係

人的需求與期待。

若以區域劃分，歐洲企業報告書品質的

圖7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尋求第三方單位確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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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71分)高於美洲(54分)和亞太地

區(50分)，而分數高於90分的十間企業全

數位於歐美國家，顯示已開發國家報告書品

質普遍較開發中國家高。另外若以產業別區

分，報告書品質較高的產業則集中在電子及

電腦業、採礦業及製藥業。而報告書品質較

低的產業則為建築與建材業、金屬、工程與

製造業等，報告書品質偏低的產業通常也具

有較高的環境與社會潛在風險。

在所有永續發展相關的重大議題當中，

氣候變遷、原物料及資源稀缺，以及能源與

燃料供需問題是全球前250大企業最常在報

告書中提及的議題，這些議題也代表著企業

在日常營運上面臨的潛在風險，或是驅動企

業持續邁向轉型，進而創造更多未來商機的

動力。

至於永續發展相關議題會對企業造成什

麼風險，又如何為企業帶來商機？KPMG
發現，儘管公司聲譽是企業最常列舉的永續

風險，但舉凡主管機關規範、產業競爭力，

以及其他物理性及社會性風險等，都可能衝

擊企業營運。另一方面，全球前250大企業

中，則有超過七成認為永續發展議題可持續

驅動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創新，為公司帶來新

市場。其他辨識出的重大機會，還包括強化

強化企業品牌形象、藉由改善市場地位提升

市占率，以及節約成本等。

換言之，KPMG發現，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的用途不僅在於展現企業非財務績效

表現，更有助於全面盤點其在面對各項永續

發展挑戰時的策略及管理方針，是否能有效

將風險轉換為機會。

圖9　 全球前250大企業報告書品質分析：
各面向平均分數

圖10　 不同產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品
質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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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全球前250大企業辨識出的重大永續發展議題及其比例

圖13　全球前250大企業辨識出的重大永續發展機會

圖12　全球前250大企業辨識出的重大永續發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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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國際標準介紹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第四代永續報告書
指南(G4)

GRI前身為美國「環境責任經濟聯盟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簡稱CERES)」及UNEP共同

成立的永續報告書推行計畫，在2000年發

布第一代「永續報告書指南(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提供企業參酌使

用。2002年，GRI成為獨立組織，正名為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致力於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的倡議及標準化。由GRI發行的永

續報告書指南在經歷十餘年發展後，已演進

至2013年發布的最新版本GRI G4，此指南

不僅針對企業，也適用於包括非政府組織、

政府、學術機構等任何形式的組織，為現今

由全球企業及主管機關認可的報告書編製主

流標準。

GRI G4指南分為兩冊，第一冊為報告

原則與標準揭露(Reporting Principles and 
Standard Disclosures)，說明企業依循GRI
指南必須揭露的內容及指標，第二部分為執

行手冊(Implementation Manual)，提供更

進一步指引及參考資訊，引導企業依循G4
指南編製報告書。

為與其他國際重要標準接軌，GRI G4
也參考了其他非財務資訊揭露標準，包括

OECD跨國企業指南(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UNGC及

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等，滿足企業必須同時參酌多個國際標準的

非財務資訊揭露需求。

GRI G4指南的重點可歸納為以下七項：

‧ 重大性(materiality)分析：企業在編製報

告書前，必須先鑑別出與公司攸關的重大

性議題，並針對最關鍵的議題進行揭露，

說明這些議題如何對公司日常營運產生衝

擊，以及公司如何回應。

‧ 邊界(boundary)與供應鏈：在確定重大性

議題後，企業必須進一步鑑別每個議題的

衝擊發生在組織內部或外部，並說明如何

管理。以童工議題為例，儘管公司並未雇

用童工，但若供應商可能有相關情事，也

必須說明公司如何透過供應鏈管理回應童

工議題。

‧ 管理方針揭露(disclosure on management 
approach，簡稱DMA)：公司必須針對每

一個重大性議題提出相對應的策略、管理

方法與措施，以及績效評估指標。

圖14　GRI永續報告書指南演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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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公司治理揭露要求：與過去版本相

較，GRI G4新增的揭露要求包括企業永

續治理架構及其運作方式、董事會的能力

建設、董事會績效評估及其薪酬等。

‧ 一般標準揭露 ( g e n e r a l  s t a n d a r d 
disclosure)與特定標準揭露(specific 
standard disclosure)：一般標準揭露要求

企業說明公司基本資料、重大性鑑別流

程、利害關係人議合結果，以及公司治

理等基本資訊；特定標準揭露則分為經

濟、環境、勞工、人權、社會、產品責

任等六大面向，各面向下有不同考量面

(aspects)及指標，企業必須揭露鑑別結

果具重大性的考量面。

‧ 兩種依循(in accordance)選項：GRI G4
提供核心(core)及全面(comprehensive)
兩種依循選項供企業選擇；其中全面選項

的揭露要求及指標數量較核心選項高。

‧ 行業補充指南(sector supplements)：GRI
針對不同行業必須額外注意並揭露的內容

編制了行業補充指南，目前已有食品製

造、機場、建築與房地產、媒體、電子產

品、採礦與金屬、活動籌備、NGO、金

融服務、油氣業共十個行業補充指南。

聯合國全球盟約(UNGC)

1999年1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宣布成立聯合

國全球盟約，要求企業必須遵循採納「人

權」、「勞工」、「環境」及「反貪腐」四

大領域共十項原則。自從紐約聯合國總部於

2000年7月正式成立全球盟約至今，已有來

自160多個國家超過8,000間企業以及4,000
個非企業簽署盟約。簽署UNGC的企業必須

在日常營運中確實導入十項原則，並納入董

事會決策。此外，簽署企業必須定期向利害

關係人提出執行進度報告，並以實際行動支

持或倡議UNGC 十項原則，以及其他聯合

國關切的重要議題。若未能確實遵守相關承

諾，UNGC也會剔除自願簽署但連續兩年未

落實進度報告的企業。

UNGC的十項原則如下：

人權

原則1：企業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

原則2：保證不與侵犯人權者同流合汙

勞工

原則3： 企業應支持結社自由並確實認可集

體協商的權利

原則4：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原則5：確實廢除童工

原則6：在就業及職場環境中消弭歧視

環境

原則7： 企業界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因應環

境挑戰

原則8：倡議更負責任的環境保護行動

原則9： 鼓勵開發並推廣環境友好的技術

反貪腐

原則10： 企業應打擊一切形式的貪腐，包

括敲詐和賄賂

整合性報告書框架(IR Framework)
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成為國際主

流，利害關係人開始注意到企業非財務資訊

的多元價值。在金融海嘯後，全球機構投資

人發現光憑公司年報不足以了解企業面臨的

經營風險，對非財務資訊的需求更加迫切。

然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因著重於過去績

效表現而非未來展望，對投資人決策的實質

幫助有限；投資人希望看到的，是企業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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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哪些永續發展的風險與挑戰，以及企業整

體的因應策略。

為填補投資人需求與現行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內容間的資訊落差，並制定一套可供

企業依循的國際標準框架，機構投資人、標

竿企業、財會領域專家、標準制訂單位與非

政府組織等利害關係群體於2012年共同組

成了國際整合性報告書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簡稱IIRC)，

致力於發展並推廣整合性報告書。在經歷近

兩年的諮詢過程後，第一代國際整合性報告

書框架(International IR Framework，簡稱

IR框架)於2013年底正式發布。

主流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大多將章節

區分為ESG三大面向，闡述各領域於過去一

年的績效表現及未來目標。有別於此，IR
框架則建議整合性報告書應著重企業永續發

展的商業意涵與投資價值，以「組織概況及

外部環境分析」、「公司治理」、「商業模

式」、「風險與機會」、「策略及資源配

置」、「績效表現」，以及「未來展望」等

為呈現重點。

圖15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投資人需求
的資訊落差

圖16　企業的價值創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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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整合性報告書著重的並非企業

過去一年的財務及非財務績效，而是以更宏

觀的角度展現企業發展策略與投資價值，而

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則是企業如何有效運用

六大資本(即財務資本、製造資本、智慧資

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為企

業及整體社會與環境創造正面價值。

根據GRI資料庫統計，自2013年起全球

已有近千本由企業自我宣告的整合性報告

書，而亞洲地區也有約70本。台灣第一本

整合性報告書係由遠傳電信於今年發布，後

續發展趨勢值得密切觀察。

(KPMG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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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與
公司治理指數的介紹及應用

過去幾年來，全球的退休基金、主權基

金、主流機構投資人、主管機關、交易所以

及評比機構日益關注影響企業長期報酬的因

素，並且更深入探討企業財務數字之外的潛

在風險，這個近來日受重視的領域被廣泛定

義為ESG(環境、社會與治理)，也興起了全

球的企業提供非財務資訊的風潮，不管這麼

做的目的是為了符合法規、在市場上搶得先

機，或是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這一股愈

來愈明顯的趨勢都正在改變商業行為，企業

為了更有效地揭露ESG的相關資訊，以提

升其在資本市場上的競爭力，無形中亦取得

一種驅動力，使企業更進一步地發展永續策

略，並形成企業間的良性競爭。尤其是愈來

愈多的機構投資人將企業的ESG政策及成果

納入其投資決策的過程中，不過，該怎麼運

用這些資訊才能作出更好的決策？

國際上已有許多指數公司及交易所運

用其專業技術，蒐集資訊進行相關指數的

編製，專業指數公司編製的多為社會責任

/永續性/ESG指數，換句話說，是考量了

環境、社會與治理三重面向的評量，例如

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 
4 Good Index)、那斯達克OMX CRD全

球永續發展指數(NASDAQ OMX CRD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 QCRD)、恒生

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摩根士丹利ESG指數

(MSCI ESG Index)等，而多數的交易所，

例如巴西、中國、義大利、秘魯、南韓及土

耳其，則是編製專注於治理方面的公司治理

指數，本文將就這兩個部分分別探討當中最

受到關注的指數。

社會責任指數

透過投資過程中對社會、環境的考

量，「社會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其實是一個非常符合

長期投資的概念，選擇具有永續發展前景的

企業作為投資標的，也能從中獲取長期價

值。社會責任指數的創立，可以說是「社會

責任投資」發展歷程上的里程碑，也代表了

國際市場上對於「社會責任投資」的高度重

視。社會責任指數除了可協助投資者識別符

合全球公認企業責任標準的公司加以投資

外，並可為投資經理人提供一個社會責任投

資基準和工具，以開發更多的社會責任投資

產品，另一方面，社會責任指數亦可同時作

為約束工具，鼓勵企業承擔更多責任。

本文將就國際上備受關注的道瓊永續

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 4 Good 
Index)、那斯達克OMX CRD全球永續

發展指數(NASDAQ OMX CRD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 QCRD)，以及亞洲頗

富盛名的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分別做一

個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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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道瓊永續性指數是美國道瓊公司與

瑞士永續資產管理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SAM)在1999年所共同推出，

其目標係為回應「投資者日益增加對承諾永

續發展原則之企業的投資興趣」，是全球第

一個追蹤永續企業之財務績效的指數。

DJSI著重在企業永續性的觀念，並從經

濟、社會及環境三個面向，去評等企業在策

略、管理及產業特定要素等方面的永續性商

機與風險，而量化出企業間的永續性指數。

目前DJSI的永續性系列指數，依據地

域性可劃分為三大類：世界型、區域型及

國家型，共有八種，未來可能再新增DJSI 
CHILE：

1.世界型指數：

(1)世界指數DJSI WORLD
(2)世界擴大指數DJSI WORLD ENLARGED

(3) 新興市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 

2.區域型指數：

(1)北美區指數DJSI NORTH AMERICA
(2)歐洲區指數DJSI EUROPE
(3)亞太區指數DJSI ASIA PACIFIC

3.國家型指數：

(1)南韓指數DJSI KOREA
(2)澳洲指數DJSI AUSTRALIA
* 未來可能再新增智利指數DJSI CHILE

D J S I每年會從道瓊世界指數(D o w 
Jones Global Index, DJGI)中邀請資本前

2,500大的企業，然而隨著區域型與國家

型指數的加入，實際邀請家數從2011年的

2,763家，已增加至2015年的3,470家，有逐

年遞增的趨勢。(表1-1)

2015年邀請廠商區分為24個產業群

組，下分59個產業，依照產業選出一家

表1-1　邀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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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企業。2015年受邀參與廠商國家共

有48個國家，數量第一為美國，占整體

30.40%、其次則為日本，占整體10.29%，

而台灣共有93家廠商受邀參與，排名第

九，占整體2.68%。(表1-2)

表1-2　受邀地區別

DJSI寄發永續評比的邀請給公司的CEO
或總公司的投資關係部門，在取得願意參

加的回覆之後，DJSI會提供登入線上問卷

的帳號及密碼，進行後續問卷的回覆。依據

廠商所回覆的調查問卷資料，DJSI進行永

續評比的作業，透過行業別最佳表現(best-
in-class)原則，篩選出各產業類別永續績效

領先的企業(DJSI WORLD為10%、DJSI 
WORLD ENLARGED指數與區域型指數為

20%、國家型指數為30%、DJSI EMERGING 
MARKETS為10%)，組成該年度的成分股。

圖1-1 以DJSI World Index為例

資料來源：DJSI Review Presentation, 2015

SAM的永續性調查問卷的設計區分為

一般準則與特定產業準則。DJSI係透過評

估永續性的趨動力與趨勢來制定永續性的一

般準則，一般準則中廣泛地涵蓋了許多標

準、慣例和稽核的程序。至於在特定產業準

則部分，則反映了產業族群中與經濟、環

境、社會、政治和技術有關的因素，其永續

性績效的考評著重於專家和諮詢者的投入。

如上所述，一般準則和特定產業準則係

依據永續性商機和風險來定義，這些風險和

商機被分割成為等級，針對處於不同等級中

的組織，依經濟、環境、社會趨勢，配合受評

企業的政策、管理和產業特定商機及風險給

予評分。此評估準則區分為三個不同的面向，

包括經濟面、環境面與社會面，詳見下表。

評估面向 評估準則

經濟面

公司治理

風險及危機管理

行為準則/法規/貪腐和賄賂

顧客關係管理

品牌管理

供應鏈管理

稅務策略

隱私權保護

特定行業準則

環境面

環境報告書

環境政策/管理系統

環境效益

特定行業準則

社會面

社會報告書

勞工實務指標與人權

人力資本發展

人才培育

企業公民與慈善

職業健康和安全

利害關係人參與

特定行業準則

資料來源：DJSI Sample questionnaire 1, 2015

美國
30%

日本
10%

南韓
6%澳洲

6%

其他
27%

中國
5% 英國

5%

加拿大
3%

印度
3%

台灣
3%

法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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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SI評等的考量準則是從經濟、環境

與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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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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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人報告或其他公開性資訊

3.個人對公司的接觸

投資者之所以會被企業永續性績效所吸

引，進而投資該企業，是因為企業應從經

濟、環境與社會發展階段中所掌握的商機，

向投資人展現它們可以創造出長期價值。因

此企業在邁向永續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去思

考如何達到為利害相關者創造長期的價值，

經由企業本身的策略和管理的帶動，去控制

及減少達成永續性的成本和風險。一個永續

企業應積極的領導自身產業，並於下列的領

域中確立產業的最佳典範：

1. 策略：將永續性策略整合到企業經營理念

之中。

2. 科技：藉由產品、科技及服務的創新，利

用有限資源去創造企業的長期經濟效益。

3. 管理：採行最高標準去管理企業責任、組

織能力，企業文化及利害相關者之議題。

4. 股東：讓股東可預見企業的投資報酬率、

長期經濟成長潛力、生產力、高度全球競

爭力，以及對智慧資產的貢獻程度。

5. 員工與其他利害關係人：持續投入社會福

利工作，並主動與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對

話(顧客、供應商、員工、政府、當地居

民和非政府組織)。

我國 2 0 1 5 年入選之成分股名單詳

下表，其中台積電為Semiconductors & 
Semiconductor Equipment產業之領導企

業。

類別 公司名稱

DJSI WORLD 玉山金控、中鋼、台積電、聯
電、友達、台達電、群創光電、
中華電信

DJSI EMERGING 
MARKETS

玉山金控、中鼎工程、國泰金
控、中鋼、台積電、聯電、宏
碁、友達、台達電、光寶科技、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系列(FTSE4Good Index 
Series)

FTSE4Good指數成立於2001年，是一

系列提供給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

資人的標竿與可交易指數，其所包含的指數

如下表：

FTSE4Good指數系列由全球公認的富

時全球股票指數系列衍生而來，因此具備

FTSE享負盛名的指數設計，具有透明的指

數管理和計算基準，使得FTSE4Good指數

標竿指數 可交易指數 幣別

FTSE4Good Global Index FTSE4Good Global 100 Index USD
FTSE4Good USA Index FTSE4Good USA 100 Index USD
FTSE4Good Europe Index FTSE4Good Europe 50 Index EURO
FTSE4Good UK Index FTSE4Good UK 50 Index GBP
FTSE4Good Japan Index J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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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投資顧問、資產管理人、基金經理、投

資銀行、證券交易所和經紀商的寶貴工具。

FTSE4Good指數主要係從涵蓋23個市場，

擁有超過2,000檔股票的富時發達市場指數

系列(FTSE Developed Index Series)的成分

股中，再應用當時社會責任基準選出。符合

資格的企業須就多個企業責任主題落實措

施，包括環境管理、緩解氣候變遷、反貪

腐、維護人權、勞工權利和供應鏈的勞工

標準，並符合嚴格的全球準則，才可成為

FTSE4Good指數的成分股。

自2014年9月起FTSE實施新的ESG評

估方法，並形成納入FTSE4Good指數系列

的決定基礎，新模型包含超過三個構面、

14個主題及300個指標，請詳上圖：

FTSE ESG評等係專為客觀衡量全球企

業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風險與表現而

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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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投資者從多

種角度瞭解一家公司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

理的實施情況，最後計算出總評分。

由於FTSE ESG評等僅依據公開資訊為

基礎，FTSE不接受公司私下提供的資料或資

訊，此舉大大提高了資料的可信度，並增進

了市場透明度。F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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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定期

開會，以監督ESG評等複核與方法的發展。

FTSE ESG評等是決定FTSE4Good指
數成分股的核心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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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開始，

FTSE ESG評等分數到達3.3分以上即可成為

FTSE4Good指數成分股。分數低於2.5分之

指數成分股，則可能會從FTSE4Good指數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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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FTSE將會通知分數低於2.5分之公司；

除非FTSE ESG Advisory Committee核准保

留較長時間，否則當成分股持續12個月低於

2.5分，即會從指數中刪除。由於新的FTSE 
ESG模型自2014年9月開始適用，FTSE ESG 
Advisory Committee已允許受到模型變動影

響之指數成分股有較長的觀察期間。

除了上述的包含原則外， FTSE也同時

設置了排除條款，具有爭議性的企業以及當

企業從事以下商業活動而獲取商業利益，將

不得列入FTSE4Good指數的成分股當中：

‧菸草製造商

‧製造武器系統的公司

‧ 有爭議性的武器零件，包括彈藥、殺傷人

員的地雷、鈾、生化武器和核武器。

那斯達克OMX CRD全球永續發展指數 
(NASDAQ OMX CRD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 QCRD)

QCRD是一個等權重指數，由永續績效

位居前100名領導地位的美國上市公司所組

成。該指數於2009年1月15日推出，主要係

為追蹤企業在永續績效的表現，企業必須自

願地揭露自身的碳足跡、能源使用、水耗

用、有害/非有害廢棄物、員工安全、勞動

力多元性、管理階層組成及社區投資等。

符合下列條件之證券，將會納入QCRD

圖3-1 SmartviewTM分析流程

資料來源：CRD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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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的候選名單：

‧ 發行公開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 依據GRI(G3.1以上)指引揭露永續資訊

‧ 至少揭露20%的核心環境績效指標

‧ 至少揭露20%的核心社會績效指標

‧ 至少揭露70%的經濟績效指標

‧ 必須在那斯達克股票交易所(NASDAQ 
Stock Market)、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美國證券交易所

(NYSE Amex)上市

‧ 前六個月平均市值達100億美元

‧ 三個月平均日交易量達100萬美元

‧ 每個證券發行人僅允許一種類的證券

‧ 證券發行人不得訂定任何將違反符合條件

的協議

‧ 證券發行人不得處於破產程序中

‧ 該證券發行人的年度財務報表，其查核意

見之狀態不得為遭到撤回

該指數與CRD Analytics機構合作，利

用SmartViewTM之技術，根據150個經濟、

環境、社會量化績效指標，評估並篩選出前

100家永續績效表現良好的公司，成為成分

股，每半年(4月及10月)複核一次，成分股

的變動則在同年5月及11月第三個星期五收

盤後生效。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近年來國際間逐漸提升對於永續發展的

關注，投資者分散投資的結果，逐漸將投資

標的聚焦在永續發展表現良好的企業，使得

全球永續發展投資額將逐年上升。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替公司永

續發展投資提供了一個參考基準，該系列包

括以下三種可交易的指數：

‧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HSSUS)
‧ 恒生A股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HSCASUS)
‧ 恒生內地及香港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HSMHSUS)

資料來源：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報告

圖4-1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近五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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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包括企業在永

續發展表現優異的香港上市公司；恒生A股

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則包括在企業永續發展

表現優異的中國上市公司；而恒生內地及香

港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則為一項跨市場指

數，涵蓋香港及中國企業永續發展領導者。

成分股的評選程序嚴謹，由外部獨立的

評審機構─香港品質保證局，按照其設計的

永續發展評估框架進行上述指數的成分股評

選。這也說明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是以客觀、可靠、具高投資性來提供永續企

業名單以供投資人參考。

該指數於2010年7月26日推出，每年會

依據企業永續表現更新一次成分股，其近五

年指數表現狀況、市值、市值涵蓋率及成交

額涵蓋率資訊如下所示：

以下以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

列市值最高的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HSSUS)說明其成分股篩選方式：

1. 候選資格

(1) 市值準則

以過去12個月的平均月底市值計，所有證

券按照其總市值排名。符合資格證券需於

總市值位列前95%。

(2)成交量準則

I. 每支證券於過去12個月每月的成交量

流通比率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 成交量流通比率=(於特定曆月每

日成交股份數量之中位數)/(截至

月底已發行的流通股份數量)

‧ 成交量流通比率的最低要求為

0.05%。

II. 成交量流通比率必須於過去12個月

中最少有十個月及最近六個月中的

最少五個月達到成交量流通比率的

最低要求。

(3)上市時間要求

‧證券上市期間必須至少一年。

‧ 在選股範疇內並符合以上所有準則的證

券將組成候選名冊。

2. 成分股篩選

(1) 香港品質保證局將對候選名冊上的公

司進行企業永續發展評級。

(2) 在永續發展評級中，每間符合資格公

司的永續表現將按下列各項核心因素

被評定：

‧公司治理

‧人權

‧勞動實務

‧環境

‧公平營運實務

‧消費者議題

‧社區參與和發展

(3) 已完成評定的符合資格公司將獲一個

其永續發展表現的評級及評分。分數

表4-1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指數統計(數據資料截至2015年8月31日)

指數 總市值(百萬) 市值涵蓋率
*(百分比) 成交額涵蓋率

*(百分比)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9,488,280(HKD) 40.56 31.92
恒生A股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5,388,540(CNY) 13.47 3.75

* 就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而言，比對主板第一上市公司(不包括外國公司)之市值或成交額；就恒生A股可持續
發展企業指數而言，比對所有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第一上市A股之市值或成交額
資料來源：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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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示其永續發展表現越好。將

符合資格證券將按照其永續發展表現

分數排名，獲最高評分的前20%的證

券將會被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

準指數的成分股。

2015年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前十

大入選的成分股、行業分類及其占成分股的

比重如下：

公司名稱 行業分類 比重(%)

中國移動 電訊業 11.53
騰訊控股 資訊科技業 10.58
滙豐控股 金融業 10.52
建設銀行 金融業 8.84
工商銀行 金融業 8.30
中國銀行 金融業 6.90
長和 綜合企業 6.85
香港交易所 金融業 4.96
長實地產 地產建築業 3.60
中電控股 公用事業 2.98
合計 64.17
資料來源：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報告

香港品質保證局可持續發展評級介紹

香港品質保證局可持續發展評級與研究

的目標是根據並參考ISO 26000社會責任指

引和全球報告倡議(GRI)等國際準則，對企

業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系統成熟度與風險進行

評級。我們採用以實際作為為基礎的評分方

法，對企業管理其永續發展表現和風險的能

力進行評級。因以客觀的方式進行評分，評

估人員會根據可取得的證據，確定系統的管

理成熟度與相關風險水準。

1.方法

香港品質保證局可持續發展評級與研究

的目標是蒐集涵蓋以下七個核心指標的整體

標準及行業特定標準，包括公司治理、人

權、勞動實務、環境、公平營運實務、消費

者議題、社區參與和發展。採用計畫─執行

─檢查─行動(Plan-Do-Check-Act)的管理

方法，衡量一家公司在這些指標下執行的做

法。並運用當責性原則來反映企業在永續發

展方面的包容性、重大性和回應性以及企業

在所報導的資料中展示出來的治理當責性與

完整性。香港品質保證局亦會因應公司的營

運地區和行業產生的國別與行業風險評估，

對永續發展的表現進行更加全面的評級。然

後將最終的評分與評級結合媒體觀察的持續

監控結果進行彙整。

2. 評估流程

(1)初步評估

每年年初，恒生指數有限公司(恒生指

數公司)會將符合資格進行年度評級與

研究的候選上市公司名冊通知香港品

質保證局。然後，香港品質保證局的

評估小組會通過各種管道進行公開資

料的研究，這些管道包括：公司的公

開網站、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或永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及從媒體和其

他管道獲取的有關公司的新聞。

(2)來自公司的回饋

初步評估完成後，香港品質保證局會

將預先填寫的調查問卷發回各個公司

審核、提出意見和/或確認。如果公司

在建議的截止日期之前對初步評估結

果有任何補充意見，應向香港品質保

證局提供實質性的資訊和佐證資料。

公司的授權人員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提

交資訊和補充資料，或將其上傳至指

定平台。

(3)評分與評級的彙編

香港品質保證局根據初步評估結果、

公司回饋(如有)、當責性評級、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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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風險評級和媒體觀察的評級得出

最終結果。每一年，經過香港品質保

證局評分與評級委員會審核後，含有

最終評分和評級的可持續發展評級年

度報告將提交給恒生指數，以供考慮

納入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

列」成分股公司。

(4)彙總報告和個別可持續發展表現報告

香港品質保證局每年都會編製彙總報

告，回顧受評估公司的整體永續發展

表現。調查問卷受訪人還會收到一份

免費的單頁報告，提供該公司的評分

和評級以及其他研究基準資料供其參

考。香港品質保證局會為個別受評估

公司製作可持續發展表現報告，供其

詳細瞭解其在永續發展表現方面的優

缺點，以進行持續改進。該報告包括

對每個核心指標及其實務的表現，以

及從彙報資料所展示的管理體系表現

而進行的永續發展的評分和詳細分

析。

公司治理指數

2015年9月於土耳其舉辦之G20(Group 
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會議，20國財政部長

通過新G20/OECD(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公司治理原則，用以增進市場信心與誠信經

營，並將提升金融市場之運作，顯見世界各

國對公司治理的重視。G20/OECD公司治

圖4-2 2015年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各行業比重(資料截至2015年8月31日)

資料來源：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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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在股東權利、高階主管薪酬、財務揭

露、機構投資者行為，以及股票市場應如何

運作等方面向國家決策者提供建議。健全之

公司治理被視為促進資本市場融資和投資的

重要因素，係推動長期經濟成長之關鍵，自

1999年OECD制定公司治理原則以來，該

原則已成為全球各國政府和監理機關之參考

標準，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更將該原則作為金融體系健全

之關鍵標準。為致力於公司治理的提升，亞

洲各國陸續推出公司治理指數，台灣亦不

落人後，於2015年6月推出「臺灣公司治理

100指數」，本文茲將列舉南韓、土耳其、

中國與新加坡等亞洲國家所推出之公司治理

指數、簡介各國指數之內容及應用並指出其

異同。

南韓公司治理指數(Korea  Corpo ra te 
Governance Stock Price Index, KOGI)

由南韓證券交易所(Korea Exchange, 
KRX)於2003年推出之公司治理指數，係委

由南韓公司治理服務機構(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ervices, KCGS) 每年針對於

所有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rea Composite 
Stock Pr ice  Index,  KOSPI)之公司與

KOSDAQ科技指數前100大公司最近三個

月平均交易量在前40%的上市公司自動納入

評鑑，並選出其中公司治理最佳之50家公

司。評鑑中共有95個基準，結合了OECD公

司治理原則與南韓之治理規範，相關上市公

司之公司治理法規包括「金融投資服務與資

本市場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與「公司治理典範

守則(Code of Best Practic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南韓公司治理服務機構依

據公開揭露資訊衡量評估，將上市公司區分

為A+、A、B+、B、C等級，給分為B+以

上的前50名上市公司則會入選為該指數。

土耳其公司治理指數(BIS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XKURY)

由土耳其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Borsa 
Istanbul Stock Exchange, BIST)於2007年
推出之公司治理指數，係依照土耳其資

本市場委員會(Capital Markets Board of 
Turkey, CMB)根據OECD公司治理原則訂

定之公司治理守則(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為基準。公司治理評鑑由資本市

場委員會所認可之評鑑機構每年依據公開

資訊或向公司取得之額外資訊評估上市公

司遵循公司治理守則之情形。該指數依據

股東權利、利害關係人揭露與董事會等類

別評鑑。所有適用公司治理守則之上市公

司均包含於公司治理指數母體中，目的在

於衡量公司治理評鑑總得分為7至10分、且

各類別至少為6.5分之上市公司的股價與報

酬績效(密切監督名單公司市場股(Watchlist 
Companies Market)與C股(List C)除外。

完整評鑑報告將會公告於土耳其公司治

理協會(Turkish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網站，各公司亦會於公開揭

露平台(Public Disclosure Platform)公告

其評鑑。第一年(2007)有七家上市公司入

選公司治理指數，2015年則有50家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應遵循之公司治理法規包括

商業法(Commercial Code)與公司治理守則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土耳

其資本市場委員會要求上市公司以「遵循

或解釋」(comply or explain)之方式與年報

一同出具「公司治理遵循報告」(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liance Report)。

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指數 ( S S 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 45 —

簡稱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是以上證公司

治理板塊的股票作為樣本股編製而成的指

數。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於2008年推出，目

的係為鼓勵和促進上市公司進一步改善公

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的整體品質。每年5
到6月份，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依據「上市公

司治理準則」與上市公司自評20題治理問

題進行重新評選，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

證券交易所共同出資成立之中證指數有限公

司根據重新評選結果於7月初對上證公司治

理指數樣本進行調整。當上證公司治理板塊

股票有特殊事件發生，以致出現不符合公司

治理板塊申報條件，則將從公司治理板塊中

予以剔除，上證公司治理指數同時進行相應

調整。首年(2008年)有199家成分股入選上

證公司治理指數，截至2015年8月，成分股

則有317家上市公司。另一「上證180公司

治理指數(SSE 180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係從「上證180指數」與「上證

公司治理指數」兩者樣本股中挑選有交集的

前100家規模大、流動性好的股票組成樣本

股，若該交集股票數量不到100家，則在上

證公司治理指數樣本股中選擇排名最高的非

交集股票補足，以反映上證180指數中治理

狀況良好公司股票的走勢，同時為投資者提

供新的投資標的。

新加坡治理與透明度指數(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GTI)

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Business 
Schoo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治理、機構與組織中心 ( C e n t r e  f o 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新加坡

商業時報(The Business Times, BT)與新加

坡投資管理協會(Investmen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聯合發布之治理

與透明度指數，係自2009年起配合新加坡

公司治理守則(參考OECD公司治理原則訂

定)、評估並為新加坡上市公司之公司治理

情形排名之指數。該指數分為兩大部分：

治理與透明度(包含投資者關係)，而治理

又區分為董事會(Board Matters)、薪酬

(Remuneration Matters)、及當責性與稽核

(Accountability and Audit)三項類別，透明

度部分則著重於公司如何與股東溝通。另該

指數亦有其獎勵和懲罰機制，若公司治理優

於法規要求則可加分，若有公司治理負面事

件則會扣分。該指數係評估公司治理之實

踐與財務結果之即時性、可評估性與透明

度，依據四個面向評鑑：(1)董事會 (2)薪
酬 (3)當責性與稽核 (4)透明度與投資者關

係，加總以上分數後按照分數高低依序排

名，並完成該指數，首年(2009)有676家公

司、2015年總共有644家公司接受評鑑。主

要評鑑來源為公司年報與其網站、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之公告、新聞媒體，或連絡公司提

供未公開資訊。

下頁表將亞洲四國的公司治理指數作一

比較

小結

建立公司治理指數之影響層面

1. 公司治理指數成長，並吸引橫跨多種指數

類型之企業

土耳其證交所與中國上證所之公司治理

指數強勁成長，顯示相較於僅遵循市場要

求，企業看見採用更嚴格之公司治理要求的

價值。

2.公司治理指數有益於研究並作為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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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缺乏實務資訊，被選入公司治

理指數之公司可作為投資者選擇股票之起始

標的。更重要的是，透過引入市場導向的新

指數之要求、以提高對公司治理之標準，可

對公司治理實務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並能另

闢蹊徑以吸引外資。

3. 部分指數超越整體市場，多數指數則反映

大盤

公司治理指數緊密跟隨該市場之主要指

標指數，顯示主要指數與公司治理指數間之

成分股大多重疊；亦顯示多數國家缺乏深厚

的資本市場，均由少數績優股(blue chip)的
企業推動市場，而這些績優股則因大多具有

良好的公司治理實務，故自然入選為公司治

理指數的成分股。(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副營運長暨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服務召

集人 梁益彰 執業會計師)

指數名稱

南 韓 公 司 治 理 指
數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tock Price 
Index, KOGI)

土耳其公司治理指
數 (BIS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XKURY)

上海證券交易所公
司治理指數  ( S S 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000019)

新加坡治理與透明度
指數 (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GTI)

評估方式
機構自動評估上市公
司

上市公司自願申請 上市公司自願申請
機構自動評估上市公
司

入選名額 最佳50家上市公司 所有符合資格之上市
公司

所有符合資格之上市
公司

對所有上市公司排名

指數名稱

南 韓 公 司 治 理 指
數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tock Price 
Index, KOGI)

土耳其公司治理指
數 (BIS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XKURY)

上海證券交易所公
司治理指數  ( S S 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000019)

新加坡治理與透明度
指數 (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GTI)

市場基準
過去三個月平均交易
量為前40%之上市公司 無 無 無

評鑑單位

南韓公司治理服務機
構(Korea  Corpora te 
Governance Services, 
KCGS)

土耳其資本市場委
員會(Capital Markets 
B o a r d  o f  Tu r k e y, 
CMB)認可之評鑑機
構

上海證券交易所、中
證指數有限公司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
院治理、機構與組織
中心

評鑑流程
公開資訊與機構之研
究

公開資訊與機構之研
究

公司自評與上海證券
交易所之研究

公司自評與新加坡國
立大學商學院治理、
機構與組織中心之研
究

評鑑基準 95項治理基準 土耳其公司治理守則 20題自評治理問題 四個面向自評問題

入選門檻 得分B+以上 總分10分，得分至少
為7分 未揭露 無

指數基準
南韓公司治理服務機
構網站

土耳其公司治理守則 自評問題 自評問題

主管機關
南韓證券交易所指數
委員會  (KRX Index 
Committee)

土耳其伊斯坦堡證券
交易所(Borsa Istanbul 
Stock Exchange, BIST)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與
指數專家委員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
院治理、機構與組織
中心

遵循監督頻率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指數起始年度 2003 2007 2008 2009
2009年原始家數 50 7 199 677
截至2015年9月家數 50 50 317 644

亞洲四國的公司治理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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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社會責任投資指數，http://www.tpex.
org.tw/storage/governance/%E7%A4%BE
%E6%9C%83%E8%B2%AC%E4%BB%B
B%E6%8A%95%E8%B3%87%E6%8C%8
7%E6%95%B8.doc，中華民國104年9月24
號查閱。

‧許家偉，(2012)，國內推動道瓊

永續性指數(DJSI)現況與企業因應之道

OECD，證券櫃檯月刊160期，頁38-46。
‧ F T S E 4 G o o d  I n d e x  S e r i e s . 

http://www.ftse.com/products/indices/
FTSE4Good.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N A S D A Q  O M X  C R D  G l o b a l 
Sustainability (QCRD). https://indexes.
nasdaqomx.com/Index/Overview/QCRD.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N A S D A Q  O M X  C R D  G l o b a l 
Sustainability IndexSM Methodology. 
https:// indexes.nasdaqomx.com/docs/
methodology_QCRD.pdf.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CRD Analytics SmartViewTM. 
http://www.crdanalytics.com/smartview.php.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Hang Se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dex Series. http://www.hsi.com.hk/HSI-
Net/HSI-Net .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HKQAA Sustainability Rat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 https://srr.hkqaa.org/
index.php?s=/Index/index/l/english.html.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New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promote trust 
and improve functioning of financial 
markets. http://www.oecd.org/corporate/
new-g20oecd-principles-of-corporate-
governance-wi l l -promote- t rus t -and-
improve-functioning-of-financial-markets.
htm.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The World Bank. (2013).Raising the 
Bar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 Study of 
Eight Stock Exchange Indices. Washington, 
DC: Author

‧KRX indices. https://eindex.krx.
co.kr/index.jsp.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BORSA ISTANBU. http://www.
borsa i s t anbu l . com/en / .  a s 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 P U B L I C  D I S C L O S U R E 
P L AT F O R M .  h t t p : / / w w w. k a p . g o v.
t r / en / compan ie s / t r aded -compan ie s /
i n d i c e s . a s p x # B I S T  C O R P O R AT E 
GOVERNANCE|8.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http://english.sse.com.cn/.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Centre fo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http://bschool.nus.edu/
CGIO.aspx . assessed 23 Sept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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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型投資(SRI)的國際發展

近年來各國主管機關倡導公司應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然而，CSR僅

憑藉公司自發性採行或法規強制要求，而市

場缺乏具公信力的指標來評價公司之社會責

任的良窳程度，則無法有效透過市場力量促

進所有公司增強其企業社會責任。事實上，

國際組織與歐美各國早已陸續推出明確規

範與指標，推動「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

台灣於2015年六月下旬，由證交所及

櫃買中心發布「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和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60」，評鑑內容包含

企業社會責任、利害關係人表現，希望能引

導投資人投資公司治理優異的企業，並帶動

其他上市櫃企業強化公司治理。透過提升投

資人對公司治理、永續經營議題的關注，進

而推動台灣資本市場社會責任投資的發展。

本文主要介紹SRI之國際發展歷程與分析重

要SRI指數的績效。

國際社會責任投資發展歷程

「社會責任投資」起源

「社會責任投資」為一強調永續經濟發

展而產生的名詞，亦被稱為永續性投資。倡

導於投資決策時，不應只重視當下收益，必

須結合多方考量，包含：社會正義性、環境

永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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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投資」概念最早源起於17
世紀貴格(Quakers)教派，他們在選擇投資

目標時，會排除武器製造公司；到了1920
年代，英國衛理教派開創了退休基金，並且

表示這筆資金將不會投資於賭博、菸草、酒

類及與武器相關等事業，意即避免投資從事

不道德商業行為的公司。而1960年代，開

始有人試圖利用推廣「社會責任投資」來影

響企業，並提醒投資人重視環保、和平及永

續發展等道德議題，當時歐美環保及反戰

意識興起，因此在美國透過投資限制的方

式來抵制越戰。最早的一支SRI基金是1965
年在瑞典發行(以倫理基金為名)，1970年
代後各國開始發展具有此概念的基金，美

國在1971年由Pax公司發行世界基金(World 
Fund)，主張不應該投資提供越戰武器相

關產品來獲利的公司，英國的首支倫理基

金則是1984年發行的Friends Provident's 
Stewardship Trust，而後歐洲各國陸續跟

進。(註1)

國際社會責任投資發展近況

2013年全球永續性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ssociation，簡

稱GSIA)發布第一篇全球永續性投資調

查報告，根據2015年報告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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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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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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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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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SRI規模佔比依序為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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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表1　 SRI相關資產占該地區總管理資產百
分比

年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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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2015).

表2　各區域SRI總資產規模
(單位：10億美元)

年度國家 2012 2014 成長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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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2015).

若從S R I總資產規模而論(如表2顯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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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規模迅速成長的影響(歐洲、

美國、加拿大)，全球SRI資產規模亦在兩

年內增加8.1兆美元，成長幅度為61%。

從圖1、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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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規模比例呈現

成長趨勢，從2012年的27.6%增長至2014年

圖2　2014年各地區占全球SRI資產規模比圖1　2012年各地區占全球SRI資產規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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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8%，可見這兩年美國越發重視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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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投資指數

具公信力的SRI資訊及明確的指標，有

助於吸引投資人進入該市場，因此部分社

會責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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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3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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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高層皆牽涉於其中，此事件使

TOSHIBA被DJSI-World除名。

(1)DJSI系列指數評比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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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四種國際重點SRI指數
多美林社會指數400

(DSI 400)
道瓊永續性全球指數

(DJSI)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

那斯達克社會指數
(KLD-Nasdaq Social Index)

成立時間 1990年 1999年 2001年 2002年

排除產業
菸草、酒類、賭博、
核能、軍火

菸草、酒類、投機 菸草、軍火、核武、核能 菸草、酒類、賭博、軍火、核能

篩選準則
社會面
環境面

社會面
環境面
經濟面

社會面
環境面
人權

社會面
環境面

資料來源：楊政學，企業倫理：倫理教育與社會責任，全華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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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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該公司各評分項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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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項的分

數占比如表4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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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列出各準則的給分

標準。企業於於細項準則獲得的分數乘以配

分比重，再將三大層面分數加總，即為該企

業的永續性分數，DJSI再根據這些分數選

出表現較佳的企業作為DJSI成分股。

表4　DJSI三類評分項目占比
經濟 環境 社會

一般企業 27% 38% 35%
銀行業 38% 24% 38%
電力事業 30% 35% 35%
製藥產業 40% 10% 50%
資料來源："Measuring Intangibles",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2)DJSI績效表現

投資人支持企業應考量社會責任投資程

度，亦受到SRI對企業的獲利能力的影響。

批評者認為公司會因為兼顧社會責任而錯失

獲利機會，降低營運績效；贊成方則表示社

會責任投資在經濟強勢時，可能受投資領域

限制，報酬率稍低於其他非社會責任投資企

業，然而，若從永續經營的觀點而論，肩負

社會責任投資的企業能有較穩定長遠的發

展，且在總體環境發生問題時，能有較佳的

調適能力，降低外來因素造成的損失。

本文特以道瓊指數(DJIA)與道瓊永續

性指數─美國(DJSIUS)進行比較，期間從

表6　標準化後DJIA與DJSIUS基本統計量
期間(年) 指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1/4位數 3/4位數

1999-2015
DJIA 1.072 0.231 1.001 0.599 1.674 0.932 1.178

DJSIUS 1.083 0.281 1.017 0.567 1.850 0.908 1.171

表5　DJSI三大類別評分細項

經濟層面

行為規範/承諾/貪污與賄賂

公司治理

消費者關係管理

投資者關係

風險與危機管理

策略規劃

其他依產業特性項目

環境層面

環境政策與管理

環境績效

環境報告書

其他依產業特性項目

社會層面

企業公民與關懷

利害關係人參與

勞工規範指標

人力資本發展

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

社會報告書

人才招募與留存

其他依產業特性項目

資料來源： "Measuring Intangibles",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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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至2015年8月分析美國地區符合

社會責任投資條件的企業與一般企業的績效

表現。由於DJIA與DJSIUS基準值不同，為

求方便比較，本文將兩指數標準化，分別除

以該指數於研究期間第一天的值，意即標準

化後的數據為研究期間第一天數值的倍數。

從上頁表6可看出，DJSIUS平均數皆稍

大於DJIA，為近一步檢驗DJSIUS與DJIA
績效差異，本文採用平均差異檢定，結果發

現DJSIUS績效表現的確顯著優於DJIA(如

表7所示)。然而，本文卻發現DJSIUS的標

準差比DJIA來的大，且DJSIUS在研究期間

的最小值亦比DJIA小，顯示當整體環境處

於較差的時期時，考量社會責任投資的企業

績效表現差於一般企業。此結果某種程度違

反市場認為具社會責任投資條件的企業應有

較佳的穩定性的論點。

不過，本文亦發現2013年後，如圖3顯

示DJSIUS的績效表現皆明顯較DIJA來的

高。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歸因於與前一節

結果一致，近幾年美國對於社會責任投資

更加重視，亦推出更多超越法規的企業社

會責任條件。從美國投資管理公司發布的

2013年度責任投資年度報告(Responsible 
Investment Annual Review)可見，投資人對

將環境(E)、社會(S)及治理(G)相關因素納

入投資決策於2013年呈現上升趨勢，而客

戶對投資組合中ESG風險的監督與評估要求

也逐漸增加。(註3)

綜合以上所述，在1999年到2012年美

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US)的績效並沒有

優於道瓊指數(DJIA)，原因可歸咎於企業

責任投資標準較為鬆散，未能有效選出社會

責任投資企業，亦無法督促入選企業再加強

其責任投資效率，才使得該指標流為形式。

當近年美國更重視社會責任投資議題，並提

出更完善的定義與衡量標準，企業才有個更

明確的指標去改善內部公司治理以及對外環

境關懷與社會投資，進而真正有效發揮社會

責任投資的概念，獲得投資者的信賴與資金

支持。

表7　DJIA與DJSI平均差異檢定結果
期間 指數名稱 平均數 T值 P-value

1999-
2015

DJIA 1.072
-10.742 0.000

DJSI 1.083

圖3　1999年9月至2015年8月DJIA與DJSIUS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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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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環境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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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TSE4Good系列指數評比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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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2005年與2006年導入反賄賂準則，期

篩選過程，如圖4所示。

FTSE4Good指數成份股的企業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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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構面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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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須符合各構面的細項標準方可入選

FTSE4Good成分股。以環境、社會及利害

相關者為例，評鑑標準如表8所示。(註4)

(2)FTSE4Good(Global)績效表現

本文採用一般企業所組成的F T S E -
G l o b a l與具社會責任投資企業組成的

FTSE4Good-Global(FTSE4G100)來比

較分析，研究期間為2000年1月到2015年
8月；結果發現，FTSEGL績效表現平均

數皆高於FT4G100。本研究進一步採用

平均差檢定法檢驗此兩指數績效的顯著差

異性，結果如表10所示，FTSEGL績效顯

著優於FT4G100。從圖5(第8頁)亦可看

出標準化後的FTSEGL指數一直呈現高於

FTSE4G100的狀態。

結論

本文認為造成DJSI績效優於一般產業

指數DJIA、而FTSE4Good則反之的主因有

二。首先，本文採用股價指數來評斷該指數

的績效表現，而股價指數反應的是股東對該

指數組成公司的評價，而指數的編制則是以

CSR的績效表現為主，尚涉及其他眾多的利

害關係人。因此，以股價指數來論斷公司的

CSR績效，可能會得到不一致的結果。

再者，兩系列指數評分項目有部分差

異，相較於FTSE4Good，DJSI在經濟層

面，明確制定出較多與公司治理及營運策略

圖4　FTSE4Good系列指數成分股篩選程序

企業回覆的問卷以
及直接聯繫

FTSE4Goode篩選
標準為基礎評估相

關資訊

FTSE4Good政策
委員會檢視

FTSE4Good的母
體企業

FTSE4Good政策
委員會每半年調整

指數成分股

企業報告書

企業網站資訊

FTSE篩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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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而FTSE4Good的篩選指標則多

著重於對環境、社會、公司營運相關人士的

責任；有可能是FTSE4Good的篩選指標較

為廣泛，因此CSR的績效與股價指數表現產

生不一致的結果。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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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

評估面
環境 社會及利害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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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諾進行監測與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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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公平機會系統的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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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例高於五分之二

提供健康與安全系統的證據，此系統包括以下一個或多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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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統包括以下一個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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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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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員工所得捐助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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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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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績效表現

兩者間的關係，前行政院長陳冲表示有

兩種模式，首先，「Doing good while do 
well.」，意即當公司績效表現好時就會做

些好事  (企業社會責任)，此為公司績效

帶動企業社會責任；再者，「Do well by 
doing good.」，意即公司表現好是因為做

了很多好事(企業社會責任)，此為社會責任

帶動公司績效。然而，「Do well by doing 
good.」有些過於肯定社會責任對公司營運

的貢獻，畢竟公司要先表現好才有能力去做

好事，否則如何說服股東同意公司投入社會

責任事業。而SRI所主張的即是透過較廣泛

的社會責任投資定義，包含對社會、環境、

股東以及公司負起應盡的責任，將企業社會

責任與公司績效列於同等地位，於決策時一

同考量，使其兩者相輔相成。

(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葉銀華)

【註釋】

1. 參考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社會責任投資現

況與趨勢，2012年7月。

資料來源：2014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Global Sustainable 

表9　標準化後FTSEGL與FT4G100基本統計量
期間(年) 指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1/4位數 3/4位數

2000-2015
FTSEGL 0.828 0.167 0.813 0.482 1.175 0.703 0.953

FT4G100 0.690 0.122 0.676 0.355 1.030 0.606 0.791

表10　FTSEGL與FTSE4G100平均差異檢定結果
期間(年) 指數名稱 平均數 T值 P-value

2000-2015
FTSEGL 0.828

89.002 0.000
FT4G100 0.690

圖5　2000年1月至2015年8月FTSE與FTSE4Good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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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Alliance (2015)
2. 參考KPMG，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發展電

子報，2014年4月30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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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何森元，2006年8月29日，從良心投

資到價值創造，證券櫃檯月刊 122期。



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台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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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證券市場概述

台灣證券市場發展史

國民政府自大陸播遷來台後，由於穩定

金融及財政局勢為當時首要之務，於是政府

從1949年開始陸續發行愛國公債，1953年
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以股票搭配實物債

券，作為補償地主之對價。股票及債券與愛

國公債開始於市面上流通，此為光復後證券

交易之開端，台灣初期證券店頭市場雛形應

運而生。

籌設階段

1959年政府為因應當前財經情勢，擬

定「19點財經改革方案」，並於隔年1960
年頒布實施，其中第二點即為籌建證券市

場；經濟部據此成立「建立證券市場研究小

組」，專責研究策劃事宜。同年9月設置證

券管理委員會，隸屬經濟部，起草證券法令

及推動證券市場之建立。

證券交易所成立 
1961年，中央信託局等單位擔任發起

人，正式成立「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推動集中交易市場業務與制度(此階

段政府為發展集中交易市場，乃下令關閉店

頭市場)。1968年，政府公布證券交易法，

使市場有了正式的法令依循，至此台灣證券

市場基本架構儼然成形。

交易所開業初期係以人工結算交割為

主，但到了1988年，所有股票交易納入電

腦輔助撮合作業，人工專櫃撮合正式走入

歷史。政府為了簡化交易流程，自1993年
起，上市股票全面納入電腦自動競價交易系

統。

起飛階段

民國70年代，台灣經濟蓬勃發展，隨

著經濟規模日益擴大，投入股市的投資人數

也日漸成長。為因應這樣的趨勢，主管機關

在1988年公布「證券商設置標準」，開放

新券商設立，同時放寬證券商得從事經紀及

自營業務，自此，同時從事經紀、自營及承

銷業務的綜合證券商因應而生。

為邁向國際化及自由化，行政院於

1982年核定「引進僑外投資證券計畫」，

1983年陸續頒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開始核准民間設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重建式微的店頭市場

店頭市場原本因為採行集中交易市場制

度設立臺灣證券交易所而停擺，財政部為增

加中小企業籌資管道及擴大資本市場規模，

1994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藉由上櫃公司的增加擴大

股市之規模。自此，我國證券交易市場最後

一塊拼圖儼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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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時其他未上市櫃股票交易，大都

是透過民間盤商仲介，但因為發行公司財務

及業務資訊不夠透明即時，常發生交易弊

端，損及無辜投資大眾之權益。於是財政部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指示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研議未上市櫃股票交易制度方案，並於

2002年正式交易，此即為目前所稱的「興

櫃股票」。

推動IFRSs，與國際接軌
鑒於國內企業與國際間商業交易日趨頻

繁，採用IFRSs不僅能快速與全球金融體系

接軌，更能提升我國資本市場與國際型企業

競爭力，降低國內企業海外經營成本。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09年發布新聞

稿，提出我國企業採用IFRSs推動架構。

自2013年起，上市、上櫃、興櫃公司

及金管會主管主要金融業，已依IFRSs編製

財務報表。至於非上市上櫃或興櫃之公開發

行公司、信用合作社及信用卡公司，則自

2015年起依IFRSs編製財務報表，我國證券

市場發展更臻健全。

台灣經濟產業變遷

台灣是海島型國家，從事出口、賺取外

匯，是促進島內經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不

過，早期台灣是傳統農業社會，農產品與各

國進行經貿往來視為常態，也是奠定台灣產

業發展初期的基石。

戰後產業結構改變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農產品無法再依

照以往的貿易條件大量輸往日本；在此情況

下，出口貿易惡化狀況造成臺灣人民實質所

得下降。政府被迫進行一連串的改革措施，

由出口擴張政策取代保護國內市場的進口替

代政策。在政府刻意營造有利出口的環境

下，廠商自然被引導，生產在國際上具競爭

力的產品，進而增加工業產品大量出口，造

成台灣產業結構另波變遷。

而許多創業者可藉由有限的自有資金及

外來籌資即可投入出口產業，因此造就數量

可觀的中小企業，加速中產階級的形成，也

快速累積台灣外匯存底。

民國70年代產業轉型
民國4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台灣產業

急速工業化，工資與所得亦被帶動上升，可

說是台灣經濟發展黃金時期。但出口急速擴

張與外匯存底的快速累積，相對產生副作

用，包括新台幣兩年內升值四成、進口的自

由化、勞工權益及環保意識抬頭、泡沫經濟

的盛行等等。

此時產業結構亦有明顯變化，台幣升值

與進口自由化，造就人民財富增加，購買力

大幅提升；這也提供人民反思重視服務品質

的重要性，台灣服務業隨即快速發展，產生

服務業勞工的大量需求。勞資糾紛與環保議

題，及過多游資助長投機活動而形成經濟泡

沫現象，導致財富分配不均，勞工工作意願

降低，廠商經營環境面臨困境。種種因素，

迫使勞力密集產業不得不進行轉型。

近年來產業發展

上述調整壓力，一方面導引製造業生產

在國際間具比較利益的產品，政府透過設立

新竹科學園區，將我國產業型態提升至高科

技產業階段，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例如台

灣經濟發展主力的電子資訊產業，有台灣自

創品牌資訊產品，如華碩、宏碁等，及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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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的代工廠商。另一方面製造業占比也

因服務業發展而下降，此乃反應國民平均所

得提高後，人民一般基本生活需求多已得到

滿足，一些原由家計單位自給自足的服務轉

由向市場提供。再者，隨著分工更細緻、種

類多樣化，市場對服務業者需求更為增加，

因而服務業比重進一步上升。

因應產業變遷及市場潮流之法
令變革

台灣產業從以工業為主力到服務業逐漸

增加比重的過程中，已從過去追求獲利，逐

漸跨入獲利與生活品質兼顧的時代。國人心

目中成功的企業，已不再是單純EPS(每股

純益)考量，而是檢視企業對社會是否作出

同等回饋，若為追求獲利犧牲大眾權益，這

個印象將深刻烙印在人民心中，要扭轉形象

付出的成本，甚至超過獲利，甚至阻斷上市

櫃之路。

台灣證券主管機關順應市場趨勢，從審

查申請上市櫃公司勞資及汙染事項，規定揭

露重大訊息，期許企業主動揭露各項資訊，

在交易、資訊、監理等法令層面，呼應企

業應對「環境永續發展」(Environment)、
「維護社會公益」(Social)及「落實公司治

理」(Governance)擔負的責任。

加強審查申請上市櫃公司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在其主管申請有價證

券上市櫃審查準則中有關企業社會責任規定

如下：

1. 將「食品安全」及「電子投票方式」列為

申請公司應符合條件

2014年增訂申請上市櫃應符合條件如

下：

‧ 上市類別為食品工業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50%以上之發

行公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 應設置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

‧ 將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委外辦

理檢驗者，送交經衛生福利部、財團

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或衛生福利部委

託之機構認證或認可之實驗室或檢驗

機構檢驗；

‧ 洽獨立專家就其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檢驗周期、檢驗項目等出具合理性意

見書。

‧ 所有2016年1月1日後掛牌上市及上櫃公

司，均須於章程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

權行使管道之一。

2. 「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環境汙染」足以影

響公司財務業務者，不宜上市櫃

若公司發生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環境汙

染，尚未改善者，得不同意其上市櫃。重大

勞資糾紛著重在勞資爭議、退休金提列、安

全衛生法及積欠勞保費等情事；重大環境汙

染則以各項汙染、公害糾紛、廢棄物處理、

製造加工等法令遵循為審查重點。

推動公司治理

金管會在2013年底發布「2013強化我

國公司治理藍圖」，並發布公開發行公司設

置「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擴大

「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如下：

1.證券交易法於2006年新增公開發行公

司應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的規定，後續並發布遵行辦法，依據2013
年12月31日金管會最新發布函令規定，所



— 62 —

有上市櫃公司最晚在2017年設置「獨立董

事」；資本額20億以上上市櫃公司最晚將

於2019年設置「審計委員會」。

2.公司法2015年新增股東會採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2012年增訂證券主管機關應

視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

況，命其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依據2014年11月金管會發布函令規

定，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20億元以上，且

前次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1
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已採行電子投票。

另外，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所有

2016年1月1日後掛牌上市及上櫃公司，均

須於章程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

道之一。

強化資訊公開

1.強制發布重大訊息

上市櫃公司若發生災難、集體抗議、罷

工、環境汙染或其他重大情事，致造成公司

重大損害，或經有關機關命令停工、停業、

歇業、廢止或撤銷汙染相關許可證，或單

一事件罰鍰金額累計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者，應發布重大訊息。公開發行公司則評估

是否影響公司繼續營運，決定是否公告。

2. 強制股東會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相關資

訊

(1)環保支出資訊：各項許可證之申領

情形、環保人員設置情形、環境汙染情形及

環保支出等資訊。

(2)勞資關係：列示各項員工福利措

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

勞資間之協議、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及因

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等。

(3)公司治理情形：上市(櫃)公司應揭

露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

與董事會運作情形、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誠信

經營情形、治理守則等，還需揭露履行社會

責任情形。

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金管會2014年修正內部控制制度處理

準則，要求公開發行公司須將供應商／代工

廠商管理、環境安全及職業安全、製程安全

控管、成品品質管制、下腳及廢棄物管理、

產品成分標示、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等相關

控管事項列入內部控制制度。

要求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臺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民國99年發布

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以落實

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作為企業實踐

社會責任原則。民國103年發布「上市(櫃)

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

法」，要求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規定如下：

(一) 下述公司應於每年6月30日前，申報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最近一會計年度終了，依據「上市／

上櫃公司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點」

規定屬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及金融保

險業者；

‧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檢送之

最近一會計年度合併/個別(無子公司

者)財務報告，餐飲收入占總營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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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50%以上之特定公司及股本達新

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含

第一上市／櫃)。

(二) 下列情況得延至12月31日完成申報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首次編製；

‧ 首次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之指

南(且該指南須為GRI G4版本)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

‧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會計師出具意

見書者。

(三) 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總營收比率達

50%以上之特定公司，其編製及申報之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應取得會計

師出具之意見書，其他公司之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得自願取得第三方確認、確

信或保證。

(四) 會計師應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

確信準則公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

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執行確

信服務。

2015年10月，臺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更進一步將股本50億元以上未達100億元之

上市櫃公司，納入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之範圍，並自2017年起，申報前一年度

(2016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年度決算

有累積虧損者，得自2019年適用。

鼓勵公司主動做對的事

為鼓勵公司自發性回歸道德、誠信、治

理及對社會之責任，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自2002年起，陸續發布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道德行為準則

參考範例、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誠信經

營守則等最佳實務。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自2010年起，陸續推出「臺灣就業99指
數」、「臺灣高薪100指數」、「臺灣公司

治理100指數」、「薪酬指數」、「勞工就

業88指數」、「公司治理指數」等指數，

鼓勵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2014年舉辦第一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

其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為單獨之評鑑類

別，配分為15%。第二屆該類別配分提高至

18%，顯示主管機關重視程度。

除了前述說明外，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以身作則於2015年提出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提出其他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之規範、宣導及措施，期望

國內企業社會責任能與國際潮流一致，促進

證券市場資訊透明化及強化公司競爭力，期

能引領企業為永續經營努力。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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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與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C o r p o r a t e  S o c i a l 
Responsibility, CSR)的概念於當今已廣為

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企業及社會大眾所接

受，企業社會責任也是近年來西方社會對企

業要求的一股重要力量，並已融入了西方國

家的企業文化及企業實際運作當中。

在台灣，本國《公司法》第1條便開宗

明義地寫道：「本法所謂公司，謂以營利為

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

人。」可見「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仍是每

一企業首應追求的要務。

但「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並不代表

企業唯一的責任就是增加利潤，策略大師麥

可·波特曾言：「一個成功的社會與一個成

功的企業是同時並進的」，說明企業經營無

法獨立置身於社會變遷之外，必須與時俱進

方能成功；換言之，企業在追求股東利益最

大化的目標實現，也須兼顧社會中各利害關

係人的權益，奠基於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

上，追求企業長期的績效表現與營運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在台灣發展已幾近

20年，雖然前有台積電、台達電等大型企

業的典範，可供眾多中小型企業學習，但社

會大眾對企業社會責任卻始終有些迷思，

比方「CSR就是企業的公益慈善事業」、

「企業必須先有良好獲利才行有餘力回饋社

會」，或者「大型企業才有能力做CSR」，

這些觀念，不僅侷限了企業永續策略的格

局，也讓許多中小企業對CSR望之卻步。

儘管過去台灣企業界對於CSR的意涵與

面向，就其具體內容範疇，尚無深入的認識

與瞭解，除非是基於客戶的要求或是較普遍

的認證機制，例如ISO9001，ISO14000或
ISO27000等個別性作為，否則無論是對公

司治理、社會面及環境面，甚至是全面性的

CSR概念與作為，大多沒有較為正確而具體

的認知和體現。

然而，隨著2003年首屆「資訊揭露評

鑑」施行以來，後續又於2010年頒布「上

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014年頒布「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經過多年的鼓勵

與推動，2015年更完成了第一屆「全面性

公司治理評鑑」，CSR的概念在多方勢力的

推動下，近年來逐漸滲透至台灣不同行業別

的企業主心中，不僅遵行法規，甚至積極地

將永續策略化為企業的核心商業策略的一部

分。

回顧台灣多年來推行企業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的驅動力，大抵可分為國際品牌廠對台

灣供應鏈的要求、資本市場主管機關的重視

與規範、民間獎項的鼓勵以及投資人/資本

市場的力量等四大力量，以下將逐項說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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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牌廠對台灣供應鏈的要求

從CSR在台灣的發展歷程觀之，企業願

意擔負社會責任主要的驅動力多來自於企業

的外部壓力，歷來企業所發展出來CSR的具

體規範與作為，幾乎都是企業迫於外界的責

難與要求，為圖因應而消極規劃建制的。

在過去數十年當中，有無以計數的台灣

企業歷經長期的戮力經營，逐漸成長茁壯，

成為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跨國性企業，同

時，因應全球資金、勞動力及市場跨界的移

動，企業主動或被動地走向跨國式布局與經

營。

無論是在台研發生產而外銷他國、為

國際品牌大廠代工製造的ODM、OEM廠，

或前往異國進行投資經營的企業，其生產製

造、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都必然碰觸當地

國的市場、勞工、環境、社區與文化，如何

學習與在地社區及市場共利共存，善盡其企

業對當地國的社會責任，並且善用在地的投

資利基，創造公司的獲利與績效，成為台灣

企業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由於許多反全球化的國際性團體經常針

對國際知名的品牌採取抵制的行動，一些國

際品牌大廠如Nike、Adidas、Sony等為圖

因應，紛紛對其上游供應商進行勞動條件、

環保等項目做定期查核，具體要求其各地的

供應商須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或規範，

並以此作為供應商獲取訂單的要件。台灣企

業對於CSR的認知及瞭解，最早正是因為承

受了這些國際品牌廠的壓力開始推動，舉例

來說，台灣製鞋代工廠寶成工業，在Nike
等品牌大廠要求下，很早就設立CSR專責部

門。

其他案例像是2000年時，全美最大成

衣廠商GAP拿著人權安檢查核協定(Human 
Right Compliance Agreement)，要求其上

游代工廠「台南企業」簽署，明白告知其必

須合於相關規定後才有資格接單；又例如，

台達電在2000年時，就曾收到品牌大廠

Sony、HP、IBM等客戶寄發的調查問卷，

想瞭解該公司在CSR的落實情形。另外，

包括HP、IBM及DELL在內的電腦品牌大

廠，也都曾委託第三方團體(third party)到
台達電公司進行稽核。

因應國際大環境對CSR的要求，進而調

整其供應鏈的議題，對於高科技產業及其他

代工業者來說，絕不陌生。這些企業以往迫

於國外技術統一標準指令，以及國際大廠要

求的壓力，建置相當完善的相關作業規範及

準則，做為管理供應鏈的依據，甚至要求供

應商的下包廠商也需一併遵守。

當今台資企業布局全球，其所面臨之競

爭，已經不再止於業務與財務的事項而已，

CSR乃成為無可迴避的挑戰。不同於經營

本國市場，當台灣企業要走向跨國經營，其

所承受的壓力倍增，不僅要面對反全球化團

體的檢視，更要符合與遵行當地地主國、

社區、消費者及所有客戶日益嚴格之CSR
標準。為了防範未然，台資企業應該化被動

為主動，體認全球情勢與環境的轉變，遂行

CSR的履行，並從觀念的提升為先，如此才

能立於不敗之地，進而強化全面性的競爭能

力，創造擠身國際市場與勝出於同業的利基

與優勢。

舉例來說，主要工業國家高度關注下，

深化了全球企業的環保意識，進而掀起了

綠色浪潮。在「京都議定書」公布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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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2005年8月執行「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

(WEEE)」，2006年7月實施「電機電子設

備產品危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明確

規範輸入歐洲的電機電子設備及產品中，不

能含鉛、鎘、汞、六價鉻、多溴聯苯及多溴

二苯醚等有害物質。

對此，全球最大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台達電，早於2000年成立了重金屬分析實

驗室，開始導入無鉛製程，並於當時就做

到產品符合RoHS指令的要求。在歐盟祭出

WEEE、RoHS規範後，2001年10月，日本

Sony公司一批市值超過2億歐元的「PS2」
遊戲機運抵歐洲，因為被檢測出含鎘量過

高，除了被禁止上市銷售外，更被荷蘭政府

處以約1,700萬歐元的罰金。

也因為這樣的教訓，讓台達電在2002
年，一舉成為Sony公司第一位獲得綠色

夥伴(Green Partner)認證的海外供應商，

Sony並在2005年5月，頒發台達電「最佳品

質及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獎」，肯定台達電

的成就。

然而，在當初導入無鉛焊錫製程時，台

達電內部也曾引起反彈的聲浪，因為導入無

鉛焊錫製程，將使得產品單價變高，很可能

因此影響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但事

實證明，台達電子的無鉛製程反而讓公司接

獲更多的國外客戶的訂單，更由於生產數量

增多，分擔了製程所增加的成本，因而創造

更大的盈餘，正是因企業社會責任投資而增

加商機與獲利的最佳典型案例。

現今的台灣企業，除了面對國際客戶及

品牌大廠日益緊迫的CSR要求，也相繼受到

以ESG整合因子為投資考量的國際性投資機

構檢視，CSR的落實成為每一家跨國性台商

企業無法迴避的挑戰，如此的議題與趨勢乃

是所有台灣企業必須正視且嚴肅面對與因應

的課題。

綜合以觀，台灣企業目前仍以出口導向

及代工業居多，終究會受到終端客戶或國際

大廠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要求，而此一

課題也必然是台灣企業目前及未來生存與發

展策略上至關重要的考量因素，台灣企業的

經營已無法置身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潮流

與壓力之外。

資本市場主管機關的重視與規範

早在 1 9 9 8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部長級會議中，就明白揭示「公司

治理」運作遲遲未步上軌道，乃是亞洲國家

企業無法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更因此發生區域性的金融風暴，從而促使亞

洲國家及其企業開始正視公司治理的議題。

除了亞洲金融風暴之外，2000年到

2001年，台灣經歷本土性小型金融風暴暨

地雷股股災，台灣資本市場主管機關前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稱證期會)/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迫

於台灣內外情勢的壓力，開始向台灣公開發

行公司宣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並責成經營

證券市場與監理上市與上櫃公司的「臺灣證

券交易所」與「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開始對公司治理的意涵、台灣既有的法規與

實際情況、以及如何研擬建立公司治理的環

境及相關機制等進行專案研究。

然而，台灣企業對於環保與社會面的態

度及認知上，當年仍普遍停留於認養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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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慈善捐助的階段，與歐美等先進國家企

業相較仍嫌落後，尤其，部分台灣集團企業

著眼於新興國家廉價勞工與低度環保法規等

誘因，大舉赴海外投資，完全忽略人權、環

境保護及利害關係人等議題，非常容易遭受

國際環保組織及人權團體所指責與追究。

目前台灣對於CSR精神與法令規定，

散見於〈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

〈兩性工作平等法〉、〈消費者保護法〉、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公平交易

法〉與相關環保法規中，尚無統一的管理與

推行單位，以下就個別公部門間接或直接推

動CSR之概況分述如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與中小企業處

2002年1月1日，台灣正式成為世界貿

易組織(WTO)的會員國之一，為協助台灣

企業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自2002年開始積極協助台灣廠商導入CSR
為導向的經營策略，期盼台商企業不管是在

台灣經營或海外投資，都能對當地經濟、環

境及社會發展做出正面貢獻，實際推動的措

施包括引介國際標準規範、出版專書、建置

網站等。

這些努力，無非是希望藉由長期追蹤及

系統性的專案規劃，讓台灣企業充分瞭解環

境、社會以及公司治理等議題，期使台灣企

業赴海外投資時能有效掌握國際脈動，在獲

利之際也能贏得投資當地國居民的尊重。

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努力下，儘管台

灣不屬於OECD會員，但自發性在台灣推廣

CSR與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之精神與原

則，已獲OECD及國際機構之肯定。如來自

28個國家的47個非政府組織(NGOs)所組成

專門推動企業擔當及監督投資委員會運作的

國際NGOs網絡OECD Watch，在2005年9
月出版之「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及國家

聯絡點執行五年檢討報告」中，便讚掦台灣

為非遵行國家但在透明性及可接近性方面之

表現超越日本，並以虛擬(shadow)NCP稱
呼台灣。

此外，由於中小企業為台灣經濟發展成

長的基石，當台灣中小企業面臨了包括區域

及雙邊經貿結盟、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實

施、綠色環保世界潮流、新興經濟勢力崛起

及全球產業競爭形態與規則重新改寫等眾多

挑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也著手協助台灣廠

商克服挑戰。

在「 2 0 0 5 年全國中小企業發展會

議」，特別將「發揮企業道德，善盡企業責

任」納入討論主題之一，會議結論如下：

(1)、宣導及協助中小企業健全財務制度及

內部控制的觀念，降低財務風險，避免及防

止無預警倒閉或歇業，以提高中小企業財務

資訊可信度。(2)、加強企業倫理教育，鼓

勵及協助中小企業建立公共安全及消費者保

護的企業文化，並將企業社會責任(CSR)

納為對中小企業表揚、輔導之評估指標。

(3)、強化對中小企業各類志工(創業顧問

師、榮指員、法律顧問、e化顧問、財務顧

問等)之招募、篩選、管理與考核制度，推

廣中小企業志工服務倫理觀念，同時將事業

經營有成之銀髮族納入志工群，以發揮志工

服務能量與綜效。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檯買賣中心

2000年至2001年前後，台灣經歷亞洲

金融風暴與本土性小型金融風暴暨地雷股股

災，台灣資本市場主管機關金管會(前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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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會)開始向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宣導公司治

理的重要性，並責成經營證券市場與監理上

市與上櫃公司的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協助上

市上櫃公司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

首先，於2002年2月，證交所以及櫃買

中心分別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

則」，針對初次申請上市上櫃的企業，設置

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席次、資格條件與獨立

性等訂定具體的審查條件標準規定，要求初

次上市上櫃公司應行設置二位獨立董事及一

位獨立監察人。並於同年，制定公告「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相關參考範例，

將其定位為軟性的道德勸說性規範，導引上

市櫃公司主動予以內化為其內部治理的機

制。

為使公司治理機制有其強制性，資本市

場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積極爭取將「公司治

理」提升為國家級的政府政策，經過不斷努

力，2002年11月21日行政院「當前重大財

經情勢會報第五次會議」指示成立「改革

公司治理專案小組」，並於2003年11月12
日頒布「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

案」。

在此同時，證券主管機關接受證交所與

櫃買中心之建議，認為公司治理機制建制應

循法制化始易達成，爰於〈證券交易法〉中

增訂公司治理的配套規定(包括引進獨立董

事制度、審計委員會制度並強化董事會職

能、結構與運作等)，於2005年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並於2006年1月11日由總統公布實

施。

由於公司治理僅為企業社會責任其中一

環，早從2006年開始，櫃買中心即陸續透

過《證券櫃檯》、《永續產業發展》專業期

刊相關主題報導，並藉由諸多場合不斷倡議

企業社會責任，希望協助上市上櫃公司在擴

張業績時也兼顧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面

向之永續經營。2009年，證交所與櫃買中

心秉承主管機關研議「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參考範例」之指示，但為加速國內

上市上櫃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之進程，櫃買

中心與證交所爰擬逕行研擬上市上櫃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最佳實務準則(Best Practice 
Guidance)之訂定，作為台灣上市上櫃公司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考依據，在獲得主管

機關同意後，乃委外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之專案研究，並於2010年擬定「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報奉金管會

核准後公告實施,其架構及內容業已涵括企

業社會責任所包含環境、社會、治理等面向

之重要原則。

另外，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因鑑於資訊揭

露與透明化的重要性，早自2003年起，每

年以專案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方

式辦理所有上市上櫃公司的「資訊揭露評

鑑」。原則上，每年5月初公布評鑑結果，

區分為「上市公司」、「上櫃公司」兩組

分別公布評鑑結果，自2003年(資料採集為

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舉辦以

來，至今已超過十年時間，不僅有效提升企

業透明度、降低企業籌資成本，也為後續於

2015年舉辦的「全面性公司治理評鑑」做

好前置準備。

除了推動公司治理及CSR，證交所或

櫃買中心也針對公司治理及CSR研擬相關

指數的編製與發布，自2010年開始陸續推

「台灣就業99指數」、「台灣企業經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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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台灣高薪100指數」等指數。同

時，在第一屆全面性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公布

後，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也分別發表「台灣上

市公司治理指數100」、「櫃買公司治理指

數60」。

民間獎項的鼓勵

除了國際品牌廠以及主管機關的壓力，

一股從民間發起、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則是

相關獎項的鼓勵。其中，《天下雜誌》乃是

台灣第一家以第三方機構角度對企業作CSR
調查與評比的媒體，其歷次之調查分述如

下：

(1)2000年10月份《天下雜誌》公布

「二十一世紀新標竿企業」，調查對象為天

下一千大製造業、五百大服務業及兩百大

金融業，選出營業額新台幣100億以上的公

司。當年調查及評比的主要項目包括：「社

會公益活動」、「擔負企業公民責任」、

「社會公益優異企業」、「跨國界的國際營

運能力」、「各行業標竿企業」等。

(2)2004年3月號《天下雜誌》公布了

另一份「台灣公益企業調查」，並製作「回

饋社會，企業盡了多少力？」的專題報導，

調查結論：近90%企業投入公益活動、32%
企業缺乏公益願景及目標、基金會機制仍在

起步、做好事(如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服務)進

步空間還很大。

(3)2006年3月出刊的第343期《天下雜

誌》中，則以「環境保護」、「社會參與」

與「教育文化」三大面向，針對全台3,300
家大型企業及中小企業進行「企業公民調

查」。

繼《天下雜誌》之後，《遠見雜誌》則

是第二家針對台灣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評比的

媒體，其所作評比略述如下：2005年6月號

的《遠見雜誌》，首度採用了「企業社會責

任獎」為評比獎項之名稱，其評選的方式參

考德國CSR研究機構OEKOM的評分權重準

則，分別就「社會績效」、「環境績效」和

「財務資訊揭露」三部分加權計分。藉由這

個獎項的設立，鼓勵業界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所謂成功的企業不僅要對得起股東，更

要對得起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和環

境生態。

投資人/資本市場的力量

如果說，政府法規是推動CSR的外在推

力，那麼投資人的力量就是推動CSR的重

要「拉力」。鑑於全球自然資源消耗情形嚴

重、環保及人權意識等議題日益受到社會重

視的影響，企業與許多團體組織已將企業社

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視為重要的標竿，並認為

賺錢已非企業唯一責任與目標。

事實上，早在19世紀初，當時美國衛

理教派開創退休養老基金時，就明白表示不

將這些資金投資於如經營煙草製造、製酒、

武器製造或販賣、博弈等公眾認為不道德的

業務的公司。在前述觀念的影響下，近年來

在投資界中發展出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投資

(Sustainable & Responsible Investment，以

下簡稱SRI)。

金融機構雖然不像製造業一樣會有造成

重大環境汙染的可能，但並不表示金融業不

能為環保貢獻心力，因為金融機構身為企業

資金的提供者，可影響一般企業社會與環境

面向的重視與處理的方式，若僅就獲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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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進行貸款之評分標準，所貸款之企業利

用貸款之資金擴廠生產製造的同時，造成環

境汙染或侵害勞工權益等情事，金融機構亦

負有責任。

因此，企業對環境影響之評估已成為許

多先進國家金融業者貸款之評量項目之一，

甚至發展出所謂生態貸款(Eco-loans)，亦

即以較為低廉的利率或條件放款給對於環境

保護或資源回收工作執行較佳之企業，對於

環境保護成效較好的企業可取得較佳的資金

成本。當投資者開始關注企業是否照顧員

工、供應鏈、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權益，用

資本的力量迫使上市櫃公司提高公司治理，

加強資訊揭露透明度，擴大其社會責任，重

視誠信、環境永續等議題，整個資本市場就

會產生一個正向的循環。

目前，台灣尚無真正的SRI指數，但在

2015年4月第一屆全面性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公布後，「台灣上市公司治理指數100」、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60」接連出爐。儘

管，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多著重在公司治理

(G)層面，環境面(E)與社會面(S)的評鑑指

標合起來占整體分數的15％，雖然比重不

高，但應屬初具SRI的雛型。按照主管機關

規劃，第二屆評鑑已經將社會責任與利害關

係人層面指標調高占比到18％，鼓勵公司

在強化公司治理之餘，也能照顧到供應鏈、

員工、顧客、社區、環境等面向。未來，當

全面性公司治理評鑑逐步提升在「環境」、

「社會」面向的評分比重，實質上並將更符

合CSR之評鑑,而後續據以編製的指數更涵

蓋E、S、G範圍，屆時台灣將進入真正的

SRI。

結語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氣逐漸普及，與

產業龍頭、大型企業的率先力行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這些企業領袖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的思維，不是著眼於「有多少資源可以使

用」，而是對本業經營時「回饋社會」深信

不疑的價值觀。

台灣企業面對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發展

績效表現，應該要避免陷入「雞生蛋、蛋生

雞」的無解迴圈，而是從企業尋求永續發展

的策略目標，來檢視企業社會責任對發展的

重要性。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企業社會責

任有不同的挑戰，中小企業面對企業社會責

任，最常見的阻礙，就是不知道該從何著

手。中小企業除了借鏡其他企業作法、思考

創新，最基本的還是要回歸本業的核心能

力，訂出明確的願景與策略，並適度尋求管

理顧問的協助。

台灣的企業基於過去政府產業政策的引

導與許多行政手段的扶植，再加上民間企業

家創業精神的充分發揮，創造了台灣經濟的

奇蹟，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發

展、起飛與成功的過程當中，發揮了充分十

足的靈活與創意，在20世紀打響了台灣企

業的名號，締造了台商公司在全世界多方面

產業鏈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面對21世紀在政治、社會、經濟議題

風馳電掣的變動，各國政府恐再無法為企業

提供強固屏障與發展導引，再加上，國際間

對CSR議題論述與缺失檢討方興未艾，台

灣企業與相關機構團體，更需以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視CSR為台灣與台商企業再次提

升、成就另一次奇蹟的助力，透過宣導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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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讓企業把CSR視為未來競爭的利器。

企業社會責任是未來必然的潮流，也是

通往全球市場必經之路，未來台灣應加強與

相關國際組織合作，積極參與相關活動，不

僅主動遵守國際相關規範，更應積極參與這

些組織規範制定之過程，以期規範之制定結

果能符合台灣公私部門之集體利益。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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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評鑑的推動與社會意義

源起

近年來，鑑於亞洲金融風暴及美國

安隆(Enron)及世界通訊(WorldCom)等

公司財報醜聞造成的廣泛影響，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在國際間受到高度

重視。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提出的「公司治理原則」(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成為各國改革公

司治理依循的依據。大致而言，公司治理是

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企業的機制，以落實企業

經營人的責任，並保障股東的合法權益及兼

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我國自2003年行政院通過「強化公司

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一方面透過逐

步修訂證交法(hard law)把一些公司治理的

措施強制上市櫃公司必須採用，一方面也透

過對民間團體如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的支持，

不斷提供較佳實務範本給有心改善公司治理

的企業參考(soft law)。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每年並舉辦公司治理評量，由企業自願報名

參加。

2007年及2010年，台灣在亞洲公司

治理協會的亞洲地區公司治理調查(CG 
Watch)排名中皆達最佳成績第四名，顯示

政府推動公司治理有相當成效；只可惜到

2012年及2014年又退居第六名，落在香

港、新加坡、日本、泰國和馬來西亞之後。

從分數看來，顯示台灣雖在進步中，但其他

國家也開始重視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且進步

速度超過台灣。而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在台灣

排名的說明中，也特別提到台灣排名落後的

原因在於有關公司治理的政策雖已大幅修

訂，但企業落實程度有待觀察。

亞洲地區公司治理調查排名等同於各國

公司治理競賽，排名落後嚴重影響台灣的聲

譽，也導致全球機構投資人對台灣資本市場

投下不信任票，因此主管機關壓力沉重。加

上近兩年許多食安、公安事件頻傳，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在2013年強勢提出

「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臚列今後五年

台灣推動公司治理的五大具體方針，這五大

方針分別為「形塑公司治理文化」、「促進

股東行動主義」、「提升董事會職能」、

「揭露重要公司治理資訊」及「強化法制作

業」。

五大計畫項下都有具體行動方案及執行

時間表，顯示主管機關推動公司治理使命必

達的決心。其中公司治理評鑑是形塑公司治

理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項。這項評鑑措施要求

所有上市櫃公司都必須強制參加全面性的治

理評鑑，這在公司治理先進國家都是很少見

的，因為公司治理究竟應該由公司基於對自

己有益而主動推動，還是因主管機關要求而

被公司當做是法令遵循，各界一直有不同意

見。為此，金管會說明推動公司治理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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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如下：

1.為協助投資人及公司瞭解公司在治理

方面之實施成效及在整體市場中之位置，利

用市場機制促進公司治理之提升有其必要

性。目前民間公司治理評量採收費制，由企

業自願接受評量，雖推動已有績效，惟仍無

法清楚瞭解企業在整體市場中公司治理之比

較結果。

2.目前證基會已實施十年之資訊揭露評

鑑，其評鑑內容僅限於上市(櫃)公司對於法

令規定及對投資人權益攸關之資訊是否揭

露，尚非針對公司之治理相關事項有無達成

予以評鑑，因此尚須建置一個對公司治理範

疇且係就全體上市(櫃)公司，以不收費方式

評鑑之系統。

3.考量公司治理中心統籌所有民間力

量，並作為政府、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及民間

溝通之橋樑，因此將由公司治理中心辦理公

司治理評鑑，期透過該評鑑，促進企業間之

競爭及對公司治理之重視，進一步形塑我國

公司治理文化。

評鑑方式及內容概要

公司治理中心成立後，公司治理的推動

有專責的執行單位，在政策落實的效果及效

率上比起過去有顯著的改善。公司治理評鑑

由公司治理中心組成評鑑委員會，廣納相

關意見領袖與學者之意見，擬訂評鑑指標

及給分標準。指標項目參考OECD公司治理

原則、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公司評鑑指標、

ASEAN計分卡指標、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誠信經營守則、資訊揭露評鑑指標及公司

法、勞基法等總其成。指標內容涵蓋維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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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五大類。各項指標目的及指標項目如下：

從下表可看出，第一屆及第二屆指標比

重均以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比重最大，兩年度

配分比例都占了33%左右之比重，內容主要

著重在提升董事會的獨立性及實質運作、訂

定及揭露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相關規範、有

效的內控內稽、法規遵循以及功能委員會，

例如薪酬、審計及提名委員會的設置與運作

等。而在「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則

新增許多大眾關切議題，例如為加強上市櫃

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將權重從15%
調高至18%。總計新增11項指標，刪除五項

指標，總指標數從92項增加為98項。

指標按其適用與否，分基本、一般及進

階三類題型(代號分別為A、B、C)A型基本

評鑑五大構面

指標類別 指標目的
第一屆
指標數 

第二屆
指標數

維護股東權益
保護和促進股東權利之行使，股東應有權參與涉及公司重大變化之決
定並為此獲得充分資訊

13 14

平等對待股東 確保所有股東(包括少數股東和外國股東)受到平等對待 14 13 
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強化董事會結構並有效發揮職能 30 33
提升資訊透明度 為確保及時準確地揭露公司所有重要事務之資訊 21 23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為確保公司重視利害關係人權益並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業務核心 14 15
合計 9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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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係全部公司適用。B型一般題係部分公司

不適用，例如受評年度無董事、監察人改選

者，則該類題型即不適用。C型進階題多屬

國際較重視議題，惟目前政策非優先推動，

或考量國內實務運作現況，不宜直接採計是

與否之計分型態者，而係對採行之企業予以

給分，未採行者則不適用。

公司治理評鑑適用對象為全體上市櫃公

司，除有上市櫃未滿一年、變更交易方法之

公司、停止買賣之公司，終止上市櫃之公司

及其他經認為應不予受評之公司外，均列入

評鑑。評分方式採公司自評及證基會評鑑小

組評核雙管齊下。上市櫃公司每年需依指標

進行公司治理自行評核，證基會亦同步評

鑑。公司自行評核部分，以受評公司當年度

(1/1~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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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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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為範圍。而證基會評鑑資訊範圍以受評

公司自評內容、公司當年度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年報與公司網站所揭露的資訊，以及金

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相關監理紀錄為

範圍。兩者分數交叉比對，相異處請公司說

明，並由評鑑委員衡量酌給其他加減分項

目，最後公告評鑑結果。

有關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時程如下：

1. 2013年：完成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

之設置、指標及評分標準之擬訂，及向上

市(櫃)公司宣導，使受評公司瞭解評鑑目

的、評鑑方式、指標及給分方式等。

2. 2014年：公司治理評鑑以2014年整個年

度資料為基礎，陸續完成第一屆各指標之

初評分數。

3. 2015年：第一屆公司治理自行評核於

2015年1月前完成，證基會同步評鑑的部

分則於3月完成並於4月公布最後評鑑結

果排名前20%名單。另外將由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研擬完成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與差異

化管理機制連結之方式，並決定實施之時

程。

4. 2016年：公布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預計公布一半以上之上市櫃公司評鑑結

果)，並就新增之評鑑項目予以宣導。

5.  2017年：公布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原則上公布所有上市櫃公司評鑑結果)。

第一屆評鑑結果彙總如下：

受評公司家數

市場別/項目 總受評家數 前5%  前6%-20%
 上市   798    40    120
 上櫃   595    30     89

五大構面平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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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66.81%  70.76%  81.90% 84.31% 70.24%

平均得分

全體受評公司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平均得分 73.45分  74.23分   72.41分
前5%平均 91.54分  93.84分   88.46分
前20%平均 85.03分  87.40分   81.85分
前6%-20%平均 82.85分  85.25分   79.62分

由2014年公司治理評鑑前後各指標項

目數據分析來看推動公司治理評鑑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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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評鑑的社會意義及效益

公司治理評鑑係為協助投資人及企業瞭

解自身治理的實施成效與在所屬產業的位

置，利用市場機制帶動企業間良性競爭與對

治理的重視。公司治理評鑑結果除了將來為

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之篩選標準之一外，更

有下列的效益：

提升企業形象

第一屆公告前20%名單，第二屆公告前

50%，第三屆全面公告評鑑結果。公司治理

評鑑結果之公布影響投資人與社會大眾對企

業的觀感，良好的評鑑結果有助於籌資、經

營或投資等作業之進行。且為鼓勵表現優良

之公司，以第一屆為例，主辦單位於2015年
6月10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頒獎典禮，

表揚排名前5%之公司(受獎上市、上櫃公司

家數分別為40家及30家)，由金管會、證券交

易所及櫃買中心長官親自頒獎，上台領獎的

各家上市櫃公司董座們都覺得備感榮耀。

藉由評鑑指標的設計及修訂引領公司強化特

定治理議題

檢視公司治理評鑑五大指標，包括維護

股東權益、股東平等對待、董事會結構與運

作、資訊透明度，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五大

構面。

其中第一項維護股東權益，本來就是上

市櫃公司執行公司治理的首要義務。列為評

鑑第一項指標意味著在公司治理實務上，還

是有經營團隊在維護股東權益上存有失衡的

現象，因此增加保障投資大眾權益的指標，

如鼓勵公司於章程規定董事/監察人選舉全面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對股東常會議案採逐案

票決等。而列為公司治理評鑑第二項指標的

平等對待股東，就如同第一項指標，本來也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效益─資訊揭露時效性

指標項目 市場別   2013年  2014年 兩期家數變動

2015年2月前申報2014年年度財報(合併或個別)
上市 22家 47家 25家
上櫃 10家 24家 14家

股東會年報平均於股東會前上傳天數
上市  10.5天 14.38天  3.88天
上櫃  9.12天 12.33天  3.21天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平均於股東會前上傳天數
上市 24.02天  25.70 天  1.68天
上櫃 24.16天  24.83天  0.67天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效益─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指標項目 市場別
2013年 2014年

兩期家數變動
    (占上市/櫃公司%)

於股東常會採行逐案票決
上市 169(21%) 257 (30%)  88
上櫃  27(4%) 69(10%)  42

於股東常會採行電子投票
上市 115(14%) 190(22%)    75
上櫃   4(1%) 11(2%)    7

於章程規定董事/監察人選舉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上市 129(16%) 201(24%)    72
上櫃  19(3%) 4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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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公司的應有義務。但大股東因較易取得

董事席次，從而得到較多公司資訊及主導公

司決策，或透過議事操作便宜行事而霸凌小

股東。因此OECD公司治理原則中特別提到

保障股東參加股東大會並投票的權利，無論

是親自還是代理投票，都應獲得同等效果。

而具體措施就是要求公司在召開股東常

會時推動電子投票制度，且減少通過臨時動

議之情形。此外，投資人常抱怨過去台灣上

市櫃公司股東常會日期過於集中，因此鼓勵

公司提早於5月底召開股東常會以減少股東

會期程集中的情形也列為評鑑加分題。而因

應資本市場國際化的時代，外資機構對英文

資訊的需求殷切，在法無明文規範下，透過

評鑑指標的設計鼓勵公司編製英文版年報並

及早上傳。

評鑑指標第三項董事會結構與運作，重

點是希望董事會確實能發揮監督公司經營治

理的職責，而不只是充門面的橡皮圖章。具

體的內涵除所有上市櫃公司必須設置獨立董

事，以及每年至少要召開六次董事會之外，

為了讓董事會對公司治理能夠發揮更及時有

效的監督功能，是否設置常態性的薪資報酬

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等，以及其運作情況，

自然也成為評鑑重點。

評鑑指標的第四個構面資訊透明度，是

上市櫃公司最基本的治理標準，也是全球投

資人衡量是否投資各國資本市場的首要指

標。金管會一向嚴格要求上市櫃公司對於涉

及公司治理及營運的重大變動訊息，必須立

即向公司股東和社會大眾揭露。而過去部分

上市櫃公司常有虛應故事，避重就輕的狀

況。

因應資訊透明度此一指標，上市櫃公司

今後訊息揭露的品質及數量將在同儕比較的

壓力下，受到更嚴格的檢測。

最後，企業的社會責任列為公司治理評

鑑第五項指標，顯示金管會在經過食品安

全、環境汙染等問題後，為回應社會大眾對

政府監管不周的責難，大力強調企業經營的

責任不只是在於追求最大利潤以回饋股東，

也應兼顧對社會環境、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的責任。

除了設計指標五大基本構面外，公司治

理評鑑制度也透過每年調整指標項目及評分

比重引導公司對特定議題的重視。如第二屆

評鑑指標項目由92項增加到98項，且內容

有所增刪。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為例，新增

要求公司「參考國際通用準則指引編製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且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是否自願取得第三方驗證」，藉此使上市

櫃公司都能更重視對環境、社會應盡的相關

責任，是非常前瞻的做法，在其他先進國家

也不多見。

此外，為維護投資大眾權益，證交所新

增「股東會決議發放股息者，公司應於除息

基準日起30日內發放完畢」，同時公司也

應「年報揭露就股東常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的檢討」，確保股東會決議能落實。就社會

所關注的員工薪資福利等員工權益部分，則

新增「公司宜與員工簽訂團體協約」，鼓勵

勞資雙方藉由團體協約議定，提升並維護勞

工權益。而為促進性別平等並因應國際發展

趨勢，更特別新增「公司董事會成員宜至少

包含一位女性董事」，希望藉此使公司董事

會成員組成更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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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計適當評鑑指標引領企業推動公

司治理方針外，透過評鑑指標計分的C題型

以鼓勵公司提前建制法令尚未規範的制度，

也是值得讚許的做法。因為評鑑指標計分方

式分A.B.C三類題型，A題型為基本項，B題

型為不適用項，C題型則為可加分項。從受評

鑑之公司角度來看，對基本需接受評鑑之A
基本題型一定是非盡力符合不可。而若要躋

身前20%甚至前5%的行列，對可加分之Ｃ項

題型，縱然法令上並未強制要求，也一定要

執行完成使其列為可加分項，以增加評鑑之

分數，絕無忽視之理由。而本來是為了加分

而做的項目，也可能實施之後發現其效益。

如自願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企業，在

採用國際通用報告書編製指引後，透過了解

利害關係人最關切的議題與回應的過程，重

新思考企業的永續策略，並藉由非財務資訊

的揭露，展現企業未來的長期價值，與財務

資訊相互補強。這可能是一開始企業並未預

見，也是公司治理評鑑希望達到的效益。

執行總體檢，擬定短中長期公司治理提升計

畫以強化企業體質

公司治理評鑑的指標其實也可作為公司

體質體檢的一個好依據。若是一家公司有心

改革，可運用公司治理評鑑當作基礎工具，

當有發生落差時可適時調整改善，儘管現

在的評鑑方式相當簡化，但其真正的價值不

在於得幾分，而是在評鑑過程中幫助公司體

檢，企業主也可作為公司經營改革的參考。

透過公司治理評鑑檢視自身弱項，根據五大

構面評估現況的優劣勢，擬定短中長期公司

治理提升計畫。由第一階段基本遵循開始，

採行法規面公司治理之規範或建議項目。

如為股東會每日限制召開家數上限、逐案票

決、英文議事手冊及董監事選舉提名限制等

項目，需重新檢視及修訂公司章程、股東會

流程相關程序。

到第二階段藉由公司治理發揮效能，改

善執行事項之内涵並發展與利害關係人之互

利計畫。以提升董事會獨立性與效能為例，

目前政策上逐步擴大對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

會設置的要求。到2015年止，所有上市櫃公

司都需至少設置兩名獨立董事，另到2019年
止，資本額20億元以上公司都需設立審計委

員會。所以即使企業主還不清楚為甚麼要設

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迫於法規要求也

必須配合辦理。

許多公司開始有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後，因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的主動把關，

對內部控制、內部稽核甚至財務報表編製過

程積極建言，促使公司財務資訊及管理制度

品質大幅提升。而在設置功能委員會後，許

多公司更發現透過功能委員會的專業分工事

先對議題做過濾與深入討論，有效提供董事

會決策建議，協助董事會有效掌握議題重點

與可能影響、提升經營決策的品質。

實施公司治理第三階段為創造效能，尋

求聲譽與國際籌資能力之提升。以導入董事

會績效評估機制為例，重點不在於幫董事會

打分數，而是藉由盤點分析組織未來願景與

需求、董事會的組成、成員專長、各方面職

責(包括法令面以及積極面)、運作情況及與

利害關係人互動等面向，訂定清晰之績效評

估指標，落實績效評估並予檢討改善，找出

可強化之處並設計建置系統化的管理機制以

協助董事會及功能委員會有效發揮職能，彰

顯其善盡職責並引導企業達到策略目標，奠

定永續經營的根基。

綜上，目前上市櫃公司多具備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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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營運及財務流程能力，但對具戰略高度

的董事會效能提升與側重宏觀面的公司治理

架構，則沒有強力的改善誘因。企業可透過

公司治理評鑑的指標，結合企業核心業務與

國際供應鏈之要求，尋思永續發展的長遠

策略，引進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與標竿

典範(Benchmark)，學習世界級企業治理之

道，再就自身策略目標與營運實務建立符合

企業目標的制度。如此，企業不但在公司治

理的成效能獲得投資人認同，於永續經營及

企業社會責任亦能奠定良好的基礎，方是真

正提升台灣公司治理品質的途徑。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參考資料】

‧2003年「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

行動方案」(行政院)

‧2013年「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作業手冊

(臺灣證券交易所)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作業手冊

(臺灣證券交易所)

‧2015年公司治理評鑑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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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司治理指數及其應用

公司治理是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企業的機

制，以落實企業經營人的責任，並保障股東

的合法權益及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良好的公司治理應具有促使董事會與管理階

層以符合公司與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的方式達

成營運目標的正當誘因，協助企業管理結構

之轉型，以及提供有效的監督機制，以激勵

企業善用資源、提升效率，進而提升競爭

力，促進全民之社會福祉。

我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自1998年起受亞洲金融風暴

及2001年美國安隆公司(Enron)等財務醜聞

事件造成的廣泛影響之啟發，開始向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宣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自

2000年起陸續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立獨立

董事、公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資

訊揭露評鑑等制度。行政院於2003年成立

「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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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2005年至2006年間增

訂或修訂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子法，如「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

權辦法」、「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並要求IPO公司應完成「公司治理自

評報告」作為申請上市上櫃之書件，承銷商

應評估申請公司是否允當表達其公司治理運

作情形。金管會更於2013年發布以五年為

期的「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提出形塑

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股東行動主義、提升董

事會職能、揭露重要公司治理資訊及強化法

制作業等五大計畫項目、13項具體措施，

作為未來推動公司治理政策指引，其中將辦

理公司治理評鑑列為2014年的重點工作項

目，希望透過對整體市場公司治理之比較結

果，協助投資人及企業瞭解公司治理實施成

效，也期望這套評鑑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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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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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委託財團

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以下簡

稱證基會)辦理之「第一屆上市上櫃企業公

司治理評鑑」於2014年展開並於2015年公

布，希望公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增進上

市(櫃)公司良性競爭，以提升台灣上市上

櫃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公司治理企

業文化環境。本次評鑑主要以台灣798家
上市公司及595家上櫃公司為評鑑對象，

評鑑指標係採行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2004年發

布之公司治理原則，參考亞洲公司治理協會

(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
簡稱ACGA)公司治理評鑑指標、東南亞

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ASEAN)公司治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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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卡及我國自2003年起即辦理之資訊揭露

評鑑等指標，並融合我國證券交易法、公司

法、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之規章，與我國「上

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等將指標分為股

東權益之維護、股東平等對待、董事會結構

與運作、資訊透明度、利害關係人利益之維

護與企業社會責任等五大類，並公布前20%
公司，為獎勵優良公司，另公布前5%之公

司。

由公司治理評鑑中，特別將企業社會責

任單獨列入主要指標，顯見主管機關對於社

會責任之重視。企業之經營係以永續經營為

目標，在企業永續發展目標下，在進行商業

活動同時考量對於各利害關係人之影響，

使商業運作亦必須符合永續發展之概念是

為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之概念最

早可追溯至蘇利文原則，後經過發展逐漸

演變至今，世界主要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的參考原則規範中，以聯合國的「全

球盟約」(Global Compact)為主，另OECD
跨國企業指導原則(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全球蘇利文原

則(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考克斯圓

桌論壇(The Caux Round Table，CRT)、
SA8000、ISO26000等，也都是主要參考原

則規範。綜觀各項準則主要為環境、社會、

公司治理三大構面構成。近年台灣地區由食

安議題、環境議題等事件，使企業社會責任

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在社會大眾之期許

下，企業應與各利害關係人在環境、社會、

公司治理三大構面進行溝通，且企業對於社

會責任所作的努力亦成為接受社會公評的主

要項目之一。

臺灣公司治理指數之緣起主係主管機關

為落實揚升計畫振興台灣股市，使上市公司

增進公司治理提倡企業永續發展，並吸引投

資人資金投入滿足投資需求，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分別編製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買

公司治理指數。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係證交所依據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結果前20%為

主要篩選條件，輔以流動性、財務指標等條

件後篩選出100檔成分股，以市值加權方式

編製「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希望經由

指數化被動式投資鼓勵上市公司重視公司治

理。由上可知，「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之成分股係透過多項量化標準篩選而成之

「市值指數」，而「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是單純以評分排序高低之「名單」。排

除經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

細則」第49條列為變更交易方法或依第50
條停止買賣的股票。並以2015年6月15日為

基準日，5,000點為基期點數，並於每年7月
進行成分股調整。

櫃買中心編製櫃買公司治理指數基礎與

方法與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相近，以在櫃

買中心掛牌之上櫃股票且「第一屆公司治理

評鑑結果」結果前20%為篩選條件，輔以流

動性、財務指標等條件後篩選出60檔成分

股，以市值加權方式編製，此外亦排除：

1.成分股公司之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最

近三年有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審查準則第十條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

具體認標準」第7款第2目2、(2)之情事，

經判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2.成分股公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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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發生重大之內部發生重大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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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舞弊、非常規交易或資產被掏空之情

事。

並以2015年6月15日為基準日，100點
為基期點數，並於每年7月進行成分股調

整。

目前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買公司

治理指數因指數剛開始起步階段，尚未有以

前述兩項指數為追蹤標的之基金或ETF，但

不乏以企業社會責任為選股方法之基金。依

照經驗，重視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公

司往往較不重視的公司有更佳之經營績效，

所以指數之編製可以協助投資大眾更快聚焦

在體質良好且資訊公開之公司，尤其，在台

灣上市上櫃公司中家族企業為數不少，公司

資訊揭露是否透明即時亦為投資人所關注。

近年來在食安問題、半導體廠汙水排放事件

或是氣爆事件後，民眾更是開始關注企業經

營是否永續經營，是以透過臺灣公司治理

100指數及櫃買公司治理指數可以讓投資人

能快速尋找到公司治理制度健全、具有企業

社會責任之企業，以滿足投資人之投資需

求，並且可以吸引國際投資人進入台灣資本

市場尋找良好投資標的。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櫃買公司治理

指數在每年依據公司治理評鑑制度與選股程

序調整成分股，在良性競爭下促使企業提升

公司治理制度，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創造永續

發展經營環境，增加公司知名度與能見度。

且未來若授權大型基金管理機構作為投資國

內股市指標，或授權投信公司發行被動式投

資商品，可引導資金投資於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前20%且適於作為被動式投資之追蹤標的

之上市公司，達到鼓勵企業重視公司治理、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對於提升公司治

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下，投資人願意投

入資金進而增進台灣股市活絡，使資本市場

發展更加健全並邁向國際。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金來董事長)

【參考資料】

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系統

評鑑結果暨評鑑程序說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2014)─臺灣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aiwan)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87
年起臺灣公司治理大事記(http://cgc.twse.
com.tw/front/aboutCorp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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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型投資(SRI)在台灣

國內外CSR發展趨勢

依ISO 26000定義，所謂企業社會責任是

透過透明的道德行為，企業須為其決策和活動

給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承擔責任，這些道

德行為有助於健康和社會福祉，兼顧利益關

係人的期望，符合法律與國際慣例之規範，融

入到整個組織之中並實踐到其各種關係之中。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則指

出企業之社會責任乃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

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改善員工及

其家庭、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為求永續

發展，歐盟議會要求企業滿足當代需求，且

不影響未來世代之需求；企業的經營績效應

包含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面向。

國際CSR關注之議題包括：

(一)公司治理

廣泛的公司治理包括了治理架構、治理

組織的目的、價值和策略、治理單位之能力

和績效評估、風險管理、永續發展、薪酬與

激勵機制、對經濟、環境、社會之影響等。

OECD於2015年9月土耳其G20的會議中，

對各國主管機關建議了幾項公司治理原則，

包括股東權益的保障、高階經理人之薪酬政

策、財務揭露的要求、機構投資者的行為及

證券市場的運作等等，此建議反映了OECD
希望健全資本市場以提升長期的經濟成長。

(二)道德與誠信

好的CSR會希望企業訂定行為準則或道

德守則，並建立相關的內部與外部機制(如

服務專線、諮詢專線)，以確保組織行為誠

信合規。

(三)供應鏈管理

企業應揭露其上下游供應鏈，包括供應

商之數量、地理區位、類型、行業特性以及

對每一地區供應商之支出狀況。對於供應商

的營業行為應辨識是否有童工事件；有無可

能造成危害或違反結社自由的協議；並以環

境準則、勞動條件準則、人權準則、社會衝

擊準則對供應商進行篩選。

(四)氣候變遷與碳管理

企業應關注自身內部與外部的能源消耗

量，包括直接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並致力

於減少能源消耗，使其產品或服務的能源需

求降低。依國際能源總署(IEA)2010年之能

源科技展望報告，如欲於2050年之前維持

大氣中穩定的溫室氣體濃度，全球需降低

48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各種減排技

術中，成本最低且立即可行之技術乃是提升

使用端的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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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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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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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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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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募集了

第一支由私募基金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

進行集資，並投資於環保產業(如再生能源

和環境保護)的環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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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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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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來的努力，到2015年4月為止，聯合

國責任投資原則在全球已有管理超過59兆
美金資產的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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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

益、公司治理的ESG整合選股是最普遍的永

續投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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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投資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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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以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比

例甚至高達99.19%(註3)。另外，在資金市

場有「綠巨人」稱號的中華郵政，坐擁6兆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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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依聯合國責任原則投資之機構數與資產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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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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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富邦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基金投資策略概述

(註4)
富邦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基金的投資策

略，其投資流程透過下列五個步驟來執行：

(1)選擇投資目標：依社會(Social)、
道德(Ethics)、環境(Environment)與公司

治理(Governance)等四大面向，建構富邦

投信研發之SEEG Model，再搭配以三大正

向原則，兩大負面指標，篩選出『社會責任

概念股』做為資產池(Stock pool)。三大正

向原則包括：

I.市場具知名度或公信力之法人機構或

政府機關所遴選之社會責任優良企業名單：

現階段係參考以下六要點：

(a)企業環保：將歷屆行政院環保署舉

辦之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獲選企業納入基本

投資標的。

(b)節能減碳：將歷屆獲選經濟部舉辦

之節約能源績優企業納入基本投資標的。

(c)企業永續發展：將歷屆行政院國家

永續經營獎之永續企業獎獲選企業納入基本

投資標的。

(d)企業社會責任：將歷屆遠見、天下

雜誌舉辦之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公民評比績

優公司納入基本投資標的。

(e)公司治理：將歷屆通過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評量認證通過之企業納入基本投資標

的。

(f)新增與剔除：因應未來潮流趨勢，

可能新增或剔除之機構遴選CSR概念名

單，將考量其公信力與代表性等因素，作為

納入或剔除投資標的與否的依據。

II.產品、營業項目或積極行為具備社會

責任概念：透過產業或產品評等方式，選

擇產品或營業項目符合社會責任概念(如環

保、節能(綠能)、減碳、生技醫療、水資

源等項目)或其積極行為具備社會責任之企

業。

III.國內外泛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指數相關成分股：將

國內外指數編製公司或政府機關所發行的泛

CSR指數之台股企業(含關係企業)，列為基

本投資標的。例如DJSI：道瓊永續性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兩大負面表列指標包括採財務負面指標

排除與負面事件列舉方式。

(2)財務面量化分析：透過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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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財務狀況分析、獲利成長性等指標，

挑選出健全度較高的公司。

(3)基本面質化分析：依據產業及公司

營運狀況評估每家公司未來可能的成長性。

評估方法如下：

I.參考國內外券商之產業研究與個股推

薦報告。

II.經理公司經理人與研究員實地訪查。

III.研究相關產業鏈之產業競合關係以

及未來潮流趨勢分析。

(4)組合的建構與資產配置：藉由量化

與質化分析，選擇穩健成長之績優股或符合

未來潮流趨勢之高成長股，並針對選定之投

資組合進行資產配置評估，著重在企業穩健

獲利且永續經營的基礎上尋求報酬的最佳

化。

(5)風險評量和資產檢視：持續性的檢

視風險和績效的控管。透過策略性資產配置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SAA)與戰略性

資產配置(Tactical Asset Allocation, TAA)

以及可運用之避險工具來降低風險，且有效

的控管績效。

2.元大新興市場ESG基金投資策略概述

元大新興市場ESG基金以環境、社會

公平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Equ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簡稱ESG)

議題為主要投資概念，依環境、社會公平和

公司治理等三大面向，透過經理公司投資研

究團隊結合國外投資顧問堅強的投資研究實

力奧援，建構出以ESG為主軸的最佳投資組

合標的，為基金績效表現奠定基石。

(1)採由上而下(Top-Down)的投資配

置策略：

先採由上而下之策略，研究分析各投資

國家之總體經濟情勢發展方向，考量各國政

府針對ESG相關政策，評估各國符合ESG
相關產業之發展潛力與投資價值，並觀察利

率、匯率走勢，以決定各投資國家及產業之

投資配置比重。

(2)採由下而上(Bottom-up)的投資標

的篩選：

經理公司投資研究團隊結合國外投資顧

問研究實力奧援，先用質化方式篩選出符合

ESG概念的投資標的，再經過量化方式挑選

具優勢的成長企業，其投資策略流程如下：

I.首先，在挑選符合ESG的新興市場股

票方面，由下列三個層面作質化的判斷，從

1,200檔新興市場股票中，挑出具新興市場

ESG概念約300檔投資標的

(a)環境成效(E)-評估公司如何管理環

境問題，包括如何減少或降低產品和流程對

環境的衝擊。

(b)社會成效(S)-衡量公司如何處理對

利害關係人(員工、顧客、廠商和社區的影

響，包括人權、慈善行為、供應鏈管理、產

品安全等。

(c)公司治理的實踐(G)-企業對股東在

公司治理及管理責任方面的承諾，包括公司

永續經營報告書、董事會的獨立性、道德政

策與實踐。

II.以量化的方式，由前述符合ESG投資

標的名單中，進一步評估企業的營運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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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商業模式、盈餘增長潛力、股票評價

等項目，再從中挑出高成長、經營管理佳、

商業模式具優勢的企業，並關注其財務是否

健全以及評價的合理性後，最後挑出40-60 
檔股票形成最有效的投資組合。

III.元大新興市場ESG基金之參考指標

(Benchmark)為MSCI新興市場指數。

3. 第一金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投資策略概述

第一金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為台灣第一檔社會責任債券基金，藉由

嚴選財務健全、信用評等佳、高償債能力之

全球投資等級債券，靈活搭配避險工具，架

構穩健成長之投資組合，以尋求因應消費者

保護及綠色消費所帶來的「社會責任」商

機，對應產生的獲利契機，如：氣候變遷、

提昇生活品質、永續消費、公司治理企業

監理等領域，與投資環境互惠多贏。其投

資策略係根據社會責任論壇基金會(Social 
Investment Forum Foundation)：企業社會

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簡稱SRI )是指投資過程除考量傳統財務績

效，亦關心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等非財務

面向，讓企業善盡世界公民責任之餘，亦得

以永續經營。第一金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透過經理公司研究團隊結合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所提供報告，綜合性評估

後，篩選出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主軸的最

佳投資組合標的。投資步驟為：

(1)投資面向評估：

I.採由上而下 (Top Down)及由下而上

(Bottom-Up)等雙重方式，自總體經濟面、

基本面、技術面進行投資價值分析，以最佳

化的投資角度精選標的，適時調整投資部

位，提升獲利優勢。

II.首重發債機構之財務狀況、信用評

等、償債能力。

(2)投資標的選擇：

以「社會責任永續矩陣」兩大面向進

行社會責任要素評估，建構內部篩選機制

(見圖2)，確認發債機構是否符合「社會責

任」定義，本階段將會利用社會責任永續矩

陣，判別各債券部位是否符合產品永續面向

和管理品質面向的篩選，不符合之債券將會

自投資組合中移除。

圖2　社會責任永續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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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永續矩陣圖縱軸為「產品永續

面向」，主要檢視公司產品或服務之開發、

產製、運輸等過程中，是否有助於整體社會

及環境永續發展。產品永續評級A代表：產

品或服務有助於整體社會及環境永續發展，

B代表:產品或服務不利於整體社會及環境永

續發展。

橫軸為「管理品質面向」涵蓋企業社會

責任三大投資趨向，包括環境保護、社會關

懷、公司治理面向。綜合上述三項評估，以

1～5作為評比等級，表現最優者為1，次優

者為2，依序類推。以下為1～5評比等級之

說明：

1.環境保護、社會關懷、公司治理面向

表現臻於至善，社會責任管理績效卓越

2.致力實踐環境保護、社會回饋或公司

治理，社會責任管理績效優良

3.關切內部政策或行動是否符合社會環

境發展，社會責任管理績效佳

4.體認企業營運應與社會及環境共存，

社會責任管理績效普通

5.未關心及投入企業對社會或環境之責

任及義務，社會責任管理績效待改善

經「產品永續面向」挑選出有助於整體

社會及環境永續發展之企業，再以「管理

品質面向」評估後，落於矩陣A1至A3者為

主要投資標的之選項，B1及A4雖未符合投

資篩選之條件，則暫列入觀察名單，俟符合

條件後再列入投資標的。以此嚴選優質公司

債，包括但不限於氣候變遷、提升生活品

質、永續消費、公司治理等範疇，由消費者

保護及綠色消費角度，評估獲利增長潛力。

(3)投資組合分析：經由負向社會責任

篩選，以及經過內部信用分析師篩選後，以

避免持有發債企業出現基本面惡化的公司

債，每月重新調整參照整體市場的核心投資

組合採主動式債券投資策略。

(4)伺機運用避險工具降低利率風險，

穩定投資波動度。

台灣之SRI相關指數及其ETF
國際上SRI相關指數相當多，較具代表

性者包括MSCI全球永續指數，道瓊永續力

指數(DJSI)，彭博SRI指數以及金融時報社

會責任指數(FTSE 4Good Servi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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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授權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ETF
後掛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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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三大基金報括勞退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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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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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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tainable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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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例

 年/月 %

2014/12 97.99

2015/01 98.12

2015/02 98.19

2015/03 98.19

 年/月 %

2015/04 99.10

2015/05 99.19

勞工保險基金社會責任投資(SRI)比例

 年/月 %

2014/12 98.65

2015/01 98.69

2015/02 98.70

2015/03 98.73

2015/04 99.45

2015/05 99.52

勞工退休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

 年/月 %

2014/12 94.84

2015/01 95.09

2015/02 95.10

2015/03 95.29

2015/04 97.48

2015/05 97.07

備註：上述表格係指投資於社會責任相

關評選優良企業(包括天下雜誌企業公民、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證基會資訊揭露

評鑑A-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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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之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揭露優良獎及證基會公司治理評

鑑前20%等)金額占其所投資國內股票部位

比例。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http://www.blf.gov.tw/front

註4：本節中各基金之投資策略取材自

臺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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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概念與實務

壹、前言

企業是構成社會的重要成員之一，也是

現代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機構。企業首先由

股東提供資金成立組織，透過管理與各種技

術，將所取得的資源轉型加值，提供社會

所需的產品與服務，因而創造利潤，也促

成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企業雖然對社會

經濟發展有重大的貢獻，可是發生一些企

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過度耗用社會資

源，甚至違反法規與社會的道德，造成社會

的傷害，社會不免問道：「企業對社會應

該盡什麼責任？」以及「企業應該對誰盡

責？」這二個重要的問題，就形成當前國

內外各界所高度關切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CSR)議題。雖然

各國有共同的關切，但在不同的國家因為發

展階段與社會文化法制的不同，其對企業社

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內容與作法，也有範圍

與程度不等的差別。

近年來，因為產業全球化的發展，企業

規模擴大，使用大量的地球資源，造成資源

耗竭與環境衝擊的問題，而各國社會發展不

均，貧富問題加劇，使得企業社會責任的討

論持續擴大。特別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

危機，以及2007國際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傷

害來看，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與其對社會責

任的認知及作為都與這些危機有直接而密切

的關係，也使得這二大議題的重要性更為顯

著。

台灣在此一趨勢下，各界也不斷的思索

企業的治理機制應該如何改進？企業應該善

盡什麼社會責任？政府也採取了一些相關的

措施，要求企業在此二方面進行改善。究

竟，企業強化本身的治理與善盡社會責任只

是回應法規的要求？或社會的期待？還是對

企業本身的發展有什麼影響？這些都值得深

入的探討。瞭解這些問題也有助於社會與企

業之間的互動，以及政府在訂定相關法規時

的參考，以減少偏頗，而能進一步促成企業

與社會的共利發展。由於企業社會責任與公

司治理雖然密切相關，但其在理論上的發展

與實務運作仍有不同的範圍與規範，以下篇

幅將分別論述。

貳、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演變

在國際學術界，長期以來對於企業存

在的目的與功能有二種基本的看法。也就

是企業存在是為誰的利益，是單純為了股

東(shareholders)的利益，還是為所謂利害

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利益，而利害關係

人包括股東、員工、消費者、供應商、企業

經營所處的社區等。從1960年代以來學者

就不斷的在探索，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是什

麼。197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家密爾頓．

佛里曼(Milton Friedman)是前者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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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認為：「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

法規範圍內，使用它所具有的資源來增加利

潤，也就是說不用欺瞞或舞弊的方式從事公

開與自由的競爭(1)」。這一觀念是企業社

會責任最基本的定義，將企業社會責任聚焦

在為股東創造利潤。

另外一派的學者則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則

認為，「企業家必須採取符合社會目標與價

值所期待的作為」，並不侷限於利潤的創造

(2)。這個觀念不斷的演進，促使各界對企

業經營所負的責任採取更廣泛的期待。例

如，艾奇．卡羅(Archie B. Carroll)在1991
年歸納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除了經濟與

法律上的責任之外，CSR還有道德與慈善公

益的責任(3)。道德的責任就是企業經營需

要符合社會的期待與道德的規範，而慈善公

益的責任則需要符合社會對於企業在慈善與

公益的期待。

在20世紀最知名的管理學者，彼得杜

拉克(Peter Drucker)，提出非常前瞻的觀

念。杜拉克認為政府面對太多層面的社會需

求，無法獨自解決社會許多問題，需要有企

業的參與。企業首先要在自身事業的發展上

創造利潤，才有空間協助社會解決問題，而

企業在創造利潤的時候不能對社會造成傷

害，這也是企業經營的基本道德。他也認為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更

有助於企業的發展(4)。

然而21世紀以來，國際上企業的弊案

以及2007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等，皆

與企業忽略甚至違背CSR的精神，造成企

業形象大傷，遭致國際社會各界的批判。

2011年哈佛講座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與資深顧問專家馬可．克拉瑪(Mark 

Kramer)因而更進一步強調企業如何與社會

合作，以創造雙方共享的價值，也就是企業

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能與社會共同因

應所面對的挑戰，引入更大的創意與生產力

來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換句話說，共享價

值就是企業在其所採行的政策與作法上，一

方面強化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在其營運與

行銷的地區改善社會與經濟的環境(5)。

從前述學者專家的討論可以觀察出，企

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隨著社會對企業期待的轉

變而不斷的擴大，目前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

為國際社會共同接受而且積極推動的企業理

念。

例如，聯合國產業發展組織(UNIDO)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企業的管理理

念，將企業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心融合於經

營業務以及與社會各種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之

中」(6)。所以，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將經

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關鍵議題達成平衡的方

法。但是企業社會責任與慈善活動或公益活

動是有所區別的，慈善活動只是企業社會責

任的一種，而不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全部。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給
CSR一個簡潔而明確的定義：「企業社會責

任是企業對於社會影響的責任」(7)。所謂

企業負起社會責任，是指企業能夠：

‧遵循法律

‧ 將它們對於社會、環境、道德、消費

者、與人權的關心整合在經營的策略

與營運之中。

CSR不僅是企業為了社會的利益而應該

採取的作為，也是為了企業本身利益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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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的作為。企業善盡CSR有助於建立一個

緊密而和諧的社會，並促使社會走向一個可

以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形成有利於企業發

展的環境。

從此一角度來看，企業如果善盡CSR能

為企業創造經營上的重大利益，包括風險管

理、成本節省、資本取得、顧客關係、人力

資源管理，以及創新能力上的成長等。歐盟

進一步認為CSR對於歐盟經濟發展的利益攸

關，因為CSR可以讓公司的永續與創新，有

助於歐盟經濟的進展。

除 此 之 外 ， 世 界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認為CSR是企業持續的承

諾，採取合乎倫理的作為，貢獻經濟發展，

同時改善員工及其家庭、地方社區與社會的

生活。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有類似的

看法，認為CSR是企業對於永續經濟發展

的承諾，並與員工及其家庭、與地方社區及

社會一起來改善生活品質，建立企業與社會

發展雙贏的作法。其他如國際經濟合作組織

(OECD)、世界經濟論壇(WEF)等，也都

將CSR的發展作為重要的議題，持續的進行

討論與推廣。可見企業社會責任已經為主要

的國際組織所接受，也成為國際組織推動經

濟發展的重要政策。

參、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在國際

社會上已有更明確的共識，包括環境

(Environment)、社會(Social)、治理

(Governance)三大領域。環境領域的責任

主要關注在企業如何對待自然環境的保護。

社會領域的責任則著重在企業如何處理其與

員工、供應商、顧客、與所處的社區之間的

關係。治理領域的責任則聚焦在企業如何處

理股東、董事會、經營者、審計、內部控

制、薪酬等之間的問題，以確保股東的權

益。

具體而言，由於全球人口成長，各種需

求日益增加，因而生產各種產品所耗用的資

源大幅提高，地球不堪負荷，影響未來人類

生存的空間。企業對環境的責任必須要更

積極的承擔，包括能源消耗、天然資源的運

用與保護、各種汙染的防治、廢棄物的處理

等，都是環境責任的一部分。以台灣而言，地

狹人稠，環境破壞之後，恢復困難，甚至就完

全無法恢復，造成天然災害的擴大。都在提

醒企業與社會各界必須要善盡環境的保護。

在社會方面，則企業需要深入瞭解與安

排其與社會各界的關係，也就是要妥善處理

其與各種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企業應如何對

待其員工，在工作環境上是不是有足夠的安

全考量與設計？是不是不會造成健康上的問

題？對於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不是

能讓顧客安心使用？在社區方面，是不是對

於社區成員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例如貧困社

區、弱勢群體等的照顧或教育等問題，提

供人力或財務上的支持，減少這些問題的衝

擊，並做長期的改善？

在治理方面，企業則要考慮其對於資金

提供者的關係與責任，包括股東與債權人

的。股東是企業資金的提供者，但一般(未

參與經營)股東其權益如何保障？企業是否

公平對待股東，不因持股大小而有不同？董

事會是否在結構與程序上是否周延？是否對

於經營團隊有適當的監督？企業的資訊是否

透明？內部控制是否健全？風險管理是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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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與股東之間的溝通互動有適當的管

道？企業對債權人亦有類似之責任，但債權

人因有要求公司還本付息的權利，比一般股

東稍有保障，但也因未參與公司經營，而有

賴於健全的公司治理提供適當的保障。

雖然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上已經具有相

當的共識，然而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

仍然出現各種違反企業社會責任的事件與行

為。例如國際石油公司運送石油途中漏油造

成對於海洋的破壞，公司製造產品時排放廢

棄物超過標準，能源使用的浪費，空氣與水

資源的汙染，產品使用不合規定甚至有害健

康的原料，勞工超時或工作環境安全設施不

足等各種問題。台灣近年來在食品安全上所

爆發的案例，包括以產品標示不實、劣質米

混充優質米、以惡質的原料製作食用油等，

造成社會不安與反彈，也使違規的企業無法

經營下去，這些都反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要。政府也有需要更積極的推動社會責任

的觀念，再配合法規的規範，才能讓企業在

經營時兼顧利潤與對社會應盡的責任。

台灣企業界的社會責任也在轉變，從早

期企業認為提供就業機會與獲利繳稅就是盡

到社會責任的基本觀念，逐漸提升為對社會

問題的參與及支持，例如慈善捐贈與義工參

與。目前許多企業願意在財務上支助弱勢團

體，也鼓勵員工參與社會義工，服務社區。

然而更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念與作為，則

需要持續的推動，讓企業對於環境的關懷與

公司治理的建構持續的提升，才能真正落實

企業的社會責任。

肆、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也有如前述社

會觀念的轉變，但資本市場主管機關成為

CSR推動的主要力量，則是從國內外金融危

機與企業弊案的衝擊所啟動，而CSR的範圍

則主要從公司治理做起，逐漸擴大至社會與

環保的層面。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公司治理

成為亞洲與世界各國共同關切的問題。之

後，2002年美國恩隆事件引爆一連串的企

業弊案，2004年我國也發生博達以及其他

企業弊案，資本市場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管

理員會加速公司治理的改革，除了法規修訂

之外，也督導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推出一系列規範措施，為強

化企業社會責任的治理領域大步向前邁進。

有關治理的細節在公司治理篇幅中有進一步

的闡述。

2002年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共同頒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實為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規定的濫觴。

之後有關公司治理的法規不斷的修改，但

直接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與措施則始於

2008年金管會開始訂定有關企業社會責任

的揭露規範。例如，在年報與公開說明書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中，要求揭露企業對於環

保、社會參與、社會貢獻、消費者權益、人

權及安全衛生等事項，提供投資者瞭解企業

履行社會責任的資訊。(相關公司治理的討

論在後續作進一步的闡述)。

2010年2月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共同發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

與要求，並且持續修訂更新。在此一實務守

則的規定中，明確「鼓勵上市上櫃公司於從

事企業經營之同時，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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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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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列示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包括「一、落

實推動公司治理，二、發展永續環境，三、

維護社會公益，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揭露。」本守則雖然不是法規，但對上市櫃

的經營行為已有更明確的方向與指引效果，

形成市場對於企業的期待，鼓勵企業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買中心也

在後續推動相關措施引導企業朝社會責任的

目標繼續努力。

2010年9月，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配合國際反腐敗的作法，共同發

布「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督促公

司建立誠信的企業文化，從經營理念與組織

文化上奠立健全經營的根基。

2010年12月臺灣證券交易所發布與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之「臺灣就業99指數」，

也在2014年8月台灣證券交易所發布與企業

社會責任相關之「臺灣高薪100指數」。希

望利用市場的力量，來肯定對於企業在CSR
方面的努力給予實際的鼓勵。

然而2013年有多起知名企業所販售之

食用油油品原料標示不實、混充品質不良甚

至有毒原料、以及其他違反食安規定之案

件，社會譁然，對於企業未盡社會責任群起

指責。主管機關與社會更加感受企業社會責

任的重要，而對企業有進一步的要求。

2014年9月金管會發布規定，強制上市

(櫃)公司經營民生相關業務、直接面對消費

者、或具一定規模以上之企業，應採用國際

通用指引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促

進企業對本身應盡之社會責任之檢視，以協

助社會瞭解該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所採取之

作為。

法規之外，主管機關、周邊單位，以及

民間單位也舉辦各種活動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的觀念。台灣證券交易所也在2012與2013
年舉辦多次「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

會」，邀請上市櫃公司企業經營者或高階主

管進行交流，推動企業誠信經營的理念，深

化企業社會責任。證券交易所也在其50周
年慶中，頒發「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揭露優良獎」，肯定優良公司在企業社會

責任上的作法並提升報告書的內容。民間方

面天下雜誌已舉辦多年「CSR天下企業公民

獎」，根據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

及環境保護四個層面評審選出在CSR表現優

秀的企業，也是企業非常重視的獎項。使得

企業社會責任成為當前台灣企業在發展過程

中，必需要長期而持續推動的經營理念與策

略。

伍、資本市場與公司治理觀念

在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範圍中，企業對於

股東的責任無法忽視。因為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資金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股東是提

供企業資金最原始的來源，承擔企業成敗的

最大風險，所以企業所要負起社會責任的首

要對象就是股東。這也是在探討企業社會責

任的理論上一開始的焦點，隨後才逐漸擴大

到其他各種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也成為當前

企業社會責任中的三大環節之一。

社會需要建構有效的資本市場，可以引

導社會的儲蓄進入產業，協助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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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產品與服務創造價值，並進一步累

積財富，推動經濟的持續邁進。因此，形成

一個活絡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是世界各國政府

努力的重要目標，而其中關鍵的機制就是建

立可以有效保障股東權益的公司治理制度。

這也是為什麼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雖然包括

環境、社會與治理三大領域，其中治理領域

的相關問題則是最早受到政府與社會重視與

並加以具體規範的主題。

從資本市場的設計來看(參考圖1)，公

司想要爭取資金所有人(投資者)的認同，將

資金投入公司，作為企業發展與創造價值的

使用。可是投資者投資的目的在於追求投資

的報酬，也承擔一定的風險。投資者為了評

估投資報酬的可能性與風險的程度，就需要

有關公司的經營資訊。於是由公司將其經營

的成果與公司的財務狀況透過財務報表加以

表達，提供給潛在的投資者。但因為財務報

表是由公司提供，缺乏公信力，為了增加報

表的公信力，獲得投資者的信任，公司因而

聘任外部專業會計師對財務報表進行查核。

會計師查核之後，如果沒有發現重大缺失，

就可出具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告書，說明財

務報表足以允當表達公司財務狀況與經營結

果。投資者就可以信賴公司的財務報表，再

考量其他資訊與因素做成投資決策。如果會

計師對於公司的財務報表有所疑義，就可出

具非無保留意見的查核報告書，提醒投資者

報表上的問題。此種透過財務報表與會計師

查核的作法，就是將公司的資訊透明化，讓

股東瞭解並監督公司經營的成果。因此，資

訊透明長期以來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之

一，也是資本市場管理的一塊基石。

事實上，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觀

就是建立市場可以信任企業經營者的機制。

在經濟學有一關鍵理論稱為「代理理論」，

在此一理論中，委託人(如股東)委託代理人

(如公司的經營者)經營事業創造價值。但代

理人因掌握經營，其所握有的資訊超過委託

人。在此情況下，代理人有可能因為資訊多

於委託人，利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將資源

運用在創造自己的利益而非委託人的利益，

圖1　資本市場運作架構

財務報表

公　司

會計師

投資者

聘任

提供

查核 負責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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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所謂的「道德危機」。委託人為了減少

代理人「道德危機」的傷害，需要有監督的

機制與績效導向的酬勞機制。監督機制需要

資訊，所以資訊透明度極為重要。代理人也

需要提供透明的資訊，才能增加委託人對其

信任，獲得足夠的授權經營事業。公司治理

的法制的起源主要就在解決代理關係中的道

德危機。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
10月美國爆發恩隆事件與之後一連串的企

業弊案，使得各國對於資本市場的管理，朝

向更嚴謹的規範方式進展。除了資訊透明相

關的機制外，更進一步要求公司從內部制度

上與監督責任的強化。美國在2002年7月通

過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該法案

規範股票上市公司董事會的責任、會計師的

獨立性、內部控制、公司治理與資訊揭露的

擴大等要求，並建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

會，加強對會計師的監督管理，使得公司治

理的整體制度更趨嚴格，也成為後續世界許

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加強公司治理的重

要參考依據。

陸、公司治理的架構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在
1970年代開始逐漸在美國成為流行的名

詞，逐漸擴散到全球各地，成為各國產官學

界共同關切的議題。此一趨勢反映出各國資

本市場發展中所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設

計一套完整的機制來引導與監督上市公司的

健全經營。公司治理相當程度來說，就是企

業外部的投資者用來保護其權益不受內部經

營者侵害的一套機制(8)。1992年以來被各

國參考使用的英國凱伯理委員會(Cadbury 
Committee)所提出的定義，指出公司治理

「就是指導與管理公司的一套體系」(9)。
而在OECD 2004年版的公司治理原則更具

體的闡述(10)：

公司治理涉及到公司管理當局、董事

會、股東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整套關係。公

司治理也提供一組織結構，並透過此一結構

使企業得以訂定其目標，以及確定達成這些

目標及績效監督的方法。

1999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年發布了第一版的公司治理原則，逐漸成為

OECD會員國以及許多非會員國發展公司治

理的參考依據。隨後OECD又與各國際組織

合作召開多次會議，參考各國相關單位與

專業團體的意見，在2004年發布修訂的版

本，雖然是無拘束性的原則，但已成為國際

上具有高度權威性的文件，許多國家國所

訂定的公司治理架構大致參照此一原則。

2015年9月OECD又修訂發布G20/OECD公

司治理原則，進一步闡述公司治理的重要觀

念與原則(11)。

OECE的公司治理原則有幾個重要的構

面。第一，確保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也就是

公司治理架構需要推展透明而有效率的市

場，符合法規並且能夠明確的區分監督、管

制與執行的機構。第二，股東權益的保護，

也就是公司治理的架構應該保護並且協助股

東實現其權利。第三，公平對待股東，亦即

公司治理架構需要確保對所有股東的公平對

待，包括少數股權股東與外國股東。如果權

益受到侵害，股東應該具備有效申訴的機

會。第四，公司治理中利害關係人的角色，

公司治理架構應該承認法規或合約規定有關

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並且鼓勵公司與利害關

係人積極合作來創造財富、工作與財務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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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的企業。第五，資訊揭露與透明，

公司治理架構需要確保公司及時與正確的揭

露重大信息，包括財務狀況、經營績效、所

有權與公司治理等。第六，董事會的責任，

公司治理架構需要確保公司遵循策略發展指

針，董事會對管理當局的監督，與董事會承

擔對公司及股東的責任。

柒、台灣公司治理的發展

台灣從1997年開始公司治理制度逐步

發展，重大的發展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

項：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國亦有少數

上市上櫃公司因違反法規造成公司財務危

機，而有下市下櫃甚至破產的情況，影響投

資大眾的權益。

1998年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開始向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宣導公司治理

的重要性。

1999年3月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在韓國首爾(舊稱漢城)舉辦「亞洲

公司治理研討會」討論亞洲各國在公司治

理的發展與面對的問題，並在當年首度發

布「公司治理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我國亦派主管機

關首長與專家學者與會，參與討論。公司治

理(公司治理)一詞，作為整合資本市場監管

各種法規制度的基本概念，自此引入我國。

主管機關開始積極推動，並邀請學者專家參

與公司治理相關議題的討論。

2002年2月，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上市契

約的方式，要求申請上市的公司應設置至少

二名以上的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的名稱首先

出現於台灣的資本市場(雖然並非法規的要

求)。同年10月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發布「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在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法規尚未修訂前，先行推動，

鼓勵上市上櫃公司朝向健全公司治理的方向

邁進。

2002年3月由產官學界共同成立「社團

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結合社會各界力

量，由民間機構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推動，

並將國際公司治理的觀念與作法透過研究與

研討會等活動引入國內，作為政策制訂與實

務運用的參考。

2003年1月行政院成立「改革公司治理

專案小組」，由胡勝正政務委員擔任召集

人，經建會何美玥副主任委員擔任副召集

人，並由經濟部、財政部、法務部之副首

長，以及專家、學者、業界代表擔任小組成

員，並由經建會擔任幕僚工作，進行研究討

論，同年8月提出「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

暨行動方案」草案，11月行政院通過，作

為政府推動公司治理的依據。

2005年7月，中華公司治理協會並推出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的認證制度，成為台

灣第一個以獨立第三方專業團體進行公司治

理評估的機構。參考OECD公司治理原則與

國內法規及實務，根據公開資訊分析、實地

訪查、及公司負責人、獨立董事等對談方

式，進行評量，評量通過的公司頒發評量證

書與持續精進之建議，鼓勵企業精益求精，

協會每年並配合法規與國際公司治理的發展

修訂評量認證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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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證券交易法修訂條文，2007
年開始實施，正式將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

引入我國的法律體系，要求金融事業與一定

規模以上的上市上櫃公司，及新申請上市上

櫃的公司需要設置獨立董事，並另行訂定設

立審計委員會的規定，逐步漸進的推動，為

我國公司治理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

2013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頒布

「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作為持

續提升我國公司治理品質的依據。同年12
月，主管機關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應於2015
年起設立獨立董事，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

額新臺幣100億元以上者設置審計委員會，

而資本額新臺幣20億元以上者應於2017年
起設置審計委員會。

2013年10月臺灣證券交易所成立公司

治理中心，整合各界資源推動公司治理。

2015年臺灣證券交易所開始推動「公

司治理評鑑」，主要參考OECD公司治理原

則及其他相關評鑑與法令規章訂定指標，以

上市上櫃公司公開資訊為評鑑依據，並逐

年公布評鑑結果。同年6月，證券交易所表

「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透過指數化引

導資金投入公司治理表現良好的公司，鼓勵

企業提升公司治理之品質。

經過多年的努力，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設置獨立董事的家數比率從證券交

易法修訂生效前一年(2006)的44.3%增加到

2014年的57.1%，而同一期間獨立董事占所

有董事席次比率從12.5%提升到19.5%，設

審計委員會的上市公司從一家到170家，占

19.9%。櫃買中心的上櫃公司在2014年時，

設置獨立董事的家數則高達87.5%，設置審

計委員會的比率則達20.6%。這些變化都可

反映出台灣公司治理的改善已經逐漸制度

化，更加強化資本市場的基礎結構。

捌、 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與經濟發展

在各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企業扮演的

角色愈加重要。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上市

上櫃公司更因其規模的效應與經營管理能力

的提升，對於社會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社

會也對於企業，特別是上市上櫃公司有高度

的期待。如果企業未能適當的回應社會的期

待，不論在企業社會責任或公司治理方面，

都會使得社會對企業的信任降低，影響企業

的經營成果。例如企業違背環保的要求，非

法排放廢水或傾倒廢棄物，或者對於社會遭

受災難吝於出手相助等，都有可能受到社會

的非議，導致形象受損，甚至拒絕購買其產

表1　台灣上市上櫃公司市值與GDP比較
單位：台幣10億元

年

上市上櫃公司 市值/GDP比率

合計

家數 資本額 市值合計 GDP 市值/GDP

2004 1,163   5,684  15,112 11,650    1.30 

2005 1,194   6,059  16,946 12,092    1.40 

2006  1,219   6,249  21,276 12,641    1.68 

2007  1,245   6,316  23,396 13,407    1.75 

2008  1,257   6,439  12,479 13,151    0.95 

2009  1,287   6,642  22,948 12,962    1.77 

2010  1,322   6,634  25,796 14,119    1.83 

2011  1,397   6,884  20,633 14,312    1.44 

2012  1,447   7,052  23,090 14,687    1.57 

2013  1,496   7,272  26,844 15,221    1.76 

2014  1,539  7,463  29,572 16,084    1.84 

資料來源：金管會、經濟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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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造成企業實際的損失，甚至生存

的空間。

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不斷成長，從2004
以來，其市值與GDP相比也有上升的趨

勢，這些企業在2014年雖然僅占台灣所有

公司(637,556家)的0.2%，但是其市值相對

於GDP的比重則為1.76，可見上市上櫃公司

對於台灣經濟的重要。也是因為如此，上市

上櫃公司在公司治理的健全與企業社會責任

的發揮對於全國產業與社會有重要的示範效

果。

在成熟的經濟社會，企業對於社會的貢

獻不僅限於稅收、就業與股東財富的貢獻，

還會對政府無法完全解決的社會問題，環保

問題發揮重大的影響，也是社會能否永續發

展的主角之一。因此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與公

司治理的瞭解與提升，實為企業與社會必須

共同關切與努力的議題。

玖、永續發展：策略與展望

企業社會責任其實也是實踐社會永續

發展(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的重要關

鍵，永續發展係指「滿足當代需要但又不會

損及未來世代滿足他們需要的能力」的發展

觀念(12)。永續發展的三大基石就是經濟

發展、社會正義與環境保護要均衡考慮的發

展理念，也是指導世界各國政府、企業與社

會共同努力的發展原則(13)。在實務上，

永續發展觀念的運用有相當大的挑戰，因為

這三大基石經常出現相互衝突的現象，在不

同政策與個案上，其優先順序並不明確。即

使是如此，在國際社會討論全球發展的議題

上，仍然是以永續發展的內容為討論的主

軸，而在不同的重要領域上不斷尋求共識與

作法，例如貧窮議題、氣候變遷、生物多元

化、技術移轉、技術援助等，聯合國也承認

這些方面的進展緩慢，並不是一帆風順。但

即使如此，永續發展仍是世界各國不斷追求

的目標。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來看國家的發

展，如果企業經營不佳，投資者受損，資金

不敢投資企業，經濟發展受阻，社會財富與

就業就難以提高，人民生活會面臨困境。如

果社會問題沒有適當的解決，社會貧富落差

擴大，嚴重的時候就可能造成社會動亂。如

果環境沒有適當保護，汙染或破壞生態環

境，就可能影響人民健康或生存空間。這些

現象不只影響當前的一代，也會對後代造成

重大的傷害。企業作為社會最有組織性能力

的機構之一，也掌握社會的重要資源，如果

沒有盡到應有的社會責任，遲早會對企業的

經營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企業的利益實

與社會能否永續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更要避

免為了短期的獲利，犧牲社會與環境應該重

視的長期利益。

拾、結語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強化已經是

當前各國政府與社會共同關切與努力的目

標。台灣也隨著世界的趨勢，朝著此一方向

邁進，尤其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

台灣政府、企業與學術界合作下積極努力，

已有明顯的進步與成果。然而在此過程中，

仍有不少需要努力的地方，值得各界深思：

一、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在環境、社會與

治理三方面作平衡的考量，在實務上因為此

三方面的要求會造成企業短期與長期利益的

衝突，有些企業為了追求短利，而犧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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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甚至企業本身的長期利益，甚為不

智。政府與產學界有必要持續透過法律、教

育、推廣等方式，加強企業對其社會責任的

理解與認同，達成企業與社會雙贏的結果。

二、企業有時誤解其社會責任只是從事

公益活動，少數甚至藉用公益活動美化企業

形象，並沒有深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事

實上仍然發生部分企業破壞環境，採用有害

消費者的原料製造產品等事件，事發之後，

社會與企業都受到傷害，造成損人害己的結

果。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強化已經是企業發

展的重要策略，而不只是企業對社會的回饋

而已。市場上已經對企業社會責任有相當的

期待與要求，企業也能因善盡社會責任而強

化市場對其認同與提升競爭能量。企業需要

將社會責任融入其整體發展的策略中，而不

只是侷限於較消極被動的回饋觀念。

四、企業經營者獲得股東的資金，為股

東創造利潤，必須要建構健全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原則所提出的保護股東權益、資訊

透明、適當的監督機制等，都是經營者獲得

投資者與各界信任的重要機制，才能奠立永

續經營的基礎。企業要避免一方面強調企業

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疏於公司治理，而以社

會公益來塑造形象。如果沒有從理念與實質

上強化社會責任，而只追求形式上的公益美

名，最後對於企業經營仍然不會有真正的價

值。

五、政府對於公司治理的要求，雖然多

半是因為企業發生問題，為了保護股東，而

從法規著手。但公司治理對於經營階層有分

權與當責的要求，因為對於監督、決策與執

行權責的釐清，有助於因應日益複雜的經營

環境，提高決策與執行的品質，強化競爭

力。也因此，公司治理才能為企業創造更高

的價值，而不僅限於法規的遵循。

六、台灣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公

司治理的要求日益提升，在此過程中仍有許

多觀念與作法需要進一步的改善，除了法規

之外，如何擴大教育、交流的機會，並善用

社會民間力量的參與，讓企業更願意積極落

實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實為不可忽視的作

法。(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名譽教授柯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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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或道德勸說?
 國際及台灣CSR規範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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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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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而言，如未能在維護股東

權益外，同時兼顧企業營運所有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的利益，可能造成的的傷害

不僅是企業形象，甚至會導致訂單流失或其

他營運問題，並造成股東重大損失。

2010年英國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灣

發生油汙外漏事件後，短短不到一個半月，

股價就暴跌50%，市值萎縮9,000億美元。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前夕股價總市值約500
億美元，英國石油的股東因漏油事件衍生的

損失幾乎等於雷曼兄弟當時市值的18倍。

由此可見，企業社會責任除了是一種道德規

範外，也攸關企業的實質利益。

2 0 0 0 年聯合國提出「全球盟約」

(Global Compact)，鼓勵企業加入支持人

權、勞工和環境等十項普遍原則，此後不同

國際組織陸續推出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自發

性規範。在此同時，部分產業也提出如「赤

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及「電

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EICC Code 
of Conduct)等自律規範。另一方面，國

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也制定數據及規格，

做為檢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國際認證標

準。

在各國政府部分，近年來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已成為國際趨勢，惟目前多數國家都採

用自律及鼓勵性質的原則規範促使企業善盡

社會責任，僅英國、中國及印度等少數國家

明文將企業社會責任規範導入公司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再度引起世人對

企業治理問題的重視，而且關注的範圍已從

公司治理擴大為涵蓋環境、人權及社會議題

的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目前也偏向採取自律方式，由台灣

證交所和櫃買中心訂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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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樂見經濟部、金管會、台灣證交所

及櫃買中心透過制訂自律守則及強化宣導等

方式大力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也期盼更多企

業開始重視相關議題。本年鑑為國內第一部

CSR年鑑，本文將藉由檢視台灣及國際間企

業社會責任規範的演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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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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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間企業社會責任規範
及立法之發展

早從196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一詞

就已經普遍出現在各種學術論述中。過去學

者對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曾有一番爭

論，但經過數次企業營運不當引發的金融風

暴後，國際間近十餘年來普遍認同企業治理

不良可能引發社會風險，而且檢討層面也從

公司治理進一步延伸至企業社會責任。也就

是說，企業的作為不僅要對股東負責，也要

顧及道德及誠信，對包括員工、客戶、供應

商、社區、環境及社會大眾等利害關係人負

責。

本世紀初期，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陸

續發起各項自發性規範，期能引導企業在追

求股東利益的同時，也要善盡社會責任，才

能永續經營。除了國際組織外，部分民間產

業也主動響應制訂自律規範。

在個別國家的推動方面，目前各國政府

多半傾向採用自願遵循的原則規範，但也有

部分國家以立法方式強制企業履行社會責

任。以下簡要敘述國際間幾項重要的CSR規

範及立法狀況供各界參考。

一、自發性規範

(一)國際組織CSR規範及標準

1 .聯合國全球盟約  (U N  G l o b a l 
Compact, UNGC)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fi Anan)於1999
年1月在世界經濟論壇中首次提出此盟約的

構想，並於2000年7月正式啟動，開放各國

企業和民間團體自由參加。聯合國全球盟約

主要以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貪腐四個議題

為核心，由此發展出十項普遍原則供企業遵

循，希望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共通標

準。

這十項普遍原則本來就多已明文記載於

各個國際公約，但這些公約的簽約主體為各

國政府，要將內容落實到各國企業較為困

難，因此聯合國全球盟約直接讓企業選擇加

入盟約以自願遵循這些CSR準則(註1)。

2.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

綱領(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制訂於

1976年，之後歷經多次修正。此綱領是各

國政府對跨國企業營運行為的自發性原則與

建議事項，主要目標是希望跨國企業應在相

關法令架構下，配合相關國際協議、原則及

標準，適當保護環境，並應致力於永續發展

之目標，尤其是鼓勵企業建立一套環境管理

制度，評估其營運對環境、公眾健康與安全

之影響。

3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 iat ive)  的企業永續發展

報告書綱領(Sustainabi l i ty  Report ing 
Guidelines)

鑑於各國企業永續報告書內容水準參差

不齊且無一致標準，國際間因而興起將企業

永續發展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標準

化的呼聲(註2)。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所發行

的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綱領目前為各國企業

與機構投資人公認為協助企業組織改進分析

及決策之有利工具，最新版本為2013年5月
發布之第4版 (G4)(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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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標準組織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0 Series)

1996年建立的ISO 14000系列乃國際社

會推行環境管理之公認指標，所有ISO指標

每五年即修正一次，以收與時俱進之效。

(二)產業自律規範

1.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
赤道原則是全球金融機構共同發起的自

律規範，促使銀行辦理專案融資時考量借款

企業在環境保護、誠信經營和社會責任等條

件；若企業未達標，可緊縮融資額度，甚至

列為拒絕往來戶，希望透過赤道原則，促使

企業對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發揮正面作用。

赤道原則最早是在2002年由全球主要

金融機構提出，至今全球已有超過80家金

融機構宣布採納該原則，包括花旗、渣打、

滙豐等大型跨國銀行皆已實行。

2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EICC Code of Conduct)
2004年10月惠普(HP)、戴爾(Dell)和

IBM等電子大廠共同發表電子行業行為準

則，期望建立全球電子業供應鏈的社會責任

規範。該準則明定供應商在道德、環境和社

會各方面的行為準則，例如供應商應如何招

募及對待勞工、工時長短及宿舍環境等。

二、強制立法

(一)美國

美國是最早透過立法之強制手段促使企

業實踐社會責任的國家之一。由於企業社會

責任的概念在美國社會偏向是「道德上必須

履行的責任」而非「因規範所生之義務」，

因此相關責任之法制化主要是循著具體議題

或社會趨勢之發生而逐步完成，也因立法過

程中多有反對聲浪，有關履行社會責任之相

關規範散見在各特定法規之中(註4)。

例如，企業社會責任長年來與環境保護

之議題息息相關，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在環境

保護相關之規範中相對成熟。美國國家環

境保護局在將環境保護內化為企業社會責

任之過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諸如原子

能源法 (Atomic Energy Act )、汙染防制法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安全飲用水法 
(Safe Drinking Water Act)等，美國國家環

保局皆為主要裁罰機關。在此強制立法的架

構下，企業若不履行保護環境的法定責任，

就會遭主管機關懲罰，甚至會面臨遭受私人

提起訴訟求償的風險。

其他類似之規範亦見於人權保護議

題中，例如外國人侵權請求法 (Alien Tort 
Claims Act)規定，跨國企業若有違反人權等

行為，即便不是發生於美國境內，私人亦可

在美國境內對之有請求權，藉此監督跨國企

業之行為，不因公權力不達而罔顧人權(註

5)。

此外，  1970年代美國多數州就已通

過法案允許企業不需通過特別章程條款就

可資助慈善事業。另外，美國也在1977年
制定反海外貪汙行為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要求企業營運必須合乎倫

理道德，禁止美國企業向外國官員行賄。

另一方面，1980年代美國敵意併購活

動逐漸興起，為防止企業敵意併購導致利害

關係人權益受損，美國各州紛紛修改公司

法，要求公司經營階層不僅要對股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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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對原有公司的利害關係人負責。

為了斬斷剛果共和國侵害人權之武裝

團體的資金來源，2010 年 7 月美國通過 
Dodd-Frank 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要

求美國上市公司必須向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申報揭露其產品是否使用產自於剛果

民主共和國或其鄰近國家以及可能直接或

間接資助該地區武裝衝突的「衝突礦產」

(Conflict Mineral)。

值得注意的是，Dodd-Frank 法僅強制企

業揭露是否使用「衝突礦產」的資訊，卻未

對使用者祭出罰則。換句話說，這項強制揭

露的法律其實是需要結合市場的力量才能達

成其目的。雖然法律本身未訂罰則，但為了

怕消費者反彈，企業就可能對其供應商展開

嚴格的查核，確保其產品未使用這類礦產(註

6)。

事實上，美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方法

不僅限於強制立法，引進市場力量或提供稅

賦優惠等獎勵措施也都是達成目標的重要手

段。

(二)英國

早期英國公司法認為公司僅有章程明

文記載之權力，2006年英國新公司法在傳

統股東利益優先的架構下，引進所謂「開

明的股東價值」(Enlightened Shareholder 
Value)之概念，並將董事義務於公司法中加

以明確化。所謂開明的股東價值是指董事必

須為股東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經營，但欲達

此一目的，董事於決策過程中必須兼顧利害

關係人之利益(註7)。

英國2006年新公司法於第172條(註8)
明定：「董事必須以其認為有助於公司成員

之整體利益，盡其最大可能促進公司成功之

方式行事，且要考量下列事項：(a)任何決

策長遠可能的結果；(b)公司員工之利益；

(c)促進供應商、消費者及其他人與公司商

業關係的必要性；(d)公司營運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e)公司維持高標準商業行為之

聲譽的企圖心；(f)公平對待公司股東之必

要性。」

由此可知，英國公司法認為董事若能多

關注公司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及員工、客戶

等利害關係人，將可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利

益，並有益於公司提升整體競爭力與長遠發

展性。

換言之，英國公司法強調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之關鍵在於完備董事義務之內涵，並於

董事義務中導入企業社會責任。因此透過立

法方式，扭轉以往公司董事過於追求公司短

期利益之現象，重新塑造股東價值內涵，要

求董事決策過程中應兼顧利害關係人之利

益，以達成企業永續經營，始謂經營成功

(註9)。

有鑑於透過揭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狀

況，可促使社會大眾瞭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的情形，並藉由市場機制敦促企業善盡社會

責任，因此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之揭露也

成為英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一環。

2006年英國新公司法要求小公司以外

之公司提出的董事報告 (directors’report)
必須包含公司所面對的主要風險與不確定性

之描述，以及其他非財務關鍵績效指標(包

含環境與員工議題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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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該法也規定上市公司應揭露可能

影響公司未來發展、表現之主要趨勢或因

素，以及有關環境、員工及社會議題之資訊

以及公司之相關政策。若該報告未揭露前述

事項，則必須說明未揭露之原因。

基本上，這些資訊揭露的目的是協助股

東瞭解公司董事如何履行公司法第172條有

關促進公司成功之義務，並向社會大眾公開

其在經濟、環境、社會方面之表現，來表達

其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程度(註10)。

 除了公司法相關立法規範外，英國政

府也於2000年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推動企業

社會責任，並且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學院」

(CSR Academy)，協助企業於日常營運中

履行社會責任。

(三)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2005年修定公司法時，有

關公司社會責任之政策為修法之重點(註

11)。2005年大陸公司法第5條規定：公司

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

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

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印度也於2013年8月通過新公司法，

凡企業前三個財務年度中曾經達到淨值50
億盧比以上、營業額100億盧比以上或淨利

5,000萬盧比以上，每年就必須提列2%的獲

利來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貳、台灣企業社會責任規範發
展與推動現況

「企業社會責任」泛指企業營運應負其

於環境、社會及治理之責任，亦即企業在創

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

對員工、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包括遵守商業

道德、生產安全、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

合法權益及節約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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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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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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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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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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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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於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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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如下:

1.上市櫃公司之董事應督促企業實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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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社會企

業守則亦鼓勵企業設減碳規劃 (第17條)。

3.針對維護社會公益，有鑑於近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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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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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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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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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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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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所配合制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於同年11月對

外公告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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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億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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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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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揭露針對企業

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環境面與社會面具體政

策，在協議或交易範圍內，鼓勵與關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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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達到合理之績

效指標。

根據金管會說明，依據「上市公司編製

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必

須編製CSR報告書之特定公司若未提出報

告，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得本於上市櫃時所訂

定之上市櫃契約，對其課處違約金，若報告

書之內容有虛偽隱匿之情事，也是以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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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間之上市櫃契約關

係處理，依情節之輕重程度，處以違約金、

暫停交易或指導下市櫃，尚不以證券交易法

之法令規範相繩。

二、推動現況

根據台灣證交所統計，2014年共有153
家台灣上市公司編製CSR報告書，較2013
年增加43家，成長39%，編製家數最多的前

三個產業分別為電子業(74家)、金融保險

業(19家)及其他產業(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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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業、鋼鐵業及電子業的編製

比率分別達26%、20%及19%。

證交所指出，金融業已有過半公司皆已

編製CSR報告書，主要原因為金融保險業是

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利害關係人範圍

廣大，且資源相對較多，並受到國際標竿同

業所激勵。航運與鋼鐵業則因跨國經營型態

普遍或因行業耗能等特性而編製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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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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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叁、未來展望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在台灣雖屬初步發

展階段，但國際間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

可能性及推動方式多年來已有一番深入的探

討。早年美國學者對於「企業到底為誰經

營」這個根本問題有相當大的爭論，亦即

所謂的「股東利益優先論」(Shareholders 
Primacy)及「利益關係人論」(Stakeholder 
Theory)之爭。

前者認為企業董事和經理人應該謀求股

東最大利益，除非法律明文規定，否則無須

擔負任何社會責任；後者則認為企業經營者

除了考量股東利益外，對員工、消費者、環

境和整體社會也有其需盡的義務(註14)。



— 113 —

但隨著時代演變，勞工、人權和環境等

社會議題愈來愈受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概

念已經普遍得到認同，唯一還有爭論的是實

踐的方法。

立法的確可以強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對人權、環境和社會都有更多的保障。但立

法強制也有其侷限，例如法律可以禁止企業

在聘雇勞工時有歧視情事，卻無法強制要求

企業聘僱哪些人，也不能以社會責任之名義

強制要求企業必須在特定地區招聘員工或進

行投資。

綜合本文所述，國際間目前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的作法仍傾向以自律原則及獎勵手段

為之，強制立法的情況仍屬少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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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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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實際的作法是在法律可行之處以法

繩之，在法律不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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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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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策略與展望

壹、前言

企業成功之基石，不但需要總體經濟環

境穩定與企業經營者及全體員工之努力，更

需要來自社會大眾的支持及穩定安全的營運

環境。企業身為社會公民之一員，除致力於

獲取利潤對股東負責外，也應關心其他利害

關係者的利益，對於包括顧客、員工、商業

上夥伴，例如上游供應商與下游經銷商、自

然環境與所在的社區，乃至整個社會，有義

務負起一定的責任，而除了從道德義務面來

看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外，企業社會責任發

展至今也逐漸成為強化企業競爭力的管理方

法，這管理方法從公司治理出發，延伸對社

會與環境關懷，並融入誠信至經營文化。企

業社會責任觀念的崛起重新定義企業在現代

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也開啟企業能永續發展

的契機。

貳、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概況

一、國際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情形

在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發展已

行之有年，不僅大多數的歐美國家都已採取

相關措施，近年來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香

港、韓國、日本等國也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推廣，其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方式，從經

濟面擴及對社會及環境面關懷，並從核心業

務與企業社會責任結合，由公司治理、環境

保護與社會公益等面向推動，且加強相關資

訊揭露，目前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如

下：

(一) 鼓勵企業製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資

訊揭露

國際上主要資本市場包括美國、南韓、

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資訊之

揭露，主要係規定公司應於股東會年報揭露

諸如溫室氣體排放等資訊。例如美國證券交

易委員會(SEC)以Regulation S-K之103項
要求上市公司應於年報(10-K)中揭露有關

於環保之事項。因此，各國主管當局可適時

要求企業主動出版報告書，亦可依據相關法

令對企業資訊揭露之內涵補強重點內容。

(二)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評鑑系統

目前全球有超過400個與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之倡議與綱領，但這些文書係屬原則或

標準之性質，並不適合用來評斷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活動之績效。因此，近年來國際

間許多傳統績效評等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如

Kinder、Lydenberg及Domini & Co. Inc.)紛
紛開始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評等方法的研究，

同時為了取得公信力，均採用具系統化，客

觀及公正性的程序建置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的

評等工作。

(三) 銀行融資重視赤道原則 (E q u a t o r 
Principle)
2003年6月，花旗銀行、荷蘭銀行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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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球性金融機構於國際金融公司總部共同

發表有關對專案融資之決定、評估與管理標

準之自願性宣言，藉由該評估標準，降低金

融機構幫助不道德企業的機率，該宣言即

為「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雖然

「赤道原則」並非正式的國際條約或具有法

律效力的文件，各國也沒有將其訂為國內金

融法規或自律規範，要求該國所有金融機構

一律遵守，僅係金融機構自願性行為規範，

接受「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又可稱「赤

道銀行」)不須簽署任何協議，只要發表聲

明宣布遵守即可。觀察目前國際之實際運作

情況，「赤道原則」實際上已逐漸成為國際

專案融資的慣例；目前全球已有80家國際

性金融機構正式採行「赤道原則」作為其授

信政策之依據，包括花旗銀行、滙豐銀行、

瑞士信貸及我國的國泰世華銀行等。

(四)鼓勵責任投資原則(PRI)
此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7世紀的貴

格(Quakers)教派，他們在投資時會先將製

造武器的公司予以排除；在1920年代的英

國衛理教派開創退休養老基金時，也表示不

會將這些資金投資於如經營菸草製造、販賣

武器、博弈等被認為是從事不道德業務的公

司。就投資策略來看，PRI所考量的基礎就

是以投資標的環境永續(Environment)、社

會正義(Social)與治理(Governance)此三面

向的表現為主。

(五)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 S o c i a l 
Responsibility Index)
目前全球最知名的兩系列國際社會責任

型投資指數為道瓊與永續資產管理公司於

1999年創立的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以

及倫敦證交所與金融時報合作於2001年創

立的FTSE4GOOD指數，這兩套指數已分

別授權給國際上許多資產管理公司使用，對

金融市場的影響重大。

二、金管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為順應世界潮流，協助企業經營者自發

性地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國內推動政策整體

規劃方向主要以制定最佳實務守則、要求公

司揭露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情形的資訊，透過

辦理評鑑與編製指數連結市場機制，同時辦

理企業誠信與社會責任宣導或座談會等，樹

立企業社會責任典範，推廣暨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觀念。金管會目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發

展之具體措施如下：

(一) 建立最佳實務守則引導企業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93年及99年陸續訂定「上市上櫃公司訂定

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等最佳實務守則，金管會並

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金融公司及公

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

「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中，要求公司揭露包括公司

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實施成效、提升資源

利用效率、建立環境管理制度、保障員工及

供應商管理等相關資訊。

(二)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

金管會於2013年底對外發布「強化我

國公司治理藍圖」，包含形塑公司治理文

化、促進股東行動主義、提升董事會職能、

揭露重要公司治理資訊、強化法制作業等五

大計畫項目，及其相關之13項具體措施，

其中有關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包括參考

國際準則趨勢研議修訂「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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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等最佳實務守則，並採行「不遵

守即應解釋」原則(comply or explain)，要

求上市櫃公司揭露誠信經營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情形資訊。

(三) 強制特定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

2014年發生多家食品業者之食安事件

及高雄氣爆事件，不僅危害民眾身體健康及

安全，甚或影響民眾對整個產業之信心。金

管會於是進一步要求其營運活動與民眾生活

息息相關之上市櫃金融業、化學工業、食

品工業、最近年度餐飲收入占總營收達50%
以上公司，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100億元

以上之公司，自2015年起須編製公告前一

年度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5年預估

適用以上規範之上市櫃公司約203家。另

將進一步規範實收資本額50億元以上未滿

100億元且未有累積虧損者之上市(櫃)公司

自2017年起應公告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有累積虧損者得延至2019年起適用。

截至2015年8月底，已有137家上市櫃公司

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申報，未來並將

依需要研議循序擴大納入編製之範圍。

(四)辦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座談會

為提升上市櫃公司誠信經營及企業社會

責任觀念，金管會於2011年至2014年每年

督導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辦理「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會」，四年間

共辦理22場次，邀請60家上市櫃公司協助

進行經驗分享，合計約5,350位上市櫃公司

負責人或高階主管參加，藉由企業主分享相

關實務經驗及執行成果，強化企業落實誠信

經營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文化。

(五)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為協助投資人及公司經營階層瞭解公司

在治理方面之實施成效及在整體市場中之表

現，金管會督導證交所於2014年3月完成第

一屆公司治理評鑑作業系統及公布相關指

標，92項指標中有13項涉及利害關係人與

社會責任表現。2014年度全體上市櫃公司

治理情形之評鑑，業於2015年4月30日公布

前百分之二十評鑑優良企業，以發揮標竿功

能，帶動企業重視公司治理，引導企業間良

性競爭，進一步形塑我國公司治理文化。

(六)強化金融保險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金融保險業因匯集存戶、保戶或投資人

眾多資金，具公共利益性質，且位居於金融

體系之核心地位，扮演著資金提供者與分配

者的角色，除自身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外，

倘能發揮其影響力，對於促進其他產業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亦應有相當的正面助益，金

管會目前針對金融保險業企業社會責任主要

推行政策如下：

1.推動銀行業授信採用赤道原則

金管會於2014年1月20日函請銀行公會

研議將「赤道原則」納入自律規範之可行性

與作法，嗣於同年4月23日函復准予備查銀

行公會所報參採赤道原則之精神，增訂「中

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第20條第

2項「辦理專案融資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

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

任」規定。該公會已於同年月29日函轉各

會員機構。爰各銀行於辦理授信時，均已參

採赤道原則之精神。

2. 鼓勵銀行提供弱勢族群存款服務與信用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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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協助社會中

弱勢團體(如中小企業、身心障礙人士及中

低收入戶等對象)之存款服務與信用需求，

並督促銀行設置供輪椅民眾使用之ATM機

型(至2014年底約設置165台)、由行員協助

見證視障民眾開戶程序、設置公共資訊無障

礙網頁及提供無障礙環境及服務管道，如：

服務鈴、引導專員及24小時電話服務。此

外，金管會業已邀集八家不同障別團體及金

融機構等共同研商全面提升金融友善措施。

3.鼓勵金融機構從事慈善公益

我國目前已有類似孟加拉鄉村銀行合作

互助理念功能之社會安全機制，像是內政部

主管之儲蓄互助社，以及各部會與金融機構

合作開辦多項扶助弱勢族群之措施，例如微

型創業貸款及中小企業放款方案等。政府針

對特定族群之協助措施，不論係低利貸款或

結合職業訓練等方式，倘涉及金融機構貸款

事宜，金管會將要求銀行全力配合政策協助

提供弱勢族群貸款。

4.要求保險業辦理專案融資參照赤道原則

金管會為瞭解國際間對於保險業辦理相

關業務，是否有類似銀行業「赤道原則」

之相關規範可供未來規劃參考依據，洽請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協助研議，並

於2014年8月5日召開會議研商，並決議請

產、壽險公會參照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

信準則第20條第2項，研擬修訂「保險業辦

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

研議具體作法。嗣經產、壽險公會修正「保

險業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

規範」第35條，明定「辦理專案融資審核

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

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規定，並經金管會於

2015年1月8日備查在案。

5.鼓勵保險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目前我國對保險業於發展業務及維護保

戶權益之餘，亦應善盡社會責任亦有相關規

範，如「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2
條第10款規定「為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

保險業董事會之主要任務如下：十、建立與

維持公司形象及善盡社會責任。」，同守則

第60條規定「保險業應保障保戶權益、關

注社區環保及公益活動等問題，並重視公司

之社會責任。」，以及人身、財產保險業辦

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8條第15款規定，保

險業公司治理應記載事項包括履行社會責任

情形(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

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人權、安全

衛生等)。金管會除持續督促保險業之業務

發展應回歸保險本質，設計符合社會需求之

保險商品、降低消費爭議、強化內稽內控避

免發生舞弊等事宜外，並鼓勵保險業應關注

環保及公益活動等議題。

6.鼓勵保險業辦理微型保險保障弱勢族群

為增進經濟弱勢者基本保險保障，善

盡保險業社會責任，金管會於2009年7月
發布「保險業辦理微型保險業務應注意事

項」，且為擴大對弱勢民眾之照顧，金管會

於2014年6月26日發布修正該注意事項，放

寬微型保險投保資格納入農民及提高經濟弱

勢者所得上限、擴大商品種類增加傷害醫療

保險、將個別被保險人累計保額由30萬元

提高為50萬元、增列各級地方政府得擔任

代理投保單位、簡化保險業績效評估認定作

業及放寬績效認定標準、擴大獎勵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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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金

管會亦鼓勵保險業研發高齡化社會照顧、安

養相關保險商品，協助國人規劃老年經濟安

全及醫療照護需求，以商業保險協助補強社

會安全網。

參、社會責任投資觀念崛起

一、社會責任投資漸成主流共識

企業社會責任逐漸受到重視，各種倡

議不斷提出，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制

定了「保險業永續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PSI)，於2012年聯

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上發表，為保險業在環

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上的永續發展準則，鼓

勵相關企業採取行動，在永續發展上能帶來

另一波助力。另2002年10月國際性金融機

構召開會議討論專案融資應注意社會與環保

議題，隔年6月來自7國10家大型金融機構

宣布採行「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並同意遵行世界銀行之自律環保標

準，為大型國際金融機構評估及管理專案融

資(Project Finance)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問

題之自願性金融業準則等(我國國泰世華銀

行於2015年3月簽署加入)。

2006年聯合國與16國大型機構投資人

於美國紐約證交所聯合發表「責任投資原則

(PRI)」時，列出六大原則(註1)及35項可

行方案，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納入其投

資決策過程之中，使社會責任投資有較明確

的推動方向。這些主流投資機構遵循責任投

資原則進行投資、落實股東行動主義，透過

對資本市場所產生之影響力帶動全球對社會

責任之重視，功不可沒。

根據社會投資論壇(The Forum for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IF)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責任投資資

金總額從2012年的3.74兆美元快速成長至

2014年的6.57兆美元，成長了76%，每6塊
美金中有超過1塊美金是根據社會責任投資

原則在進行投資，顯示投資大眾較以往更注

重投資於關注社會正義、環境保護及有長期

穩定發展之企業。

二、社會責任投資指數編製與推廣情形

責任投資的運作有賴於基礎環境成熟，

一方面上市公司應意識到其在環境、社會、

公司治理等議題負有責任並自願採行行動，

另一方面投資者應能獲得充分而可靠的資

訊，以在市場上區別出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良

好的公司。因此目前各國政府無不努力推動

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環境，包括推廣企業社

會責任觀念、訂定最佳實務守則、鼓勵或強

制企業揭露企業社會責任等措施，進而帶動

社會責任投資。目前國際在引導社會責任投

資方面，較具知名度的社會責任型投資指數

分別為「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及「倫

敦金融時報社會責任指數」，這兩套指數已

分別授權給國際上許多資產管理公司使用，

對市場運作機制影響重大。依2015年9月10
日最新發布之DJSI道瓊永續指數，入圍的

台灣企業包括：台積電、聯電、友達、群

創、台達電、光寶科技、宏碁電腦、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玉山金控、國泰金控、中

鋼、中鼎，顯示我國上市公司已逐步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並獲得投資人肯定。

三、 金管會推動機構投資人採行責任投資之
相關措施

在國內如果可以透過發行指數與基金來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相信是相當可行且有效

率的；目前證交所編製的「臺灣就業99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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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臺灣高薪100指數」、「櫃買薪酬

指數」及「公司治理指數」等皆是屬於以公

司治理及企業社會任為篩選條件所編製的市

場指數。另鑑於我國證券市場外資比重(外

資持股市值/總市值)由2008年的28.98%逐

年上升至目前(2015年6月)的36.82%。為因

應國際趨勢，強化我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

績效，並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社會責任投

資」之發展，金管會已採行相關措施如下：

(一)臺灣就業99指數

為配合政府提高就業率政策，金管會督

導證交所於99年12月30日發布「臺灣就業

99指數」，從上市公司篩選出在臺灣的母

公司僱用員工人數最多的族群作為成分股，

為全球首創的新類型指數。該指數發布後即

獲得勞退基金決定採用作為委託投信公司代

操、投資國內股市之指標。證交所於2011
年6月21日與6家投信公司(目前為四家)簽

訂指數授權契約，由勞動基金運用局提撥新

制勞退基金300億元，依照「臺灣就業99指
數」成分股和權重進行投資。藉由引導市場

資金投資員工僱用人數較多之公司，以鼓勵

上市公司多僱用員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二)臺灣高薪100指數及櫃買薪酬指數

為鼓勵企業將獲利回饋員工、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103年8月編製公布「臺灣高薪100指數」及

「櫃買薪酬指數」，並公布指數全部成分股

名單，做為投資人投資參考，期能經由將發

放員工薪酬較高的公司納入指數之方式，帶

動企業調薪。上開指數主要係篩選平均薪資

費用較高之公司，再考量調薪幅度、獲利情

形、有無勞資糾紛及股票流動性等因素後，

納入指數成分股。目前已由勞動基金運用局

提撥新制勞退基金300億元委託五家投信公

司操作投資「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透過市場資金之投資，對高薪企業發揮鼓勵

效果。

(三)編製公司治理指數

依據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於2015年6月29日編製並公布「公司治

理指數」，供投資人作為選股之參考，期以

良性競爭督促上市上櫃公司改善公司治理，

並提供更多資訊供投信公司、政府四大基金

及機構投資人作為選擇投資標的之參考，期

能透過投資行為督促企業落實公司治理，並

導引其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四) 督促機構投資人應將公司治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列為投資重要參考

於2014年10月3日函請機構投資人(包

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勞動

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銀行、信託、人壽保險、產物保險、證

券、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期貨業等商業同

業公會等單位)，轉知所轄基金或所屬會員

於從事投資及選擇業務往來對象時，將標的

企業履行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情形列為

投資之重要參考標準，並建議對外揭露上開

投資選股策略，及持續關注所投資公司之治

理情況，以市場力量共同促進公司提升公司

治理，並附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臺灣高薪

酬100指數、櫃買薪酬指數、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等資訊供機構投資人參考。

(五) 研議推動機構投資人簽署盡責管理守則

(Stewardship Code)
透過盡責管理守則(Stewardship Code)

讓機構投資人為資本市場持續注入改革動

能，將會是未來提升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向。

為鼓勵我國機構投資人參與提升上市(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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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並鑑於機構投資人包括銀行、保險

公司、投資信託機構等，金管會已請證交所

與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研議訂定盡責管

理守則，並將研議機制鼓勵相關金融業者及

機構投資人簽署，以強化公司治理。

肆、結語

近年來，以社會責任、財務與環保表現

績優企業為投資對象的永續及社會責任型投

資，過去幾年蓬勃發展，這些社會責任投資

基金篩選投資標的所採取之準則，逐漸成為

企業持續改善經營績效，爭取金融業投資之

重要領域。於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國企業社

會責任觀念也逐漸成形，實務上越來越多上

市(櫃)公司自願採取責任性商業行為，從環

保、公益等方面實踐社會責任，並主動對外

揭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企業藉由企業社

會責任可改變企業文化，提升績效，有助於

強化公司競爭力，讓企業變成優質品牌，建

立可受信賴的品牌形象。

金管會未來將持續結合證交所及相關

NGO單位，透過各種機制，引導上市(櫃)

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期能透過優質企業

與金融服務業扮演企業社會責任領頭羊之角

色，積極投入社會公益與綠能環保等活動。

除此之外，也希望透過推廣與宣導，深化企

業社會責任之觀念，激勵更多企業願意多跨

一步，為員工、上下游廠商、客戶、社區乃

至於整體社會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並有助於

企業獲得消費者、員工、合作廠商及資本市

場的青睞與認同，提升企業競爭優勢與社會

價值，進一步與社會共同追求永續發展。

 (金管會)

【註釋】

註1： 包括1. 將 環 境 、 社 會 、 公 司 治 理

(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

策制定過程。

2. 將ESG議題整合至所有權政策

與實務。

3. 要求投資機構適當揭露ESG資

訊。

4. 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執行PRI原
則。

5. 建立合作機制強化PRI執行之效

能。

6.報告執行PRI之活動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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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指數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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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評鑑

推動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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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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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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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對資本市場之資訊揭露品

質進行全面性之體檢，迄今已完成12屆之

評鑑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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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除了資訊是否充分揭露外，企業

之董事會運作是否健全、對待股東是否平

等、對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是否重視等，皆為

企業之公司治理是否良善所應衡量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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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布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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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目標

形塑公司治理文化、導引企業穩定發展

我國自成立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以

來，監督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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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評鑑希冀透過評鑑結果之公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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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肯定公司治理所創造之效益而願意落實

推動公司治理相關措施，並能透過市場機制

如媒體、股東及機構投資人對評鑑結果之反

應，使企業能積極檢視其內部所面臨之風

險，並尋求改善及提升治理之方案，以建立

企業主動建立良善公司治理制度之決心。

獎勵優良公司、發揮標竿功能

就我國現行法規與實務而言，各單位日

常即依權責對上市、上櫃公司進行監督與管

理，並適時協助其改善。因此，我國上市、

上櫃均能符合各項法規之規定，達成公司治

理之基本要求。

受到國際良好公司治理範例的帶動，部

分上市、上櫃公司不以遵循基本法令自限，

更積極採行優質、先進之公司治理制度，以

達到國際治理水平。因此，公司治理評鑑便

是希望找出能積極增進公司治理，並主動設

置各項自我監理措施的企業，進行表揚與獎

勵，使之成為其他公司之標竿。

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形象

自OECD提出公司治理原則以來，各國

際性組織陸續據此公司治理原則發展評鑑指

標，如：東南亞國協設計公司治理計分卡對

協會成員國企業進行評鑑；ACGA除定期對

各國之公司治理水平分別從政策面及個別公

司治理面進行評鑑外，並對亞洲各國之公司

治理情形提出公司治理白皮書，對亞洲公司

治理之區域水準具有引導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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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資本市場品質

公司治理評鑑之設計，係採行國內、外

各主要評鑑組織或系統之評鑑原則與指標，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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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治理評鑑指標研議

之參考資訊，藉此促使企業及投資人重視評

鑑系統之運作與結果，進而拉高整體公司治

理水平，達到資訊公開、擴大參與，提升資

本市場品質的目標。

評鑑整併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自2003年開始辦理

資訊揭露評鑑以來，評鑑指標數從第一屆指

標總數62項，逐屆調整新增為第12屆之指

標總數109項。本系統將指標分為自願性揭

露與法規規定，自願性揭露項目於第一屆為

十項(占總指標數16%)，發展至第12屆增加

至44項(占總指標數40%)。其指標數與自

願性揭露比例逐年提高之原因，除法規要求

揭露項目增加，另主管機關、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在推動公司治理相關政策時，亦陸續將

各項改革政策以「是否揭露」之設計方式融

入資訊揭露評鑑之指標，如股東會是否採電

子投票、議案逐案票決、英文議事資料提供

等。加以近年來「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增加揭露眾多公司治理相關資

訊之規定，而年報向為資訊揭露評鑑指標重

要取材標的(第12屆相關指標達50項，比重

46%)，資訊揭露評鑑系統因此包含許多與

公司治理相關指標。

而依照公司治理藍圖之規劃，我國自

2014年起辦理之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不

論評鑑資料來源、評鑑期間或適用對象等，

均與資訊揭露評鑑相同，而公司治理評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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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設計係參酌國內、外各公司治理相關機

構或組織之公司治理原則、評鑑指標，資訊

揭露評鑑亦包含多項公司治理相關指標，致

與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內容多有重疊之現象。

經比對前揭兩系統指標之異同情形，其中指

標明顯重複或意旨相近者即達62項，占資

訊揭露評鑑總指標數(109項)之57%；至未

有相關性之47項指標，其中多數屬基本之

法令遵循題。

就上開比較觀之，在我國第一屆公司治

理評鑑系統規劃建置後，資訊揭露評鑑重要

指標多已融合納入公司治理評鑑系統內，二

者可謂已實質整合。而資本市場持續由公司

治理中心辦理重疊性高之兩種評鑑制度，除

可能造成受評公司與投資人認有重複工作之

疑，亦將增加受評公司之人力與時間成本。

因此公司治理中心在經過多次討論並徵詢各

界意見後，於2014年9月26日決議就該二項

評鑑進行實質整併，其中資訊揭露評鑑自第

十二屆評核作業辦理完成後不再續辦，公司

治理評鑑則自第二屆起，陸續研議增設與資

訊透明度相關之指標，並提高資訊透明度構

面之配分權重。

運作方式

評鑑期間

本評鑑每年辦理一次，以前一年度(即

受評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完整年度公

司治理情形為評鑑分析範圍。第一屆評鑑以

2014年完整年度為評鑑期間，第二屆評鑑

則以2015年度評核之。

資訊範圍

本項評鑑之資訊範圍共分五部分：

A.公司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年報

與公司網站之公司治理相關事項。

B.受評年度內發生之公司治理相關事

件。

C.公司之股東會、董事會、功能性委員

會及獨立董事之運作或職權行使。

D.金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之相關

查核及監理紀錄。

E.公司於本評鑑系統之自評作業內容。

評鑑對象

本評鑑原則上係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

評鑑對象。如受評之上市(櫃)公司於評鑑資

料分析期間或評鑑結果公布前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將不列入評鑑對象或不予排名：

A.上市(櫃)未滿一年之公司。

B.變更交易方法之公司。

C.停止買賣之公司。

D.終止上市(櫃)之公司。

E.有其他與公司治理原則相悖之情事，

經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議決認應不予受評

者。

評鑑流程

本評鑑之運作模式係採「雙軌並行

制」。受評公司應於受評年度終了後一個月

內，於公司治理自評系統進行自我評鑑作

業；評鑑工作小組則就公司之受評資訊進行

資料蒐集、與評分等作業後進行評核，並將

評核結果與公司自評內容相互比對，若有疑

義則得請受評公司提出說明後加以確認，作

為各公司之初步評鑑結果。

此外，證基會並應彙整受評公司是否有

「自願參加其他公司治理有關評鑑系統認

證」或「董事/監察人遭投保中心依投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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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之一提起解任訴訟或類似缺失」等得

酌予加、減分項目後，併同前項初步評鑑結

果，提報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作為最終評鑑

結果之參考。

構面與指標

五大構面說明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主要係採行國際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04年發布之公

司治理六大原則，參酌調整為本指標之五大

構面，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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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說明

評鑑指標係參考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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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藉此與國際實務接軌並兼顧國內發

展特性。第一屆評鑑指標計有92項，第二

屆評鑑因應相關公司治理政策之推動，酌予

增加至98項次。

題型分類

設計原則

本評鑑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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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評鑑

指標依照計分方式不同，而概分為基本、一

般及進階三類題型。而因題型分類之主要方

式僅係計分型態之異同，為避免其題型名稱

造成公司適用上誤解，第二屆則更名為Ａ、

Ｂ、Ｃ題型：

Ａ題型(原基本題)

屬基礎題型，其中包含基本法令遵循題

以及優於法令之公司治理提升題。

Ｂ題型(原一般題)

與Ａ題型同屬基礎題型，其與Ａ題型之

相異處係在特定情況下有部分公司不適用該

類指標(例如受評年度無董事、監察人改選

者，則該類題型即不適用)

Ｃ題型(原進階題)

進階題多屬國際間較為重視之議題，惟

考量國內目前政策之推動時程或實務運作現

況，尚不宜直接採計是與否之計分型態者。

故進階題型係對採行該項指標措施之企業予

以給分，未採行者則排除適用(不適用之計

分方式為分子及分母皆減除)。

計分方式

各構面之分數計算方式為「各該構面之

得分除以受評公司於該構面實際適用之指標

數，再乘以該構面配分權重」，可獲得單一

構面之得分。將五大構面分別計算得分後加

總，即可計算受評公司於本評鑑系統所獲得

之分數。

評鑑結果應用

差異化管理

依照「強化公司治理藍圖」之規劃，證

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公司治理評鑑結果產生

後，將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與誘因或處罰機制

結合，研議擬定「評鑑結果與差異化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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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連結」之措施，除能提升證交所與櫃買中

心之監理效率，更將使公司治理評鑑產生實

質效益。

編製公司治理指數

我國股票市場投資結構以小額投資人居

多，而公司之治理狀況，一般小額投資人若

非長期關注，尚難確切掌握。因此，依照

「強化公司治理藍圖」之擘劃，第一屆公司

治理評鑑結果產生後，將由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訂定選股指標，挑選公司治理表現較佳之

上市(櫃)公司，編製公司治理指數，俾利投

資人參考。蓋由指數編製者挑選公司治理狀

況較佳之公司，編製上市(櫃)公司治理指數

供投資人作為決策參考，不僅可節省小額投

資人之時間成本，並可督促上市(櫃)公司因

相互比較而努力改善公司治理狀況，提高良

性競爭之效果。此外，本指數亦提供許多投

資參考指標，可有效協助機構投資人決定標

的公司之投資比例；對公司而言，為爭取投

資人青睞，更須積極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

吸引長期資金之投入。

因此，臺灣證券交易所在第一屆公司治

理評鑑結果於2015年4月底發布後，即參考

評鑑排名前20%之上市公司名單，於同年6
月29日正式推出公司治理指數。

首屆公司治理評鑑辦理概述

為引導企業強化公司治理，形塑我國公

司治理文化，並協助投資人及企業瞭解公司

治理實施成效，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

心依據公司治理藍圖，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導下，研議「公司治理評鑑系統」，希

望透過對整體市場公司治理之比較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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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系統之研議工作自2013年6月啟

動，公司治理中心參考國際公司治理相關原

則及我國資訊揭露評鑑指標等國內外評鑑指

標，另延攬外部學者專家組成「公司治理評

鑑委員會」，並辦理公聽程序，聽取各界建

言，於2014年3月發布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

作業說明及92項評鑑指標，於同年4月起辦

理多場宣導會，對於評鑑指標及系統作業方

式進行宣導，於10月起為期四個月的時間

由受評公司進行自評作業，最後由評鑑作業

小組進行評核比對作業，最終評鑑結果經提

報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後正式

對外公布。

首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公布與
查詢

評鑑結果公布

對全體上市櫃公司進行公司治理評鑑為

「2013年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最重要

的工作項目之一，首屆以103年度為評鑑年

度，經過公司自評與公司治理中心評鑑小組

逐項評核，評鑑結果再提經評鑑委員會及諮

詢委員會討論議決，並依公司治理藍圖規

劃，公布前20%公司名單，以達獎勵優良公

司、發揮標竿功能之目標。未來將逐年公

布評鑑結果，第二屆(2016年)公布排名前

50%，第三屆(2017年)起則全面公布上市

(櫃)公司之排名。本屆評鑑依作業手冊規

劃，將受評公司區分為「上市公司」、「上

櫃公司」兩組，各組依評鑑成績高低【最後

評鑑得分=初步評鑑成績[即Σ(各類別指標

得分比率X配分比重X 100)]±調整分數】公

布前20%之公司，為達獎優目的，於2015
年6月份舉辦頒獎典禮表揚排名前5%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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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排名區間內公司皆不分得分高低名次，而

以公司代號排序。

除因評鑑年度內上市(櫃)未滿一年或變

更交易方法等原因不列入評鑑排名外，所有

上市、上櫃公司皆為評鑑對象。本屆受評公

司共有上市公司798家及上櫃公司595家，

合計1,393家。統計第一屆全體受評公司之

平均得分為73.45分；上市公司之平均得分

74.23分，上櫃公司之平均得分為72.41分。

排名前5%之上市、上櫃公司平均得分，分

別為93.84分、88.46分；排名前6%至20%
之上市、上櫃公司，平均得分則分別為

85.25分、79.62分。

評鑑結果查詢

所有結果均經公司治理中心公司治理評

鑑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布，評

鑑結果公告於下列網站，以利投資大眾查

閱。

證基會網站「公司治
理評鑑專區」：

http://www.sfi.org.tw/E/Plate.
aspx?ID=3404

公司治理中心： h t t p : / / c g c . t w s e . c o m . t w /
evaluationCorp/listCh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http://www.tpex.org.tw/web/
issuer/?l=zh-tw#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mops/
web/index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效益

公司治理中心觀察自2014年實施公司

治理評鑑以來，上市櫃公司於公司治理各項

指標有顯著進步(詳表)，其中包括上市公

司章程規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的

公司，2015年達321家，較2014年度的201
家增加了120家，增加幅度達60%；2015年
採用電子投票的公司達256家，較2014年的

190家增加了66家，增加比率為35%，其中

47家係屬自願提前採用；而2015年股東常

會採行逐案票決家數也增加了136家至393
家，增加幅度達53%，提供英文版議事手

冊公司由80家增加至131家，增加幅度達

64%，英文版股東會年報則由80家增加至

107家，增加幅度達34%。而2015年議事

手冊及年報平均上傳日期亦均較2014年提

早。

除股東會品質大幅提升外，在「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的部分，上市公司設置審計

委員會的家數，已由2014年年底的170家提

升至2015年8月底的237家，同期間的獨立

董事也由488家增加至629家，增加幅度達

29%。

有關「提升資訊透明度」的部分，上市

公司2015年2月底前申報103年度財務報告

家數為47家，較去年同期的22家，大幅提

升114%；在「非財務資訊揭露」方面，截

至8月底，共計115家上市公司已將103年度

CSR報告書申報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其中

77家係屬法規強制規範編製，38家屬自願

編製。強制規範編製CSR報告書之上市公司

尚有93家係屬最近一年未編製或未參考全

表1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公布評鑑結果彙整
家數及平均得分

公司別

總受評公司 前20%公司 前5%公司 前6%至20%公司
家數 平均得分 家數 平均得分 家數 平均得分 家數 平均得分

全體受評公司 1,393 73.45 279 85.03 70 91.54 209 82.85
上市公司 798 74.23 160 87.4 40 93.84 120 85.25
上櫃公司 595 72.41 119 81.85 30 88.46 89 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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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發布之指南編製CSR報告

書，或CSR報告書因須經會計師依照確信準

則公報第一號出具意見書，得延至12月31
日完成申報。比對編製2013年CSR報告書

的171家，至2015年底預估將會有超過220
家以上公司編製2014年CSR報告書。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展望

藉由公司治理評鑑的推動，希望透過全

體上市櫃公司對於公司治理之總體檢，瞭解

公司目前於公司治理評鑑的達成狀況並取得

明確的改善方向，公司治理中心將持續依公

司治理藍圖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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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透過對於積極增進

公司治理，並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自我

監理措施的企業，進行表揚與獎勵，發揮標

竿效果，持續提升整體公司治理水平。

 (臺灣證券交易所)

表2　公司治理推動效益
構面 項目/家數 104年度 103年度 增減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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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201 120 60%

採行電子投票 256 190 66 35%

股東常會採行逐案票決 393 257 136 53%

股東會前幾天上傳年報(天數) 16.13 14.38 1.75 12%

股東會前幾天上傳議事手冊(天數) 28.66 25.70 2.96 12%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設置審計委員會 219 170 49 29%

設置獨立董事 616 488 128 26%

資訊揭露

2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IFRS財務報告
(合併或個別) 47 22 25 114%

申報英文版開會通知 133 73 60 82%

申報英文股東會年報 107 80 27 34%

申報英文議事手冊 131 80 51 64%

非財務資訊揭露 編製前一年度CSR報告書─估計到2015年底 220 171 4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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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暨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編製源起

世 界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 W o r l d 
B u s i n e s s  C o u n c i l  f o r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曾於一次國際會議中

對「企業社會責任(C o r p o r a t e  S o c i a 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進行下列定

義：「企業社會責任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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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生

活品質」。顯示企業在經營上除須對股東

(shareholders)負責之外，對於所有利害關

係人(stakeholders)亦應負責。

隨著近年全球化、科技化及跨時區商

業活動的發展，促使人類、政府組織及企

業重新省思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等相

關議題；而相關標準，亦因社會期望而日

益提高，甚至在國際金融投資的領域興起

所謂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投資(Sustainable 
&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的新

觀念，藉由投資過程中對於社會及環境的考

量，選擇具有永續發展前景的企業，不僅可

使個人因投資報酬受惠，亦使社會、環境與

經濟領域皆得受益。

而早在199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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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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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追求涵蓋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三個領域的社會責任投

資外，也將該指數主要之成分股篩選標準－

「FTSE4Good Criteria」應用到包含全球、

歐洲區、美國、日本及英國之FTSE已開發

國家指數系列，甚至衍生出專門注重環保議

題的投資型指數。

從上述指數系列發展可知，國際指數公

司發展社會責任投資型商品始於2000年前

後；惟開發該類指數，須投資高額成本及人

力進行市場調查，故亞洲證券市場多先由社

會責任投資中之「公司治理」面向著手，開

發「公司治理指數」如：上海證交所編製之

「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深圳證交所編製之

「深證治理指數」及韓國交易所編製之「韓

國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指數」。而迄今僅香

港恆生指數公司及韓國交易所進一步發展出

「恆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與「韓國

交易所社會責任投資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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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歷程

臺灣證券市場陸續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型指

數」

隨著近年政府、民眾對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重視，亦衍生出市場對於社會責任投資型

指數之需求。2010年臺灣證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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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亦於同年自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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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雖未如國際指數公司開發涵蓋前述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三面向之社會責任投

資型指數，但有感於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可

落實企業經營人的責任，並保障股東的合

法權益及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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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各項公司治理專

案之推動頗有成效，但整體改革速度仍較世

界主要先進國家落後，且近年來由公司治理

所衍生的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的議題更為國

人關注，故如何強化公司治理，已成為我國

資本市場的重要課題。

加速推動我國公司治理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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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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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等周邊單

位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更於2013年12月
公布「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之5年
期計畫，並採滾動式修正，作為推動公司治

理政策之指引。透過完備法制、企業自律及

市場監督等三面向的努力，期能由政府帶頭

推動，運用周邊單位及民間非營利機構的力

量，鼓勵企業及投資者積極參與公司治理，

形成良好公司治理文化，推升企業在國際上

之競爭力。

公司治理中心除主辦推動各項公司治理

相關業務與建置評鑑指標，另委由證基會執

行公司治理評鑑事宜。在經過嚴謹客觀的

評鑑標準及審核程序下，公司治理中心於

2015年4月30日公告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分別公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排名前

5%及20%之公司。

依據公司治理評鑑結果開發公司治理指數

為鼓勵上市、上櫃公司落實公司治理，

提升優質公司之能見度，提供市場投資人更

多衡量公司表現的指標，過去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皆曾探討編製公司治理指數之可行性，

惟囿於欠缺全面性的評鑑結果，以致一直處

於評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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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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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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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及「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櫃買

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讓大眾更進一步瞭

解公司治理表現相對較佳之公司，發揮激勵

企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之效果。

編製方式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發展及健

全資本市場之重要基礎，為提升臺灣企業

公司治理水準及市場價值，2015年2月金管

會將編製公司治理指數納入證券市場揚升

計畫中，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遂積極響應，

以2015年6月15日為基期，基期指數分別為

5,000點及100點，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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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型基金投資國內股市之指標，以期經由

指數化被動式投資，引導資金投入，鼓勵上

市上櫃公司重視公司治理水準，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兩指數的發布亦可激勵公司為爭取

市場投資人青睞及吸引長期資金，而積極提

升我國公司治理水平，故編製公司治理指數

所產生之正向循環效果，值得期待。

以下表說明兩指數之篩選條件及指數概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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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最近一年日平均
交易金額最小20%的
股票。

刪除最近一年日平均
交易金額最小20%的
股票。

公司治
理評鑑
結果篩
選

選取上市公司最近一
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前20%的股票。

選取上櫃公司最近一
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前20%的股票。

財務指
標篩選 必要條件：最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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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稅後淨利及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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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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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以最近一年稅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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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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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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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股名單(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

2015年「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之成分股名單分別如

下(按股票代號排序)：

相關統計數據
 (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

以下將「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及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之產業權重及分布分

別與兩市場具代表性的「臺灣50指數」及

「櫃買富櫃50指數」進行比較。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與「臺灣50指
數」：

將「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與「臺灣

50指數」比較後可知，截至8月底，「臺灣

50指數」之電子類股占比最高，非金電類

股次之，金融類股最低，儘管「臺灣公司治

理100指數」之產業分布順序與其相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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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金寶 2501 國建 2889 國票金 4938 和碩

1216 統一 2317 鴻海 2603 長榮 2890 永豐金 4958 F-臻鼎

1301 台塑 2324 仁寶 2606 裕民 2891 中信金 4994 傳奇

1303 南亞 2325 矽品 2607 榮運 2892 第一金 5007 三星

1326 台化 2330 台積電 2609 陽明 2912 統一超 5243 F-乙盛

1402 遠東新 2344 華邦電 2615 萬海 3034 聯詠 5521 工信

1434 福懋 2352 佳世達 2809 京城銀 3036 文曄 5871 F-中租

1477 聚陽 2356 英業達 2834 臺企銀 3044 健鼎 5880 合庫金

1590 F-亞德 2357 華碩 2855 統一證 3045 台灣大 6239 力成

1605 華新 2377 微星 2856 元富證 3189 景碩 6285 啟碁

1711 永光 2382 廣達 2867 三商壽 3443 創意 6505 台塑化

1717 長興 2385 群光 2880 華南金 3450 聯鈞 8021 尖點

1722 台肥 2402 毅嘉 2881 富邦金 3474 華亞科 8046 南電

2002 中鋼 2409 友達 2882 國泰金 3481 群創 8112 至上

2023 燁輝 2412 中華電 2883 開發金 3532 台勝科 9802 F-鈺齊

2104 中橡 2439 美律 2884 玉山金 3576 新日光 9904 寶成

2201 裕隆 2449 京元電 2885 元大金 3702 大聯大 9907 統一實

2301 光寶科 2451 創見 2886 兆豐金 3704 合勤控 9910 豐泰

2303 聯電 2480 敦陽科 2887 台新金 4119 旭富 9933 中鼎

2308 台達電 2492 華新科 2888 新光金 4904 遠傳 9941 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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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電子類 金融類 非金電類

家數 46 19 35
權重占比 54.2% 19.9% 25.9%

臺灣50指數 電子類 金融類 非金電類

家數 23 13 14
權重占比 57.8% 18.6% 23.6%

電子類股比重有略為下降。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與「櫃買富櫃50指數」
將「櫃買公司治理指數」與「櫃買富櫃

50指數」進行比較，截至8月底，「櫃買公

司治理指數」與「櫃買富櫃50指數」之家

數及產業類股皆以電子類為主，且比率相

近，惟「櫃買公司治理指數」之成分股尚包

含金融類股。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電子類 金融類 非金電類

家數 34 3 23
權重占比 66.3% 6.2% 27.5%

櫃買富櫃50指數 電子類 金融類 非金電類

家數 29 0 21
權重占比 67.8% 0% 32.2%

其他參考文件

其他證券市場編製之「企業社會責任型

指數」(含「公司治理指數」)

韓國

韓國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指數(KRX SRI 
Governance，原KOGI指數，於2012年9月
14日重新更名並修改指數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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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 F-鮮活 3152 璟德 3611 鼎翰 4971 F-IET 6147 頎邦

1580 新麥 3206 志豐 3623 富晶通 4979 華星光 6217 中探針

1595 川寶 3226 至寶電 3628 盈正 4987 科誠 6219 富旺

1752 南光 3234 光環 3658 漢微科 5347 世界 6263 普萊德

1777 生泰 3260 威剛 3693 營邦 5371 中光電 6266 泰詠

1788 杏昌 3428 光燿科 4126 太醫 5425 台半 6279 胡連

2035 唐榮 3491 昇達科 4130 健亞 5483 中美晶 6803 崑鼎

2066 世德 3529 力旺 4138 曜亞 5530 龍巖 8059 凱碩

2233 宇隆 3548 兆利 4162 智擎 5820 日盛金 8086 宏捷科

2636 台驊 3553 力積 4163 鐿鈦 5904 寶雅 8255 朋程

3092 鴻碩 3558 神準 4535 至興 6023 元大期 8416 實威

3105 穩懋 3594 磐儀 4911 德英 6024 群益期 8426 F-紅木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vs.臺灣50指數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vs.臺灣5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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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樣母體：KRX的上市股票，且公司治

理評分不低於B+。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 最近三個月日平均市值為所有上市公

司之前50%。

(2) 最近三個月日平均成交值須為所有上

市公司之前70%。

(3) 公眾流通量比率須>10%。

(4) 排除主要收入來源為賭博、菸酒或軍

火之公司。

(5) 將符合(1)－(4)的股票依公司治理評

分排序，選取最高分的前30支股票作

為指數成分股，並設定個股權重不得

高於25%。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30支。

5. 定期審核：韓國交易所每年7月的最後交

易日會重新檢視及調整成份股，並於9月
的第二個星期四生效。此外，設定單一成

分股設定權重上限為25%。

韓國交易所社會責任投資指數：

1. 採樣母體：KRX的上市股票，且社會責

任投資評分(ESG Rating)不低於B+。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 最近三個月日平均市值為所有上市公

司之前50%。

(2) 最近三個月日平均成交值須為所有上

市公司之前70%。

(3) 公眾流通量比率須>10%。

(4) 排除主要收入來源為賭博、菸酒或軍

火之公司。

(5) 將符合(1)－(4)的股票依社會責任投

資評分排序，選取最高分的前70支股

票作為指數成分股，並設定個股權重

不得高於25%。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70支。

5. 定期審核：每年一次，並於9月的第二個

星期四生效。

中國大陸

上證公司治理指數：

1. 成分股篩選條件：上證公司治理指數的成

分股由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中的所有股票組

成。

※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根據《上證公司治

理板塊評選辦法》，經過上市公司自願申

報、社會評議、諮詢機構評議、初選以及

專家諮詢委員會審議而最終產生的板塊成

分股，成分股總數未有限制。

2. 成分股數目：變動。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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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對上證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

進行調整。

上證180公司治理指數：

1. 採樣母體：上證180指數及上證公司治理

指數之所有成分股為採樣母體。

2. 成分股篩選條件：根據上證180指數成分

股篩選方法(包含：成交金額與市值)對採

樣母體進行綜合排名，並選擇綜合排名前

100名的股票作為指數成分股。若成分股

數量不足100支，則依綜合排名順序補足

至10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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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公司治理指數每半年

調整一次成分股，調整實施時間分別為每

年6月和12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收盤後的下

一個交易日。每次成分股調整比率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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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0%，除非採樣母體中被刪除的原成

分股超過10%。

深證治理指數：

1. 採樣母體：須於深交所上市6個月以上，

且於巨潮治理綜合評級中績效超過6分之

上市公司。另最近一年須無重大違規、財

務報告重大問題、經營異常或重大虧損等

情事。

2. 成分股篩選條件：將符合採樣母體的股

票，依最近一年主要業務收入占市場比

重、淨利占市場比重和巨潮治理評分(1：
1：20)綜合排名後，選取排名前40名之股

票作為指數成分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40支。

5.定期審核：每年1月與7月

巨潮治理指數：

1. 採樣母體：巨潮治理指數為跨市場指數，

以上海證交所與深圳證交所主板A股為採

樣母體。另最近一年須無重大違規、財務

報告重大問題、經營異常或重大虧損等情

事。

2. 成分股篩選條件：將符合採樣母體的股

票，依最近一年主要業務收入占市場比

重、淨利占市場比重和巨潮治理評分(1：
1：20)綜合排名後，選取排名前100名之

股票作為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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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香港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

1. 採樣母體：所有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第

一上市之股票，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過去一年月平均市值須為前95%。

(2) 過去12個月中最少有十個月，及最近

六個月中最少有五個月之成交量流通

比率(特定曆月每日成交股份數量之

中位數/截至月底已發行的流通股份數

量)達0.05%。

(3)上市最少一年。

2. 成分股篩選條件：依據香港品質保證局對

企業進行之可持續發展評級排序，選取前

20%高分之公司作為指數成分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變動。

5.定期審核：每年3、6、9、12月。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1. 採樣母體：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

之成分股，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過去一年平均市值達前150名。

(2) 過去12個月中最少有十個月之成交量

流通比率達0.1%。

(3)上市最少一年。

2. 成分股篩選條件：依據可持續發展評級排

序，選取前30名高分之公司作為指數成分

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30支。

5.定期審核：每年3、6、9、12月。

恒生A股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

1. 採樣母體：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交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

作第一上市的A股，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過去一年平均市值達前300名。

(2)過去一年總成交金額為前90%。

(3)上市最少一年。

2. 成分股篩選條件：依據可持續發展評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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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選取前10%高分之公司作為指數成分

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變動。

5.定期審核：每年3、6、9、12月。

恒生A股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1. 採樣母體：恒生A股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

指數之成分股，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過去一年平均市值達前150名。

(2)上市最少一年。

2. 成分股篩選條件：依據可持續發展評級排

序，選取前15名高分之公司作為指數成分

股。

3.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4.成分股數目：30支。

5.定期審核：每年3、6、9、12月。

巴西

巴西證交所於2000年起，為展現重視

公司治理的企圖心，在主板之外，另創設

Novo Mercado(新市場，以下簡稱為NV)、

Level 2(第二級別，以下簡稱為LV2)、
Level 1(第一級別，以下簡稱為LV1)板塊

(註1)。發行公司若欲在上述板塊申請上

市，除了適用一般法令外，尚須自願適用並

遵循更為嚴格的公司治理規範。

巴西公司治理交易指數：

1. 採樣母體：巴西證交所之所有上市公司，

排除巴西存託憑證(BDR)、重整公司、被

政府或法定機構接管、或特殊交易情況之

股票等。

2.成分股篩選條件：

(1) 必須在NV、LV2、LV1其中一個板塊

上市(上市條件包含必須有25%以上的

公眾流通量)。

(2) 將可能入選之成分股，依過去三個投

資組合周期(註2)(portfolio cycle)之可

交易比率(Individual Tradability Ratio, 
IN(註3)遞減排序，刪除最後1%的股

票。

(3) 過去三個投資組合周期中有95%的時

間交易活絡。

(4) 非屬於雞蛋水餃股(penny stock)，過

去一個投資組合周期之加權平均價格

不低於巴西幣R$1元。

3. 指數計算：採流通市值加權平均方式計

算，為報酬指數。

4.成分股數目：變動。

5. 定期審核：未符合前述篩選條件之一或

被列為特殊交易情況者即予剔除，並立

即遞補其他股票，巴西證交所並於每年4
月、8月、12月底檢視成分股之流動性進

行調整。此外，若單一成分股之權重超過

20%，則超過20%部份將進行重新分配。

 (臺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

【註釋】

1.公司治理標準嚴格程度依序為Novo 
Mercado, Level 2, Level 1。

2.每年有1-4月、5-8月及9-12月共三個

投資組合周期。

3.計算之變數包含各公司與全體公司之

成交單位(整交易單位)、成交金額(整交易

單位)、交易日數。



— 141 —

標竿企業故事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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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總論

台積公司身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公司，深知企業規模愈大，對產

業、社會的影響力也愈深。我們重視道德、

遵守法治，希望能以自身的經營建立永續典

範，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

台積公司社會責任的目標是「讓社會更

好」。27年來，我們除了在本業中謀求最

大的成就，以有效的策略及優異的營運績效

持續創造高的經濟附加價值外，同時也在日

常業務中，堅守商業道德，講求誠信正直，

遵守法律、反對貪腐、不賄賂、也不搞政商

關係。台積公司以身作則、帶動風氣，以期

提升社會一般的道德、法治與商業水準。

注重公司治理，平衡各個利益關係人的利益

台積公司重視公司治理、力求在股東、

員工、社會及所有利益關係人之間達到利益

平衡。在瞬息萬變的產業競爭中，結合客戶

與關鍵供應商，以不間斷的創新激發更多產

業的創新，以此提升一般大眾的生活品質與

工作效率，並與價值鏈上的夥伴們共享美好

成果。我們與股東、員工、社會、客戶、供

應商等利益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確保所有

利益關係人的利益得以平衡。

平衡生活／快樂，投入公益

台積公司懷抱「共創永續發展、公平正

義、安居樂業社會」的社會願景，提供優質

工作、促進就業機會。

2014年，我們透過公平、公開、公正

的招募管道，於全球聘用超過5,500位新進

同仁，以高於同業平均水準的整體薪酬，積

極營造具挑戰性、可以持續學習而又舒適安

全的工作環境，全力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

衡，希望同仁擁有快樂幸福的人生。

工作之餘，台積公司也鼓勵同仁投身社

會參與，不僅出錢也要出力。台積公司文教

基金會長期贊助教育及文化活動；台積公

司志工社長期關懷社區，盡力做對社會有

意義的事情。志工社於近幾年發展快速，

2014年人數已超過3,200人，比前一年增加

68%。

2014年8月，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台積

公司在事發當下立即回應社會需求，與同仁

及協力廠商一起迅速投入氣爆區域重建。過

程中，我們收到社會各界的致意，這是我們

讓社會更好的一個體現。

關懷地球，為下一代著想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台積公司重視並持

續落實環境保護措施，積極推動節能、減

碳。目前全公司已有16座十二吋晶圓廠房

通過國際綠建築認證，並成功協助兩家供應

商在2014 年取得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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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的晶圓產能在過去十年中增加

2.5倍，但我們每單位晶圓面積平均耗電量

卻下降6%、自來水耗用量也減少30%，並

同時完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全氟化物減量目

標。為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對環境衝擊，台

積公司已制訂出中、長期的環保目標：相較

於2010年，台積公司2020年的單位產品全

氟化物排放量將減少30%以上、單位產品溫

室氣體排放量將減少18%、單位產品用電量

將降低12%、單位產品用水量將降低30%、

廢棄物回收率將維持95%以上。

身為綠色製造的領導者，台積公司積極

推動綠色供應鏈，並在2014年主動加入電

子產業公民聯盟(EICC)，依聯盟標準有系

統地進行環保、安全、衛生、風險管理、勞

工人權與道德的法規遵守和實務管理。台積

公司並將此標準擴及產業下游，輔導主要供

應商採用EICC的工具與標準作業。此外，

我們也對相關的供應商進行盡職調查，以確

保所採購之原物料符合台積公司「非衝突礦

產」的目標。

展望未來，我們仍會秉持著對公平美好

社會的追求，戮力於企業與社會的永續發

展，為所有利益關係人開創多贏、持續成為

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

CSR得獎紀錄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成效、未來目標、獲獎及認證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成效與目標摘要
台積公司2014年的企業社會責任成效及未來目標摘要如下：

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治理 法規遵循 持續提升
對於法規
的認知與
遵循

• 維持良好法規遵循
紀錄，避免違規情
事發生

• 提供多樣的法規遵循課程，並特
別著重於從業道德行為、反貪
腐、公平競爭行為、環保法規、
出口管制等領域，提升業務相關
同仁之法規遵循認知

• 對現行或在立法中之法規提供修
法建言，例如我們積極倡導強化
營業秘密的保護，成功促成營業
秘密保護之修訂

• 持續針對從業道德規範與
重要法規遵循課題，例
如：反貪腐、公平競爭、
勞動法規等加強教育宣導
並強化相關法規遵循措施

• 持續提供政府建議，使國
內法規得與國際接軌，俾
健全產業投資環境並促進
經濟發展

經濟 創造股東價
值

追求獲利
與成長

• 財務目標：

- 橫跨景氣循環，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至少20%

- 2000年至2015年
的稅前淨利年複合
平均成長率10%

• 2014年股東報酬率達到27.9%，
稅前淨利較2013年增加40.2%
• 還原股息後 2 0 1 4年股價增加
36.7%，市值達到歷史新高的新
台幣3.7兆元

• 持續投資在先進技術以追
求未來成長，同時維持或
增進獲利率與投資報酬

• 持續增強公司治理，與投
資人維持良好關係

創新管理 先進製程
技術

• 延伸摩爾定律 • 1 6 奈米 F i n F E T 強效版製程
(16FF+)如時於2014年第四季完
成所有可靠性驗證。相較於台積
公司的平面式20奈米系統單晶
片(20SoC)製程，16FF+速度增
快40%，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
50%，能夠協助客戶達到最佳效
能與功耗，成功支援下一世代高
階行動運算、網通及消費性產品
的應用

• 同時支援10奈米數位及類
比產品應用的第三代鰭式
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

• 支援7奈米系統單晶片技
術的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
體技術平台

• 發展極紫外線及多重電子
束技術以延伸摩爾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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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經濟 創新管理 多樣且完
備的製程
技術

• 持續成功開發出多
樣化的新製程技
術，並加速了系統
單晶片的技術藍
圖，以提供更高的
整合度及更多的不
同選擇

• 55奈米高壓製程進入量產，並
提供業界面積最小的靜態隨機記
憶體(SRAM)單元，可幫助縮
小面板邊框設計，以支援應用
於高階手機超級視網膜解析度
(SuperRetina)的面板驅動晶片

• 成功為客戶量產全球最小的互
補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單晶片
(CMOS-MEMS Monolithic)加
速度計(Accelerometer)
• 完成嶄新的矽穿孔(TSV)平台技
術之生量產驗證，這是在整合矽
穿孔技術於主動元件上締造了一
個重要的產業里程碑

• 首家在六吋晶圓廠使用氮化鎵半
導體技術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
務廠商

• 特殊系統單晶片技術(包
括新型非揮發性記憶體、
微機電、射頻、類比晶
片)和5奈米電晶體

• 因應系統級封裝技術，開
發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具尺
寸、效能優勢的解決方案

客戶滿意 維持專業
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
的領導地
位

• 客戶滿意度 •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中，客戶服
務項目的分數於最近這三年的表
現持續上揚，2014年較前一年上
升了2.3%
• 商業季評核會議的評分中，客戶
服務綜合指標(包含服務、技術
及品質暨可靠性)於最近這三年
的表現持續上揚，2014年比較前
一年上升了1.7%

• 維持台積公司在半導體業
的領導地位

供應鏈管理 降低原物
料單一供
應商比例
及風險

• 同一原物料需有兩
個(含)以上的工廠
或替代廠商

• 達成年度目標降低單一供應商比
例

• 要求供應商提升緊急應變能力包
含建置第二生產工廠

• 持續降低先進製程物料
(N28/N20)單一供應商比
例

提高原物
料在地供
應比例

• 在地採購金額／比
重

• 提高2014年在地供應比例 • 避免供應鏈過度集中於高
危險區域(如天災頻繁之
區域)同時增加備用供應
來源

確保原物
料來源無
來自衝突
地區

• 符合美國SEC衝突
金屬法案要求

• 確保原物料供應商自非衝突地區
取得所供應予台積公司的原物料

• 持 續 要 求 供 應 商 採 用
GeSI/EICC公告更新之合
法熔煉廠

綠色供應
鏈

• 評估供應商之企業
永續供應指標

• 2014年52家關鍵供應商評核績效
平均成績達到標準

• 持續降低原物料中有害物質

• 持續減廢及鼓勵回收再利用

• 確保2015年供應商評核
績效平均成績達到年度目
標

環境 溫室氣體減
量

降低單位
面積晶圓
二氧化碳
排放量

• 每單位面積晶圓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

(噸－二氧化碳／
八吋晶圓當量)

• 2020年，單位產
品全氟化物排

放量將較2000年減
少30%以上

• 2014年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
之全氟化物排放量較2010年減少
33%

• 落實世界半導體協會認可
的全氟化物減量最佳可行
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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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環境 節能 降低單位
用電量

• 每層光罩數平均用
電量(度／八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

• 2015年單位產品
用電量較2000年
再降低2%
• 2020年單位產品
用電量較2000年
再降低12%

• 自2013年的10.2(度／八吋晶圓
當量－光罩數)，下降至2014年
的9.8(度／八吋晶圓當量－光罩
數)，進步約3.5%
• 晶圓十五廠取得ISO 50001認證

• 再新增五座美國LEED綠建築認
證、一座台灣EEWH綠建築認證
及兩座台灣智慧建築認證

• 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取得綠色工廠
認證

• 持續推動ISO50001能源
管理系統

• 持續推動取得綠建築與綠
色工廠認證

• 加強日常管理避免能源浪
費

• 持續設置節能及能源回收
系統

節水 降低單位
用水量

• 單位用水量密集度
指標(公升／八吋
晶圓當量－光罩
數)

• 2015年單位產品
用水量較2000年
再降低2%
• 2020年單位產品
用水量較2000年
再降低30%

• 自2013年的51.5(公升／八吋晶
圓當量－光罩數)，下降至2014
年的4 6 . 3(公升／八吋晶圓當
量－光罩數)，進步約10.1%

• 持續推動製程最佳化，減
少用水

• 持續發展及設置水回收設
施

廢棄物管理 提升廢棄
物回收比
率(%)

• 廢棄物回收比率
(%)

• 2015年廢棄物回
收率達到95%以上

• 2014年廢棄物回收率達到93%以
上，連續六年超過90%
• 2014年廢棄物掩埋率僅0.15%，
連續六年低於1%

• 持續推動源頭減廢及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

• 要求製程機台廠商提供化
學品低耗用之機台

• 與廠商合作研究新的廢棄
物回收技術

社會 勞資關係及
員工認同

(含集會集
結社自由)

建立正向
的員工關
係與營造
高度互動
的工作環
境

• 核心價值意見調查
結果

• 勞資糾紛所遭受之
損失

• 2014年舉行的台積電核心價值
意見調查中，97%的同仁表示願
意全心全力投入工作，使公司更
好；此外，95%的同仁願意在未
來五年於公司內發揮所長，與公
司一起成長

• 2014年，每季舉行勞資會議；此
外，尊重員工於法律上所賦予之
權利，不阻止或妨礙員工結社之
自由。然而，勞資關係和諧，截
至目前為止，並無同仁出面組織
工會

• 截至2014年，台積公司並無勞資
糾紛所遭受之損失

• 持續強化核心價值、維持
通暢的溝通管道，並營造
正向溫暖的工作環境

勞工問題申
訴機制及人
才留任

謹慎及時
處 理 員
工申訴案
件，維持
健康的離
職率

• 勞工申訴案件及處
理

• 離職率

• 2014年總申訴案件數為62件，兼
顧謹慎與時效性下，已全數解決

• 2014年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
6%，過去連續五年離職率皆維
持在健康的5%~10%間

• 持續強化管理效能與雙向
溝通，確保所有同仁得以
在合適的職位有所發揮與
成長

職業健康及
安全並維持
工作生活平
衡

強化同仁
生產力並
促進同仁
生活平衡

• 健康年齡

• 每人營收成長率

• 每週工時

• 2014年同仁健康年齡比實際年齡
年輕2.9歲
• 自2009年至2014年，台積公司每人
營收的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10%
• 2014年，在擁有高工作品質的前
提下，每週工時仍維持在目標範
圍內

• 公司持續推動各類健康方
案，有效促進員工身心健
康；並持續透過各種人力
資源制度與改善方案，提
升同仁工作效率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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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

承諾或
目標

績效衡量
指標或準則

2014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社會 人才招募 拓展人才
以滿足業
務成長需
求與促進
就業機會

• 新進人員的質與量 • 2 0 1 4年，台積公司聘用超過
5,500位新進同仁，不僅成功滿
足公司成長需求，同時創造就業
機會

•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和30所
大專院校合作為身心障礙者創造
出多元且優質的工作機會。截至
2014年底，身心障礙者之進用人
數達399人，較2013年增加了8%

• 持續吸引台灣與全球各地
適合人才

• 持續經營、強化社區及校
園關係

台積電志工
社

擴大志工
服務的影
響

• 志工人數

• 志願服務時數

• 整合各廠處的力量進行多元豐富
的CSR活動，截至2014年，已有
14個廠處加入「廠處專案」

• 志工人數增加67.8%，從2013年
的2,119位，增至2014年的3,211
位

• 2014年的志工服務時數為3萬
6,823小時

• 整合各單位志工活動

• 發掘個體志工、建立登錄
平台

台積電文教
基金會

消弭城鄉
教育資源
落後，培
養學子的
藝術視野
及科學興
趣

• 參與教育及藝文專
案人數

• 舉辦「台積美育之旅」及「科學
之旅」，自舉辦以來，共計有超
過9萬1,000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 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共同成立兒童
藝術教育中心，於本年度4月落
成啟用，參觀人數達15萬8,000
人次

• 「高中物理實驗學程」，自2000
年迄今，共計來自283所的350名
科學教師接受訓練，預估全國5
萬名高中學子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科普
競賽，共計全國253隊參與，獲
得全國高中校園熱烈回響

• 持續推廣藝文，並啟發學
子科學潛能

社會公益 整 合 資
源、援助
弱勢

• 參與援助專案人次

• 獲得善款總額

• 推出台積i公益網站，整合主動提
案及線上資助功能；截至2014年
底，共計有超過9,000人次參與
愛心資助，共計獲得超過新台幣
1,800萬的善款

• 持續鼓勵同仁主動提出專
案，分享成果且及時提供
回應及建議

企業社會責任獲獎及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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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得獎如下：

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企業社會
責任

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 連續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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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獲選道瓊永續發展世界指數的組成企業

Fortune Magazine • 獲選為全球最受尊崇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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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企業社會
責任

倫敦金融時報／渣打銀行 • 「台灣企業獎」大型企業組：經濟貢獻獎首獎
• 「台灣企業獎」大型企業組：企業責任獎首獎

高盛證券 • 獲選為「高盛永續焦點名單(GS SUSTAIN Focus List)」中全
球 60 家產業領導企業之一

天下雜誌 • 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 天下雜誌年度主題獎：公司治理

遠見雜誌 • 「企業社會責任獎」環境保護組首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首獎

經濟、公
司治理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 亞洲最佳執行長第二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財務長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投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資人投
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分析師投
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買方投
資人投票)
• 亞洲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第一名(科技業半導體類／賣方分
析師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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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中華區最佳公司治理
• 大中華區最佳永續發展
• 大中華區最佳財務報告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
• 台灣最佳投資人關係經理人

FinanceAsia • 亞洲最佳公司(科技業)
• 台灣區最佳借貸者

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

• 第 11 屆上市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

環保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
與環境設計先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認證

• 美國綠建築協會「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既有建築」白金級標
章－晶圓十二廠第三期廠房
• 美國綠建築協會評量系統「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新建築」黃
金級標章－晶圓十五廠第三／四期廠房、晶圓十二廠第六期辦
公大樓、晶圓十五廠第一期辦公大樓、晶圓十五廠塔樓
註： 截至民國103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16座美國LEED認

證(2座「白金級」、14座「黃金級」)

內政部台灣綠建築 EEWH
(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and Health)認證

•台灣「鑽石級綠建築」認證－晶圓十二廠第六期辦公大樓
註： 截至2014年底，台積公司共計獲得三座台灣EEWH鑽石級

智慧建築認證、七座台灣EEWH鑽石級綠建築認證

經濟部工業局 • 綠色工廠認證－晶圓十二廠第六期廠房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 晶圓十五廠

行政院環保署 • 企業環保獎－先進封裝廠
•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晶圓五廠、晶圓十二A廠、晶圓十四A
廠、晶圓十五廠
• 毒化物運作管理績優－晶圓六廠
•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A廠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 國家永續發展獎－晶圓十二A廠

經濟部 • 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晶圓八廠、晶圓十二B廠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二廠及五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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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概況

台積公司成立於1987年2月21日，總部

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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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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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台積

公司就以210種製程技術，為453個客戶生

產8,876種不同產品。

台積公司的客戶遍布全球，為客戶生

產的晶片被廣泛地運用在電腦產品、通訊產

品、消費性、工業應用與其他電子產品等多

樣應用領域。2014年，台積公司所擁有及管

理的產能達到818萬片十二吋晶圓約當量。

台積公司在台灣設有三座先進的十二吋超大

晶圓廠(GIGAFABTM Facilities)、四座八

吋晶圓廠和一座六吋晶圓廠，並擁有兩家海

外子公司—WaferTech 美國子公司、台積公

類別 授獎／認證單位 獎項或認證

環保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低碳企業績優獎－晶圓十二 B 廠、晶圓十二 A 廠
•節約用水績優廠商－晶圓十二 A 廠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績優環境保護單位－先進封裝廠

新竹縣環保局 •企業環保績效評鑑－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 B 廠
• 環境教育獎－晶圓二廠及五廠、晶圓十二 B 廠安全、衛生與健
康促進

勞動部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三廠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三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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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晶圓十四 A 廠
員工 行政院勞動部 •第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管理獎
•健康體重管理獎
•減重領航獎

2014年，市值達到歷史新
高的新台幣3.7兆元

連續兩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中「半導體及

半導體設備產業組」領導企業

截至2014年底，共計獲得16
座美國綠建築LEED認證

2014年，聘用超過5,500位新進同仁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積美育之旅」及「科學之旅」，

自舉辦以來，共計有超過9萬1,000位偏遠地區學童參與

2014年，台積電志工社人數增至3,211位

5,550 91,000
3,211

23.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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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國)有限公司之八吋晶圓廠產能支援。

台積公司在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

陸、南韓、印度等地均設有子公司或辦事

處，提供全球客戶即時的業務與技術服務。

至2014年年底，台積公司全球員工總數超

過4.3 萬人。

經濟表現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受益於近年來

正確的策略決策，不僅營收及獲利顯著成長

並再創高峰，同時台積公司在其他方面也達

成許多成就，包括：以公司史上最快的速度

量產20奈米技術，成功滿足客戶需求；在

新的先進製程技術研發中達成關鍵里程碑；

致力於建置更環保、反應速度更快的供應

鏈；向政府繳交的稅款創下歷史新高；僱用

的員工人數及其總體薪酬也再創新高；為股

東達成公司史上新高紀錄的股價，並預備在

2014年股東會通過後發放公司歷史新高的

現金股利。對台積公司以及其利害關係人而

言，2014年的確是另一個破紀錄的一年。

基於營運上的優異表現，台積公司在

2014年創造了7,722億元的總收入，將總收

入扣除商品採購及服務的成本與設備折舊攤

銷及減損的費用後，我們在2014年創造的

經濟價值達到新台幣3,868億元。在這些經

濟價值中，我們將30%分配給了股東，21%
分配給員工，10%支付予政府，1%支付予

債權人，而剩餘的38%則留存在台積公司，

做為未來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的基礎。

公司核心價值

誠信正直

這是我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念。我

們說真話；我們不誇張、不作秀；對客戶我

們不輕易承諾，一旦做出承諾，必定不計代

價，全力以赴；對同業我們在合法範圍內全

力競爭，我們也尊重同業的智慧財產權；對

供應商我們以客觀、清廉、公正的態度進行

挑選及合作。在公司內部，我們絕不容許

貪污；不容許有派系；也不容許「公司政

治」。我們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與才能，

絕不是「關係」。

承諾
台積公司堅守對客戶、供應商、員工、

股東及社會的承諾。所有這些利害關係人對

台積公司的成功都相當重要，台積公司會盡

力照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同樣地，我

們也希望所有利害關係人能對台積公司信守

其承諾。

創新

創新是我們的成長的泉源。我們追求的

是全面，涵蓋策略、行銷、管理、技術、製

造等各方面的創新。創新不僅僅是有新的想

法，還需要執行力，做出改變，否則只是空

想，沒有益處。

2014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

模，全年研發總預算約佔總營收之8%，此

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眾多世界級一流科技

公司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的規模。台

積積極營造創新的環境，鼓勵員工實現創新

的價值，近年來已陸續展現成果。

台積公司未來將繼續擴大研發投資，計

劃進一步強化前瞻性技術研究，持續研發新

的電晶體及製程技術，例如三維(3D)結構、

應變層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Strained-layer 
CMOS)、高載子移動率材料及創新的三維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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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電路元件。目前，奈米級金屬氧化半導體

電晶體的基本物理與其特性的研究是台積公

司的研發重點之一，以做為了解和引導未來

先進製程元件的設計方向。目前，台積公司

已經運用相關的研究結果，確保我們在20奈
米及16奈米製程技術的領導地位，並將此領

先優勢延續到10奈米及7奈米製程。台積公司

的目標之一，是藉由內部的創新及與產業領

導者與學術界共同合作來延續摩爾定律，並

尋求深具成本效益的技術與製造解決方案。

客戶信任

客戶是我們的夥伴，因此我們優先考慮

客戶的需求。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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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決策與運作機

制，是由董事長指派財務長擔任全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的總負責人，並由其協調公司內

部所有與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單位，於

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

自2012年起，納入董事會的正式議程，每

年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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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

季皆有專人參與由財務長及志工社社長所

領導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議，依據「規劃—

執行—查核—行動 PDCA(Plan-Do-Check-
Act)」的管理模式，定期與利害關係人互

動，並檢視其所關切的議題；同時檢討各項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業務的進展，訂定未來的

計劃，有系統且有效地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歷年獲獎紀錄

‧ 七位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包含一位終身院士）

‧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 （U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院士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榮譽勳章 （Medal of Honor）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Andrew S. Grove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Cledo Brunetti 獎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Robert N. Noyce Medal

‧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企業創新獎 （Corporate Innovation Award）

‧ 美國商業周刊雜誌 2001 年亞洲之星（Stars of Asia from Business Week）

‧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最高榮譽 Robert N. Noyce獎

‧ SEMI頒發Akira Inoue獎

‧ 日本經濟新聞社「亞洲獎」

‧ 行政院92年度「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

‧ 經濟部第一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 20座國家產業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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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各組織間的密切合作，企業社會責任已

充分融入台積公司的日常營運之中。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

台積公司追求永續發展，有效建立利害

關係人鑑別、分析、計劃、互動與經營四大

管理階段，依據各個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影

響力與關注議題，建立台積公司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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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相信永續發展、道德與誠信正

直是企業長期成功的關鍵基礎。經由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客戶會因為台積的誠信正直、

守法及良好的公司治理而賦予更多的信賴；

投資人會因為公司明確的核心價值而更願意

長期投資；全體員工也會基於對公司價值觀

的認同，進而產生更強的向心力。如此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將為台積公司帶來更大的競

爭優勢，為股東創造更高的價值，並為公司

所有關係人開創多贏。

道瓊永續指數產業組領導者

2014年，台積公司連續第二年榮獲「道

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所屬半導體及半導體設

備(Semiconductors and Semiconductor 
E q u i p m e n t )產業組中「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Group Leader)的肯定，再次彰顯了

台積公司在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卓越

表現。此外，台積公司已連續14年獲選為道

瓊永續指數的組成企業，全球僅有兩家半導

體公司獲此殊榮。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範圍與概要

台積公司本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全面揭露台積公司在經濟、環境和社會

各層面，為永續發展所做的承諾與成果。本

報告書涵蓋2014年台積公司經營發展與利害

關係人最為相關的永續經營議題，內容著重

在本公司定義具「重大性」的議題，而其他議

題部分則以專題方式針對當年度的活動進行

敘述。報告邊界的設定部分，除了台積公司在

台灣的各個晶圓廠外之外，亦包含台積公司

(中國)有限公司、美國WaferTech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在永續發展方面具重大性之績效，報

告範疇上與前一報告期間相比並無顯著差異

(註：關於本公司重大性議題鑑別及報告邊界

設定，請參閱「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經營」章

節 )。財務報表的數字是基於合併財務報告

的資訊，除特別註明外皆以新台幣表達；環保

安全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通用的指標表達。

台積公司未來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

前次發行時間為2014年5月。本次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的內容架構，依據目前廣為全

球企業關注的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4綱領(GRI 
G4)，詳細內容可參閱本報告附錄中的全

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4對照表 ；此外，

我們亦參考聯合國全球盟約(UNGlobal 
Compact)，並於本報告附錄中提供相關對

照表。本報告同時備有中、英文版本公告於

本公司網站。

報告查證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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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V GL VeriSustain Protocol及GRI G4 綱
領查驗本報告，證明本報告依循GRI G4 的
全面選項。財務資訊及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

訊係依據經查驗之財務報告及溫室氣體盤

查報告。DNV GL查證報告請參考本報告附

錄。

公司治理

台積公司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權

益，並相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是優良公

司治理的基礎。在此原則下，台積公司董事

會授權其下設立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各委

員會的組織章程皆經董事會核准，且各委員

會的主席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

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董事所

組成。

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及其職能

台積公司董事會由八位(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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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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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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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督公司守法、財務透明、即時揭露重要訊

息、沒有內部貪污等。為了善盡監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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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作調整。

經營團隊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股東大會

風險管理工作委員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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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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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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審計委員會

2002年，董事會於其下設立審計委員

會。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

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

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3. 薪酬委員會

2003年，董事會於其下設立薪酬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

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政策，以及董事及經理

人之報酬。

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台積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董事

長任命成立，其主要責任涵蓋經濟、環境與社

會三大面向的議題管理，直接向董事長報告，

每年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執行狀況及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財務長與台積公司志

工社社長共同領導，每季定期開會討論及檢

討執行狀況。台積公司相信此委員會在不是

本公司經理人的志工社社長共同帶領下，將

帶來更多創新且平衡社會各個面向的觀點。

核心價值與從業道德

「台積公司從業道德政策規範」(以下

稱「從業道德規範」)是實踐台積價值理念

的最核心指引。它要求所有台積公司同仁，

包括子公司及關係企業的成員，都必須肩負

起維護高度道德標準、公司聲譽與遵守法令

的重要責任。

法規遵循

台積公司的營運區域遍及全球，依照不

同法規遵循領域，台積公司分別訂有相關政

策或指引，這些領域包括：反貪腐、反騷擾

／反歧視、反托拉斯(公平交易法)、環境保

護、出口管制、財務報告編製／內部控制、

內線交易、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密資訊保護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IP)、
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文件資料保存及銷

毀及非衝突原物料採購(非衝突礦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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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環境、風險

管理重點、風險評估及因應措施，審計委員

風險管理專案

審計委員會

執行長

風險管理指導委員會 資材暨風險管理組織

風險管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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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並於董事會報告討論重點。台積公司

同時建置企業風險管理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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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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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營運持續計劃。台積公司於2014年
再度獲得「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GroupLeader)的肯定，並於供應

鏈管理項目取得組別中最高分。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ICC)成員

台積公司承諾確保供應鏈工作環境的安

全、員工受到尊重並具有尊嚴、營運促進環

保並遵守道德。為體現此一承諾，台積公司

於2014年12月加入全球最大的電子行業聯

盟—「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矢志為全球電

子行業供應鏈從業者及社群的權利及福祉努

力不懈。

台積公司除了採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行為準則」(EICC Code ofConduct)來衡量

自己在社會、環境及道德方面的進步表現

外，同時亦主動將「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

準則」運用到主要的供應商，輔導他們採用

EICC的工具與標準。台積公司計劃在2015
年針對供應商進行超過80場次的稽核，以

確保供應商遵守包括勞工、道德、環境、健

康和安全等各類規範。台積公司的主要供應

商絕大部份位於日本、美國和歐洲，而這些

開發區域一般上具有較好的社會和環境表

現。因此，台積公司會將大部分稽核資源花

費在位於台灣的供應商上。針對這些供應

商，我們的評估(參考了由美國國務院公佈

的台灣人權報告)顯示童工、限制結社、不

人道員工待遇等的風險並不高。反之，一些

因素如長工時文化、外來勞工和台灣公司偶

發的環安醜聞，將會是台積公司稽核工作計

劃的重要考量。相關的稽核結果與缺失將刊

登在下一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符合「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工

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Declara t ion 
of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與「世界人權宣言」(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關鍵性國際

人權標準，是一套有關電子行業供應鏈的社

會、環境與道德相關的行為規範。「電子行

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涵蓋以下規範：

永續發展

台積公司環保政策目標為「致力達成

環境永續發展，成為世界級之環保標竿企

業」，同時以「遵守法規承諾、強化資源利

用及污染預防、管控環境風險、深植環境保

護文化、建構綠色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等做為達成目標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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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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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在地的環保法規外，更關注全球環境議

題的最新發展，並率先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

的行動，也積極領導與協助供應商建立綠色

管理系統，提升環保績效。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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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長期參與政府制訂環境保護法

規與專案並提出建言；藉由參與環境永續相

關的活動與透過設置於公司網站的信箱雙向

溝通，了解利害關係人如學術界、客戶、永

續性評比機構、環保團體等所關注的環保議

題。台積公司歸納出2014年利害關係人最

關注的環保議題為：全球氣候變遷之因應、

水資源管理及汙染預防等。針對此三大重要

環保議題之管理方式，摘要如下：

 1. 全球氣候變遷

台積公司將氣候變遷視為企業重大風險

之一，持續推動全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驗

證、節能減碳與全氟化物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等工作，同時亦推動產、官、學合作進行氣

候變遷調適之因應措施，包括洪水與旱災風

勞工

• 自由選擇職業

• 青年勞工

• 工時

• 工資與福利

• 人道的待遇

• 不歧視

• 自由結社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 應急準備

• 工傷和職業病

• 工業衛生

• 體力勞動工作

• 機器防護

• 公共衛生和食宿

• 健康與安全信息

環境

• 環境許可和報告

• 預防汙染和節約資源

• 有害物質

• 汙水及固體廢物

• 廢氣排放

• 物質控制

• 雨水管理

• 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道德規範

• 誠信經營

• 無不正當收益

• 資訊公開

• 知識產權

• 公平交易、廣告和競爭

• 身份保護及防止報復

• 負責任地採購礦物

• 隱私

管理體系

• 公司的承諾

• 管理職責與責任

• 法律和客戶要求

• 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 改進目標

• 培訓

• 溝通

• 員工意見和參與

• 審核與評估

• 糾正措施

• 文檔和記錄

• 供應商的責任



— 157 —

險評估與強化防洪、抗旱等。2014年底，

台積公司加入電子工業公民聯盟，將藉此組

織與其他會員公司共同推動供應鏈氣候變遷

管理，進一步降低供應鏈之環境衝擊，並保

持生產所需原物料穩定供應。

在能源管理上，2014年台積公司的能源

總消耗量為2萬8,690兆焦耳。主要以電力為

主，年度總用電量占能源總消耗量約95%；

天然氣次之，占能源總消耗量約5%；柴油

消耗量占能源總消耗量則小於0.05%。其

中，可再生能源主要以太陽能板方式產生，

產出量為5.65百萬焦耳，均提供自廠使用。

2014年，台積公司合併營收為7,628.06億新

台幣，以此為基礎計算能源密集度，台積公

司以新台幣計每單位營收所消耗之能源，自

2013年的0.0398百萬焦耳，下降至2014年的

0.0376百萬焦耳，進步約5.54%，顯示生產

每單位營收的能源效率持續增加。

2.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是台積公司氣候變遷最重要

的議題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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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災害調適重要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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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

台積公司擬訂了水資源管理政策與策略。

2014年，台積公司位於台灣之廠區全年總

計節省5,622萬立方公尺的用水，相當於省

下62萬人口的城鎮一年的用水，亦等同於

省下超過1.75座寶二水庫的蓄水量。

3. 汙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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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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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中長期環保目標與達成狀況

台積公司未來仍將持續擴充產能，以因

應全球半導體需求。雖然能源、水資源密集

度績效已經達到全球半導體業的最高水平，

過去十年也完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全氟化物減

量目標，公司仍將持續減少單位產品所需要

的各種能源和資源，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對

環境的衝擊。基於此，台積公司的中長期環

保目標訂為：

•  溫室氣體減量：台積公司依循世界半導體

協會之規定，全面採用其認可之最佳可行

技術。2020年，單位產品全氟化物排放量

將較2000年減少30%以上。單位產品溫室

氣體排放量則較2000年減少18%。

•  節能：2 0 1 5年，單位產品用電量將較

2000年降低2%。2020年則較2000年降低

12%。

•  節水：2 0 1 5年，單位產品用水量將較

2000年降低2%。2020年則較2000年降低

30%。

•  減廢：2015年，廢棄物回收率將達到95%
以上。2020年則持續維持 95%以上。

從綠建築走向永續園區的綠色三部曲

首部曲： 打造生態、生活與生產一體的綠色

園區廠房及廠辦綠建築

自2006年起，台積公司全面推動綠建

築，承諾所有的新建廠房與辦公大樓將全數

依據最新的綠建築標準與規範予以規劃興

建，並導入綠建築的觀念改善既有廠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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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績效。目前台積公司總計榮獲16座
LEED綠建築認證、七棟EEWH台灣綠建築

認證及三棟智慧建築認證。智慧綠園區為目

前台積致力發展的另一項目，冀望整合物聯

網各項成熟產品，朝綠色智慧與健康永續的

廠辦建築持續努力。

二部曲：綠色環境推廣

綠色園區發展除了綠建築的推動外，生

物多樣性也是台積綠園區的建構目標，採用

的執行方式包含：栽植複層植被、生物棲地

營造等。低汙染的環境維護是綠園區永續發

展的準則，因此台積公司將生態景觀設計與

專業的維運管理經驗進行結合，並因應區域

特性設定環境復育目標，讓科技與生態共存

共榮。

三部曲： 綠色力量的傳遞―綠建築專書分

享、園區參訪與綠色服務團隊

台積公司於已獲綠建築認證之各廠區舉

辦生態綠園區參訪活動，並進行實地觀摩行

程。2014年間，包含享譽國際綠建築的知

名人士―USGBC副主席Jennivine Kwan、
台南市政府及中科管理局等政府單位、台

大EMBA及交大建築研究所等營建與綠色

產業相關科系成員，以及中華電信、裕隆

汽車、新光人壽等民營企業代表等，共計

1,047人次參訪生態智慧綠園區。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員工是台積公司重要的資產；台積公司

的人力資源制度及作為，強調公司整體生產

力及同仁工作效能的提升。台積公司承諾提

供員工優質的工作，內含好的待遇、有意義

的工作及安全的環境，並致力於塑造可以持

續學習並充滿樂趣的工作氛圍，以吸引並留

任志同道合且最優秀的人才。台積公司為提

供員工「最佳職場」所作的努力獲得多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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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肯定，包括2014年由勞動部所頒發的第

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最高榮譽獎座，及

連續第18年被天下雜誌評選為「台灣最佳

聲望標竿企業」。

台積公司在明確的願景、堅實的核心價

值、有效的策略，及卓越的執行力下，建立

「技術領先、卓越製造、客戶信任」三位一

體的堅強競爭優勢。這些傲人的成績，也是

台積公司持續吸引並培養出一群認同公司願

項目 執行方法

台灣原生種

植物復育

• 科博館植物園之原生種植物復育合作

• 瀕臨絕種之原生種植物復育

• 台灣百合復育

「蝴蝶王國」

美譽遍地開花

• 紫斑蝶遷徙動線連結

• 廣植蜜源植物吸引更多種類蝴蝶蒞臨

• 營造完善的棲地讓蝴蝶長駐廠區

動態的生態園區

• 生態工法之景觀工程

• 落葉堆肥活化貧瘠的土壤

• 避免殺蟲劑使用，讓生物生存不受威脅

• 多元生態景觀吸引更多生物駐足

• 善用色彩搭配的多層次植物運用，創造廠區繽紛的環

境與活力

環境教育

的持續努力

• 鄰近區域中小學生態導覽

• 綠建築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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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信守公司核心價值，且才能優秀的人

才，大家一起長期為公司奮鬥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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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積公司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與才能，因

為「誠信正直」是台積公司最基本的理念。

•  台積公司相信每位員工皆應受到公平的對

待與尊重；台積公司積極保障國際公認人

權，致力維護及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和國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的核心勞動標

準。

•  台積公司致力於提供同仁優質的工作，整

體薪酬遠高於同業平均水準。台積公司對

同仁有高度「承諾」；同樣的，台積公司

也希望所有同仁能對公司信守承諾，全心

全力為公司貢獻，一同邁向成功。

•  台積公司鼓勵同仁積極做出有價值的創

新，因為「創新」是公司成長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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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台

積公司共計聘用超過3,200名的主管人員、

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及超過2,300名生產

線技術人員；截至2014年年底，台積公司

及其子公司之員工總數為4萬3,591人，其中

女性同仁約占員工總數的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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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台積公司平均離職率為6.0%；過去五

年，每年員工離職率皆維持在5%至10%的

健康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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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員

工同儕間開放且透明的溝通管道；此舉營造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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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

公司鼓勵所有同仁在工作上追求傑出的表

現，更在工作與生活間得到平衡，贏得快樂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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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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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政策執行狀況：以薪資福利與教育訓練

為例

多年來，公司不斷締造營運佳績，股東

得到高於水準之上的報酬，同仁們的總體

薪酬也一直優於同業及多數台灣其他企業

水準。台積公司在2014年的營運及獲利再

創新高，除在四月份進行同仁的調薪外，

2014年台積公司全年度發給同仁們的現金

獎金及員工分紅總額高達新台幣200多億

元，其中包含給予超過3萬名基層同仁，每

個人新台幣1萬2,000元的特別獎金。以一位

新進的碩士畢業工程師為例，於2014年度

所領到的除12個月的本薪、固定兩個月的

年終獎金，還加上約14個月的現金獎金與

分紅，整體薪酬約為28個月的本薪，持續

優於業界水準。

2014年，台積公司投入於訓練發展相

關的費用達新台幣8,290萬8,641元。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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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達84萬4,174小時，總參與人次為53萬
6,493人次。平均每位同仁的受訓時數超過

19小時。截至2014年底，台積公司的線上

學習系統(e-Learning)總計提供2,236門線

上課程，內容涵蓋工程技術類、專業職能

類、管理類，及其他類等課程，線上學習時

數約占總訓練時數的31%。除內部學習資源

外，台積公司也補助同仁參與外部短期研

習課程及長期學位與學分班課程。2014年
度，共計有1,655位員工參與總計2萬4,056
小時的短期研習課程；343位員工參與總計

9萬2,864小時的在職進修訓練；773位員工

參與共計1萬8,689小時的語言課程。外部訓

練時數約占總訓練時數的16%。

社會參與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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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投入逾新

台幣6,400萬元，以長遠的眼光擘劃各項教

育及人文專案。包含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合作

成立「兒童藝術中心」，為國內兒童美育

推廣打造專屬空間，並連續13年帶領偏鄉

國小學童參觀故宮及台北市立美術館等美術

展館，迄今帶領超過8萬名學童參與美育之

旅，持續紮根美育。而針對中學以上之學

子，文教基金會舉辦多項科教專案及人文活

動，增厚學子在人文及科學之涵養。同時

文教基金會連續12年於社區舉辦藝術季活

動，邀請台積所在的居民參與精緻藝文展

演，讓美的種子廣播於社會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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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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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公司文教基金會

 

台積公司自我期許成為企業社會公民之

典範，為擴大企業贊助之影響力，於1998
年成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由台積公司副董

事長曾繁城擔任基金會董事長，統整規劃企

業資源，為國家社會公益挹注活水。

基金會長期關注教育扎根、推廣文化，

認為教育為國家之百年大計。人才之養成，

需兼合專業知識的培育及人文素質的厚植，

因此透過基金會四大工作主軸—「人才培

育」、「藝文推廣」、「社區營造」、及

「企業志工」，制定各項長期的教育及文化

專案，期盼為國家的教育工程盡一份心力。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亦成立官方網站提供

民眾線上課程、活動訊息、以及各項贊助案

的施行現況。

台積 i 公益



— 162 —

台積公司於2014年推出台積 i 公益網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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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年12月，共計有超過9,000人次參與愛

心資助，共計獲得超過新台幣1,800萬的善

款。

高雄氣爆專案

高雄氣爆事件造成300多人傷亡。台積

公司在事發一個星期內，即親赴氣爆現場探

視，了解當地受創程度以及所需資源，提供

公司救災建議。隨後，負責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的相關高階主管立即召開會議研商，公司

身為企業公民，要如何在捐款之餘，整合更

多公司內、外資源，實際投入災後重建。

會中決議，就工程重建部分，台積公司

運用公司與同仁的捐款，結合協力廠商，直

接進駐受影響的地區，在事發當下的滿目瘡

痍中，先為居民鋪設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讓居民得以安心地往來氣爆區域，也避免再

有意外發生；同時我們也幫區民修繕住家與

店面，讓他們盡快回到修復好的居所，恢復

正常生活。就心靈部分，讓了讓目睹氣爆發

生的孩子們能離開氣爆區域，暫別災後的恐

懼，台積公司與高雄市教育局合作，邀集

當地108位兒童北上，參加台積公司舉辦的

「愛‧ 希望‧ 重建」夏令營，由60位台積

公司志工社的志工同仁，一路從高雄陪伴小

朋友北上至台北與新竹，完成三天兩夜充實

且愉快的旅程。

為擴大參與，台積公司將經驗分享給產

業界，也同時援引更多資源投入，台積公司

接受鴻海集團與國際半導體設備材料協會台

灣分會的20個會員企業參與，讓重建效果

加乘。

重建團隊自8月7日進駐氣爆發生地至

離開，前後歷時64天。在公司與協力廠商

的合作之下，為當地完成道路鋼板樁施作

570公尺、臨時道路鋪設4,383公尺、民宅修

繕695件(365戶)、搭建圍籬4,732公尺、搭

建臨時便橋五座。同時進行六戶長者居家照

顧及房屋整理及433戶電器設備檢測維修。

為了讓重建工程進行順利，台積公司一開始

即與高雄市政府充分溝通，決定圍籬以外的

臨時便橋與鋪路等「地上工程」由台積公司

■2009年至2014年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金額一覽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

2

3

4

5

6

7

8

9

單位：新台幣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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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圍籬以內的管線等「地下工程」由市

政府負責，彼此相互信任、各司其職、分工

合作，一切皆以居民的利益為最優先考量。

台積公司以自身建廠的專業知識與工程

經驗與組織動員能力，在最短時間內，進行

地毯式調查及訂定重建目標。在受災戶房屋

修繕中，以「可安全居住」、「可遮風避

雨」、「可開店營業」 三方向，有效率的

提供受災戶基本的居住品質。而修復交通

中，則扮演提供臨時通行道路及安全措施，

作為提供災區基本交通之角色。在完成企業

「救急」的階段性任務，將後續交由高雄市

政府接手之際，台積公司舉辦了「感恩與祝

福」餐會，邀請參與重建專案的四家協力廠

商、21家參與企業、以及接受公司修繕民

宅的462位居民一同參加；致上台積公司最

誠摯的感謝予參與重建工程的企業與工程

師，並留下最深切的祝福予高雄居民。

專案結束後，我們得到來自氣爆區域居

民的感謝，以及社會各界熱烈的回響。此次

的氣爆專案經費總結近新台幣8,000萬元，

包括來自「台積i公益」網站的公司同仁捐

款、台積公司捐款、以及其他企業的參與。

所有款項的運用與工程進度皆公開透明，定

期公布於相關網站供查詢。

(資料來源：台積公司2014年度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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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企業社會責任以「讓社會更好」

為目標，推動綠建築、投入社會參與及關懷

社會弱勢如同企業經營理念「不輕易承諾、

做出承諾必全力以赴」精神。台積電獲得國

內最多綠建築建物肯定，環境永續發展，世

界級環保標竿企業。高雄氣爆事件，事發當

下立即回應社會需求，志工團隊展現高度執

行效率，迅速為災民療傷止痛，感動許多災

區居民，志工長期關懷社區，人數有增無

減，將正面能量傳播到社會每個角落。

自2008年至2015年初，台積電總計獲

16座LEED綠建築認證、七棟EEWH台灣綠

建築認證及三棟智慧建築認證，所有的新建

廠房與辦公大樓全數依據最新的綠建築標準

來規劃興建，並將綠建築觀念用以改善既有

廠房的環境績效，整合新竹、台中及台南廠

區成為三座綠園區，首開台灣企業之先。

落實生態綠化 活化自然景觀

為落實生態綠化，將綠地化零為整，活

化自然景觀復育生態，充分落實生態復育與

保護，在台積電園區可看到生態池與環廠渠

道，池邊採用多層次綠化手法，小型生物與

昆蟲移居於此，生態池景觀水源來自屋頂

雨水與空調冷凝水回收，減少55%自來水用

量。

廠區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雨水回收系

統，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資源，運用綠化設

計概念，員工舒適休憩於園區。另外，引入

綠化概念至室內挑高中庭，映入眼簾是如瀑

布巨幅綠色畫布，緩和員工緊湊工作氣氛，

也激發創意想像空間。

綠建築採用回收高爐水泥混凝土，同時

採用輕量隔間牆施工法，設備管線配置以明

管式設計，降低維修時的破壞，高反射面磚

應用於廠房屋頂，減低蓄積太陽熱量所產生

熱島效應，每年節省電力6萬度用電。

室內裝修大量使用綠建材，低有機塗料

及黏著劑，且控制室內空氣品質，減少「生

病大樓症候群」發生機率，辦公大樓設有智

能控制系統，如照明控制器、夜間空調啟動

開關、二氧化碳感測器，大幅降低各項能源

浪費，同時在繁忙樓層間，設計開放式樓梯

與單向電扶梯，減少電梯過度使用。

推動綠建築 企業表率

台積電平均製程用水回收率達84.6%，

節水措施每年為公司節省下7.5億元，無塵

室首創空氣回收系統，每年額外節省100萬
度用電，設置TMAH廢水回收處理系統，

製程廢水再利用。台積電推動綠建築用心與

成果，堪稱企業之表率。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台積電除

啟動內部「i-公益」捐款專戶外，董事長張

忠謀最先關心500多名員工家住高雄的同仁

台積電救災 散發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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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眷屬是否安然無恙，同時指派志工社社長

張淑芬女士南下高雄災區現場探視，瞭解當

地救災需求，借鏡她過去協助莫拉克風災重

建的經驗，思考如何有效、直接地協助受災

區居民重建家園，盡快恢復接近正常生活。

結合台積電協力廠商的力量，並由志工

及具備專業技術的員工會同協力廠商，直接

投入災區，為居民修繕民宅、門窗，讓居民

能先安心回家；在所有毀損路段的二側搭建

安全圍籬，防止人員跌落意外，並在炸開的

路面深溝上鋪設細網，預防蚊蟲登革熱的發

生；受創地區的十字路口建造便橋，讓人車

得以通行無礙。

用愛溫暖高雄氣爆災民

總計災戶修繕房屋659件、365戶、完成

安全圍籬4,732公尺、臨時便橋五座、臨時

道路4,383公尺、累計出工人數4,424人次，

效率之高深深感動當地居民。高雄苓雅區福

海里里長廖富男表示，之前有災民掛起「台

積電我愛你」的紅布條，甚至有提議將三多

路改名為「台積電路」以感謝良心企業的付

出，不過由於更名太過麻煩，所以，里民決

議將福海里的公園命名為「台積電公園」。

受災戶李媽媽指出，氣爆後非常焦慮恐

慌，加上沒水沒電生活步調打亂，只期望能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而台積電工作人員沒日

沒夜持續修繕房屋，效率之快，令人非常感

動，且工作人員不抽菸也不接受飲料招待；

現在都鼓勵自己小孩好好用功唸書，以後長

大去台積電上班。

另外，高雄氣爆期間，由志工社同仁邀

請災區的學童北上參加夏令營，帶領他們暫

時遠離殘破的家園。老人與小孩是台積電社

區志工關心的族群，每周末社區志工前往新

竹榮民之家及德蘭兒童中心陪伴長輩與小朋

友。其中新竹榮民之家，台積電志工分為

藝術傳承及歡唱卡拉OK二組，藉由長期陪

伴、用心傾聽長輩故事，及帶著愛與歌聲陪

伴榮民伯伯。

志工瑪麗亞表示，傳承藝術在二年前是

最辛苦的，但後來漸入佳境，現在榮民伯伯

只要到周末，推著輪椅主動要求參加我們的

活動。曾有伯伯剛開始接觸時，內心自我封

閉的、眼神空洞、不願意理人，在透過志工

長期陪伴並不斷與伯伯聊天，逐漸打開他的

內心世界，現在只要周末前往榮家，就聽到

他開心大喊自己名子。被期待是一種喜悅、

被叫出名子也是一種喜悅。

幫榮民伯伯編輯生命故事

其實伯伯需要的是要關心，藉由長期陪

伴彼此建立互信，傳承藝術透過陪伴中的點

點滴滴，進而幫榮民伯伯編輯生命故事書，

在看到自己講述故事寫成繪本，常常令伯伯

感動不已。

志工DJ小妹說，音樂是可以融化人心

的，藉由陪伴唱歌或唱歌給他們聽，當歌

曲唱進心坎裡時，感動伯伯內心，有次唱

「滿江紅」時，觸動到內心深處，伯伯潸然

淚下；但開心的時候，伯伯還會要求PK比

賽。

他們表示，當志工雖是付出時間與體

力，但收穫卻是更多，瞭解生命的意義及豁

達的人生觀，心靈的成長經過內化，然後再

將這力量感染到周邊的人，一開始可能是家

中成員加入，後來可能是朋友，將正面能量

傳播出去。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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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

總論

2014年雖然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但本

公司依然埋首耕耘，在技術、產能與客戶開

發上持續突破，整體營收穩健的逐季向上成

長。此外，聯電更積極的推動永續事務，

並依循最新之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於本報告書中揭露過去一年我們在永

續經營的努力。

聯電秉持為客戶提供最適切晶圓專工解

決方案的經營理念，不僅持續於台灣投入高

階製程技術研發，強化自身競爭力，在兼顧

風險與成本的均衡考量下，亦分別宣布投資

與結盟位於日本的富士通半導體公司，以及

參股位於廈門市的合資企業，以因應客戶需

求，同時提升股東價值。另一方面，我們亦

持續落實優化客戶服務，2014年成為台灣

首家取得ISO 15408認證的晶圓專工公司，

除了提供客戶安全產品時的嚴謹安全防護

外，亦可協助客戶節省產品認證時間，加速

其產品上市時程，進一步強化本公司在安全

產品市場的發展。

2014年聯電永續委員會在組織精進部

分，增加綠色製造、綠色技術與客戶服務等

次委員會並成立永續辦公室，讓永續與核心

競爭力更強而有力的連結。公司治理部分，

「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與「資本

預算委員會」持續致力於效率的提升與監督

功能的健全，透過董事會與經營團隊的良性

互動與制衡，不僅提高營運透明度，也保障

全體股東的權益，資訊揭露評鑑獲證劵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評為A++等級，即是本公

司堅持正直誠信的結果。

在環境永續方面，2014年不僅提前達

成多項「369+」能資源減量計畫目標，亦

完成國內第一宗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

交易，交易所得成立環保基金投入『生態保

育希望工程』計畫。聯電除了連續12年獲

頒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外，在回應國際碳

揭露(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的部分，也再次獲得台灣半導體業最高分肯

定；社會參與部分，聯電設立六大核心計

畫，致力於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員工健

康及工作生活平衡外，更藉由志工經營與傳

承聯電特有的社會公益服務傳統，從弱勢偏

鄉到生態荒野，用關懷與愛播撒希望種子，

擴大影響力，促進企業與社會良善的循環。

整體而言，永續不僅是聯電的願景也是

聯電營運發展的核心思維與競爭力，2014年
聯電連續七年列名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LE INDEX，DJSI)成分

股、在新加坡亞洲新聞台舉辦的亞洲百大永

續企業評比中排名為台灣第一、亞洲第四、

並獲得國內首屆「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

獎」、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等榮譽，印證聯電

的永續性績效已獲得國內外的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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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聯電承諾以最嚴格的自我要

求標準，更積極的自發行動，提升永續經營

的競爭力，GREEN 2020綠色環保目標，員

工照顧、社會關懷與志工公益，都是我們持

續努力的方向。期盼各界的回饋與建議，讓

我們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道路

上，能不斷成長更加茁壯！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聯華電子發行之第九本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並為連續第十五年度對外

公開發行非財務的永續性年報。聯電始終秉

持誠懇踏實、透明公開、永續共進的原則，

對社會大眾揭露企業永續理念與實作，將

2014年度聯電於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

實踐狀況，透過這本報告書向社會大眾報

告。

範疇

本報告書揭露的資料涵蓋聯電2014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間在環境保護、公司治理

與社會參與之作為與各項績效數據。本報告

書內容之報告範圍除了包含聯電公司總部、

台灣及新加坡地區各晶圓廠資訊外，亦涵蓋

依據重大性議題鑑別之內外組織資訊，包含

子公司和艦科技於大陸晶圓廠之資訊，及相

關合資企業及子公司部分資訊。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主要參考聯電2014年在企業

永續方面的重大議題，並依據利害關係人

回饋之關切議題，而擬定報告書之架構內

容；同時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之全球永

續性報告書第四代綱領G4.0準則(GRI/G4.0 
GUIDELINES)編撰，及依據AA1000保證

標準及原則之要求，進行鑑別、執行與揭

露所施行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本報

告書中之財務數據，係採用經會計師(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財務年報資料，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數據為依據ISO 
14064-1標準並經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

公司DNV-GL查證後之結果，詳請參閱第三

章之說明。

報告書保證

本報告書於2015年4月通過台灣檢驗科

技(股)公司(SGS TAIWAN LTD.)查證，

依循GRI/G4.0 COMPREHENSIVE全面選

企業永續肯定

連續七年獲頒企業永續報告獎並榮獲首屆台灣
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2014年獲得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氣候領袖獎》
《供應鏈管理獎》

台灣企業永續獎

連續二年列入國際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DLI)
之台灣企業。
2014年國際碳揭露專案(CDP)之揭露成績為
96分

國際碳揭露專案

榮獲2014年亞洲百大永續企業評比第四名 

亞洲百大永續企業評比
入選為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之「世界指數             
(DJSI-World)」成分股(連續七年)入選為道
瓊永續性指數(DJSI)之「新興市場
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成份股

道瓊永續性指數 
被RebecoSAM評為入選道瓊永續性指數
(DJSI)之永續績效為銀級(Sliver Class)企
業

道瓊永續性指數

榮獲「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
第七名(連續三年前10名)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榮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評等
(A++)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聯電台灣廠區連續12年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企業環保獎」

企業環保獎
榮獲「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的「家庭樂
活、健康快活獎章」

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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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準則與AA1000AS(ACCOUNTABILITY 
1000 ASSURANCE STANDARD)TYPE II
高度保證等級查證標準的精神。SGS查證報

告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報告書發行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5年6月發

行

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預定2016年6
月發行

響應環保，推行無紙化，本報告書以電子版

本公告於公司網頁

聯電公司概況

聯華電子(簡稱聯電)為世界一流的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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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植台灣布局全球

聯電在台灣半導體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除身為台灣第一家晶圓製造服務公司

外，也是台灣第一家上市的半導體公司。為

滿足全球客戶的需求，聯電在台灣、日本、

中國、新加坡、韓國、歐洲及美國均設有服

務據點，未來，聯電仍將致力提供客戶領先

世界的製程，以及全方位的晶圓專工解決方

案，使聯電的客戶能在今日快速變遷的產業

中，不斷建立競爭優勢。

永續承諾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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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永續發展的三大實

踐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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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社會面：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永續組織

企業營運組織 vs. 企業永續委員會架構圖

企業永續委員會 企業營運組織

執行長為董事會成員同時並擔任企業
永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董事會
董事長

稽核

執行長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資本預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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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和與重大議題揭露

自2000年起聯電即透過發行非財務

報告書，向社會大眾說明自身於永續方

面的努力與成果。為了能夠持續與利害關

係人進行有效溝通，聯電針對利害關係

人對於永續資訊的需求會先進行實質性

(MATERIALITY)分析，以決定2014年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資訊內容。

公司治理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建置

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以保障股東權益、尊

重利害關係人、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強化與監

督董事會職能，並秉持企業誠信經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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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營績效。

2014 聯電永續績效 

經濟績效

環境績效

89%產能利用率
達成2014年計畫目標84.9%，達成率104.8%

1206.1億元
2014年營收達1206.1億元，較2013年度成長10.3%

經營績效

2.91%用電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2%的目標，2014年新增減量29,469Mwh

相當於減少15,353噸CO2排放量，節省費用約8,000萬元

5.02%天然氣減量
達成2014年削減3.98%的目標，節省量10,979Mwh

相當於減少2,159噸CO2排放量，節省費用約2,964萬元

35%單位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削減量
達成排放強度降低14.4%的削減目標，年度含氟溫室氣體減量達98.8

萬噸CO2e，氣體取代措施節省原物料費用達2,000萬元以上

1st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完成國內開展碳交易制度後第一筆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15萬噸減碳額度
聯電取得15萬噸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減量額度

氣候與能源管理

5.66% ROE
2014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5.66%

0.97 EPS
2014年每股盈餘為0.97元

獲利能力

10,797件專利
2014年共獲得國內外專利347件，總計聯電目前專利總數為10,797件

52%高階製程產能
65奈米（含）以下的營收占晶圓銷售比率達52％

1st超高畫質智慧電視單晶片SoC
聯電與客戶攜手合作，打造業界第一個超高畫質智慧電視單晶片SoC

創新研發先進技術

1st ISO15408認證
為台灣首家取得ISO15408-EAL6之晶圓專工公司，有效提昇公司及客戶

資產管理安全性。

2500家以上供應商
與聯電合作共同承諾永續。

0高風險供應商
UMC建置ISO 22301營運持續管理系統並完成95%採購金額供應商營運持

續風險評鑑。

0衝突金屬/礦石
UMC之12家供應商與15家所屬關係企業均無衝突金屬/礦石。

營運管理與供應鏈管理

7.5%用水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4%的目標，2014年新增減量441,475噸，新增之節

水費用約1,100萬元

2644萬噸回收水量
回收水量相當於省下0.84座寶二水庫之蓄水量

526公斤每日氨氮排放減量
達成2014年廢水含氮物質源頭減量目標(500Kg-NH3-N/日)，較基準年竹

科與南科減量比例分別為32%與9%，節省年度原物料成本3,900萬元，節

省廢水年度操作成本約16,100萬元

水資源管理

7.5%廢棄物減量
達成2014年累計削減7%的目標，新增減量達597噸，新增節省年度處理

成本約580萬元

91%廢棄物再利用
再利用數量為24,571公噸，回收再生資源收益超過5,100萬元

廢棄物管理

100%認證
聯電所有廠房均通過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ISO 14001環境

管理認證及QC 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認證

0 環保事故與罰款
2014年無任何環保事故與罰款

3000萬元環保基金
聯電投入3000萬元於『生態保育希望工程』計畫

環境管理

社會績效

93.3%課程整體滿意度
2014年共計開課9,169堂，總參與人次為277,005，訓練整體滿意度為

93.3%，講師、教材滿意度及工作助益程度為93.3%、93.2%及93.1%。

90.6%高效經理人七習慣及高效員工七習慣完訓率
落實公司核心價值，貫穿「當責」精神與理念，聯電於2011年首先導入

「高效經理人七習慣」課程，2014年高效經理人七習慣及高效員工七習

慣完訓率達90.6%。

教育訓練

100%全人健康管理計畫達成率
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95%健康促進活動滿意度
保健講座類、舒壓系列與檢測活動類⋯等健康促進活動滿意度平均達95%。

福利制度 57.6%員工志工服務總時數提升率
2014年志工服務總時數為13,442小時，相較於2013年提升57.6%並有

10,441人次以上受益。

2014年榮獲教育部『社教公益獎』團體組獎。

公益投入

75.1%育嬰留停回任率，
較2013年提升4%。 

0勞資爭議
以積極性的作法增進勞資關係和諧，降低勞資對立發生的可能性，2014年

成立之勞資爭議案件數為0。

100%溝通會議完成率
包含全公司座談會(4場)、廠處溝通會(67場)、秘書座談會8場)、勞資會議

(36場)與福委大會(4場)，於2014年底119場次全數完成辦理。

100% eSuggestion結案率
透過系統稽催提醒，2014年結案率達100%。

86.2%員工認同凝聚力
2014年員工認同凝聚力達86.2%。

0 人權申訴案件
<5 年度EICC勞工/道德風險威脅指數
2014年EICC勞工/道德風險威脅指數低於5。

良好的勞資關係

0重大職業災害
15%事故件數降低
較2013年度減少約 38萬元之事故財產損失。

2014年失能傷害頻率為0.07及失能傷害嚴重率為2.26，均遠低於半導體業

界的平均值。

安全工作環境

2014年聯電永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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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

聯電之董事會擔負公司營運及監督之

責；董事會成員在學術及產業經驗的多元

化，對企業經營決策及中長期策略規劃有相

當助益。目前董事會設有四席獨立董事、兩

席外部個人董事，不具公司經理人身分之董

事達董事席次三分之二。

2. 功能性委員會

為協助並監督董事會工作的推動，聯電

分別成立資本預算委員會、資訊揭露監督委

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3. 股東行動主義

聯電於2012年起將電子投票作為股東會

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讓無法親臨股東會的

股東能透過網際網路行使表決權及選舉權。

4. 從業道德準則與反貪瀆

聯電制定相關「聯華電子行為準則」，

供所有董事、經理人及公司同仁遵循，從企

業由上到下，提升公司及全體同仁行為素養

以及從業道德。

5. 內部稽核

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

2014達成情形
企業永續委員會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

告推動成效與計劃

2015規劃目標
企業永續委員會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推

動成效與計劃

保障股東權益
強化董事會職能

2014達成情形
資本支出預算需呈資本預算委員會及
董事會審核同意後執行，並追蹤其成效

2015 規劃目標
依公司治理原則進行第 13 屆董事全

面改選

由第 13 屆全體獨立董事成立第 3 屆
審計委員會

由第 13 屆董事會決議委任第3屆薪資
報酬委員會

提升資訊透明度

2014達成情形
2014年更新申報公司治理自評報告

第十一屆公司資訊揭露評鑑獲得
「A++」最高等級得分

2015規劃目標
提升資訊揭露評鑑與公司治理評鑑得分

聯電公司治理主要推動措施

執行要項
每年依據台灣主管機關規定，依年度稽核計畫進

行查核，或因風險考量進行不定期之作業查核

出具稽核報告、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定期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實施細則、年度

內控自評作業等

與獨立董事進行溝通，並呈報予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

設立主要目的
檢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衡量營運之效率與效果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

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確保各項內控作業得以

持續有效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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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

1.永續經營理念之實踐

面對激烈嚴峻的技術競賽，聯電除了大

幅提升關鍵技術能力之外，亦注重專利的布

局以保護技術智財權，獲專利權數量穩定成

長。2014年共獲得國內外專利347件，其中

美國專利共計263件，中華民國專利68件，

中國大陸專利11件，另有多件其他各國專

利。總計聯電目前專利總數為10,797件。為

保持競爭優勢，聯電也大幅增加關鍵技術專

利申請質量，持續強化客戶服務與競爭優

勢，並協助企業創造獲利。

2. 提升聯電競爭力之投資

聯電研發團隊一向致力於推動先進製程

技術的開發。2014年先進製程技術研發經

費約130.4億元，2014年高階產能建置投資

金額約427.9億元。

3. 經營績效

客戶服務

重視客戶意見、滿足客戶需求、獲得客

戶肯定及長期支持，是永續經營之不二法門。

1.客戶滿意度提升

客戶評比的統計數據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86848383
77

2.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聯電導入線上服務平台，提供客戶完整

且即時的線上供應鏈資訊，包含了訂單生產

狀況、出貨日期查詢、產品品質數據及狀

況，同時於網站上提供「工程資料分析」功

能，使客戶容易作工程分析。並且開發客戶

線上即時申訴系統，客戶可隨時提出對聯電

公司遭受反壟斷控訴的件數 違 反 產 品 與 服 務 訊 息 與 標 示 相 關  
法令之案件

公司 因 為 違 反 法 規 而 被 處 以 巨 額  
罰款的件數

客戶隱私侵犯/
資料遺失投訴數

0件 0件 0件 0件

2014年 各類法規符合度

註1:2010年至2011年係根據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編制;2012年至2014年係依經行政院金融監管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報準則編制
註2:以上資訊為聯電公司個體資訊，合併資訊請參考本公司2014年報第104~105頁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12,043

10,588 10,600 10,938

12062

2014

26,336 26,61825,829
27,917

營業收入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9785

資產總額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股東權益總額

202
170

22,116

2,263

1,014 916

20,81220,19620,77421,934

149

76

206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所得稅費用

單位 新台幣仟萬元

2010 2011 2012 2013

583

2014

1,113

營業損益

6. 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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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服務之任何需求、意見或建議；後續

由專人負責分發、處理及回覆客戶，客戶亦

可隨時上網查詢處理進度。

3.保護客戶資產

聯電為協助廠商有系統地開發、設計及

製造符合國際標準之可信賴資通安全產品，

以滿足客戶的需求。2014年於公司內推動國

際標準資訊安全產品共同準則(ISO 15408)
認證，並由FAB 12A廠區取得德國聯邦資

訊安全局(GERMANY FEDE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BSI)
ISO 15408安全認證EAL6級，成為台灣第一

家獲此認證的晶圓專工公司，提供符合ISO 
15408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之

晶圓專工製造條件。

4.災害風險管控

聯電深刻認知天然災害與人為事故對生

產營運的衝擊與影響，所以一直以預防管理

的積極態度來面對災害風險管理的範疇，也

藉由嚴謹的風險工程控制、安全規範與基準

的落實管理，追求達到半導體產業安全的最

高標準。

永續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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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對於供應商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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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要求所屬供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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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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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訂有環境保護政策，

期望達到環境共生、共榮及地球永續發展的

目標。

1. 綠色工廠與綠建築

聯電於2010年參與『綠色工廠推動聯

盟』，未來新設廠都將以綠色工廠及智慧建築

為設計原則，既設廠也會進行綠建築與綠色

工廠評估，並逐步導入相關綠色設計與建置。

2. 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

環境議題為目前利害關係人高度關注之

企業永續議題之一，為具體提升能資源生產

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聯電持續推動各類

減量措施，並設定各階段目標。

3. 清潔生產

聯電著重於產品生產製造階段及在使用

以零汙染為目標，符合或超越環保法令及國際公約的

要求，致力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 
01

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融入整體組織管理體系，全力維

持環境績效之持續改善。 
02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汙染

預防，以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目標。
03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源，以作為

世界級之環保楷模。 
04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復育，

與政府及全民合作保護福爾摩沙。
05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提升環保理念，以確保各級人員

皆能瞭解與善盡環境保護之職責。
06

環境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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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儘量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和危

害，並採用節能減量設計。另一方面，在半

導體產業產品生命周期評估，聯電也不遺餘

力。收集上游供應商之資料，評估聯電產品

的生命周期，以提供下游客戶(终端產品企

業)參考，讓產品生命周期達到資源和能源

消耗的最小化。並且透過物質危害管制措

施、綠色採購管理、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導

入等達成綠色產品之生產。

(1)管理系統與認證

聯電目前全公司所有廠區(共九個廠)及

子公司和艦科技均通過ISO 14001認證，並

持續導入各類環境相關之管理制度與認證。

(2)原物料管理

聯電藉由製程設計與技術提升，減少原

物料耗用。

(3)廢棄物管理

零廢棄是聯電的廢棄物管理之最終目

的，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源化做為

策略，藉由製程技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

頭管理措施，減少廢棄物產出，達到廢棄物

減量措施
廢水處理回收 
機台節水
冷凝水回收 

節水量累計944,738噸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4%

用水量

減量措施

汙泥：設置汙泥乾燥機
硫酸：源頭減量
廢溶劑：源頭減量

廢棄物量累計減量1,795噸 單位排放量較基準年減低35%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7%

廢物產生量

減量措施

新購FC機台採高效率
local scrubber (新廠擴產時同步實施)

實施製程最佳化

達成

基準年 2010減量目標 14.4%
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35%

減量措施

節電量累計63,968Mwh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照明系統改善  
空調 

達成
基準年 2012減量目標 2%

用電量

3 6 9 +

註:含氟溫室氣體(FCs)減量目標為超越世界半導體協會設定之減量基準(2020年之排放強度降低為2010年之30%)

註1: 369+與Green 2020計畫之含氟溫室氣體(FCs)排放強度減量之基準年為2010年

註2:Green 2020減量計畫請參考http://www.umc.com/chinese/news/2015/20150420.asp

2014年聯電「369+ 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達成情況

75%75%2 9%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333減量計畫 (已達成)
2010年~2012年(基準年2009年)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369+減量計畫 (進行中)
2013年~2015年(基準年2012年)

用水量用電量  

廢棄物產生量  
含氟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Green 2020計畫 (已擬定)
2016年~2020年(基準年2015年)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

-3%

-33%

-3%

-9%

-6%

-36%

-10% -10%

-10% -36%

聯電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推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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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

(4)廢棄物資源化

聯電 2 0 1 4 年廢棄物再利用數量為

24,571公噸，廢棄物再利用達91%，已連續

三年達90%以上。有害廢棄物再利用數量

為15,896公噸，有害廢棄物再利用達92%。

2014年回收再生資源收益(台灣廠區)約

5,100萬元新台幣。

(5)廢棄物廠商控管

2014年聯電共完成24家次廢棄物廠商稽

核，稽核結果沒有廠商被列為欠佳或不佳評

等，三家廠商被列為尚可，已減少合作量並列

為替代廠商，其餘廠商均屬於優良評等以上。

(6)空氣汙染防制

聯電的空氣汙染防治策略是將已合理化

減量之汙染物，藉由高效能防治處理設備進

行廢氣處理，降低廢氣中進入大氣的汙染

物，使汙染物含量符合(低於)政府環保法令

的規定；聯電歷年檢測結果，空汙排放均低

於環保署訂定之排放標準。

4. 環境會計

聯電早於2001年1月開始實施環境會計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制

度，每月進行環境會計統計。為國內電子相

關產業中最先推行此制度的企業。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1. 氣候政策與低碳承諾

聯電領先業界於2010年頒布「聯電氣

候變遷政策(UMC CLIMATE CHANGE 
POLICY)」，作為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最

高指導原則，並訂定「聯電低碳承諾(UMC 

LOW-CARBON COMMITMENT)」以為日

後減碳計畫推展之指引。

2. 氣候治理組織

聯電設有專責之一級部門風險管理暨安

環處負責蒐集與鑑別所有溫室氣體相關議

題，並由環境委員會透過企業永續委員會每

半年定期向執行長及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報告

年度執行成果與目標。

3. 氣候挑戰與機會

4. 減緩氣候變遷之措施

(1)溫室氣體盤查

聯電台灣廠區2000年至2014年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盤查資料，均已通過第三者查

證，且自2006年起聯電即建立內部管理機

制，每年委由第三者進行自願性查證。聯電

新加坡12I廠亦於2011年起每年進行自願性

查證。聯電位於中國大陸之子公司和艦科技

半導體(8N廠)則於2013年起進行溫室氣體

聯電氣候風險挑戰與機會

風險因子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
徵收碳稅、能源稅

自然災害導致員工無法上班
廠房設施遭受損害
原物料供應中斷

產品標示與揭露

進行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並降
低能源用量。
至2 014年聯電已獲環保署認
可302.3萬噸減量額度

持續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產
品碳足跡盤查

AIU保險稽核持續改善
推動企業持續營運管理系統
(已取得ISO22301認證)
工廠及供應鏈全球化

乾季時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消費者、客戶、投資人等利害
關係人要求企業提供綠色產品
並透過供應鏈擴大影響力，間
接淘汰耗能商品

推動產品環境衝擊生命週期分
析與認證，進行源頭減量(聯電
已通過碳足跡/水足跡認證，並
推動LCA專案進行整體供應鏈
減碳)
佈局綠能產業(至2014年聯電
投資60億元)

擴大水的回收和再利用，以降
低對水的需求壓力
有效的利用有限的水資源

因應作法

法規

災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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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並於2014年起每年進行自願性查證。

(2)溫室氣體減量

基於聯電執行產品碳足跡與溫室氣體盤

查之結果發現，碳足跡主要來源是製造階段

之碳排放，而製造階段之主要排放源為製程

上所使用的含氟溫室氣體(FLUORINATED 
COMPOUNDS, FCs)與電力，占聯電整體

溫室氣體排放量90%以上，因此聯電優先進

行FCs與電力減量。以FCs為例，自2000年
至2014年，聯電產能成長2.78倍，但FCs排
放逆勢減少63.9%。

5.碳揭露

聯華電子自2006年起受邀參與CDP國際

碳揭露專案，至今已連續九年，成績逐年進

步，2014年聯電連續二年列名氣候揭露領導

指數，成績96B為台灣半導體產業中最高分。

6. 碳資產與交易

(1)碳資產

2010年與2011年環保署分別公告「溫

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及

「半導體業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度」，聯電

即委請第三方查驗機構針對過去多年來的溫

室氣體減量成效進行查證以確認執行成果，

同時亦與TSIA會員公司共同合作進一步研

擬半導體業FCs氣體減量方法學。2012年聯

電與工研院及TSIA會員公司所共同研擬之

半導體業FCs氣體減量方法學已通過查驗機

構之評估，並已由本公司於2013年向環保

署提出申請(現況審查中)，未來待此減量方

法學經政府審查通過後，聯電將可據此進行

抵換專案減量額度申請。

聯電於2014年取得環保署核發的15萬

噸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並於該年度新提出

21.4萬噸之減量額度申請。

(2)碳交易

聯電與中龍鋼鐵於2014年1月，兩家公

司簽署了針對2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先期專

案減量額度(即碳權)的交易合約，並通過行

政院環保署核可，成為國內開展碳交易制度

後第一筆經環保署審查與認可之碳權交易。

為國內碳交易市場締造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本次碳權交易所得，將全數作為環境保護專

用基金，落實環境保護措施之推動，為促進

環境永續盡一分心力。

7. 能源管理

在各項努力下，聯電2014年節電總計

29,469MWH，相當減少15,353噸二氧化碳

排放量。總計節省10,979MWH天然氣量，

相當減少2,159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水風險管理

1.製程節水

聯電用水原則，首要設計省水製程，再

來做好回收再利用，並結合高效能用水管

理，三者合一才能有效降低水資源消耗。聯

電2013年-2014年節水量944,738噸，相對

效益2,360萬元。累計節水率占2012年自來

水用量之7.5%。

2. 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2014年全公司回收水量共2,644萬噸，

相當於省下0.84座寶二水庫之蓄水量。目前

之總回收水量已超過新增之總取水量，水回

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占總取水量的百分比可

達1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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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汙染防治

製程減量、廢液分流、分類處理，聯電

水汙染防治策略首重製程源頭減量，廢液分

流，再分類處理原則進行。

綠色產品

聯電為確保產品符合歐盟EU ROHS 
(R E S T R I C T I O N  O F  T H E  U S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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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與社會參與

勞工權益

1.勞資溝通

聯電與員工之間透過各式溝通管道，達

到充分溝通及有效解決問題之目的，且結社

自由依據當地法令所賦予員工之權利，由員

工自行決定行使與否，公司不干預、亦不介

入。

各溝通管道中，以E-SUGGESTION我

有話要說平台使用率最高，於2014年接獲

311件同仁意見，結案率100%。同時2014
年聯電無正式立案之勞工實務相關申訴。

2.人權

聯電強調之核心勞動權益

相關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網站「聯華電子行為守則 http://www.umc.com/chinese/CSR/c_4.asp 

不得強迫勞動、禁用童工、工時、薪資福利、
人權保障、不歧視與自由結社。

勞工 強迫勞動

員工加班皆屬自願性質，且公司規範中明訂不
得超時工作，於考勤系統中主動設置提醒功能，
並定時進行檢視與控管，並定期至各廠區勞資
會議中，對主管與同仁進行宣導。

工時

聯電禁止工作場所有任何有形或無形的性騷擾
及歧視行為，明訂不會以種族、性別、年齡、
婚姻狀態、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作為員工任用、
考核及升職的標準，並同樣與遵從前述原則的
廠商合作。

公平

聘僱關係成立時皆依法簽訂書面之勞動契約，
契約載明聘僱關係乃基於雙方合意之前提下所
建立，不得強迫勞動，及無非法販賣人口並反
對奴役制度。

廉潔經營、無不正當收益、公開訊息、知識產
權、公平交易，廣告，競爭、身分保密、衝突
礦產、隱私與杜絕報復。

商業道德

聯電於政策中明確宣示不得任用未滿16歲之童
工，任何可能造成僱用童工的行為皆不被允許。

童工

每位聯電員工與公司之勞動契約訂定皆符合當
地相關法規。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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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募與培育

1.人力資源

截至2014年，聯電含中國大陸子公司

和艦科技員工總人數為17,310人，其中正式

員工為97.68%，非正式員工依據合約性質

區分為臨時人員0.51%及派遣人員1.80%。

2.薪資福利

聯電員工薪資乃取決於學經歷、績效及

巿場行情，不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

場、婚姻狀況而有差別待遇。除依法提供高

於勞基法規定之最低薪資，公司積極參與國

內外知名的企管公司薪酬調查，以確保公司

提供具巿場競爭力之整體薪酬。另外，依據

個人績效表現、職責承擔度及未來發展潛

力，提供調薪、差異化獎金/分紅制度及股

票報酬(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庫藏股)，以期吸

引、留任與激勵優秀的同仁。聯電同時提供

所有員工符合當地法令規範以上的員工福利

體制，包含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全方位

的保險計畫、退休福利制度等。

3.教育訓練

2014年，聯電所舉辦的訓練開班數達

9,169個班次，總訓練(人)時數達578,203.3
時，總參與人次為277,005人次，訓練總經

費共計新臺幣45,472,798元。各類課程之滿

意度皆達90%以上，且逐年微幅成長。

健康與安全職場

2014年聯電推動全人健康管理計畫，

以形塑優質職場，凝聚員工向心力為主軸，

致力於三大方向，分別是塑造安全工作環

境、守護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1)無憂職場：聚焦工作環境安全

聯電以塑造安全無憂之工作環境為宗

旨，並藉由管理機制建立與安全環境建構消

弭工作場所中的危險因子，朝全方位「安全

聯電」方向實踐。詳細做法則包含過勞預

防、主動式休假管理機制、零汙染菸害防治

措施、安心工作場所措施等。

(2)健康職場：守護員工身心健康

聯電全面落實健康職場，2014年以

健康美麗新世「戒」為主軸，營造健康新

生活氛圍，期望同仁持續落實良好生活習

慣，以達成身心最佳健康狀態。詳細活動主

題包含「戒油」、「戒懶」、「戒宅」、

「戒鹽」，並透過「健康管理」、「健康促

進」、「健康講座」、「員工諮商服務」等

方式進行，全面守護同仁健康。

(3)樂活職場：重視工作生活平衡

有健康快樂的員工，才有高生產力的企

業。因此聯電提供樂活職場環境，並秉持福

利、活力與公益融合之精神，透過多樣化的

活動設計，讓同仁於工作及休閒活動中蓄積

創意與活力。

安全工作環境

聯電於台灣地區成立全公司安全衛生委

員會，各廠區亦有各自之安全衛生委員會，

針對各廠區之工作環境安全進行規劃、檢討

與改進，2014年推行「人人工安」重點項

目，目標為降低15%(與2013年相較)輕微

以上事故件數，順利達成。後續公司已制

定十年事故管理目標，預計2020年事故件

數較2011年降75%，持續朝零事故目標努

力。除此之外在承攬商管理、聯電高科技消

防隊的成立與訓練等工作上，也看得出聯電

在工安上的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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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

1.社會公益參與

秉持「以人為本、與社會共榮」之

核心理念，聯電以樂活(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概念來實行企業社會責任，善盡

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饋。2014年聯電

各公益社團、志工服務隊及聯華電子科技文

教基金會服務時數逐年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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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受益人次已超過10,441人次。

此外，聯電每年也於社會公益相關活動

中固定投入一筆金額，2014年聯電公益捐

贈金額總計超過新台幣2,300餘萬元。2014
年之81氣爆案，聯電立即進行內部員工關

懷，確認員工及親屬均安，同步捐款500萬
元，協助救災及當地民眾重建家園，並由基

金會號召公司內部同仁響應，共募得330餘
萬元。

社會公益專案：希望種子

希望種子分為生命教育志工種子、希望

種子、閱讀種子、環保綠能種子、半導體種

子，每一個分類不僅顯示了聯電在社會公益

上的努力，更承載了聯電對未來的期望。

聯電播撒希望種子之五大種子內容說明

生命教育志工種子 希望種子 閱讀種子 環保綠能種子 半導體種子

組成生命教育志工隊

定期訪視偏鄉與邊緣少年

課後輔導   

閱讀教育   

品格教育

長期關懷   

節慶活動辦理

閱讀研習

閱讀推廣

辦理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半導體產學專班    

創新研發專案

其他產學合作專案   

深耕校園專案

2014執行成效

影響

課輔志工服務800小時   

贊助南投空手道協會

服務150位弱勢學童

辦 理 1 2 小 時 閱 讀 研 習 課 程 培 訓     
說故事志工

說故事志工至偏鄉服務學童

針對資源較匱乏學校補助國語日報
社推廣之讀報教育

閱讀研習課程共計129人次參加

偏鄉小學辦理閱讀活動共計42場，
約840人次

投 入 三 千 萬 於「E c o - e c h o 生 態     
保育希望工程」

與荒野協會合作，捐贈三年三百萬
生態保育計畫基金

以講座及綠市集活動宣導地球友善
之概念

與 三 所 大 學 共 同 辦 理 半 導 體       
產學專班

與 國 內 多 所 大 學 進 行 創 新 研 發   
專案，並取得相關專利

開設產學相關專班課程，總共有
318位學生參與

生命教育志工培訓共計辦理3梯次，
135人完訓

米可之家「行動電影院」及關懷活動
共3梯次

贊助 IC之音洪蘭教授「講理就好」  
節目

誠 正中學 關 懷 活 動 共 1 場 次，關 懷  
學生超過200人次

野趣社說故事志工關懷偏鄉學童  共
計19場次

悠聲蒞麗進行烏克麗麗公益演出  與
教學，共計13場次

定期訪視關懷偏鄉青少年，傳達 正
確生命教育，使其瞭解生 活與生命
成長的真諦

與中途 之 家孩子互 動，建 立 正確的
價值觀

透過志工引導灌輸學童正確觀念，
避免偏差行為發生，協助其透過良
好教育脫貧

贊助南投空手道協會，藉著培養空
手道選手讓弱勢學生找到自信，看
見自己的力量

學童透過活動領略閱讀的樂趣 引 導 同 仁 與 同 學 了 解 環 境 保 護       
之重要性，將環保概念推動給更多
人，讓環保成為每個人的責任及生
活準則

培育半導體種子人才，讓年輕學
子於就學期間即能更深入學習半
導體相關知識與技術

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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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工作重點包含播撒希望種子、聯電愛故

事團、聯電鼓隊、數理資優培育計畫、故事

志工等。

4. 聯電消防隊

聯電於1999年4月成立高科技消防隊，

成為國內電子業唯一成立專屬消防隊之企

業。

(資料來源：聯電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

米可之家進行陪伴服務
仁愛兒童之家服務
偏鄉服務   發起愛心募款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弱勢老人   環境保護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燭光社

世界展望會、世界和平會、華山基金會、聖
誕圓夢計畫、仁愛啟智協會、米可之家、仁
愛兒童之家

部落孩子陪伴
募集物資/捐款
支持農產品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弱勢果農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野趣社

埔里卡度部落、台東長濱鄉三間、五峰清泉
桃山部落、大隘部落、善牧、家扶中心

服務偏鄉學童
偏鄉學童烏克麗麗教學

服務內容

弱勢學童

服務對象

合作單位

悠聲蒞麗社

竹東竹中國小、峨嵋富興國小、聯電文教基
金會課輔班、陸豐國小、南和國小、新竹及
彰化街頭藝人演出、城市琴弦音樂會、榮民
之家、樹杞林文化館、寶石國小、馬偕醫院、
新興國小、竹北養老院、寶山國小、竹北安
養中心

2014年服務共計 160場次 2014年服務共計 26場次 2014年服務共計 13場次

2. 聯電志工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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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水足跡」 為環保開闢新路

聯電強調，秉持「以人為本、與社會共

榮」的核心理念，聯電以樂活（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概念來

實行企業社會責任。

有感於企業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仍需要一個祥和社會的支持，才有可能使公

司業績飛躍成長與展現蓬勃的活力。

因此，聯電在致力於公司營業成長外，

也善盡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饋。

有薪志工假 半導體業創舉

聯電也是全球第一家實施「水足跡」的

半導體公司，每年回收水產量超過2,000萬
噸，相當於5萬多個家庭的年用量；同時也

制定「有薪志工假」，也是半導體業創舉，

目的是鼓勵員工投入綠色公益。

有鑑於缺水恐成為長期隱憂，聯電每年

也都會增加蓄水設備的研發與資本支出，提

高製程用水的回收率，並建置收集雨水的蓄

水槽設施等。

聯電執行長顏博文表示，聯電平均用水

回收率可達85%，新竹廠區用水回收率更高

達88.5%，相當1滴水重複使用3.7次。聯電

持續強化節能，啟動五年計畫，目標2020
年聯電40周年時，達成節水、省電、減廢

各10%的目標。

顏博文強調，聯電今年起，以每年世界

地球日為「聯電全球綠色志工日」，串聯全

球各營運據點員工，包含台灣竹/南科、新

加坡、日本、中國及歐美等地，同步舉行生

態環保活動，發揚志工精神，親身投入友善

環境的行列，更計劃將聯電特有的志工文化

與環保結合，鼓勵員工投入綠色公益。

多管齊下 投入綠色公益

事實上，聯電已長期透過集團各公益社

團、志工服務隊及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

會，多管齊下，投入企業社會責任且服務時

數逐年增長，服務範圍遍及全台，去年總受

益人次已超過10,441人次。

此外，聯電每年也於社會公益相關活動

中固定投入一筆金額。去年聯電公益捐贈金

額總計超過2,300餘萬元。去年高雄的81氣
爆案，聯電也立即進行內部員工關懷，確認

員工及親屬均安，同步捐款500萬元，協助

救災及當地民眾重建家園，並由基金會號召

公司內部同仁響應，共募得330餘萬元。

聯電除了努力培育高科技人才外，更領

先同業率先投入潛力管理人才之培育，在

2010年設置「聯電經營管理論文獎」，自

2011年起，每年投入300萬元於「聯電經營

管理論文獎」，透過此獎項的辦理，進一步

深耕管理學術界潛力人才培育，促進學術界

與產業界的交流，以期管理實務與理論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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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為企業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

聯電所屬兩大基金會──「財團法人聯

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聯

園樂活教育基金會」，還設有「聯電消防

隊」。各項社會參與行動相輔相成，是聯電

落實社會公民、弱勢關懷的重要推手。

聯電強調，透過結合聯電內部資源，聯

電同仁共同盡力貢獻社會，期望能為社會營

造更安全、溫暖的氛圍。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長期用企業力量

贊助社福團體與各類單位，讓社會能發展多

元文化，於2014年榮獲教育部「社教公益

獎」團體組獎。而「財團法人聯園樂活教育

基金會」除負責管「聯園活動中心」，提倡

運動之餘，也在弱勢教育及社會公益上默默

耕耘。

致力提升弱勢學童教育

此外，聯電也致力於提升弱勢家庭學童

的教育，持續執行「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

庭學童教育協助專案」，希望透過企業的力

量，平衡教育資源不均的現況，迄今已投入

1億4,500萬元預算，於弱勢家庭學童課業輔

導項目中，超過5,000名學童在聯電的協助

下持續升學，完成「播撒希望種子」的階段

性任務。

去年，本專案除持續投入「希望種子」

協助弱勢學童教育之外，也致力於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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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波的扎根培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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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學童課業

輔導費用，並透過志工辦理閱讀、品格等活

動給予全人的教育。希望種子自啟動以來,
於新竹、台南地區陸續成立課輔中心，提供

弱勢家庭學童長期課業補救輔導服務，建立

弱勢家庭學童正確之價值觀與學習態度。

2005年成立由聯電同仁及其親友組成

的志工隊，結合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聯電

燭光社的力量，共同加入協助弱勢家庭學童

的行列。

透過每年不定期舉辦營隊或參訪活動，

及配合節慶辦理禮物募集活動等，藉由企業

長期且持續的關注，希望輔助教育資源匱乏

的孩子自信成長，後續也能號召更多有相同

理念、熱心的教育工作者以及企業加入。

開辦生命教育志工課程

聯電也開辦生命教育志工課程號召公司

同仁及親友參與，組成生命教育志工隊，協

助弱勢青少年迎向社會光明產生對生活的

面，發現自己的力量。

此外，成立「聯電愛故事團」推廣生命

教育，除至偏鄉地區、八八風災受創區進行

公演，也受邀至法務部誠正中學公演，使被

觀護人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之下，仍能享有豐

富的心靈饗宴；而聯電志工也透過這樣的接

觸而產生對自己生活的反思，並更加珍惜所

擁有的幸福。 （簡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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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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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方面，由

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與一級主管們親

身領軍，成立光寶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CSERCommittee)，
並設立專責人員、培養建立自有的專家團

隊，將企業社會責任內化為光寶集團「核心

價值」及「企業文化」。

身為一個具道德及負責任的企業，光寶

致力於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卓越公司；我們深

信做好對利害關係人及環境關心的責任，最

終將有助公司長期的成長與獲利。隨著成長

與獲利的達成，光寶將持續秉持回饋社會的

精神，承諾持續地推動企業環保及社會責任

(CSER)。

光寶在CSER方面的願景，在致力於建

立一個充滿多元文化、人文關懷、創意活力

和環境永續的社會；為使公司運作及全體

同仁能積極落實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我

們以SA 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及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簡稱EICC®)行為準

則為基礎，建立了CSER行為守則，涵蓋光

寶集團旗下子公司(以光寶為主要股東並參

與實際營運者)，承諾遵守的CSER行為守

則所關注之範疇涵括所有事項，包括貿易、

投資、分包、供應、業務發展，和所有其他

業務和就業的關係。此CSER行為守則內容

勾勒出光寶在各項CSER議題的具體承諾，

包含在商業道德、勞工關係、環境保護安全

CSER: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      EICC:電子產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管理委員會

CSER 秘書辦公室

員工關懷與社區參與

• 落實 EICC

• 員工關懷
• 社區參與

• 材料創新與無毒材料 

• 資源回收
• 節能

• 實 EICC

• 無有害物質管理
• 低環境足跡

• CSER資訊揭露
• 參與評比
• CSER 行銷

• 綠色製造
• 節能減碳
• 落實環安衛管理

綠色設計 供應鏈 CSER 管理 公共關係 綠色營運

光寶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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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管理系統、公司治理以及社區參與

等，並透過內外部的稽核與評估來檢視執行

績效。

因應環境變遷與利害關係者的關注議

題與發展趨勢，光寶衡量了自身的核心能

力，將CSER的運作整合成六大流程並結合

落實至日常營運，以落實CSER的推動；這

六大流程包含落實EICC管理流程、供應鏈

CSER管理、綠色營運、綠色設計、資訊揭

露與附加價值提升以及社會參與的流程。

CSR重要成果

CSR推動

1. 連續四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之
「道瓊世界指數(DJSI-World)」及「道瓊

新興市場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
成份股，同時為電腦及周邊與辦公室電子類

組(即電腦硬體類組)全球第一名產業領導企

業(Industry Leader)。

2. 2007-2014連續八年蟬聯天下雜誌

「企業公民獎」，2014年榮獲「天下企業

公民獎」之肯定。

3. 獲財團法人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

發之「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及「台灣

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大型企業─電子

業II金獎。

4.  獲選為摩根史坦利全球永續指數

(MSCI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成份

股。

公司治理

1. 榮獲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

十一屆資訊揭露評鑑A++級肯定。

2. 光寶NA清溪廠及SS清溪廠榮獲安

達集團(ACE Group)AAA產品責任風險認

證，累計共十個廠已通過此AAA認證。

環境保護

1. 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為2.16
公噸CO2e/百萬台幣，較2013年2.33CO2e/
百萬台幣下降7.6%以及2011年(基準年)溫

室氣體排放密集度2.34公噸CO2e/百萬台

幣下降7.7%，且較原訂減排目標6%超越

1.7%。

2.  2014耗水密度為22.58m/百萬台

幣，較2013年耗水密度25.44m/百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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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11.2%以及2011年(基準年)耗水密度

32.85m/百萬台幣減少達31.3%，且較原訂

節水目標10%大幅超越21.3%。

3. 獲選為2014國際碳揭露計畫「氣候

揭露領導指標企業」。

企業營運

1. 2014年營業額為新台幣2,306.32億
元，稅後淨利率為新台幣64.62億元以及每

股稅後盈餘達新台幣2.80元。

2.  2009~2014連續六年，天下雜誌

1,000大製造業調查排名「電子業」第一

名。2014年所有產業總排行第21名，製造

業「最會賺錢企業」第21名。

社會回饋

1. 光寶文教基金會所屬之臺北市立西

松高中認輔志工團榮獲「2014年臺北市杏

壇芬芳錄」表揚

2. 位於常州之光寶華東營運中心獲頒

武進高新區和諧文化建設標兵企業

3. 光寶鷹潭廠獲頒『奉獻愛心 傳遞溫

情』─公益表揚

4. 光寶石碣廠獲頒石碣鎮優秀志願服

務隊獎

光寶科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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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照明、汽車、生醫、雲端等領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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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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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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寶價值體系

「客戶滿意」、「卓越的執行力」、

「創新」與「誠信」，是光寶遵循的原則與

所相信的價值，並進一步落實於企業經營與

管理中。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此為光寶第九年度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呈現光寶在經濟、環境、社會等永續

發展面向的持續努力與成果以及永續發展的

努力與決心。

本報告書呈現之議題，係透過實質性分

析鑑別與議題分析，並於「光寶環保及企業

社會責任委員會」工作小組討論會議及與各

利害關係人議合過程中，篩選議題及決定優

先順序，並由委員會主席及主任委員檢視及

核准本報告書。

報告書範疇及數據

本報告書涵蓋了光寶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在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績效

表現；財務數據涵蓋整體母子公司營運績

效，其餘指標內容並未涵蓋公開上市/上櫃

子公司，閎暉及Lite-On Japan之數據。

為因應全球資、通訊產業的轉變，

2013年底啟動子公司整合計畫，將其轉投

資子公司陸續併入母公司體制內，2014年
間順利完成整合建興、光林、力信、動力儲

能、光寶移動、大陸東莞致力、旭福及敦揚

等子公司，並成立可攜式機構、可攜式影

像、電源系統、儲存裝置、機構核心能力、

網通暨系統整合、光電及新事業等八大事業

群。此外，2014年亦完成合併外部公司宏

翔及Power Innovations，並分別納入可攜式

影像及電源系統事業群持續經營。因此，

客戶滿意 卓越的

執行力

誠信

創新我們以開放性思維、創新技術推

動新世代科技商品化、普及化。

我們堅持以誠信正直、

公開透明、做正確的

事贏得員工、客戶和

股東等利害關係人的

信賴，達成永續經營。

身為客戶最佳夥伴，我們傾聽需

要、掌握趨勢與專業，成就客戶

目標。

我們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履行

承諾，以卓越的執行力創造競

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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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光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範疇以該

八大事業群營運為主，若有例外，將於報

告書內文中特別註明。本報告書中，財務

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算，並經過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查帳

確認。此外，OHSAS18001及ISO14001、
QC080000、溫室氣體排放量(ISO14064-
1)都經過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Taiwan Ltd.)驗證。環保安全衛生相關績效

則以國際通用指標表達。若有推估或假設條

件，會於各相關章節註明。與上一版報告相

較，本報告書中如有增加之部分將於相關內

文中註明。

報告書撰寫綱領

報告書內容架構採用全球永續性報告倡

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
發行的第4版永續報告指南(GRI G4)為依據

撰寫，揭露公司主要永續性議題、策略、目

標與措施。報告書內容討論與界定的過程符

合AA1000的要求。本報告書備有中、英文

版本並公告於光寶公司網站。

報告書保證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可靠度，本報告書

委託第三方單位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Taiwan Ltd.)依據AA1000 AS(2008)
第二類型高度保證等級及GRI G4全面選項

(Comprehensive Option)進行保證，獨立保

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發行時間

光寶每年持續並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同時於光寶公司網站公開發表。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6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6年6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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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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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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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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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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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4年光寶清溪NA及清溪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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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累計共十個廠區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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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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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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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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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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循環

光寶依循既有的管理組織及內部管控循

環，積極面對與管控營運過程所考量之風

險，風險管理之最高主管為總執行長親自擔

任。依據多年的營運管理經驗，以明確的功

能與職責分工，發展出清楚完整的風險分類

框架，確保風險辨識過程中，能夠包含不同

層次的各類風險項目並將其歸納為「外部風

險」、「營運風險」及「公開資訊風險」等

三大類型；依分類項目鑑別出高、中、低

三級風險，並建立風險地圖以利識別。藉以

使組織得以進一步的採取移轉、接受、降低

及避免等必要因應措施，透過PDCA的管理

循環運作，持續有效改善並掌握各項風險因

子，期以降低風險發生損失的機率及程度。

風險管理專案

針對高發生率或高衝擊的外部與營運風

險，光寶將風險管理計畫深植於所有基地廠

區，以「安全意識的提升」、「重要資產保

護措施的改善」、「系統化安全制度與規範

的建立」三大主軸作為規劃的關鍵並相互連

結；在提升光寶風險與管理意識的同時，藉

由多方位的風險管理計畫執行的過程，不僅

協助識別各生產中心操作危害及必要之風險

改善建議，並進而透過相關專案之輔導，展

現光寶整體風險管理成效，建立企業永續經

營的磐石。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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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管理目標

光寶訂定明確環保、節能目標，對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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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在產品的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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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緩

光寶採用ISO 14064-1標準，每年定期

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盤查，並製作溫室氣

體報告書，內容涵蓋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排

放結果。光寶於2007年首度發布「2006年
溫室氣體報告書」。

光寶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433,972公
噸CO2e，相較於2013年排放總量417,843
公噸CO2e，增加了16,129公噸CO2e或
3.9%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原因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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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產能規模提升用電需求。在排放密集度

方面2014年2.16公噸CO2e/百萬台幣相較於

2013年2.33公噸CO2e/百萬台幣下降7.6%。

同時，光寶自2008年起參加「碳揭露

計劃」(CDP,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每年於該計畫網站公告溫室氣體盤查數據資

訊，供相關利害團體取得該資訊。

推動節能措施

光寶在各廠區於2014年推動各式節能

措施及工程，節能成果共計8,516,285度
電。能源消耗總量為1,844,575(焦耳)，能源

消耗密集度為9.16(焦耳/百萬台幣)較2013
年能源消耗密集度下降6.9%，同時較2011
年能源消耗密集度9.96(焦耳/百萬台幣)下降

8.0%.

水資源節約

2014年度光寶耗水量為5,208,526m3，

耗水密集度為22.58m3/百萬台幣，相較2013
年耗水密度25.44m3/百萬台幣減少11.2%，

同時較2011年(基準年)32.85m3/百萬台幣減

少31.3%，大幅超越原訂節水10%目標。

2 0 1 4 年度光寶耗水排出之廢水量

4,422581m3，相當於耗水密集度為19.18m3/
百萬台幣，相較2013年耗水密集度21.02m3/
百萬台幣減少8.7%。

廢棄物管理成效

光寶廢棄物產生及其清運、處理(含回

收)，均依循ISO 14001管理程序，進行妥

善運作及記錄，廢棄物類型為三大類，包含

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及可回收

或再利用廢棄物，歷年此三項廢棄物之占

比，如下圖所示，可看出整個趨勢，可回

收廢棄物占比一直相當高且逐年增加，在

2014年高達80%；此外一般及有害事業廢

棄物的占比，有逐年明顯下降的情形，尤其

資源類廢棄物重量 有害事業廢棄物重量 一般事業廢棄物重量

100%

80%

60%

40%

20%

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41.7% 57.5% 57.8% 77.1% 80.0%

13.6%

11.5% 11.3%

6.9%
4.1%

44.7%

31.0% 30.9%

16%
15.9%

廢棄物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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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害事業廢棄物方面，其總量已降至整體

廢棄物量的4.1%，顯示光寶在廢棄物的管

理策略推動下，已逐年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

的價值。

綠色廠房

光寶現在於規劃新設廠房時，均以綠色

廠房的精神為設計的理念。以2013年動工

興建之台灣中和廠辦大樓新建工程為例，規

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設計規範，包括利

用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及屋頂規劃空中花

園；利用自然通風，減少空調之耗能；正立

面開窗採LOW-E玻璃帷幕與遮陽板設置，

降低外牆熱傳透率；建築物設計以結構合理

化、建築輕量化、耐久化、使用低碳的再生

建材；外牆開窗以金屬遮陽板設計，有效隔

絕炎熱刺眼的直射陽光，並利用遮陽板將光

線反射入室內，成為柔和均勻的漫射光線。

使用具有省水標章之衛生器具，有效減少水

資源的使用；建築物屋頂花園設置植栽槽，

截留雨水設計，以達部分保水功能等等，已

於2014年興建完成。在既有的老式廠房方

面，我們也逐年編列預算，透過工程改善的

方式，朝綠色廠房的節能環保方向努力。

綠色製造

光寶各生產工廠針對減少資源(材料)、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毒性對生態環境衝擊以

及減輕作業員負擔等以持續改善專案管理模

式，推動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
並於IE之系統中開設IPT(Improvement 
Project Tracking)平台，做為相關事業單位

各生產工廠改善績效之追蹤評比。此外各事

業單位將評比績優之專案發表於最佳實務

(BP, Best Practice)平台提供其他事業單位

參考仿效，並透過不同事業單位互相分享、

交流進行持續改善方案。

綠色設計

光寶各事業體持續秉持節約資源、提高

能源效率、節能減碳、降低對環境毒性危害

以及材料資源容易回收等方針，落實於產品

生命周期各環節的綠色設計思維，並具體呈

現相關環境績效。

供應鏈管理

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企業對外的採購，

不僅要衡量在生產、服務和營運程序的影

響，也一併應考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聲譽的

風險。因此，在供應鏈管理的作為上，光寶

除了品質的堅持之外，光寶對於供應鏈的勞

工權益、環保、安全與衛生風險管控的要

求，採行諸多措施協助供應商提升管理水

平，期以降低本身和供應商的經營風險及成

本，建立永續成長的夥伴關係。光寶要求供

應商，在經營公司的業務時，必須完全符合

當地所有相關的法律與規章；同時，光寶依

據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ICC)訂定供應商基

本準則，要求所屬供應商必須遵循相關社

會責任，光寶並且制定供應商EICC稽核規

範，評估要點包括商業道德、勞工人權、環

境保護、安全與衛生、及管理體系等。

在2014年共389家新供應商中有51%通

過EICC稽核，均符合環保標準、勞工實務

準則、人權標準和社會衝擊之標準；然而，

有12家供應商從合格供應商名單中被除

名，主要原因是品質不良、成本及交期競爭

能力低，經多次輔導又無法達到所需標準。

供應商的社會責任「人權、環境、安全、衛

生及管理系統」稽核與輔導

光寶建有供應鏈管理程序，將EICC(電

子行業行為準則)導入供應鏈，進行「人

權、環境、安全、衛生與管理系統」的相關



— 190 —

輔導與稽核，掌握供應商在環安衛面向的管

理與落實程度。我們持續鼓勵供應商重視經

營道德，保障勞工人權，重視勞工工作環境

與安全衛生，並開發削減環境衝擊的材料

和製程。我們以EICC出版之稽核工具，進

行供應商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審視與評估，在

2014年間經光寶已稽核完成之供應商家數

為545家，稽核結果中，最常見的是勞工工

時的問題，在稽核評估過後，針對缺失部

分，光寶則要求在一定時間內要完成改善，

在評選標準上，光寶是以可接受和不可接受

為標準，2014年並無供應商是因為此社會

責任的問題而成為不合格供應商，歷年之稽

核結果請見上圖統計。

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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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4年底，光寶集團全球員工

總數為62,495人，其中男性員工比率為

55.8%，女性員工比率為44.2%。台灣員工

總數4,417人，其餘地區58,078人分布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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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97

311

545

120010

合格家數 不合格家數

註 : 2014 年 12 家不合格供應商皆為未達品質相關稽核標準而除名

供應商歷年稽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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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及其他海外廠區，其中99.1%都在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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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寶學習發展體系與藍圖

光寶的學習發展體系乃是以在職訓練及

個人發展計畫為基礎，新進人員訓練、專業

別訓練、階層別管理領導訓練及自我發展等

四大部分為主軸，協助員工展現光寶核心價

值及達成公司的願景及策略。

在光寶提供的多樣化訓練中，最具特色

的課程之一，是人權相關培訓。這主要分為

二個部分，推展CSER訓練活動以及落實電

子工業行為準則訓練。

推展C S E R (C o r p o r a t e  S o c i a l  a n d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訓練活動：

CSER新人訓練：為建立新進人員對

CSER的正確基本觀念，並了解公司對推動

CSER所做的努力，持續將CSER納入新人

訓練必修課程之一，將CSER的理念深植於

每一位同仁。

CSER e-Learning課程：透過一系列

CSR e-Learning課程向員工宣導企業社會

責任相關議題，並針對新進同仁必修的新

光寶價值體系

光寶願景與策略

在職訓練

個人發展計畫與職涯發展

新進人員訓練

• 第一階段

On Board

• 第二階段

SBG/SBU Session

• 第三階段

Corp. Session

• 研發新人訓練

• 工業工程訓練

• 品質 / 六標準差訓

練

• 研發訓練

• 業務訓練

• 製造訓練

• 支援單位訓練

• 領導力發展

• 晉升管理訓練

• 線上學習

• 人際互動技巧

• 外語訓練

專業別訓練
階層別管理
領導訓練

自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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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員訓練學程中，包含「企業社會責任

CSER」及「社會參與」課程，確保每位新

進同仁皆能了解公司對於CSER的重視和在

推動上所做的努力，並期望同仁能一同加入

落實CSER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列。

CSER e-Learning推廣：光寶透過公

司內部電子郵件信箱(LiteOn Volunteer、
HRD Team)及每季固定發行「光雜誌」(光

寶內部刊物)，針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的內

部宣導、招募同仁參與企業志工、分享志工

活動花絮，並將公司在CSR上的承諾、行動

與成果和全體同仁分享。

各單位CSER訓練：為落實所有同仁對

CSER的認識，針對各事業單位全員溝通會

議時間，安排CSER的訓練宣導，針對法令

修改或公司最新的CSER措施及活動做宣導

與溝通，將CSER同步落實於每一位同仁的

日常工作及生活中。

落實電子工業行為準則(EICC: 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訓練

光寶已將EICC納入新進員工的培訓課

程單元中，期使新進員工從一踏入公司就感

受到光寶對於落實EICC的用心，且PRC地

區亦不定期舉辦EICC相關重點宣導或強化

訓練，提升課程訓練成效的深度與廣度，

使EICC內化成為光寶內所有員工的共同語

言。2014年，接受EICC、CSER及反貪瀆

訓練，總訓練人次為41,068人次，占台灣及

中國大陸地區全體員工總人數69%，總訓練

時數為58,284小時。

社會共融政策

光寶本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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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日益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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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以社區認輔、社區大學為例，說明光

寶在社會參與及社會公益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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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寶文教基金會自1997年起於台北市

民族國小首創台灣的社區認輔工作，聘請專

業師資培訓積極投入的認輔志工，志工習得

基本助人知能後，每周於固定時間到校認輔

學習適應欠佳、文化不利、人際困擾或因家

庭因素被疏忽、家暴等的學童。

除社區認輔服務外，各校志工及新進之

認輔學校志工，同時也依各校需求，協助晨

光時間(說故事、新生校園適應陪伴照顧)、

品格教育、生命教育、性別教育、班級EQ
營或其他項目之志工服務，讓學生的身心發

展受到全人的關懷陪伴，並得以順利發展；

是一個持續且長期的耕心造人希望工程的社

區服務工作。

社區認輔的服務過程包括增能志工，增

進認輔服務的專業知能與技巧；個案及其家

庭能獲得關懷陪伴及問題紓解；學校也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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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效能之半專業人力資源；最後志工亦能

將所學移轉至家庭生活中，增進家人間的正

向親密關係。以及策略連結與政府、非營利

組織、學校及社會機構的合作關係，整合資

源並策略聯盟，以提供志工和個案有更完善

的服務。

近年來，少子化及經濟不景氣等社會變

遷因素，使得國小入學學生人數逐年下降，

許多家長也因家庭經濟需求而投入二度就

業，直接影響認輔志工(學生家長)參與認輔

服務的情況；加上教育部對學校社工和心理

師的制度逐步建立專任輔導教師須承擔部份

團輔業務，所以認輔志工服務人次減少。因

此，認輔志工於校內早已跨級、跨組服務，

最常見的認輔志工跨組服務圖書組協助孩子

閱讀，或是晨光時間進班說故事及帶領生命

教育或品格教育等主題活動，而無法參與團

輔服務的志工，則協助參與學童課業輔導或

資源班協助等服務。

引進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的臺北市信義社區大

學

光寶文教基金會秉持長期參與社區發展

的實務經驗，為了持續「深耕、生根」，於

2000年爭取籌辦社區大學，建立終身學習

社會的典範，並於2001年獲評核通過，正

式開始對外招生。信義社區大學2014年度

共開設336門課程，學生超過6,800人次。

6 年 (12 期 ) 學員總人次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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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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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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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春季班 2,421 2,235 2,273 2,426 *2,614 3,273

秋季班 2,341 2,136 2,462 2,573 2,988 3,527

兩期合計 4,762 4,371 4,735 4,999 5,602 6,800

* 註：去年 2013 年報告書之春季班 2,615 人係誤植，正確應為 2,614人

13年新高

成長56%

創校次高

2002年5,850人次

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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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12所社區大學之中，台北市信

義社區大學是全國唯一由企業財團法人文教

基金會承辦的社區大學，可引進企業健全的

經營管理制度與豐沛的資源全力支持運作，

亦是唯一由企業長期支持營運的社區大學。

導入企業經營管理制度

光寶投入企業經營管理專業人力，輔導

協助社區大學管理團隊，將企業積極進取的

業績導向精神，落實在非營利組織的社大辦

學上，以確保年度計畫與目標的使命必達的

同時，兼顧其非營利事業之公益及教育性質

之營運管理目標，並大刀闊斧力改保守固步

經營的氣息，積極發展適合社區大學永續經

營管理系統。

辦學目標與特色

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致力帶動社區熱情

熱心關懷弱勢族群、提倡「綠能減碳」環境

綠生活、建構兼具公益關懷的終身學習平

台、參與社區人文，與在地民眾共同成長，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也是信義社區大學的

願景。下圖為信義社區大學之永續辦學構面

圖：

信義學

（陂岸頭）

環境綠能弱勢關懷

公共參與 藝術文史

長期以來，信義社區大學依四大辦學主

軸所發展之特色與社區結合，無論在公共政

策的議題上，或是生態環境或弱勢關懷，一

直到社區藝文美學的倡導，都有社大成員積

極參與的熱忱與留下具體的成果；亦在社區

連結了許多的社群組織，從社大學員的個人

學習，進而提升至社團的深化，確實在社區

產生了關鍵性的議題主導能力，而此一影響

所特有的多元性與透過終身學習的教育本

弱勢關懷，多元學習

願景：為信義區弱勢族群建構社教學

習暨關懷平台。

發展目標：結合在地公私部門資源，

以融入式團體共學方式，落實輔導弱

勢者之身心靈成長。

公共參與，人才培力

願景：儲訓具公民素養之社區人才，

帶動社區總體營造。

發展目標：以志願服務公共參與為手

段，培育社區民眾之公民意識。

環境永續，綠色生活

願景：信義區的綠生活學習發動機。

發展目標：以學習為手段，實現在地

綠化與環境守護。

藝術文史，社區美學

願景：深耕在地藝術與文史，蓬勃社

區人文美學活力。

發展目標：透過藝術技能研習與文史

工作坊操作，培育社區美學與導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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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也為各種社區運動提供了活力的平台。

展望未來，信義社區大學希望朝以下幾

點方向持續努力：提供更多元而符合辦學主

軸的課程、與志工一同成長以提升服務品

質、輔導成立自主性社團投入服務、開發年

輕族群、緊扣在地文化與議題，推動中長期

的「探索信義學」計畫等。

(資料來源：2014光寶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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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集團國內外獲獎不斷，包括在國內

連續九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四

度蟬連台灣企業永續獎、八度獲得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在國際上，連續四年獲

選「道瓊全球永續指數」DJSI成分股，同

時榮獲全球和新興市場電腦硬體類組第一

名；並自2014年起持續獲選為摩根士丹利

(MSCI)全球永續指數成分股。憑藉高度透

明的資訊揭露品質，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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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公司治理透明化

這樣的成績來自於光寶致力公司治理

透明化、全方位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從傳

統PC領域順利轉型，長期維持穩定獲利能

力；逾十年長期投入人才培育、扶助弱勢及

社區關懷等社會參與行動。

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說：「當一個點

做到很深時候，才會有爆發力，接下來就會

連成一線，最後形成很大的面。」這是光寶

經營事業的態度，也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

思維。

許多人知道光寶是台灣第一家上市的科

技電子公司，卻鮮少人知道光寶文教基金

會是國內最大的兒童認輔志工機構。歷經

20多年發展，光寶基金會每年培訓1,000多
位社區認輔志工，志工輔導服務對象近4萬

人。

這起源自1993年，宋恭源有感於企業

若要永續發展，除了業務銷售的擴張，應該

主動發揮影響力，協助解決社會的需要。於

是成立光寶文教基金會，發動員工認輔兒

童。

長期支持社區大學

光寶深信「教育」是提升改善社會問題

的基石，光寶基金會從兒童認輔做起，一路

延伸到經營志工培訓、信義社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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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人文、公益、社區總體營造

及環境教育和保育。

光寶特別為信義社區大學打造了台北市

最大的綠屋頂，是有機農耕的綠屋頂實習基

地，已成為了知名的教學和社區的示範基

地。信義社區大學也是台北市社區大學中，

唯一擴大辦理心智障礙者成人教育之學校。

為了使工業設計教育與產業發展順利銜

接，光寶每年舉辦的「光寶創新獎」──全

球華人界最盛大的設計賽事，從2001年創

立以來，已吸引全球20餘國的青年華人工

業設計人才競逐，歷屆主題都推廣前瞻性設

計，以及兼顧產業發展趨勢。

光寶送愛 從認輔兒童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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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集團副董事長暨總執行長陳廣中表

示，15年前，光寶就認為強化工業設計可

以增加產品的價值，光寶要成為一個永續的

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產品、技術跟品牌，

因此工業設計是很重要的一個核心能力，進

而成立光寶創新獎。

舉辦光寶創新獎 激盪創意

近七年來，參與競賽超過2,000人次，

歷屆總參與人數逾2萬人，投入總經費近2
億元。累計已逾百位全球設計大師受邀來台

親自面授指導參賽者與作品，助力設計新生

代接軌國際視野。2015年更加入技術創新

設計競賽，接軌全球創新創業風潮。

光寶在公司治理上首重監督與平衡，對

於全球規範制度的採用也一直是國內的先行

者，2007年董事會率先成立審計委員會，

陸續成立薪酬委員會及成長策略委員會，透

過專業與分權達到董事會運作的有效性、透

明性、獨立性與公平性。

當全球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或指數的評比

機構，透過篩選永續績效卓越的企業，納為

投資標的，如道瓊全球永續指數、摩根士丹

利(MSCI)全球永續指數等，企業越來越重

視在社會責任的表現，爭取獲選為成份股之

一，提升公司投資與品牌價值。這使得參與

國際永續責任投資評比，成為台灣企業全新

形態的挑戰。為協助國內企業對於永續責

任投資的瞭解，光寶在2010年獲經濟部支

持，成立「永續指數推動工作小組」及「供

應鏈溫室氣體管理工作小組」，透過異業分

享、學習，與同業間特有行動方案之整合實

踐，攜手合作成為永續發展之企業，共同帶

動產業供應鏈的永續價值，台灣獲選進入

DJSI成分股的企業已由聯盟成立時三家，

至2014年已增至十家。

制定環境保護行為準則

光寶也以實際的行動設立環境保護目

標，光寶以產品生命周期思維，與客戶、產

業界及供應鏈緊密合作，制訂環境保護保行

為準則。不論在產品設計、製程管理、供應

鏈管理、售後服務等層面上，均致力達成低

污染、低能耗、易回收等友善環境標準。同

時率先進行國際碳揭露達七年、實行溫室氣

體(GHG)盤查、綠色產品設計與國際環保

法規：如無鉛無毒產品、廢棄物回收、節能

設計等，積極提升企業運營標準符合國際管

理系統認證規範。

對於全球關切的溫室氣體排放，光寶積

極設立策略目標，中短期為提升減碳、節

電、減廢、節水與提升產品節能效率，長期

則以透過清潔能源科技的運用，達到碳中和

的終極努力目標。

在節能產品開發上，集團營收有逾三成

來自電源管理、LED照明等節能環保產品，

其中電源類產品的電源轉換效率，相較於能

源之星的標準提升了2.62%，2014年共可節

省8.6億度電，減少45.6萬噸碳排放量，相

當於1,232座大安森林公園的植樹量。

光寶總是致力並且順利達成企業社會責

任諸多面向的標準，宋恭源說，過去40年，光

寶一直不斷面對新的問題和困難，經過努力，

克服了困難，也創造了新的機會。這個過程一

直不斷重複，不止在本業，也在我們推動的企

業社會責任上。如果公司能夠可以持續這樣

一代傳一代創造新的機會，光寶就會變成這個

社會裡面正面的資產，肯定能夠和所在的社

會、環境共同永續發展下去。  （詹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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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正

總論

「企業社會責任」之於宏正，儼然成為

企業的DNA，不論在公司決策或同仁日常

工作的執行中，這個觀念，已融入成為我們

企業文化的重要元素，且被具體實現在「公

司治理」、「企業承諾」、「環境保護」、

「社會參與」等面向。

2014年8月份，宏正榮獲天下雜誌「天

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一名之

殊榮，這是宏正參與此獎項八年以來最佳成

績，這也代表公司對CSR的持續深耕與投入，

藉此，我們宣誓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推動

上，永不退轉的決心，此獎項也提醒了我們，

應以更謙卑的態度，持續強化並發揮CSR的

精神，將此正向的力量，向外擴散出去。

宏正近二年連續獲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公布「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最高等級殊榮，是所有受評企業的前

5%，這也高度肯定了宏正經營團隊在公司

治理面提升所做的努力。對宏正而言，CSR
是以穩固的公司治理為基礎，在追求企業獲

利與成長同時，善盡企業公民之責任，並尊

重所有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經營知的權利，以

營造一個公開透明的永續關係。

堅持在每一個專注領域做到第一

德 國 著 名 管 理 大 師 赫 爾 曼 • 西 蒙

(Hermann Simon)所描述「隱形冠軍」企業

的特質，為具有專注的企業目標、在國際市

場擁有無可撼動的行業地位、貼近並全面掌

握客戶、強調價值導向與全方位創新、與競

爭對手短兵相接等，莫不與宏正這麼多年來

經營與耕耘的過程及方向相契合，我們在所

專注的利基市場，以出色的產品品質與服

務，創造競爭優勢，並為股東賺取豐厚的利

潤回報。2015年公司甫獲經濟部以德國隱

形冠軍之角度，評選為第三屆「卓越中堅企

業」，此獎項回應了宏正這麼多年來在企業

經營策略，與對品牌、全球化、創新、服務

的堅持所付出的心力，雖然面臨多次產業景

氣、品牌定位與市場開拓的嚴厲考驗，但在

眾多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之下，我們仍不負所

託。

日後，我們仍將以「誠信務實」、「尊

重關懷」、「樂觀積極」、「價值創新」四

項宏正企業核心價值為依歸，並以「企業

永續」作為公司長遠之目標，將CSR中的

「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環境保

護」、「社會參與」等面向，持續做深、做

廣，為社會注入一股正面向上的力量，也期

待為投資人、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

政府等利害關係人創造出多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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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台灣精品獎

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第一名」

第十六屆金鋒獎「年度十大傑出企業」
與「年度十大傑出創新研發」獎

第十五屆全國標準化獎─「公司標準化獎」

「幸福心職場─幸福企業」首獎─金心獎

Best Features Award

2014

宏正概況

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TEN 
International Co., Ltd.)成立於1979年，以

「化繁為簡、分享科技」(Simply Better 
Connections)為企業宗旨，數十年來持續專

注開發連接與IT架構管理解決方案，以存取

與分享各項創新科技。產品線包括KVM多

電腦切換器、專業級影音產品，以及綠色能

源相關產品。

ATEN旗下KVM產品線，是全球唯一

具備最完整的產品線布局，涵括入門級至企

業級所有產品，並以客製化解決方案有效滿

足市場需求，同時更深度了解產品特性，創

造產品新價值。據QYResearch針對2014年
全球KVM市場研究報告指出，2014年全球

出貨量為193萬台，ATEN之KVM出貨量則

達107萬台，占全球市場之55.8%，位居全

球KVM市場年出貨量第一名，為業界領導

品牌。

「身為全球K V M市場領導品牌，

ATEN責無旁貸提供全球一流產品和一流服

務，堅持品質、持續創新，以滿足更多元產

業需求，未來將更貼近全球新趨勢，引領市

場新潮流，拓展全球版圖，再創ATEN佳績

並與用戶攜手共創多贏。」

宏正CSR之推行

宏正推行C S R始於「公司治理」與

「社會公益」兩個層面，在主管機關倡導

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之永續報告書綱

領，來做為撰寫CSR Report之依據後，公

司也據此朝向更周延的面向來規劃，進而將

「環境保護」、「人權」、「利害關係人議

合」、「供應鏈管理」、「產品責任」等議

題，列入成為提升CSR作為的重點策略方

向。

為了以更有力之體制來落實CSR，公

司於2012年4月24日董事會中，通過企業

社會責任「政策聲明」以及「制度與管理

系統」，將「宏正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

會(AT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定義為宏正內部最高的企業

社會責任組織。主任委員由董事長擔任，其

餘八名委員則由公司一級主管擔任。由公司

各功能性部門代表所組成的CSR小組，每月

由總幹事召集CSR小組會議，研擬並執行

CSR相關事項之運作，並定期向CSR管理

委員會主委及所有委員提出報告，對委員會

議中所作之CSR政策與方向等決議，據以執

行。委員會議決議之企業社會責任各項範疇

之年度目標及執行情形，並應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



— 200 —

「宏正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轄下

共分「公司治理」、「利害關係人溝通」、

「綠色營運」、「社會參與」、「員工關

懷」等五個小組，小組成員來自總經理室、

人力資源中心、製造處、品保中心、全球客

服處、行銷推廣中心、投資人關係部、管理

部與環安室之同仁。

CSR政策聲明

本公司秉持「誠信務實」、「尊重關

懷」、「樂觀積極」、「價值創新」四項企

業核心價值之理念，用以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自許成為促使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

能在企業追求永續發展的同時帶給所處的環

境，以及所互動之利害關係人更多的福祉。

宏正為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之全球性

KVM品牌，將藉由全球所布建據點之影響

力，對於產品與服務、環保與節能、員工健

康與安全、公司治理、人權與道德、公益與

社會參與等，都能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己

任，視為是企業營運過程中應同時符合之義

務。

為加強與宏正之利害關係人如：股東/
員工/客戶/廠商/社群/主管機關等之溝通，

將每年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對各界揭

露相關資訊，在確認持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作為的同時，也能反覆省思，規劃出更

具體、多元、有效、且符合利害關係人期待

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

「企業社會責任」不但是全球企業界的

趨勢，也無疑是企業追求「永續發展」、讓

人類與自然環境共存共榮的必要途徑，身為

世界公民之一份子，宏正期許能盡一己之

力，對地球與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與利害關係人之關係

利害關係人是指所有可以影響或會被企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圖

對議題之關切度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衝
擊

1   獲利情形

3   服務品質

5   營運績效

2   法令遵循

4   綠色產品管理

6   產品價格

10  供應鏈管理

14  社會公益回饋

12  職場安全

16  客戶夥伴關係

20  納稅義務

22  企業永續性

21  投資計畫

23  政策配合度

18  約定條款

11  環境安全

15  溫室氣體管理

13  水及資源管理

17  採購價格

19  訓練發展

8   公司治理

7   薪資福利

9   勞資關係

高中低

中

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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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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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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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決策和行動所影響的個體或群體。為能

讓與企業有關係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在企業

運作的同時，能被一同帶往共存共榮的境

界，我們十分重視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在

每月的CSR小組會議中除了檢視進行中的各

項CSR工作進度外，亦會針對各小組依其溝

通管道所蒐集到各種利害關係人之回饋與建

議作討論，利害關係人所反應的意見、需求

與期待，都是公司修正或未來制定CSR策略

的重要參考。

利害關係人關心議題結果鑑別

對於利害關係人提供之意見與資訊，我

們依據「對議題之關切度」與「對公司營運

之衝擊」之高低二項因子，進行議題鑑別與

篩選，並區分為「重要議題」、「次要議

題」與「一般議題」三種等級，規劃成為各

部門年度工作計畫或跨部門解決方案，做為

公司發展永續經營策略的重要依據。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發行的第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年報，這麼多

年來，我們始終秉持宏正四項企業核心價

值：「誠信務實」、「尊重關懷」、「樂觀

積極」、「價值創新」，將理念化為行動，

從誠實透明的資訊揭露做起，並在「公司策

略」、「營運管理」、「公司治理」、「產

品政策」等面向力求精進，除了不負股東所

期待需取得合理獲利的基本要求外，亦強調

「企業永續」、「環境永續」、「企業與利

害關係人共存共榮」這種正向觀念的落實。

2014年8月份，宏正甫榮獲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一

名」之殊榮，藉此，我們也宣誓在企業社會

責任的理念推動上，擔任領頭羊的決心。此

獎項也提醒了我們，應以更謙卑的態度，持

續強化並發揮CSR的精神，將此正向的力

量，向外擴散出去。

範疇

本報告書揭露之資料涵蓋宏正自動科技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在

公司治理、環境保護與社會參與等層面之理

念與作為，重大事件則揭露至2015年3月31
日。本報告書內容包含宏正台灣總部及中

國、美國、比利時等集團旗下子公司。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為順應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

日益重視之趨勢，並響應臺灣證券交易所

為加強上市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之推動，參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所提出最

新之永續性報告書第四代綱領(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GRI ’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簡稱GRI G4 Guidelines)所編

撰。每年度並將以繁體中文及英文兩種語文

版本發行。

查證

本年度報告書並無委託第三方認證機構

查證，為提升資訊透明及可靠度，明年度版

本將由合格認證機構查證後發行。

報告書發行

現行版本：2015年6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6年6月發行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為企業永續經營中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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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也是宏正經營團隊這麼多年來自我嚴

格要求須善盡管理責任，不負投資人請託的

基本態度。擁有優良公司治理的公司能妥善

規劃經營策略、有效監督策略執行、維護股

東權益、適時公開相關資訊，此對增強投資

人信心，吸引長期資金及國際投資人之青睞

尤其重要。宏正近年也一直在公司治理目

標持續精進努力，近期公布之第一屆「公

司治理評鑑」結果，宏正名列上市櫃公司前

6%~20%名單，足以說明宏正於公司治理面

向之努力，包含從董事會與股東會執行情

形、維護各利害關係人權利、財務營運資訊

進行自願揭露，到價值與道德層面與企業核

心價值，宏正經營者也確信，公司治理的落

實，除了對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是

一種保障，也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必

要方式。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強化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

宏正
公司治理

提升
資訊明度

平等
對待股東

維護
股東權益

因此，宏正將持續以「落實資訊揭

露」、「強化董事會功能」、「成立功能

性委員會」、「落實CSR管理委員會運

作」、「建立企業自律規範」、「健全內部

控制系統」等方式，來強化公司治理。宏正

透過嚴格的內稽內控機制推行法令遵循事

項，以最高標準，要求經營管理團隊、海外

子公司，乃至所有同仁，經由定期之內控自

評與不定期之內控查核，反覆檢視法令與內

控制度之落實程度，若發現內部控制制度存

在缺失與異常事項，會立即反映問題，並由

相關部門持續檢討、追蹤，直到確實糾正、

改善，達到符合各項法令與規定為止。稽核

部門對各單位之查核報告彙整後，會由稽核

主管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並列席

董事會報告。另為健全風險管理機制，提升

風險管理效能，公司之經營團隊亦針對各項

風險管理設置執行與負責單位。

根據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宏

正名列上市櫃公司前6%~20%名單，後續亦

將持續精進。宏正近期推動公司治理的具體

事蹟包含：

方向 具體事蹟

維護股東權益
•  為增進揭露時效，提早於股東常會開
會前30日將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平等對待股東

•  自願編製英文版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議
事手冊、議事錄、年報，並上傳公開資
訊觀測站與公司官網提供投資人參考。

•  建立發言人制度，設立投資人關係部
門連絡窗口，處理各類投資人之建議
及問題。

強化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

•  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上傳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官網提供利害關
係人參考。

•  為提升董事會績效，訂定董事暨監察
人酬勞計算及發放辦法。

提升資訊
透明度

•   注重利害關係人知的權利，獲得第11
屆與第12屆「資訊揭露評鑑」A++最
優評等殊榮。

•  自2013年起同步發布中文與英文重大
訊息公告，進一步保障外國投資人權
益，提升資訊透明度。

•  2014年受邀參加三次法人說明會，相關
資訊與中英文簡報資料已上傳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揭露於官網供股東參考。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  中英文官網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區」。
•  官網提供如：海外據點、產品銷售、
技術支援、公司意見、行銷促廣…等
不同議題之電子信箱聯絡方式，供利
害關係人查詢。

•  各類利害關係人之聯絡窗口，建立有
效溝通平台。

•  揭露近年之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
年排放量。

方向 具體事蹟

維護股東權益
•為增進揭露時效，提早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30 日將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平等對待股東

•自願編製英文版股東會開會通知書、議事手冊、議事錄、
年報，並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官網提供投資人參考。

•建立發言人制度，設立投資人關係部門連絡窗口，處理各
類投資人之建議及問題。

強化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

•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上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
官網提供利害關係人參考。

•為提升董事會績效，訂定董事暨監察人酬勞計算及發放辦
法。

提升資訊
透明度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中英文官網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區」。
•官網提供如: 海外據點、產品銷售、技術支援、公司意見、
行銷促廣…等不同議題之電子信箱聯絡方式，供利害關係
人查詢。

•各類利害關係人之聯絡窗口，建立有效溝通平台。
•揭露近年之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注 重 利 害 關 係 人 知 的 權 利， 獲 得 
第 11 屆與第 12 屆「資訊揭露評鑑」
A++ 最優評等殊榮。

•自 2013 年起同步發佈中文與英文重大訊
息公告，進一步保障外國投資人權益，
提昇資訊透明度。

• 2014 年受邀參加 3 次法人說明會，相關
資訊與中英文簡報資料已上傳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揭露於官網供股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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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近年來全球對環境保護之意識抬頭，氣

候暖化、霾害、核災、漏油等重大議題，引

起人們高度關注，宏正長期關注環境保護，

深知企業在營運過程中，對環境應肩負之使

命與責任，也瞭解唯有從自身做起，拋磚引

玉，才能一點一滴累積並擴大效益，真正對

環境改善做出貢獻。公司秉持「落實環保法

令、發揮資源創意、持續綠色生產」的環境

政策目標，積極採取環境友善的行動，在不

斷追求維護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過程中，除

力求技術的提升與突破外，更引領供應商共

同建立綠色供應鏈。以審慎的態度全面積極

推動環境管理及相關活動，落實汙染防治及

提升所有同仁的環保觀念。

2014年主要推動環保活動

• 整合外界元件，降低成本並增加產品

可靠度，導入產品綠色模組化設計，縮減製

程時間並降低生產成本。

• 持續推動無有害物質管理政策，提供

客戶無有害物質之產品，並成為客戶的最佳

綠色產品夥伴。

• 強化內部環境訓練，積極提升員工節

能省碳與節能環保觀念，並持續推動各項節

能計畫。

• 持續推動能源管理政策，並透過定期

監控與審查及提高設備效率，尋找節能改善

措施與機會。提升供應商對企業社會責任意

識，包括環境與勞工人權等議題，並於供應

商評鑑辦法作業標準書，增訂相關企業社會

責任及環境碳足跡評鑑項目。

• 提升供應商對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包

括環境與勞工人權等議題，並於供應商評鑑

辦法作業標準書，增訂相關企業社會責任及

環境碳足跡評鑑項目。

2014年環保定量目標達成狀況

宏正於2011年起從自我做起，減少產

品所需各種能源與資源，並提高生產效率，

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綠色產品責任

綠色
設計

綠色承諾

綠色
產品

綠色
採購

綠色
教育

綠色
製造

宏正積極推動綠色環境管理系統，除確

保產品與作業符合環保法令及國際標準要求

監控項目

年份

溫室氣體盤查

排放量( 公噸)

節能用電度

( 百萬度)
節水用水( 度) 節廢回收量( 公噸)

2011年 3,014.76 9.324 5.24 15.80
2014年 2,679.67 7.697 3.59 21.94
效益指數 減少11.2% 節省17.4% 下降31.48% 增加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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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們堅持從綠色供應鏈產品原物料之取

得至產品的最終處置，務必落實各項一連串

預防性的綠色管理措施，以降低產品及製造

過程產生對環境生態的負面影響。除此，我

們更透過會議宣導、教育推廣及論壇舉辦方

式，傳遞維護生態、愛護地球，友善環境的

綠色理念，期望透過企業、員工、供應商夥

伴三方齊心努力，由綠色設計、綠色採購、

綠色製程及綠色教育四大面向，積極履行綠

色承諾並逐步形成綠色供應鏈。

綠色供應鏈管理

宏正有許多供應鏈夥伴，除多年來覓得

之合作情誼，也是宏正學習企業永續經營及

創新的好對象。宏正承諾透過我們的影響

力，將相關的觀念及做法推廣至上、下游供

應鏈。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企業經營最重要的關鍵是「人才」，組

織能夠吸引人才加入並使其長期在組織內發

展，企業才能不斷的成長與茁壯。宏正有專

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思維，秉持追求成就與分

享成果的信念，制訂優於勞基法的工作條

件，建立注重績效也兼顧年資的獎酬制度。

在專業人力資源發展體系之下，我們建構組

織發展策略，以提升員工關鍵職能為管理核

心，協助員工績效發展與自我成長，同步建

立正向、友善、具競爭力的人才體系與經營

環境。這麼多年來，宏正能始終保持穩定成

長及高經營績效的基石，就是擁有這一群積

極向上的員工，相信未來，在公司以永續發

展思維所營造出來的企業環境與市場競爭力

之中，所有同仁都能與公司共同朝向光明的

前景邁進，共享經營成果。

依2014年12月31日計算，宏正全球

員工總數為1,607人，其中台灣地區員工

有612人(男性員工占55.1%；女性員工占

44.9%)，中高階層主管91位(男性主管占

78.0%；女性主管占22.0%)、間接專業人

員416位、直接技術人員105位，平均年齡

38.79歲、平均年資8.35年，大專學歷以上

占76.7%，其中進用殘障人士比率為高於法

綠色產品3R管理系統架構 ( 減緩環境衝擊流程 )

●綠色設計與採購
● ErP生態要求
●產品使用耗能
●無毒性低汙染

●降低組立工時
●減少包材使用
●組立模組化

●綠色生產製造
●無鉛生產製造
●監督量測管制
●持續製程改善

●過程能源的消耗
●運輸包材的材積
●倉儲包材的空間

●減少拆解步驟
●強化回收標示
●回收再利用

設計開發 組立包裝生產製造 運輸階段 使用回收

加強風險
控管

提升企業
競爭力

提升作業
效率

● 建構完整Green 

BOM資料庫
● 導入SAP系統化
● 明確掌握物料風險

與因應

● 最適化因應綠色規範
● 快速反應客戶環保規格
● 加強產業環保意識提升

企業國際形象

● 整合供應鏈資源
● 提升產品研發選

料品質與速度
● 統一管控均勻材

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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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規定的1.33倍。

員工招募

宏正企業總部設置於新北市汐止區，在

產業持續外移的趨勢下，仍堅持根留台灣，

不僅是全球研發中心，亦將重點高階產品之

製造產線設於汐止，利用在地人力資源，研

製出高品質且足以於全球市場競爭的產品。

在人才招募方面，宏正秉持一貫的原則：拒

絕歧視、機會平等，尊重員工背景多樣性，

以多種管道廣招各領域志同道合的優秀人

才。

員工留任

宏正致力於實踐拒絕歧視、機會平等

的招募原則，在HRM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

HRD人力資源發展藍圖下，亦致力於職涯

雙軌、適才適所的用人評估；專業學習、職

能發展的育才規畫；薪獎公平、福利健全的

留才機制。我們亦深刻體認到，員工留任的

重要因素不單是薪資福利，團隊氣氛及工作

與生活的平衡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

宏正於公司內設置小而美的健身休閒活動中

心、定期實施員工健康檢查、舉辦年度家

庭日、推動各項福利及社團活動，更有支

持鼓勵員工生育、產後哺乳的各項配套措

施，所以近幾年來女性員工產後回任率均為

100%。2014年宏正男性員工年離職率約為

7.7%，女性員工約為8.3%，比2013年離職

率降幅約12.6%，其中直接員工的年離職率

僅3.1%。

績效管理與發展

宏正每半年執行一次績效考核，績效評

核結果並作為職務異動、薪資調整、員工紅

利及獎金發放之參考依據。此外，公司設有

「太陽勳章」獎勵制度，對員工之行為符合

企業核心價值之：「誠信務實」、「尊重關

懷」、「樂觀積極」、「價值創新」任一

項，均可經由多種提報管道，依表現及貢獻

程度，給予頒發實體太陽勳章之獎勵，制度

面亦可累計勳章次數成為嘉獎，鼓勵同仁將

企業核心價值，展現在工作態度及工作績效

上。

人才培育

人才培育為持續給予同仁學習成長之機

會，公司每年均依公司策略與年度目標，提

太陽勳章

種 類

試用評核

年度評核

( 每年 2 次 )

項 目

工作成效

職能發展

重大貢獻

獎懲紀錄

影 響

任用升遷

薪資調整

獎金核定

紅利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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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教育訓練計畫，並依前一年度營業額之一

定比例，編列教育訓練總預算，此做法更明

訂於「教育訓練辦法」中，以落實管理。

從前頁表中持續成長的訓練資料更可以直

接看到宏正支持教育訓練與學習發展的決

心，2014年宏正台灣地區所舉辦的教育訓

練總訓練時數達16,939小時，較去年成長約

2.41%，平均每位員工的受訓時數從27.3小
時成長為28.0小時，成長約2.56%。

其中，為能更全面地實現宏正教育訓練

藍圖，2013年編列了高額預算規劃「教育

訓練數位學習發展平台」，同步建置「雲端

學習平台」，讓全球同仁與經銷商共享訓練

資源，並順利於2014年8月上線。搭配每年

因應組織目標而產生的策略性訓練專案，並

整合公司從上到下的訓練需求與職能/職涯

發展，建構了宏正教育訓練體系，包含三大

構面：「年度策略性專案」、「階層別管理

訓練」與「新進同仁培育」，輔以三大職能

「管理職能」、「專業職能」、「核心職

能」，加上「自我成長」系列。有鑑於「教

育訓練數位學習發展平台」無時空地點與環

境限制的優勢，已全面將過往新人培訓實體

課程線上化，但保留實體「與董事長有約」

面對面座談會與核心價值體驗營。

另外，定期舉辦之「經營管理講座」、

「專業趨勢講座」、「核心價值講座」，與

「樂活健康講座」四大講座，出席率與滿意

度皆達九成以上，體現同仁對於學習的渴望

與熱情，同時也肯定宏正提供的訓練資源。

未來，將更有系統有架構地執行宏正訓練藍

圖並逐步發展屬於每個員工的學習發展計畫

(IDP,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讓宏

正員工能夠在做中學，學中做，以發揮訓練

的最大效益並同步達成組織營運目標。

薪資與福利

為確保能提供員工具競爭性的薪資水

平，公司每年均會參與外部產業薪資調查，

並依據前一年度營運狀況，參考外部消費物

價指數變動情形，於每年年初訂定調薪方

案。除了例行的端午節、中秋節與年終三節

豐厚獎金外，公司也會在合乎法令的規範

下，依據各項營運指標提撥獎金與紅利，並

依組織目標達成率與員工個人績效結果，做

為發放獎金與紅利的參考依據。在兼顧維持

因子與激勵因子、多元化且具競爭性的薪資

政策下，成功吸引、留任各方優秀人才，使

質優且穩定的人才寶庫成為公司經營且持續

成長的最重要基石。

公司對於提供給員工多元的福利項目始

終不遺餘力，例如：整潔舒適的辦公環境、

寬廣便利的汽機車停車場、健康美味的團膳

午餐、時尚且實用的季節制服、優渥的國外

旅遊補助、健身中心、生日禮物、派外人員

節慶禮品、家庭日、資深及退休員工表揚茶

會、尾牙、春酒等。公司亦提供擴及眷屬與

父母的完整保險計畫，對家中有幼兒需照顧

的同仁，也有指定特約托兒所，讓員工可以

就近托兒，安心上班。此外，公司還有優於

勞基法的不扣薪假(九天)、男性員工陪產假

(六天)、員工產檢假(女性：六天、男性：

二天)，充分展現公司照顧員工的誠意。

宏正職工福利委員會依法規採獨立自主

運作模式，於定期提撥之經費中，舉辦各項

福利活動，每年之預算執行率幾近100%，

除了定期舉辦國內外旅遊、每月慶生餐點、

聖誕晚會等活動外，還有婚喪喜慶/生育/生
日等禮金、中秋/端午等節日禮金、電影票/
禮券發放、社團活動補助等，在同仁自發性

的運作下，創造員工最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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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職場

宏正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相關

規定，制定「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章

程」，每三個月召開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議，於會中除定期向委員報告勞安衛各項指

標，並討論如何增進工作環境安全，希望所

有同仁都能夠在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中，努

力工作，快樂生活。

人權

公司十分重視同仁人權的維護，對於招

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升

遷、訓練、薪資、退休、資遣、離職、解僱

及各項福利，皆不會因種族、性別、性傾

向、年齡、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而有差別待

遇。在政府「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

等法」及其他有關保障勞工人權之相關法令

下，制訂「工作規則」、「員工薪資管理辦

法」、「招募任用管理辦法」、「教育訓練

辦法」、「員工績效考核管理辦法」、「員

工離職／留職停薪辦法」等相關制度，以明

文規定保障員工權益與各項福利，確保每位

員工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與尊重。

公司亦制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提供申訴專線與專用電

子信箱，並在辦公區多處張貼海報宣導申訴

管道。

對於勞資雙方之意見溝通平台，公司遵

照規定舉辦勞資會議，員工之任何意見皆可

透過定期會議，由勞方代表當面向資方代表

提出，會議記錄皆公布於公司網站，對未能

於會議中取得結論之事項，則由權責單位研

議相關執行方案，並持續跟催，以促進良好

勞資關係。在2011、2012、2013及2014年
均未發生任何申訴歧視之案例。

積極的社會參與政策：關懷教育、社區弱

勢、環境促進

對於社會公益與人文關懷，宏正始終不

落人後。透過「宏正CSR小組」、「宏正

志工社」及「錦堂教育基金會」三方面的結

合，我們對弱勢族群、身心障礙者、學校教

育、獨居長者提供各種角度與不同方式的協

助與扶持。對環境保護與自然生態復育，我

們也號召志工及志工眷屬，在山邊、在海

邊，以最直接的人力付出，給環境帶來改

善，也給自然生態一個喘息復育的機會。

關懷教育

教育為國家社會榮枯之根本大業，不單

是要提升學子之知識水準，在品德教育、正

確的人生觀以及良善風氣的培養，都是人才

培育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元素。宏正以企

業之力參與社會公益的初衷，就是著眼於教

育，希望從給予弱勢、殘疾，以及如單親、

隔代教養、受虐等需要特別關懷之學子的扶

助開始，在他們人格尚未偏離前給予導正，

讓這些資源不足、缺少家庭關心，或受別人

異樣眼光對待的青少年，也能有勇氣正向面

對自己，面對未來，找到存在的價值，進而

對社會做出回饋與貢獻。

天下《未來兒童》月刊捐贈新北市100所小學

宏正響應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起的

「公益傳遞《未來兒童》月刊，打造全國

2,678所小學知識共同平台」活動，透過共

讀平台圓夢計畫，讓孩子們享受知識的樂趣

沒有任何城鄉差距。公司捐贈為期一年的

《未來兒童》月刊，給新北市100所全校班

級數少於26班的小學，期望對資源相對匱

乏的小型學校的學生提供幫助，讓這份內容

包括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科學、人

文、藝術等諸多面向，並以注音及生動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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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呈現的優良讀物，伴隨小朋友快樂成

長，養成閱讀的好習慣。(受益人數：國小

1~3年級共550班)

社區弱勢

本著企業核心價值「尊重關懷」之精

神，宏正以實際行動將其落實在對社區鄰里

以及弱勢族群之協助與扶持上。我們本著同

理心，努力感受與觀察社會上各細微角落，

由近到遠，由內而外，希望能盡力將溫暖與

關懷，送到需要的人身邊，創造更和諧的社

區關係。

與第一社福合作~扭轉漸凍人生活樣貌

「雙鍵滑鼠升級改版計畫」為第一社福

首度與宏正攜手合作，發揮ATEN於鍵盤、

螢幕、滑鼠領域深厚的核心能力，執行修改

雙鍵滑鼠內晶片程式，增加「滑鼠移動加

速控制」功能，此改版計畫已完成，且於

2014年10月份正式導入漸凍人使用，可提

升病友整體電腦操作效率達30%，此一效率

提升，對體力較差且逐漸下滑的漸凍人而

言，無疑是極大幫助，獲病友高度讚許，同

時也將原輔具受限於「固定移動效率」導致

的不便利特性移除，讓病友於生活、工作上

更輕鬆、簡單。透過加速版雙鍵滑鼠的使用

便利性，病友將不再僅止於用「瀏覽網頁」

來了解世界，也開始嘗試操作更複雜動作，

如「回覆郵件」、「打字」等功能，進一步

與外界進行簡單且具互動性的接觸與溝通。

此次改版計畫內容，即為宏正投入CSR領域

之理念：「結合企業核心能力來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的最佳典範。

環境保護

對於環境保護與自然生態復育，宏正選

擇了最直接的方法：在山邊、在海邊，以最

直接的人力付出，給環境帶來改善，也給自

然生態一個喘息復育的機會。

福隆海灘認養

宏正持續向「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認養貢寮區福

隆東興宮前長約360米之海灘，落實地球環

境保護承諾。2014年度即發起三次淨灘活

動，在每一次的活動中，都能體會環境保護

工作需要恆久的付出才能得以維繫。我們也

規劃在來年拋磚引玉，擴大影響力，邀請宏

正同仁眷屬、供應鏈廠商，或有意願為環境

付出的團體與機關行號，共同來參與淨灘之

活動，集結更多人的力量，也讓更多人能瞭

解並進而認同環境保護的理念，進而廣為實

踐價值觀。

(資料來源：宏正自動科技2014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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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正自動科技是全球出貨市占率最大的

多電腦切換器(KVM)公司，近年三大產品

線包含IT架構管理解決方案、專業影音產品

線以及綠色能源產品線。宏正的企業核心價

值，包含誠實務實、尊重關懷、樂觀積極、

價值創新以及強調企業永續及環境永續，更

重要的是企業與利害關係人共存共榮。

宏正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尚仲表示，企業

社會責任對於宏正來說等於是企業DNA，

不僅融入企業文化且被具體落實。

社會責任 列企業DNA

近年宏正的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從員工

做起，關懷員工福利、身心、家庭，以平均

19到30個月的年薪，優於勞基法的休假規

定以及業界首創的「父母險」拿下新北市幸

福企業第一名。

此外，宏正也整合公司內部的CSR小

組、宏正志工社以及錦堂教育基金會資源，

回饋鄰里，關懷社會做起，在汐止深耕，包

含弱勢團體捐助、校舍環境修繕、教育設備

購置、清寒學生補助、救護車、警備車、藝

文活動演出、體育活動贊助、環境保護以及

災難捐款等。

包含參與天下文化發起的共讀平台圓夢

計畫，包含訂閱天下《未來兒童》月刊給新

北市100所班級數少於26班的小學。而錦堂

教育基金會也積極培養有體育專長的優秀學

子，包含提供訓練經費給獲得亞洲青年花式

滑冰挑戰賽冠軍的陳瑞旭以及贊助汐止在地

隊伍秀峰高中女子壘球隊赴日比賽。

現在宏正的CSR關懷社會版圖除從汐止

延續到整個新北市，擴及雲林古坑，也落實

到海外去，包含北京子公司發起淨湖活動，

武漢研發中心參與世界清潔地球日，美國子

公司設置實物捐贈筒，提供給鄰近社區的弱

勢貧窮家庭，比利時子公司則捐贈當地殘障

募款。讓宏正拿下2014年的天下企業公民

獎，中堅企業組第一名。

幸福企業 新北No.1

在台灣充斥著血汗工廠跟血汗企業的氛

圍下，拿下新北市幸福企業第一名的宏正更

顯難得。宏正全球人力資源中心協理王安倫

表示，宏正是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不敢說要

比的上國際級的Google，但在陳尚仲的理

念下，照顧員工是企業應該做的事。

宏正的福利在業界中名列前茅，發放

獎金不手軟，員工平均年薪約為19到30個
月，照顧員工身心健康也相當用心打造24
小時免費電話的員工協助方案，讓來自33
個國家的員工，在心理、健康、財務、法律

或者工作上有任何困擾都可以上線諮詢。

陳尚仲認為，獲利是經營公司第一要

宏正「父母險」 讓員工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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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但得人才者得天下，善待員工是持續獲

利成長的關鍵，因為「資金易得、人才難

借」的，因此特別照顧員工的身體健康。

宏正全球人力資源中心協理王安倫表

示，宏正內部除了高額度的員工團保，更

強調「全球24小時的海外急難救助」，要

保障全公司33個國籍員工在世界各國的安

全。

王安倫表示，宏正很早年就設立「全球

24小時的海外急難救助」，但希望是一個

備而不用的保護機制，但卻發生過一次，還

好緊急之下發揮功用。

在宏正工作多年的老陳，從台灣外派到

大陸武漢研發中心上班，有一天在上班的時

候，發生小中風狀況，馬上就啟動「全球

24小時的海外急難救助」，一發病先到當

地醫院急救，穩定病情。

等老陳病情穩定，可以移動後，馬上派

一個醫療團隊赴大陸，一路從當地醫院搭上

救護車，加上台灣民間航空公司配合，緊急

拆掉四排座位，充作醫療專機，將老陳緊急

送回台灣，接受台灣專業醫療院所醫治，現

在老陳小中風情況也已經控制住。

照顧員工 從心出發

最特別的是宏正還有業界首創的「父母

險」，小張是在宏正服國防役的員工，年紀

輕輕才剛畢業，進入宏正擔任工程師，通過

試用期，宏正就幫忙小張保了「父母險」。

陳尚仲認為，照顧員工應從心出發，並

尊重差異性。因此除了一般員工的福利，王

安倫表示，宏正相當體恤殘障人士，並強調

安全工作環境，且採用比例超過政府規定，

其實殘障同仁除了行動不方便以外，工作穩

定及忠誠度相當高，因此歡迎殘障人士來應

徵。

小林從小腳就不太方便，30多年來在

求學跟求職路上都很不順遂，後來成功通過

應徵，在宏正上班，是他首次有個穩定，且

有保障的正職工作。

在宏正有個「董事長頒發生日禮」的慣

例，每個月陳尚仲都會特別將生日禮物親自

送到員工工作的座位，當陳尚仲走進小林

時，小林為了站起來接受董事長的禮物，得

先拿支架站起來，但過程中椅子滑開，小林

險些跌倒。

陳尚仲發現小林身體上的不方便，如果

沒有適合的椅子，對小林將是另一個不安全

的環境，因此，當下指示總務相關部門，馬

上評估可適用殘站同仁在辦公室及生產線的

椅子。

為殘障員工 配置專屬椅子

宏正總務相關部門評估後，一張椅子造

價近2萬元，全公司殘障同仁需花費40萬到

50萬元預算，陳尚仲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馬上簽結。陳尚仲認為，殘障同仁因為身體

不方便，已經有先天上的風險，配置專屬椅

子是工作安全的保障。

殘障人士求職不易，進入宏正擁有一份

穩定收入可以養家，已經相當感恩，又遇上

貼心的董事長陳尚仲，因此每每宏正舉行家

庭日活動時，常常發現殘障同仁全家參加，

更等在陳尚仲會路過的路上，全家人特別跟

陳尚仲握手，表達感謝之意。 (黃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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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

總論

緯創資通以「利他」哲學來思考經營，

致力於追求企業永續與善盡社會責任。企業

永續發展的定義不僅是獲利，而在於長期經

營的同時，讓利害關係人從我們的營運績

效中獲得利益。在這樣的願景下，我們積

極從資訊及通訊產品的設計製造者(ODM)

轉型為全方位的資訊與通訊技術服務提供者

(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 TSP)，從原

來已熟悉設計製造與供應商管理的領域跨到

運用先進科技創新對最終使用者的了解，這

樣的轉變也讓我們有機會為利害關係人創造

更多有利的價值。

在公司治理方面，除了必須有更多元化

的思維，讓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可以互相協

助，提升公司治理效能，藉由一個回饋的平

台機制，讓資訊揭露更公開透明，使公司治

理更加制度化和組織化；在環境永續方面，

對環境的投資與保護，具體呈現在綠資源事

業發展，推動綠色循環資源再利用理念；在

創新方面，導入更多自動化系統，於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外，進一步加重員工在整體製

造過程中職能的表現，提升更多附加價值。

這幾年，在平衡各方利害關係人利益的

過程中，同步思索將員工放在一個合理且重

要的位置，在能力績效合理配置的範圍內，

優先考量員工的利益是緯創在推動企業永續

與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方向。員工照顧的強

化，有形如薪資、福利制度；無形如教育訓

練、心靈成長等，透過讓員工親自參與社會

公益，提升其對人生價值的了解。在照顧好

員工後，進而再滿足客戶以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的需求，甚而拓展至整個社會、環境，最

後達到一個和諧共榮的狀態。

2014年特別成立「人文處」，除提升

員工人文素養，亦將對社會的關懷及公益投

入相互結合，以此單位作為一個媒介與橋

樑，透過這樣的機制，將企業永續社會責任

的理念由內向外散播出去，讓員工體悟出自

己的付出能夠得到外界的回應，每個人都可

以對社會做出正面的貢獻。

推動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的過程中，緯

創深刻體會到最主要的挑戰來自於個人及組

織的認知與承諾，如何由組織的承諾到深化

於每一位員工心中，進而身體力行，是我們

要努力的重點。在推動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

上，持續以「利他」、「人本的考量」、

「自然生態的平衡」等三個出發點為基礎，

由此衍生出相關的組織、系統、制度等等，

不斷地去形塑一個正向、正確的企業價值，

善盡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並持續追求品質

穩定、技術領先，為我們的社會與環境創造

更多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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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05 月

06 月

08 月

10 月

榮登富比士 (Forbes) 雜誌「全球 2000 大企業」。

榮登天下雜誌「1000大製造業—2013年營收排名」第七名。

榮登天下雜誌「兩岸三地 1000 大」調查 第 52 名。

榮獲「第十一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評定為 A+ 級。

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第 25 名。

獲 選 亞 洲 百 大 永 續 企 業 (2014 Channel News 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 前 20 名。

2014 年

緯創概況

緯創資通成立於 2 0 0 1 年，是全球

ODM(原始設計製造)廠商，提供資訊及通

訊科技產品相關的全方位設計、製造及服

務。總部設立於台灣台北市，並分別在亞

洲、美洲以及歐洲等地區設有生產製造和服

務據點。客戶大部分來自於全球品牌大廠，

且主要客戶所占比重平均。憑藉著堅強的研

發實力，完整的製造技術，靈活的全球運籌

能力，以及客製化的售後服務解決方案，提

供客戶最具競爭力的高品質產品和優質的服

務。

我們的願景是成為全球技術服務的領導

者提供創新性ICT產品、服務和系統。這幾

年逐步從ODM轉型，邁入反映客戶的需求

的領域，持續投入售後服務、綠色回收、顯

示屏垂直整合和雲端運算產品及服務，提供

整合創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的整體解決方案，

做為主要的差異化以及創造新一波營運成長

動能。

「客尊、誠信、創新、卓越」是緯創主

要信念與所相信的價值，我們致力將此信念

落實於企業經營與管理，並進一步融入到我

們的作業準則與日常行為上。全體員工長期

秉持以誠信正直的態度、創新突破的精神、

追求卓越的執行、達到客戶滿意的目的，形

成緯創的競爭優勢，並贏得股東、客戶和員

工的永遠信賴。

產品與服務

整體而言，我們以最佳品質為核心，透

過創新建立差異化，為客戶提供最完善、最

有效、最值得信賴的產品和技術服務。從規

格、研發、設計、製造、資訊管理系統建

置、維修和全球運籌支援都能符合客戶需求

的一站式服務。

1.目前主要產品：

• 筆記型電腦

• 平板式電腦

• 智慧型行動電話/手持式行動裝置

• 桌上型電腦/多合一電腦

• 電視/顯示器

• 伺服器

• 網路電話及網路儲存設備

• 工業用電腦/強固型電腦

2. 目前主要服務：製造服務、設計服務、售

後服務。

緯創訂定客戶滿意度及追求品質第一的

績效目標，維繫和擴大既有客戶關係，並增

加其所占代工業務之比例。以高效率、高產

能利用率、合理獲利為短中期業務發展指

標。中長期而言，除我們將持續擴展投資其

他具有更高毛利率的業務模式及產品組合，

我們定位自己成為全球技術服務的領導者，

提供創新性資訊與通訊產品、服務和系統，

以提供創新性的技術服務，為客戶創造更大

的商業價值，同時增加員工滿意度，創造股

東長期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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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與緯創的企業社會責任

利於「他」，而「他」不僅只包含客

戶，還包括最終使用者、投資者等所有利害

關係者，以及整個環境與社會。

緯創以「利他」、「人本的考量」、

「自然生態的平衡」三個出發點為基礎，持

續追求品質穩定、技術領先，為我們的社會

與環境創造更多美好的未來。

緯創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CS²R)政策

緯創承諾建立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

管理系統，秉持超越當地法規之規範與社會

道德標準，在持續發展高品質的綠色產品和

服務的同時，也兼顧環境、員工健康安全與

人權，以期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除此之

外，我們以公司治理/投資人關係、客戶滿

意度、供應鏈管理、員工權益與照顧、社區

參與等五大功能面為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溝通

範圍，在符合EICC之行為準則基本要求之

外，我們更積極致力於實現「永續環境」、

「創新典範」與「人文社會」的和諧追求及

共生發展。

為進一步追求企業永續發展及善盡社會

責任之目的，我們透過「企業永續與社會責

任(CS²R)管理系統」，使其涵蓋環境、社

會與經濟三個層面，並以「永續、創新與人

文」做為我們在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所

要傳達的主軸與精髓，並將以CS²R管理系

統整合品質、綠色產品、環境保護、職業安

全衛生、社會責任等五大管理系統，積極落

實環境與社會責任，推動各項活動，以維護

人類健康及環境，妥善管理員工之權益與安

全，並創造永續經營模式。

為推動CS²R相關策略，我們特別成立

「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簡稱

CS²R推行委員會)，作為緯創最高企業永續

及社會責任事務管理單位，主任委員由總經

理擔任，委員由各一級主管擔任，各生產製

造廠區之最高主管各自成立廠區CS²R委員

會以確保CS²R管理系統之執行與落實。並

依據管理系統的持續改善精神，每年規劃與

執行內部稽核檢視是否符合管理系統運作

之要求，並向高階主管報告運作之績效。

2010年03月，緯創董事會通過了「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自2010年開始每年由

總經理向董事會報告，緯創在企業永續與社

會責任的執行績效及次年度規劃及目標。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考量面鑑別

自2010年開始，我們為利於向不同的

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溝通，即導入實質性

分析方法，2014年參考GRI G4，將鑑別考

量面之範圍與邊界納入，其主要步驟調整如

下：

步驟一：鑑別利害關係人

緯創 CS2R
管理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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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建立報告書溝通目標

步驟三：蒐集永續議題

步驟四： 進行實質性議題分析及決定優先順

序

步驟五：鑑別考量面之範圍與邊界

步驟六：審查與討論

經過實質性分析結果，再由報告書編輯

核心小組討論，最後決定應該優先揭露的永

續議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原則

歡迎閱讀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緯創)發行的第六本「企業永續與社

會責任(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²R)報告書」，本報告書

同時發行中文、英文版本，並且放置於我們

的網站(www.wistron.com)上。期待透過更

透明化的資料回應，讓關心我們的各界利害

關係人，能夠更加瞭解我們在2014年實踐

CS²R的各項表現和成果。

報告時間

我們於當年度發行前一年度「企業永續

與社會責任(CS²R)」報告書，前一版報告

書已於2014年06月發行。報告書的發行周

期為每年一次，本報告書主要揭露資訊範圍

為2014年度(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

各項CS²R的承諾、策略、管理方針、關鍵

議題、回應、活動績效結果等資訊。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資訊數據的範疇，涵蓋了經

濟、環境和社會面的表現，資料統計及計算

對公司之衝擊程度

利
害
關
係
者
關
注
程
度

高

高

低

法規遵循 (社會)

8

30

31

32

27

26

25

28

29

43

44

45

40

41

42法規遵循 (產品責任)

15

9

12

13

10

11

14

16 勞 / 資關係

37

38

39

34

33

35

36

1

2

3

4

5

7

6

21

22

23

24

18

17

19

20

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環保支出及投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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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皆說明於各章節中。組織邊界包括緯創

在台灣及全球主要製造廠區，但不包含客服

中心與區域物流中心，其範圍如下所列：

•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總部)

•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汐止辦公區)

•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 緯創資通(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廠)

• 緯創資通(昆山)有限公司(昆山廠)

• 緯創資通(成都)有限公司(成都廠)

• 緯創資通(重慶)有限公司(重慶廠)

• 緯創資通(捷克)股份有限公司(捷克廠)

• Wistron Mexico S.A. de C.V.(墨西哥廠)

撰寫綱領

本報告書參照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出版之永續性

報告綱領(Sustainable Reporting Guideline)
第四版撰寫(以下簡稱GRI G4)，並經第三

方驗證單位依據AA1000標準進行查證，符

合GRI G4核心(Core)揭露之要求。

公司治理

緯創長久以來，在公司治理方面一直致

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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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利害關係人權

益、提升資訊透明度為遵循原則，逐步推動

各項制度及辦法，持續不斷地提升公司治理

品質及成效，以確實落實公司治理精神，進

而追求股東權益最大化及企業之永續經營。

我們堅信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是優良公

司治理之根本基礎，為強化緯創董事會有效

而健全之治理機制，自2003年上市以來，

在董事會成員中即設有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

人，皆是產業界具有豐富經驗及聲望之人

才，協助公司在追求成長的過程中，同時也

能恪遵道德與法令的規範。而後於2009年
經股東常會通過以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制

度，於董事會下由全體獨立董事成立審計委

員會，依循「董事會議事規範」及「審計委

員會組織規程」暨相關法規執行董事會及審

計委員會之運作。至2011年，有鑑於董事

及經理人之薪酬制度為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

重要一環，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薪

資報酬委員會，並訂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組織規程」，為落實公司治理之精神向

前邁進了一大步。

公司法規之遵循

本公司自2001年以來，即以遵循公開

發行公司相關法規之標準訂定各項內部作業

辦法，至上市之後，更隨時掌握主管機關修

正法令之脈動予以調整，並以此精神要求集

團內各子公司應一併遵守。此外，為落實公

司之核心價值、堅持高度職業道德，並使員

工於從事日常工作及業務時，能嚴格遵守公

司從業道德標準，以維護公司的聲譽，並獲

得顧客、供應商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尊重與信

任，因此本公司特制定從業道德規範指導員

工及各級主管。本公司經營團隊一直密切注

意任何可能會影響公司財務及業務的國內外

政策及法令，並訂定相關的風險管理程序。

回顧2014年本公司皆依法行事，故無遭受

到重大之金錢罰鍰或其他非金錢上之處罰。

保護客戶隱私

保護客戶隱私「嚴守客戶機密，堅守誠

信原則」是緯創對客戶隱私權的承諾。我們

訂定了「從業道德規範」、「緯創人員管理

準則」，來建立及培養員工誠信的價值與文

化。對於客戶所提供的訊息資料，我們都訂

有政策及嚴格的內控機制把關。除了將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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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之各項軟硬體，及可能涉及客戶智

慧財產權之資料納入管控外，我們也會與客

戶和供應商簽署保密契約，以保護客戶機密

資訊的安全。同時，在員工到職時的新人訓

練中，我們也會將「客戶隱私權保護」納入

課程中，透過訓練及管理，確保每位員工都

能做好與客戶往來時之保密工作。在具體的

機制管控下，2014年並無因違反客戶隱私

權或因客戶資料遺失，而傷害客戶權益之情

事發生。

反貪腐與誠信原則

誠信是緯創的核心價值和基本信念，緯

創強調以誠信為主的經營，即在提供員工一

個合乎道德標準下執行職務之工作環境及氣

氛，同時也期望我們的顧客、供應商、商業

夥伴及其他有業務往來之單位／人員都能了

解並支持我們的誠信政策。緯創承諾遵守

誠信經營政策及EICC規範之行為準則，並

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為準

則」，明確訂出包含利益衝突迴避原則、饋

贈與業務款待、政治獻金及捐贈或贊助之處

理程序，及相關人員應遵循之行為。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等公共組織管理社會公

共事務的指導準則，它決定著管理活動的方

向和目標。正確的政策及有效的執行，將為

國民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發展帶來良好的效

果。緯創訂定社會責任次政策來因應，此政

策內容為：緯創承諾遵守與社會責任相關之

國際規範及當地法令，持續提升員工權益及

福利，建立誠信、健康及安全之營運環境，

善盡社會責任。

財務績效

緯創持續加強客戶滿意及追求品質第

一，以高效率、高產能利用率、合理獲利為

短期業務發展指標。長期我們將持續擴展投

資其他具有更高毛利率的業務及產品組合，

提供創新性ICT產品、服務和系統，繼續專

注在提供創新性的技術服務，並使我們的客

戶能因此獲利，同時提高員工滿意度，創造

股東長期性的價值。本公司近年來並未有來

自政府重大財務援助。相關財務資料揭露如

「財務績效速覽表」。

■財務績效速覽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年度
項目

2014 2013

營業收入 592,347 100% 624,009 100%

營業毛利 31,117 5.30% 30,203 4.80%

營業費用 27,353 4.60% 24,117 3.90%

營業淨利 3,764 0.60% 6,986 1.10%

稅前淨利 4,842 0.80% 7,915 1.30%

所得稅費用 1,253 0.20% 2,160 0.30%

合併稅後淨
利(含少數股
權)

3,589 0.60% 5,755 0.90%

基本每股盈餘 1.5 0% 2.51 0%

保留盈餘 24,892 4.20% 26,072 4.20%

人事費用 28,563 4.80% 23,303 3.70%

員工紅利 618 0.10% 640 0.10%

現金股利 4,281 0.70% 3,274 0.50%

股票股利 476 0.10% 1,091 0.20%

風險管理

1.經營風險管理

為保障股東權益緯創專注在本業上的投

資，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的投資活動，

但仍積極評估引進新技術的風險和效益，並

透過每年定期召開的策略發展會議討論未來

長期發展的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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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風險管理

因全球金融市場變化劇烈，匯率變動將

使經營面臨更多挑戰，稍有不慎，獲利即被

侵蝕掉，影響股東權益。對此資金部門訂定

資金管理辦法，明定工具及決核流程。

3.資訊管理

緯創為保護公司及個人資訊，以及對內

對外通訊系統避免因洩漏、竊取、破壞等人為

因素，或天然災害所引起的損失，我們會定期

做網路及系統的滲透測試，降低人為因素或

自然因素之影響對公司營運所造成的衝擊。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緯創高度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建立

總部與各廠區「緊急應變管理作業程序」，

將緊急意外事故納入管理。我們自2009年
開始每年確認自身溫室氣體排放量，做為

節能減碳的依據，同時從2009年起參加

「碳揭露計劃(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每年定期於該計畫網站公告溫室

氣體盤查數據資訊，供相關利害團體取得該

資訊。在回應2014年CDP問卷的同時，我

們評估列出可能的法規風險、實質風險和其

他風險以及潛在機會，並做出明確的努力。

新事業發展

緯創的願景是「成為全球技術服務的領

導者，提供創新性資通訊科技產品、服務和

系統」，所以除了在核心事業的營運效能繼

續精進外，我們將持續推動增值創新、增值

服務做為主要差異化的基礎。目前我們投資

與布局的創新與增值的技術服務，主要有售

後服務、雲端產品、教育科技服務、綠資源

事業等，這些都將是我們未來的成長關鍵。

另外我們也持續開發出各種不同的經營和服

務模式以符合特定的產品和市場需求，加速

推動創新的應用，並積極落實以因應產業的

競爭與轉型。

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

1.產品品質

緯創明訂公司品質政策，各部門品質

單位依照公司品質政策、品質保證手冊及

TL9000品質管理系統要求，於專案開發每

個階段訂定各品質相關指標，遵循PDCA的

原則，進行品質相關指標的監控、衡量、

分析及持續改善。基本產品指標包括：

產品設計品質驗証(DQA–Design Quality 
Assurance)、產品生產品質管理、供應商品

質管理、產品準時開發、產品準時交貨等。

2.服務品質

我們設立了專責人員，每月負責蒐集各

服務據點也包含海外據點相關部門的備件提

供及主機板維修達成率放置於系統資料庫

中，透過例行的月會審查，及每季與高階主

管的業務會議(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來檢視，並針對未達成的項目提出改善對

策，並進行改善進度的追蹤，確保各項服務

指標皆能達成客戶目標。

顧客滿意度管理

考量產品品質、產品準時、技術、成

本、溝通等各種考量因素，我們設立了客

戶滿意度績效指標(Customer 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Index, CSPI)。這個指標的資

料是每月經由客戶回饋的滿意度指數，數值

越高表示績效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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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管理

綠色產品的努力方向包含永續設計、提

高產品效率、環保材質、省資源可回收、避

免有毒物質等。緯創的產品開發系統不只包

含產品的開發、製造及服務，同時也包括了

綠色產品的流程。這些流程確保產品符合客

户的環保要求及法令的規定。為了這些環保

相關作業之管理，緯創建立了綠色產品資訊

系統(GPM)以及其他相關系統。有了完善

的管理資訊系統，使得這些環保作業更加有

效且完善。2014年並無發生任何違反健康

安全性衝擊的法規。

供應鏈管理

緯創提供電子產品之研發及製造的服

務，主要供應鏈為提供產品料件的供應商包

括電子料件和機構料件。我們除了考慮供應

商的技術能力、品質、交期和價格競爭力

外，我們同時要求供應商致力於環境保護、

安全與衛生、重視人權，共同善盡企業的社

會責任。

為兼顧環境、員工健康安全與人權，以

期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我們以CS²R管

理系統整合品質、綠色產品、環境保護、職

業安全衛生、社會責任等五大管理系統，除

融入日常營運作業中，也要求供應鏈一起落

實各項要求。目前我們使用有不同的管理系

統及機制來執行供應鏈管理。緯創的供應鏈

管理機制及管理成效分述如下：

[ 註 ] 資訊收集範圍包括公司內所有事業權責單位 ( 內湖總部、汐止辦公區與新竹廠 )     

3.843 

3.753 

3.843 

3.993 

3.783 

3.843 
3.903 

3.753 

4.143 

3.753 

4.023 4.023 

3.000

3.500

4.000

4.50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客戶滿意度績效指標 2014 2013 2012 2011

■供應鏈管理機制彙整

項目 2013 2012 2011 系統 時間點/ 頻率 負責單位

供應商調查 75家 89家 92家 CBG 系統 非現有合格 供應商的導入 採購 / SQM
CS²R 200家 180家 160家 Moss 資料庫 每年 SQM
供應商品保
系統稽核

180家 180家 150家 Moss 資料庫 每年 SQM

供應商製程
品質稽核

180家 170家 150家 Moss 資料庫 新專案 啟動 SQM

供應商績效
評比系統

311家 373家 330家 Vendor Center System 每月 Sourcer / SQM/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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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緯創全面考量其營運活動對於環境的影

響，包含上、中、下游，不論是零組件的製

造、產品組裝、運輸、使用過程到產品廢

棄，都必須思考對環境的影響，一個無法善

盡環境保護責任的企業，是無法永續經營。

我們透過以下措施推動環境管理：

1.關注自身生產及經營活動對環境的影

響，保證環境相關投入，嚴格按照當地法律

法規要求定期進行環境監測，並定期開展環

保相關培訓及活動，樹立企業的環保意識。

2.推行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檢驗標準，以及有害物

質流程管理系統QC080000等，再定期透過

內外部稽核確保系統有效運行並符合法規要

求。

■2014 年供應鏈管理成果彙整

項目 作　　　　法

尊重人權 •  依據EICC要求供應商對人權的管理規範，對160家進行評鑑，一家不合格，但經緯創的協助已達到

緯創的要求標準。

•  依據EICC要求供應商保障員工行使結社自由，鼓勵供應商給予員工任何時刻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權

的自由，避免溝通不良或受到負面的壓制。年度未出現無任何違規事件。

•  供應商需清晰定義支持EICC人道待遇的規定，並需將此定義傳述給勞工。同時簽署《不使用衝突礦

產聲明書》以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勞動之供應來源，961家已完成簽署，嚴格遵守此聲明書，違法者

將立即取消為緯創供應商資格。2014年度尚無違反喪失資格的供應商出現。

照顧勞工 •  依據EICC規定，不得僱用童工，18歲以下的工人不可以從事任何有可能危害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的工

作，嚴重違規時將取消供應商合作。累計到2014年度約40家可取得EICC-ON系統上的績效呈現。尚

未出現供應商違法。

•  舉辦供應商交流會，持續要求供應商維持不用童工來解決缺工及工資問題。

保護環境 •  輔導供應商做出正確的降低溫室氣體的消耗建議及做法，並做出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及要求提供。

2014年有140家提供。

•  督導提醒供應鏈對環保的重任並連帶要求他們的供應鏈廠商一併負責，未達到標準的，已做妥善的

改正。

•  新供應商簽訂EICC，在處理廢水和廢棄物之前，這些供應商必須做好監控、分類，確實做到對環境

汙染降至最低點，以達到水準。

•  要求供應商繼續努力保持無負面影響事件出現，隨時提供必要協助。

•  鼓勵優良供應商，將設立年度最佳環保獎。

• 2015年更計劃將目標提升到160家。

年 度 
CS²R

稽核

•  以認知對社會影響負責任的審慎條件挑選供應商，以具有CS²R認證及簽署EICC同意書。

•  運用EICC條例中企業對社會為準則，做為篩選新供應商必要條件。

•  約40家供應商授權緯創可取得EICC-ON的績效呈現。

•  督導供應商EICC運作在每天的操作上追求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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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法規及客戶之環保要求並導入

因應措施。我們實施內部稽核，並每年由

第三方驗證機構對ISO14001、ISO14064、
QC080000進行稽核，確保體系運行符合標

準的要求。

2014年各廠區及辦公區均無違反環

境法規之情事發生，未有環保違法及超過

1,000萬新台幣巨額罰款的情況。

原物料管理

緯創主要生產電子資訊及通訊產品，掌

握原物料的使用狀況可有助於企業了解物料

的使用效率與成本，並作為企業在設計與製

造產品時選擇原物料的參考。因此，我們原

物料管理措施主要展現在產品設計與產品製

造兩大面向。

■2014年產品材料與包裝材料使用統計 
 單位：公噸

材料 產品材料使用量(噸) 包裝材料使用(噸)

年 2013 2014 2013 2014

中山廠 134,821.11 134,158.62 43,526.60 44,315.05

昆山廠 68,365.00 34,375.33 12,388.00 6,830.92

重慶廠 14,565.71 23,178.00 1,416.81 2,190.00

成都廠 14,467.30 43,972.45 4,282.28 6,732.54

合計 232,219.12 235,684.40 61,613.69 60,068.51

註1：材料與包材重量統一採用「毛重」。
毛重定義：指貨物出貨總量包含所有運輸包裝材料
註2： 產品材料使用量(噸)=產品本身重量+包裝材料重

量(產品出貨包裝材料)

註3： 包裝材料使用量(噸)=包裝材料重量(產品出貨包
裝材料)

廠區 使用再生原物料的百分比

中山廠 33.03%

昆山廠 19.87%

重慶廠 9.45%

成都廠 15.31%

註： 再生原物料百分比=[包裝材料重量/(產品本身重量

+包裝材料重量)]x100%

水資源管理

能源管理

緯創深刻瞭解能源管理對於公司競爭力

的重要，對於面臨未來能源價格的節節上

升，我們必須設法以節能方式降低能源負

擔，以因應未來挑戰。我們由全球廠務管理

處主導新竹及大陸廠區的廠務同仁進行能源

使用盤查統計，以及評估導入節能方案，每

月定期檢視執行成效，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中山廠區與台北辦公區並建立電力監控系

統，利用電力使用狀況資料的收集，來進行

各項重大耗能設備的節約。目前台北辦公區

及新竹廠區已經導入ISO50001能源管理系

統，對於能源使用進行全面性的管理，每年

訂定目標擬定計畫執行，再透過內外部稽核

確認執行的有效性，並通過第三方公正單位

的認證。其他海外廠區則利用量表記錄能源

使用狀況，定期檢視能源消耗情形，並採

取相應措施。後續計畫於更多的廠區導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節能措施

緯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90%以上來自外

購電力的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所以減量

措施主要針對電力節省。

總用水量 (千公噸) 單位營收之用水量 (千公噸 / 10億元新台幣)

2012 2013 2014

3,693.20

3,411.50
3,541.60

5.61 5.47

5.98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300.00

2,600.00

2,900.00

3,200.00

3,500.00

水資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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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

緯創依據ISO14064標準進行溫室氣體盤

查，每月收集各個生產據點的GHG排放量，

掌握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我們主要溫室氣

體排放源來自能源使用，即範疇二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為此特在台灣及大陸地區生產據點

成立節能專案小組，規劃導入節能方案，並每

月檢視實際成果。目前尚未統計範疇三溫室氣

體排放的數據，計畫自2015年起先針對員工

差旅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統計。

緯創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採用每單位

營業額(10億新台幣)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千

公噸)做計算。

廢棄物及廢汙水管理

1.廢棄物管理

緯創廠區或辦公區的廢棄物處置方法是

由承包商提供的資訊決定，承包商的廢棄物

處置方式必須符合法規要求。每月統計廢棄

物使用量及分析是否有異常產生，大陸廠區

及新竹廠區對於有害廢棄物處理的廠商會再

進行廢棄物合法性處理的稽核，確保廠商的

處理方式符合法規要求。各廠區的廢棄物承

包商在2014年均未發生違約情形。

2.廢汙水管理

緯創實施雨、汙水分流，除雨水外所有

廢(汙)水(含製程、生活等用水均須納入汙

水下水道系統排放至汙水處理廠統一處理，

不會再被其他組織利用。緯創各廠區及辦公

區在2014年未出現嚴重洩漏事件。

環保支出及收益

緯創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環境議題，並以

身為社會公民所擁有的力量，致力於掌控及

減少企業營運可能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

■2014 年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表 單位：公噸CO2e
廠區

項目
內湖總部

汐止
辦公區

新竹廠 昆山廠 中山廠 重慶廠 成都廠 墨西哥廠 捷克廠 總量

範疇 1 0.00 237.27 27.41 6,340.40 2,086.58 1,703.25 553.31 856.07 28.59 11,832.88
範疇 2 3,329.54 5,687.91 4,353.09 53,526.27 115,917.99 24,253.50 23,536.63 9,252.46 1,065.61 240,923.00
範疇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溫室氣體
排放總量

3,329.54 5,925.18 4,380.50 59,866.67 118,004.57 25,956.75 24,089.94 10,108.53 1,094.20 252,755.88

註： 新竹廠、中山廠、昆山廠、墨西哥廠、捷克廠以2012年為基準年；其餘廠區則以2013年為基準年，基準年排
放量請參閱各年度CS²R 報告書。

■2014 年節能減碳總表

項        目 內湖
總部

汐止
辦公區

新竹廠 昆山廠 中山廠 重慶廠 成都廠 墨西哥廠 捷克廠 總量

減少能源的消耗
(GJ) 46.19 700.74 37.79 8,884.77 20,669.00 626.13 2,003.38 NA NA 32,968.00

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公噸CO2e) 7.99 121.26 6.70 1,182.73 1,726.70 169.12 541.14 NA NA 3,755.64

註1：能源消耗量統計是依據電力公司及天然氣公司之繳費單據以及燃料採購量或使用量紀錄表
註2：1度電=1000Wh=0.0036GJ
註3：1天然氣(千立方米)=39.01GJ
註4：1柴油(千公升)=(0.82公噸/千公升)*(43.33GJ/公噸)=35.53GJ
註5：1汽油(千公升)=(0.725公噸/千公升)*(44.8GJ/公噸)=32.48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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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支出及收益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內湖總部 汐止辦公區 新竹廠 昆山廠 中山廠

環
保
成
本
支
出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費用 0 140,282 0 291,922 343,507

環境檢測與產品有害物質管
制費用

9,450 14,700 56,521 926,318 2,017,364

宣導與教育訓練費用 0 0 0 99,761 534,712

環保設備 / 設施之維護費用 0 0 18,000 834,266 1,760,564

廢棄物處理費用 0 0 0 7,727,446 6,599,016

改善能源資源消耗之成本 115,478 2,236,185 0 12,456,632 54,998,638

環保專責部門人事費用 0 0 0 2,099,455 7,488,966

環境維護費用 3,448,000 6,085,077 36,000 26,143,804 42,812,006

其它費用 0 0 0 546,359 0

總計 3,572,928 8,476,244 110,521 51,125,962 116,554,772

環
保
效
益

廢棄物回收 0 1,168,826 1,398,398 23,094,701 40,631,202

其它 0 0 0 0 86,098,005

總計 0 1,168,826 1,398,398 23,094,701 126,729,208

項　　目 重慶廠 成都廠 墨西哥廠 捷克廠 總計

環
保
成
本
支
出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費用 829,696 593,521 429,432 100,569 2,728,929

環境檢測與產品有害物質管
制費用

646,918 188,777 159,470 0 4,019,518

宣導與教育訓練費用 118,614 47,416 190,414 0 990,917

環保設備 / 設施之維護費用 135,003 259,014 0 0 3,006,846

廢棄物處理費用 1,845,068 390,369 264,029 1,277,815 18,103,743

改善能源資源消耗之成本 892,923 4,322,645 0 36,369 75,058,870

環保專責部門人事費用 1,168,337 1,166,419 799,633 0 12,722,810

環境維護費用 5,790,291 5,339,753 190,943 96,683 89,942,557

其它費用 0 0 8,606 2,312,702 2,867,666

總計 11,426,850 12,307,914 2,042,527 3,824,138 209,441,855

環
保
效
益

廢棄物回收 21,138,691 45,136,806 1,915,804 1,064,465 135,548,893

其它 0 0 0 0 86,098,005

總計 21,138,691 45,136,806 1,915,804 1,064,465 221,646,899

[註] 匯率：RMB: 4.9289, USD: 30.37, CZK: 1.4636, MXN: 2.2815, EUR: 40.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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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們根據相關法規與客戶的環保要求，

建置所需的環保設備以及採取對應的行動，

預防及減輕不良的環境影響，減少公司活動

對環境的衝擊，並定期統計與環境相關之費

用，以瞭解環保方面之開支。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分布與多元化

至2014年底，緯創全球員工人數為

55,784人，據點分布於亞洲、美洲和歐洲，

男女比例為66：34。若依僱用類型而分，

正式人力占91%，契約和外包人力合計占

9%，各地區依照營運及產能需求而呈現不

同的僱用形態，部分地區則因應產能需求，

僱用較高比例之契約或外包人力，但從不蓄

意使以用短期契約或其他方式僱用的員工，

使其無法得到應有的利益，所有員工皆自其

受僱日第一天起提供法令應有之權益。

僱用及薪資政策

緯創所提供的薪酬及福利皆符合各國法

令要求，絕不低於法令基本工資，所有員工

都享有法定規定之保險及退休金計畫。緯創

採取同工同酬的薪資政策，不因種族、民族

或社會出身、社會階層、血統、宗教、身體

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

工會會員、政見、年齡而有異，並以整體薪

酬的概念考量獎酬制度，包含薪資、福利、

獎金、紅利等。所有員工每年需接受兩次績

效考核，以考核結果作為獎酬、任用、晉升

及各項人員管理之依據。此外，緯創每年進

行業界薪資調查，並根據外界環境變化、公

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表現予以調整薪資，

以確保薪資符合市場水準及公平性。針對有

僱用短期或兼職人員的地區，皆自其受僱日

第一天起，提供法令應有之保險及福利。

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

我們積極推動相關教育訓練，並將員

工訓練的架構分為七大體系(海外廠區為六

大體系，不含no.7進階教育訓練)，區分為

「工作中學習」、「訓練中學習」，及「自

我學習」三種模式，讓人才的培育朝更有目

標及系統化方向進行。

目前我們每年投入於員工教育訓練的經

費，平均都超過1,000萬元以上。其中規劃

■員工訓練七大體系

No 體　　系 說　　　明

1 新進人員訓練 以新進員工為主，協助新進員工認識緯創，建立對公司的認同感。

2 專業功能訓練
針對各單位的專業需求，提供不同階段的訓練課程，目的為增進各職能的專業知識與技
能，包含業務、研展、製造、資材、行銷、財務等。

3 管理訓練
透過全員通識、新任主管、中階主管、高階主管，及班組長一線主管等訓練，建立文化共
識及管理技能。

4 品質系統與
CS²R訓練

針對對產品品質有影響及CS²R相關的員工及主管，提供品質問題解決、客戶滿意及CS²R
相關訓練，建立全員品質、流程改善及CS²R觀念。

5 ERP & IT訓練
針對直接使用ERP系統的員工，協助其熟悉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並具有相關工作應用軟體使用的能力。

6 內部講師訓練
針對「主管級或經主管遴選具有專業經驗的員工」，提供講師培育訓練，以利企業內部經
驗的傳承。

7 進階教育訓練
開放給台灣地區全體員工，主要目的為擴展員工在工程技術、管理技能，以及語文能力等
技能的提升。



— 224 —

及辦理的訓練課程，有99%均是由內部員工

擔任講師，超過17萬堂以上的數位及訓練

課程，總訓練時數超過50萬小時，而每年

平均參與員工人次達70萬多人次。

培育未來領導人才

為因應未來人才的需求，培育更多優秀

的領導人才，我們將精英人才的培育，列入

營運績效的考核標準中，尤其對經營與製造

管理領導人才的培養，更將主要績效指標

Rotation-Readiness Rate設為大於20%，用

量化的指標，確保未來人才培育的成效。

員工健康與職場安全

1. 職場安全管理

緯創於廠區及辦公區推行O H S A S 
18001職業健康管理系統，每年進行內外部

稽核確保系統有效運行，力求提供員工安全

健康的作業環境。

2. 員工健康照護

為確保員工健康及環境安全，公司建立

了OHSAS18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

制定「員工健康檢查管理準則」。並於全球

各辦公區設置專人負責規劃員工的健康管理

與健康促進活動。我們除了積極深耕健康服

務至全球各辦公廠區，也不斷的尋求更有效

率的執行方式來關心員工健康，以全方位的

健康管理暨健康促進活動來落實對員工健康

的關懷照顧。

重視員工溝通

緯創尊重個人之自由與權利，並訂定有

公司政策不禁止或妨礙員工結社自由，公司

更主動在全球各辨公廠區提供自由、開放的

意見表達平台，務求充分掌握員工對工作環

境安全與職場健康的需求與期望，在各種溝

通管道中，員工們得以在保密、不用擔心受

到報復的情況下，來表達他們對於公司的建

議、要求或提出問題。

全球各辦公廠區都設置員工關係促進委

員會，定期召開勞資溝通會議，由各辦公廠

區最高主管暨單位員工代表出席，針對公司

營運狀況、員工意見等議題進行雙向溝通。

員工關係促進委員會更設置專屬網站，每次

會議的議題、紀錄，都會於七天內公布於公

司的入口網站(EIP)。公司各類作業改變，

則由各相關單位另行公告周知。

• 公司管理基本規範(七堂課)

• HR 提供之管理資源
• 訓練內容因地制宜

• 1.5天課程
• 後續每年 HR請同仁對主管做教導
   評分

• 1天課程
• 透過體驗式學習活動來了解職能行
   為

• 2天課程
• 從一個人過去的經驗來預測未來的
   行為含『實際真人演練』

• 0.5天(Part1)+3小時(Part2)課程
• 寫一份個人發展計畫(IDP)個人發展計畫

目標選才

職能體驗營

主管教導技巧

新任主管訓

緯創主管訓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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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關懷社會

緯創積極落實企業友善環境及社會責

任，更鼓勵員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我們責

成全球各行政單位指派專人負責規劃與執

行，透過全球各辦公廠區積極及持續推動公

益活動，鼓勵員工主動組織社團與發揮創意

參與社會公益，善盡企業責任回饋社會。為

此，我們特別訂定「緯創公益活動管理準

則」，明確參與公益活動方向在「環境」暨

「人」二大方向。

1.環境

致力於環境自然生態之關懷、保護及永

續發展。

2.人
提供對人文、社會的關懷、協助與支

持，尤其是對兒童及弱勢團體。

緯創人文基金會

緯創資通於2010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

緯創人文基金會(以下簡稱緯創人文基金

會)，由緯創資通董事長林憲銘擔任基金會

董事長，以「愛護地球」、「珍惜生命」、

「素質提升」及「創造價值」四大經營方

向，一步一腳印地在台灣這塊土地落實「利

他」的服務理念。

2014年緯創人文基金會除了持續與長

期的專業公益夥伴合作既有方案與計畫，更

投入公司同仁們的智識及愛心，貢獻社會。

藉由我們的身體力行，帶來溫暖，用陪伴與

鼓勵給予精神支持，擴大企業對社會的關

懷，帶動社會一同珍惜地球資源並關懷社區

弱勢，有效地符合人與自然平衡與和諧，善

盡企業公民責任，回饋社會。以下試舉例說

明：

1. 環境教育．環境關注：深耕兒童教育―兒

童自然體驗活動

人才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條件，為了拉

近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緯創人文基金會從

2004年起贊助荒野保護協會舉辦「弱勢兒

童自然體驗營」，結合荒野全台各分會資

源，包含台北、桃園、新竹、雲林、台南、

高雄、花蓮、宜蘭等八個地區與在地學校合

作，至今已帶領超過8,000名社會弱勢家庭

兒童參與。

藉由兒童營教育孩子們有關環境生態保

育的觀念，向下扎根推廣環境保育意識，愛

護環境熱忱，傳達環保概念。從接觸自然中

歷練孩子的性格，陶冶情操。讓他們變得更

加開朗，堅毅；在自然中探索與解決問題，

從玩耍中發現自然的奧秘，並早日向自然學

習萬物間相處的道理與方式。

項　　　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公司參與、公益贊助(含緯創人文基金
會)

32,776,967
(含基金會

20,991,946)

39,662,978
(含基金會

32,934,330) 44,578,191

公司、福委會公益活動
3,476,968

(含基金會816,969)
4,578,940

(含基金會89,756) 11,796,515

員工自發性參與公司倡導之公益活動
3,419,268

(含基金會358,418)
2,061,533

(含基金會283,000) 942,128
社會投資總金額 39,673,202 46,303,451 57,31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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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教育．人文關注：實驗教育與改革―

慈心華德福教育學校

關懷地球與下一代是緯創人文基金會企

業社會責任中責無旁貸的一環，華德福教育

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方法，它基於創立人智

學的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的一種教

育哲學理念，全世界超過1,000所學校。台

灣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學

校，以民間力量，進行國民教育階段的華德

福實驗教育。

緯創人文基金會於2010年開始贊助慈

心華德福增班教室新大樓完成及推廣特色教

育，2014年持續贊助「師訓系統及專業教

師的養成計畫」，使受訓的華德福教師們，

具備內省能力，隨時修正，不斷自我發展及

學習，與孩子們產生健康的良性互動，並能

抱著理解的態度作為探索的方向，扣上生命

史與述說，從了解展開照顧到思考、意志力

與愛，這是華德福與體制內教育強調的競爭

力最大的不同，也讓孩子們經驗試探自己的

界線，從而找到自己的獨特性。

(資料來源：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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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代工大廠緯創因建立碳足跡管理系

統，以符合客戶的環保要求，同時成立綠資

源事業處，逐步擴大電子廢料回收範圍，同

時結合售後服務，開發「循環型經濟」新領

域，加上長期進行人文關注、參與公益團體

等方式，獲得上市公司治理評鑑前5%的殊

榮。

把對的事情做到更好

緯創董事長林憲銘表示，緯創對企業永

續與社會責任的承諾是「永遠做一個利他的

事業」，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實務，經由不

斷的實踐與身體力行，長期的投入與利害關

係人合作，就能「把對的事情做到更好」，

同時回饋給這片撫育我們的土地，同時造福

更多人群。

據悉，緯創在2009年成立「企業永續

與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簡稱CSR推行委

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負責制定

政策、目標與方向，並執行管理審查，透過

組織方式全面性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同時每

年都會發布報告書，以系統化方式建置資料

庫平台，打造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主要面

向的績效摘要表。

緯創為實踐「利他」精神，在永續與創

新方面從研製代工走向「技術服務」業，不

再專注於壓低製造成本、賺取微利，而是全

面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開始發展綠色產

品、採用可回收材料、符合環保規範，提供

更有效率且節能的產品，並透過綠資源事業

充分再利用資源，減輕環境負荷。

事實上，自從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全

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已成為重要的永續發展議

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已成為各國最重視的

因應課題，而企業為盡一己之責任並達到節

能減碳的目的，必須了解溫室氣體排放量情

況才能確定節能減碳的成效，而緯創也因此

做出因應的措施。

林憲銘表示，為因應永續發展趨勢，緯

創特別成立綠資源事業處，除因為對投資

者、社會大眾有責任，更重要的進行節能減

碳，而此方式也能提高企業經營效率，達到

回饋最大投資效益的效果。

建置碳足跡管理系統

由於緯創以產品的生產製造為主，製造

廠散布於台灣、昆山、中山、重慶、成都、

墨西哥、捷克等地區，因此建置一套完整的

碳足跡管理系統相當重要。林憲銘表示，

緯創針對CSR資料收集開發一個專屬資料

庫，將蒐集的資料做電子化，每月各廠區與

辦公區皆會收集環境、職業健康與安全、社

會責任相關資訊，定期上傳至公司的CSR管

理系統，讓資料能一目了然。

除碳足跡管理系統外，緯創對於人文關

緯創 永遠做一個利他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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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也著墨不少，緯創特別在2010年正式成

立緯創人文基金會，透過「愛護地球」、

「珍惜生命」、「素質提升」及「創造價

值」四個面向所延伸出的「人文教育」、

「人文關注」、「環境教育」及「環境關

注」等主要議題，將對環境的尊重與保護自

然生態的內在企業文化與信念，外擴為地球

公民的責任與行動。

林憲銘表示，由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

灣」，是台灣影史的第一部空拍紀錄片電

影，自己看完後相當感動，透過一幕幕真實

的景色紀錄，讓觀眾不僅重新看見台灣－我

們的家園，更進一步省思與面對這片土地上

發生的種種狀況，而緯創人文基金會的宗旨

就是要關懷台灣這片土地與人，達到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的本分。

疼惜弱勢兒 號召課輔志工

林憲銘特別分享一個小故事，他指出，

位於新北市汐止的一個教會陪讀班，長期陪

伴當地弱勢家庭的國中小學童，協助孩子走

過成長關鍵期，而教會陪讀班是個免費安親

的課輔單位，但由於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加

上高年級、國中生的課業越來越繁重，可以

協助輔導課業的志工嚴重不足。

林憲銘表示，自己看到弱勢兒童缺乏教

育資源，感到相當心疼，因此，緯創基金會

於2013年9月起號召緯創同仁一起加入課輔

志工的行列，利用下班時間，透過課業指導

與持續的陪伴，給這群學童擁有更多平等及

多元學習的機會，至今參與服勤的緯創「樂

服志工」已多達到71位。

除積極幫助弱勢兒童外，緯創人文基金

會也曾發起過「深耕花東」專案，過去幾

年，公益平台積極發掘具發展潛質的在地產

業與人才，並為當地人打造一個舞台。林憲

銘表示，由於公益平台鑑於教育在城鄉差距

持續擴大，於是將人力、時間、資源轉向教

育札根，並在暑假舉辦短程的英語營、品格

營及動畫營，藉此關懷偏鄉教育。

林憲銘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緯創能

做多少算多少，目標是希望能培養出台灣的

新希望幼苗，目前已接下台東縣私立均一國

民中小學，打造花東第一所以啟發式、雙語

教學為主軸且強調品格教育的特色學校。並

開始與四所台東職業學校合作，邀請各行業

菁英高手前來授課，讓學生能發揮在地的優

勢並連結就業，盼為偏鄉教育創造更具前景

的希望與未來。

協助推動藝文發展風氣

此外，緯創人文基金會也在2011年開

始贊助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

育成專案—藝集棒」，協助推動藝文社會企

業發展的風氣；據悉，此計畫致力於向企業

推廣優質藝文活動，由專業表演人員進行示

範演出，並配合專業引導與解說的表演賞

析，國家文藝獎得主等傑出藝文工作者分享

創作歷程及經驗的藝文講座，創造企業、社

會、藝文領域共贏的產業價值鏈。

針對企業社會責任，林憲銘強調，承擔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經營必走的路，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和未揭露者只是一

牆之隔，希望經由緯創的示範，能拋磚引

玉，讓國內企業也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我相

信只要有決心，牆的另一端，一定會是條以

熱情和創造力，與自然共生、社會共融，並

展現台灣企業價值的寬廣大道。 （陳昱翔）



— 229 —

新日光

總論

作為結合半導體製造紀律與太陽能豐富

技術的先行者，新日光一向以提供生生不息

(sustainable)且具價格優勢(affordable)的
潔淨能源為使命，自2005年成立以來已成

為產品與服務涵蓋太陽能電池、太陽能模組

與太陽能發電系統之高品質廠商。

誠信正直(integrity)為新日光一向秉持的

經營理念，正派經營更是新日光一向信守之

成功法則，自成立以來，便始終專注於本業並

維持透明與良好的公司治理，務求以完善制度

來管理公司，因此在上市前即成立審計委員

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董事。並依五大核

心思想：誠信、結果導向、主動積極、創新及

全球導向傳承企業文化。員工一向是新日光最

重視的資產，因此新日光除持續廣納優秀人

才，並深切期盼每位新日光員工不僅能有良好

的財務回饋，更能有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因

此，新日光非常重視員工的學習和發展，鼓勵

同仁在職場上終身學習，以為承接更深更廣

的任務需求作準備。對外新日光更努力協助

客戶實現綠色產品的設計，提升各項資源利

用來達成原物料及廢棄物減量目標，同時降低

水資源的使用，及提高電力使用效率以降低

對環境之衝擊，並協同供應商一同建立環境

管理系統，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新日光身為太陽能領導廠商，深深了解

到當企業規模愈大，對產業及社會的影響力

相對越深，責任也更加重大，故在公司營運

持續成長的同時，新日光亦向全球各地的客

戶、使用者、合作夥伴與一般大眾宣導綠

能、節能、環保的觀念，期望公司不僅對股

東、客戶及員工負責，也能對環境及社會付

出關懷與貢獻。

作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新日光結合企

業核心職能與對環境的熱愛來回饋社會。新

日光結合先進之太陽能系統建置技術與在地

農業專家合作，於高雄燕巢建造太陽能農

棚，不僅增加農作物產值、產生發電收入，

並可提供高品質工作機會，增加年輕人返鄉

工作之意願，促進農村復興。此外，新日光

更開啟太陽能電廠投資先例與商業模式，與

國內外知名銀行合作，在世界各地投資太陽

能電廠，除電廠本身之經濟效益外，並可提

高潔淨能源占傳統能源發電之比重，降低汙

染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於2013年獲得金鑫獎之最佳企業社會

責任獎後，新日光為了更有效率及有制度地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2014年起成立「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由公司各功能組織推派代

表，透過與員工、客戶、股東、投資人、供

應商、社區、政府等各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

與回饋，召開定期會議來檢視公司整體及各

功能委員會的運作，以收監督及執行成效。

同年亦成立之新日光志工社，結合公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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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仁熱忱，甫成立便獲得公司員工之熱情

響應，募集了近百位志工。未來新日光志工

社期以環境關懷及社會關懷之兩大主軸，持

續對這片土地與人群做出更好的貢獻。

此外，新日光並於本年度編製公司第一

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公開透明地將新日

光在企業社會責任三項主要範疇，「公司治

理」、「員工與社會參與」及「綠能節能環

保」之施行狀況、成果或未來規劃揭露予利

害關係人，期能藉本報告書盤點新日光於企

業社會責任各範疇之施行成效，深入瞭解利

害關係人重視之議題，並建立溝通管道，與

之進行長期溝通與承諾；同時察覺新日光潛

在風險與挑戰，配合新日光之核心職能與經

營優勢，將永續發展導入公司經營策略，以

期除了優異之財務績效外，公司營運並能超

越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準，藉此創造

正向循環，使新日光成為太陽能產業的世界

級標竿企業並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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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光概況

新日光成立於2005年，2009年1月正式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12年12月
與台達電聯手催生台灣最大太陽能電池公

司，並與旗下之旺能光電簽署合併契約；隔

年五月正式與旺能光電完成合併，成為全

球最大專業太陽能電池公司。截至2014年
底，新日光電池年產能已達2.2GW，產值

更達到新台幣25,336百萬元，已成為台灣最

大太陽能電池公司。

經營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誠信經營為新日光一向秉持的經營理

念，從成立以來，便一直維持透明與良好的

公司治理，務求以完善制度來管理公司，持

續創造領先業界的財務績效。因此在上市前

即成立審計委員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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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並依五大核心思想：誠信、結果導向、

主動積極、創新及全球導向傳承企業文化，

對內承諾員工能有良好財務回饋，與受人尊

敬之社會地位，對外更努力協助客戶實現綠

色產品的設計，並協同供應商一同建立環境

管理系統，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更要為全人類帶來可生生不息(sustainable)
且具價格優勢(affordable)的太陽能源，以

期公司營運超越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

準，成為一有市場影響力之世界級企業。

基於上述之經營理念與核心思想，新日

光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便規劃透過公司

治理、員工與社會參與以及綠能環保節能三

大範疇，實踐企業公民之擔當。在公司治理

部分，希望能藉由透明健全的治理制度，努

力提升經營績效，持續創造領先業界的財務

績效，為廣大股東負責。身為綠色產業的製

造者，應結合公司核心優勢與職能，在獲利

之餘，不斷對環境做出具體貢獻，透過碳足

跡認證等策略管理方針，創造永續環境，向

大眾宣揚綠能節能環保的概念，進而提升公

司有形與無形價值。在員工與社會參與部

分，新日光非常注重員工福祉，不僅有多元

的教育系統，更注重職場安全，提倡工作生

活平衡。期盼未來能透過三大範疇，全面且

有系統性的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為了更有效率及有制度地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新日光於2014年起成立「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由公司各功能組織推派代表，透過

與員工、客戶、股東、投資人、供應商、社區、

政府等各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與回饋，召開定

期會議來檢視公司整體及各功能委員會的運

作，以收監督及執行成效，並將年度企業社會

責任成果於次一年度向董事會呈報。

利害關係人的議合與重大議題識別

新日光經由統計分析鑑別出之利害關係

重大議題

營運衝擊度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6.0

4.0

2.0

0.0
0.0 2.0 4.0 6.0

註：1.能資源使用及節能減碳係內部評估後自主揭露
　　2.營運績效永續策略及風險控管歸屬於一般揭露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衝擊評估

人才招募與培育

薪酬福利及員工照顧

產品風險

風險控管

永續策略

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度

隱私保護及交易安全

資訊揭露透明
公司治理

營運績效

能量原使用
及節能減碳

勞資關係

申訴機制

供應商管理

氣候變遷造成的
營運衝擊

人權及平等

 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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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共包含七大類別，分別是客戶、員工、

政府機關、鄰近社區、股東/投資人、供應

商/承攬商/外包商、媒體。鑑別出之重大議

題則包含以下七項，分別是公司治理、能資

源使用及節能減碳、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

度、風險控管、產品風險、永續策略以及薪

酬福利與員工照顧。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揭露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大部分涵蓋範疇為台灣地區製

造據點，若有涉及其他區域之指標，則另行

於報告內文中說明。

報告書依循標準

本報告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

符合ISAE3000認證準則，內容架構主要

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發行之「可持續發

展報告指南」4.0版本，採核心揭露。

本報告書中2014年度相關數據均經由第

三公正單位查驗證，並採用國際通用指標呈

現，若有推估之情形，會於各相關章節註明。

財務數據為經過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Deloitte)查帳確認，以新台幣計算。

發行時間與周期

報告期間：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
月31日(部分專案內容為求完整揭露，亦回

溯至2012至2013年之資訊)

報告周期：一年。

公司治理

營運績效

2014年對太陽能產業而言可說是充滿

挑戰的一年，年中美國商務部針對台灣反

傾銷及中國啟動「新雙反」訴訟後，造成

整體太陽能產業之波動進而導致產品平均

銷售價格下滑。然而太陽能產業即便處於

動盪，每年之需求仍逐年成長，尤其2014
年之全球整體需求較2013年成長超過20%
達46~50GW(Solarbuzz研究報告)。新日光

在全體員工戮力不懈的努力下，秉持一貫穩

健的步伐，持續強化客戶基礎及產品組合，

於這波跨國產業貿易戰中仍持續站穩腳步、

益發強大，繳出全年獲利之成績單，全年

出貨量亦創歷史新高，累計出貨量達2,160 
MW(百萬瓦)，較2013年成長40.6%。

誠信與風險管理

1.品德倫理

新日光自2013年起特別增列於新人訓

練課程中做宣導，以期每位加入新日光的員

公司治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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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都瞭解並遵守公司誠信的原則。此外，新

日光董事會並於2015年3月通過誠信經營守

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等相關內規，以

期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將永續發展目標

導入經營策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2.法令遵循

植基於「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理念，

新日光公司在法規遵循上進行了極大的努

力，除了對於現有法令的追蹤評估，公司內

部更制定了各種政策與辦法，並透過教育訓

練的方式來協助同仁了解相關的法令規範，

以作為業務進行上的遵循依據。在過去2013
年至2014年間，新日光共有11件遭主管機

關裁罰案件，裁罰金額均於10萬元內。由於

公司謹遵法規規範，近年來裁罰訴訟案件較

少，與供應商之訴訟占較多數，但皆為一般

合約履約相關問題，並未有其他重大案件。

過去曾發生之環安衛相關裁罰，各廠區於發

生裁罰案件後內部皆有相關檢討與改善作業

程序，之後已未有再發生類此重大案件。

3.稽核組織

新日光自2007年(公開發行)時即頒布

內控制度，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各層級控

制程序。本公司內部稽核本著獨立、客觀、

超然之運作，直接隸屬董事會。

供應鏈管理

新日光以長期合作的思維取代傳統採購

的觀念，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績效為目標和對

環境社會的衝擊為考量，積極要求各部門強

化與供應商的策略夥伴關係。未來目標是

將綠色製造的思想融入到傳統SCORE模型

中，保證生產過程完全符合社會責任與公平

貿易原則。從供應商選擇、物流、倉儲、生

產、出貨一貫作業都要滿足綠色環保概念，

完全改造成綠色供應鏈的運作模型。

客戶服務

新日光公司致力於滿足客戶要求，達

成客戶滿意。新日光公司以優先創造卓越品

質，提供客戶最具競爭力之產品為目標。針

對客戶的寶貴意見提出改善計畫，全員參

與，落實不斷改善。並針對RMA制訂有效的

回報系統，主導各單位，展開後續處理及結

果反饋，以作為未來成長的重要評估指標。

環境永續

因應氣候變遷，新日光採取之因應規劃

目標為生產綠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新日

光不斷在製程中精進研發，以低汙染取代高

汙染，減少化學品的使用量，例如IPA Free
就是一個降低汙染、減少化學品用量的製程

營業額與出貨量 每股純益與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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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在設備採購上持續以高安全標準，無

環保汙染之採購為基準；在製程末端處理

上，以持續改善的精神，降低汙染物排放，

廠內之廢水回收再利用率達85%以上；同時

各廠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取代市電使用，

落實節能減碳，減緩氣候變遷。

綠能產品

1.太陽能系統

為了推動潔淨能源之使用、提高節能減

碳效率並提振太陽能產業，本公司結合子公

司永旺能源優異的太陽能系統業務開發暨選

案能力，搭配新日光高品質的電池與模組持

續增加新日光集團於全球各地太陽能系統之

建置。

新日光亦積極進行高效新產品研發，預

計在2015年度陸續推出高效新產品，並持

續研究開發轉換效率最高達21.0%的新型太

陽能電池。此外，新日光亦積極與國內外研

究機構合作，並審慎與國內外設備與材料業

者在技術上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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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利用

1.水資源利用

能源公司生產綠色產品，對於製造生產

過程及廢水處理過程，公司也不餘遺力進行

用水減量，從2011年新竹廠獲得節水績優

獎、2012年新竹廠再度獲得節能績優獎、

2013年由竹南廠接棒取得節水績優獎、

2014年竹南廠再度取得節能績優獎並承辦

園區節能績優觀摩。透過經濟部能源局的節

能績優獎典範的經驗分享，建置新日光能源

公司節約能源、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進而

降低製造成本，貫徹企業綠色節能愛護地球

之行動。同時新日光依據法規標準每季定期

太陽能農棚介紹

結合太陽能發電及科技農業的現代

化溫室農場，提供乾淨永續的再生

能源，及健康安全的新鮮蔬果。

太陽能農棚優點

● 太陽能發電結合精緻農業，提升土地使用價值

● 溫室栽培氣候影響較少，農作物收成穩定

● 噴灌、滴灌取代傳統淹灌，省水、省肥、省成本

● 不用環境有害物質，生態永續的農業經營

● 吸引年輕人加入農業，創造就業機會

● 一次解決糧食與能源問題

太陽能板

溫室農棚

安全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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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水質檢測，並符合各區域當地主管機關

之納管標準，新竹廠、台南廠及竹南廠在

2014年之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2.能源節約

自成立節能專案小組以來，節水節能

績效卓越，分別於2011年榮獲科管局頒發

節水績優獎、2012榮獲節能績優獎、2014
竹南廠榮獲節能績優獎並配合園區管理局辦

理節能觀摩，讓廠商進行現場觀摩及分享節

能做法。專案小組亦將持續前進，已訂定了

2015-2017的蜕變專案計畫，成為太陽能產

業的節能典範。

3.廢棄物處理

在廢棄物處理方面，新日光公司採取三

面向之原則考量：符合法規、降低清理成

本、達到環境效益。新日光各廠從2012年
至2014年之廢棄物處理方式以再利用為大

宗，占53%，新日光將持續努力逐年提升廢

棄物資源再利用之目標。

4.原物料耗用

新日光在2013年率先研發出IPA Free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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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功將製程中大量使用的高汙染有機溶

劑化學品IPA以少量且屬於低汙染之原料替

代，不僅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也減少廢棄物

的產生及降低生產成本，達到既經濟又環保

的雙贏目的，符合新日光的廢棄物處理原

則。

新日光目前投入之原料並無使用再生原

物料，但積極於回收再利用，盡可能降低汙

染。除此之外，太陽能系統之主要功能即為

生產再生能源(清潔能源)，而太陽能電池產

品更可以說是清潔生產產品，符合永續的概

念。

溫室氣體排放

1. 溫室氣體盤查

2013年新竹廠依循ISO14064-1組織型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程序，自行盤查2013年
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未來各廠也將持續執行，並將結果揭

露，以展現新日光不僅製造綠能產品，也是

綠能企業之決心。

2. 碳足跡

新日光在2011年進行產品碳足跡評

估，並在3月於SGS依循PAS2050驗證通過

取得NP6C產品碳足跡，成為太陽能電池業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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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取得產品碳足跡驗證。後續新日光也

將致力於潔淨生產與環境保護。

員工與社會參與

友善職場

無論在任用、薪酬或晉升上，新日光皆

不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

員身分拒絕人才聘用。在身心障礙人士聘用

方面，新日光也按照每月員工總人數，進用

符合法定人數之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截至103年底新日光正職員工台灣地區

共2,747名，定期契約員工共70名，身心障

礙員工共29名，符合政府法令之規定；海

外地區正職員工共787人。

薪酬福利

新日光福利政策旨在鼓舞員工士氣、激

發工作意願及創造職工福利，每一位新日光

同仁，不論性別與種族，皆享有平等的福利

及補助措施，另有年度調薪、營運績效獎

金、員工分紅、員工認股、留任獎金等優渥

薪酬制度。配合各年節舉辦各式活動，期許

員工藉由豐富活動能紓解工作壓力，增強凝

聚力，以提供員工優質之工作生活環境。

新日光之薪酬水準以能吸引及留任優秀

人才與參照同業薪資水準，並兼顧股東及員

工之權益而制定，不因性別與種族不同而有

任何差異，相同職等與工作內容給予同樣水

位之薪資，將依據員工績效表現與組織目標

達成給予適時彈性調整。

勞僱關係

新日光提供多元溝通管道，除定期舉辦

「員工溝通會」外，並提供電子信箱、實體

信箱及申訴專線等方式由員工自主選擇。不

定期發行內部電子報宣導，讓全體員工皆可

以更瞭解公司目標與未來發展，相關單位亦

可客觀因應並提供改善建議，致力於強化上

下溝通暢通且積極協助員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緊急應變演練

在職場安全部份除了基本作業相關操作

教育訓練外，職安單位固定每年進行疏散演

練加強同仁熟悉逃生動線與緊急應變，強化

同仁在工作環境的認識、消防安全知識；對

於操作化學品的同仁也定期辦理化學品教育

訓練以確保同仁工作安全；除此之外，新日

光同時對外部承攬商管理訓練，目的在使承

攬商熟悉廠內環境，對於應知承攬作業安全

進行管控，若有多家廠商共同作業，則成立

協議組織教育訓練及會議，以確保承攬商於

廠內作業之安全。歷年來的安全教育訓練成

果如下表，可以看得出來公司同仁踴躍參與

的積極度。

員工健康管理

公司為維護同仁健康，特優於法規要

求，對於員工之健康檢查採每年一次，檢查

之項目以優於法規訂定之項目，例如腹部超

音波檢查，期望帶給員工方便與安心。公司

也要求醫院將同仁個人檢查結果做三年比

較，讓同仁能在拿到健康檢查報告時了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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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體健康狀況，以提醒多加注意身體健

康。

除了每年執行健康檢查，健康中心亦依

據檢查結果進行分析，對於心血管高風險因子

同仁進行分級管理，輕者給予衛教，高風險者

安排廠醫進行諮詢，提供員工正確保健觀念。

人因(重複/肌肉骨骼)問卷分析

人因性肌肉骨骼及重複作業分析在於解

決員工因長期重複性作業造成人因傷害及肌

肉骨骼痠痛不適；新日光設計了一套完整

的問卷調查，從高風險因子著手進行作業

觀察，並透過廠醫的協助進行改善完整的

Plan-Do-Check-Act(“PDCA”)循環以提

供同仁一個舒適、健康、安全的作業環境。

人才培育

新日光以人才為本，教育訓練為重要規

劃之一，配合公司營運目標及員工個人發

展，定期與不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以提升個人及組織競爭力。相關課程主要有

以下七大類：

社會參與

新日光身為企業公民除了重視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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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外，也意識到社區關懷與地方經營的

55平衡發展，並且要求一步一腳印深耕地

方社區，採取多元化的意見吸收及開放社區

民眾共同參與，新日光的關懷生活圈，以融

入社區元素、地方互動為目標。

地方經營

新日光全集團秉持著綠色能源科技的理

念，位於各廠區園藝維護綠美化植栽與鄰近

社區公園認養，2014年度編列預算共計90
萬元做為造景維護，認養周邊鄰近社區公園

總坪數達6,687平方公尺，並投入養護及園

藝植栽維護。養護成果同時開始參加新竹科

學園區綠美化競賽，並獲得優勝獎與優等獎

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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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

1.公益活動

新日光鼓勵同仁投入公益活動參與，希

望激發同仁「老吾老、幼吾幼」的社會關懷

精神，並且更能體會感恩與滿足。自2012
年開始，每年公司舉辦之活動皆會希望與社

福機構合作，例如情人節時同步發起「愛心

捐款」、「愛心物資募集」、「義賣擺攤」

等活動，希望在充滿愛的節日裡邀集全體同

仁發揮愛心，使弱勢團體也能感受到溫暖，

並藉此機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2.志工社

在董事長夫人帶領之下，新日光在

2014年下半年成立新日光志工社，依環境

關懷與社會關懷兩大主軸，由志工社三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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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合力進行志工活動，努力對社會做出更好

的貢獻。

本年度志工社募展組共完成高雄氣爆一

日薪資捐款、耶誕做公益、日光寶盒愛心認

購等活動；社區關懷組共完成地方社區育幼

院輔助活動、農場大幫手專案等服務；環境

關懷組則完成了淨灘、水質監測競賽、太陽

能體驗營等活動。以下將舉例說明。

(1)募展組：高雄氣爆一日薪資捐款

新日光志工社本著人道關懷以及回饋社

會的精神，發起了一日捐募款活動，將同仁

的愛心傳送到高雄氣爆事件的受災戶，讓重

建之路能順利完成。本次募捐活動新日光集

團(新日光、永旺、倍利科技)共有513人響

應，募款總金額共達NT$1,503,089元整。

(2)社區關懷組：農場大幫手專案

當志工社得知位於新竹縣關西鎮的華光

教養院望德園農場缺乏人力耕作訊息，社區

關懷組幹部經過任務分配後，很快規劃了「農

場大幫手專案」展開扶助。過程中除了協助農

地增加農作物產能，也開放合作引進厚生市

集的無毒蔬果進入廠區內現場推銷農產品，

增加弱勢團體的收益機會，而每次的關懷活

動都會邀請志工發表心得文章供閱讀，也讓

這份人性、感恩的光輝得以傳遞下去。

(3)環境關懷組： 新竹家扶中心進行太陽能

體驗營活動

來自新竹各地的20多位孩子們，在小

貓老師的熱情破冰活動中，自然的融入小

隊；在綠能課程中，瞭解了綠色能源的重要

性；在指導下一步一步的組裝出屬於自己的

太陽能車，最後再來一場刺激的太陽能軌道

車競賽！這些活動設計安排都是大家利用下

班時間費了不少功夫一同思考討論，只為了

帶給小朋友一個快樂的成長回憶。

(資料來源：新日光能源科技2014年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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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能減碳的趨勢下，太陽能被視為重

要的再生能源之一，太陽能廠新日光董事長

林坤禧表示，該公司一向以提供生生不息且

具價格優勢的潔淨能源為使命。而且當企業

規模越大，對產業與社會的影響也越深，責

任更加重大，所以在公司持續成長的同時，

也向全球各地的客戶、使用者、合作夥伴及

一般大眾，宣導綠能、節能、環保的概念。

林坤禧說，新日光一向秉持誠信正直的

經營理念，從成立以來，始終專注於本業，

並維持透明與良好的公司治理，在上市前即

成立審計委員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董

事。同時也依照五大核心思想，包括誠信、

結果導向、主動積極、創新及全球導向傳承

企業文化。

除了電池與模組業務，林坤禧指出，新

日光與國內外知名銀行合作，在世界各地投

資太陽能電廠，除了電廠本身的經濟效益之

外，也可提高潔淨能源占能源發電的比重，

降低汙染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設置太陽能農棚 發電兼種菜

身為企業公民，新日光結合企業核心職

能與對環境的熱愛來回饋社會，林坤禧表

示，該公司以先進的太陽能系統建置技術，

與在地農業專家合作，在高雄燕巢建造太陽

能農棚，不但有發電收入，也可增加農作物

產值，並提供高品質工作機會，增加年輕人

返鄉工作意願。

太陽能農棚除了發電，也涉及農作物種

植專業，因此新日光特地與神農獎得主黃其

財合作。一般的屋頂型太陽能板總是希望鋪

設面積越大越好，但農棚內的蔬菜生長需要

照射陽光，因此棚頂上鋪設太陽能板，就必

須兼顧維持一定的透光率，而且也要挑選適

合的棚內作物。

黃其財說，太陽能農棚內適合種植的作

物如小黃瓜、小白菜、萵苣、青江菜、油菜

等葉菜類，可以適應光線較不強的半遮陰的

環境，而如茄子、甜椒與番茄等就比較不適

合在農棚內生長。整體而言，依照各地日照

情形，南部太陽能農棚的透光率大致要維

持在50%以上，在中部的話可能就要提高到

60%以上。

將環保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

林坤禧也提到，新日光努力協助客戶實

現綠色產品設計，提升各種資源利用來達成

原物料及廢棄物減量目標，同時降低水資源

使用，並提高電力使用效率以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協同供應商一起建立環境管理系統，

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新日光以綠色供應鏈的模式來執行管理

新日光愛地球 放送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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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初期目標除了宣導與督促供應商

在生產過程中，將綠色環保概念納入考量，

並輔導廠商進行碳足跡盤查，另外也要求廠

商填寫產品未含有毒物質聲明。

打造綠色供應鏈 採無衝突礦產

中期而言，新日光也將企業社會責任評

鑑管理納入供應商稽核項目，每份採購合約

均包含勞工權益、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等相

關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同時也將有毒物質管

制納入進料檢驗流程，若有不合格品，會立

刻要求供應商提出改正與預防措施，將環保

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機制。

長期來說，新日光則希望確保生產過程

完全符合社會責任與公平貿易原則，從供應

商選擇、物流、倉儲、生產、出貨一貫作業

都要滿足綠色環保概念，完全改造成綠色供

應鏈的運作模型。

太陽能產品生產過程中，需要用到許多

原物料，對於這些原物料的來源，新日光有

著嚴謹的要求。新日光為遵循盡責礦產採購

原則，要求供應商提供給新日光的產品或零

件，若使用3TG材料，也就是錫、金、鎢、

鉭，必須有書面紀錄確認來源是在衝突地區

之外，或來自於衝突地區，但是為獲得第三

方認證無衝突的礦山與冶煉廠，以確保新日

光採購的都是無衝突材料與部件，不接受來

自衝突地區非法開採的金屬。

新日光志工社依照環境關懷與社會關懷

兩大主軸進行志工活動，目前社員達上百

名。林坤禧的夫人城翠蓮是新日光志工社社

長，她說，希望看見需求並以行動關懷，大

家起善心想幫助人，只要能付諸行動，就能

發揮力量。

新日光的志工社發起日光寶盒愛心認購

活動，主要是為了讓偏遠地區學童在寒暑假

期間，仍然能有穩定且均衡的營養餐點來

源，所以與家扶中心—新日光勵學家族、宜

蘭阿寶基金會合作，將寶盒致贈給需要協助

的家庭。

城翠蓮提到，如同電影「自由之心」男

主角在片中所言，他「不只想要生存，更要

生活」。很多人送白米給需要的學童，但也

可以提供更均衡豐富的飲食。所以日光寶盒

內除了主食米飯或麵條，也搭配豆漿、魚罐

頭、玉米濃湯包等組合。

規劃「農場大幫手」專案

另外，新日光志工社得知新竹縣的華光

教養院望德園農場缺乏耕作人力，也規劃

「農場大幫手」專案。這活動讓大家有空時

可協助農場除草、播種、採收或幫忙行銷，

收成的蔬果也可在新日光內部販售。即使沒

有參與專案，新日光的同仁也可藉此管道買

到來自望德園、採自然農耕法種植的蔬果。

新日光志工社也曾舉辦太陽能體驗營，

讓來自新竹各地約20多名孩子們，以小隊

活動方式，了解綠色能源的重要性。

城翠蓮提到，應該要讓下一代知道何謂

再生能源，讓較弱勢的小朋友也能接觸相關

領域。同仁們為了太陽能體驗營還製作教

材，希望讓小朋友們了解基本知識，對於相

關技術減少畏懼感，從遊戲中可學習。

對於新日光志工社的發展，城翠蓮認

為，雖然才剛起步，但就是盡力而為，以行

動關懷，而且勿以善小而不為，「再小都沒

關係，做就對了」。 （鐘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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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

總論

2014年台灣電信市場正式進入4G時

代，台灣大哥大傾全力以最快速度布建

全國LTE(Long Term Evolution)高速網

路涵蓋，並以最先進的載波聚合(Carrier 
Aggregation)技術，整合串連高低頻最佳頻

譜組合，使4G網路不只涵蓋廣、室內穿透

深，更增加4G容量，讓4G用戶享受絕佳的

網路品質及飆網樂趣。此外，本公司為全台

在700MHz頻段中，唯一擁有20MHz最大連

續頻寬的業者，亦成為持有總4G頻寬最大

(共35MHz)的電信公司之一，頻譜投資成本

比同頻寬的同業低了約新台幣66億元，充分

展現維護股東權益極大化的承諾，更加鞏固

本公司在這場4G競賽中的領先地位。

台灣大哥大除了追求核心業務的穩健發

展外，更以國際評比檢視永續藍圖，自藍圖展

開CSR願景2020計畫，期緊密結合營運與核

心資源，創造回流循環績效。本公司亦以提升

公司整體價值為職志，今年元月通過「台灣大

哥大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做為長期推

動企業永續的指導原則，積極落實企業精神

與核心價值，近年來屢獲國內外多項肯定：

一、世界級公司治理標竿

堅持以誠信為本、貫徹公司治理精

神，以世界級的標準不斷自我鞭策，在

過去一年成績斐然：《亞洲金融》雜誌

(FinanceAsia)舉辦「2015年亞洲最佳公

司」評比中一舉囊括台灣「最佳管理公

司」、「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

係」及「最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等

四項大獎；連續三年獲道瓊永續指數DJSI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評選為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連八年榮獲《亞洲公

司治理雜誌》(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頒發公司治理獎項，持續的優異表現使本公

司蟬聯最高榮耀「公司治理最佳楷模企業」

大獎，成績傲視國內電信同業；連續第九年

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透明度最

高之肯定，膺選為「A++」級企業，且名列

上市公司前五名。

二、企業社會責任表率

多年來我們有策略、有系統地投入企業

社會責任，從社會真實需求出發，結合企業

核心資源，落實企業永續經營的理念，獲得

各界認同：八年獲得《遠見雜誌》頒發九座

企業社會責任獎；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頒發「2014台灣企業永續獎」，一舉囊

括「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誠信透

明獎」、「社會共融獎」以及「台灣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獎─電信業金獎」四大獎項；

在溫室氣體盤查及能源管理方面分別獲得

ISO14064-1及ISO50001雙認證；積極響應

政府縮短城鄉數位差距的政策，獲NCC頒

發「推動偏鄉寬頻升速建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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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質服務與客戶滿意

秉持「真心關懷客戶」的核心理念，

提供卓越的客戶服務贏得消費者認同：

myfone門市及客服中心連續第二年榮獲

SGS Qualicert認證殊榮；第11年蟬聯《讀

者文摘》雜誌Trusted Brand「信譽品牌」；

台灣大IDC雲端機房樹立節能新典範，榮獲

全球機房管理機構權威Uptime Institute頒發

「Brill Awards for Efficient IT」為台灣第

一、也是唯一獲獎的資料中心。

展望2015年，由於在700MHz頻段取得

額外的頻譜，並預期1800MHz頻段將釋出

更多4G可用頻寬，我們有信心在絕佳的頻

譜戰略位置上提供最優質的4G行動寬頻上

網服務，為消費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高速上網

體驗、豐富多樣的手機選擇及創新的資費設

計，以持續推展4G業務。未來在積極發展

電信、有線電視、數位內容以及文創產業等

數位匯流的工作，也將繼續堅持對環境以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負責的理念，自許成為世界

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竿、企業公民的表率。

CSR得獎紀錄

★2015年5月榮獲第11屆《遠見雜誌》企

業社會責任獎「CSR年度大調查─服務與金

融組」楷模獎，為11年內獲得之第九座獎項。

★2015年3月榮獲《亞洲金融》雜誌

「2015年亞洲最佳公司」之「最佳管理公

司」/「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

係」/「最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為台

灣電信業之首，且台灣大哥大執行副總暨財

務長俞若奚更獲得台灣地區「最佳財務長」

(Best CFO)的肯定。

★2015年3月榮獲《經理人月刊》「2015
影響力品牌大調查」之電信服務特優殊榮。

★2014年11月榮獲第七屆「台灣企業

永續獎」之「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誠信透明獎」/「社會共融獎」/「台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電信業金獎」。

★2014年11月取得「ISO 50001能源管

理系統」外部查證證書。

★2014年10月「八連莊」榮獲《亞洲

公司治理》雜誌第10屆Asian Excellence 
Recognition Awards之「亞洲區最佳楷模企

業(Ic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大獎。

★2014年9月台灣大哥大運算雲服務通

過歐盟雲端服務星級驗證(Euro Cloud Star 
Audit, ECSA)。

★2014年9月連續三年獲選「道瓊永續

指數(DJSI)新興市場」成分股。

★2014年7月「九連莊」勇奪第11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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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透明度最高

「A++」級企業殊榮。

★2014年6月連續11年《讀者文摘》「信

譽品牌」電話服務(固網或行動)金獎肯定。

★2014年5月榮獲第10屆《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之「公益推動組」首獎。

★2014年4月IDC雲端機房獲頒Uptime 
Institute第一屆「Uptime Institute Brill 
Award IT Efficiency」成為台灣唯一獲獎資

料中心。

★2013年12月獲頒台北市衛生局「台北

市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團體成效績優獎」。

★2013年11月連續三年榮獲「CG6006
進階版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之認證。

★2013年11月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

─優等獎」、「社會共融類─楷模獎」。

★2013年10月蟬聯2013「台灣最佳聲

望標竿企業」電信服務業龍頭。

★2013年9月取得「ISO 14064─1溫室

氣體盤查」外部查證證書。

★2013年8月第七度蟬聯《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

台灣大哥大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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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

司及相關業務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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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蟬聯獲選道瓊永續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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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2008年正式推出

「台灣大哥大」、「台灣大寬頻」、「台灣

大電訊」三大新品牌。2014年6月正式提供

4G服務，邁入全新的里程碑。

經營理念

我們從「人性」出發，將複雜的科技轉

化為簡單、實用、友善的行動服務；用熱情

提供客戶最滿意的數位生活；深入在地，堅

持以世界級的品質服務在台灣的每一個客

戶，我們用心讓行動生活更貼心！台灣大哥

大與你生活在一起。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

台灣大哥大堅持以誠信為本，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並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做大價值，

並成為世界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竿企業。我

們早已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於營運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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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管理系統與部門的日常營運活動之

中，董事會已於2011年1月通過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做為公司長期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

指導原則。此外，我們更於2015年1月進一

步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從企業根本

精神與核心價值為基礎，強調完善治理、重

視利害關係人與詳實揭露，並以本業核心技

術與服務作為策略取向，具體實踐於環境保

護與社會公益等領域。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架構及功能運作

我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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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風險與機會，以制訂永續策略及願景藍

圖，循序漸進規劃具體行動，緊密結合營運

與核心資源，並以各功能部門或成立專案小

組的方式進行推動，創造回流循環績效。

我們未來將持續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執

行成果向董事會呈報，包含每年利害關係人

議合結果、策略規劃及其他相關新提案等。

此外，我們更於每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與

高階主管及各部門代表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年

度策略及執行重點，積極推動公司治理、社

會公益、落實環境永續，並將其納入公司營

運策略與管理目標，促使全體員工共同貫徹

企業永續經營願景。

永續願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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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挑戰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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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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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評估流程

台灣大哥大藉由多元管道與利害關係人

Step 1 鑑別

永續性脈絡

永續願景與策略規劃

產業標竿評析

利害關係人議合

Step 4 檢視

永續性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STEP 2 排序

重大性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

對公司衝擊程度

STEP 3 確證

完整性

確認涵蓋的考量面

考量面邊界及報告期
間資訊的完整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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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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三種管道進行重大性議題鑑別，

其一依循「CSR委員會」所制定的永續策略

並制訂願景藍圖；其二分析產業趨勢，並依

據產業特性評估；其三透過實體座談會，與

供應商、公益組織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面對

面溝通，了解其對台灣大哥大永續性議題的

關注程度。

重大性議題矩陣

公司根據「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及

「對公司衝擊程度」兩個軸線進行評估，據以

分析重大性排序，並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歡迎閱覽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七本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報告書。我們每

年持續發行此報告書，並出版中文及英文兩

種版本，您可至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專屬網

站了解更多台灣大哥大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成果與成長。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依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及台灣大哥大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並銜接2013年度CSR報告書(2013年1
月1日及12月31日)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管理

績效內容，呈現本公司2014年度(2014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在CSR管理策略、環境管理

政策、社會正向回饋及回應重大議題等層面

的具體實踐與績效數據。其中部份資訊將回

溯至2014年之前，及2015年的內容與績效，

以展現該項主題在時序上的變化及完整性。

1 供應商管理 2 產品與服務的安全 3 申訴機制

4 公司治理與營運績效 5 低碳智慧產品和服務 6 個人資料安全

7 創造社會價值 8 客戶服務 /網路品質 9 合法性 /法規遵循

10 員工薪資福利與職涯發展 11 市場 /品牌形象 12 誠信經營

重大性議題矩陣

響
影
的
策
決
與
估
評
人
關
相
害
利
對

度
程

對公司衝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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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邊界篩選原則係考量業務性質

及產業關聯性，故以本公司及台灣大哥大基

金會為主體，部分資訊係兼及台灣固網(股)

公司、台灣大數位服務公司、台灣客服(股)

公司、台固媒體(股)公司及台灣酷樂時代

(股)公司。經營績效之財務數據係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查核後之資

訊；溫室氣體盤查章節涵蓋範疇係依照第三

方驗證機構出具之聲明書邊界為主。報告主

題涵括經營績效、公司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治理、環境保護及

社會參與等面向，與目前國際對於企業經營

資訊揭露的方向相呼應。若在範疇或數據量

測上與前一版不同，則會於該段落中特別註

明。報告書中所揭露的統計數據皆來自於自

行統計與調查結果，並以一般慣用的數值描

述方式呈現。

編製標準與確保公開資訊可靠度

依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 (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第四代永續性報

告指南(G4 guidelines)進行編製，且內容委

託獨立且具公信力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KPMG)依據ISAE3000準則進行有限

確信。經確信後，本報告書所揭露之內容符

合G4的「全面Comprehensive」依循選項，

並經KPMG出具獨立有限確信報告，該獨

立有限確信報告書亦納入本報告中。

公司治理

經營績效

台灣大哥大集團主要事業體系分為：個

人用戶事業群、家計用戶事業群、企業用戶

事業群及電商零售業務，2013-2014整體合

併營運績效如本頁下圖所示。

賦稅政策與政府補助

本公司核心業務持續發展獲利，遵循中

華民國實施的各項賦稅規定，誠實申報及完

納所得稅，並支持政府推動重大公共建設、

設備投資及研究發展的各項措施，依法申請

相關之租稅優惠。

營業收入 EBITDA 稅後淨利

108.41
112.62

31.00

15.82 15.55

31.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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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 新台幣10億元

* 備註 :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礎計算

2013-2014年整體合併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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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繳納稅率與法定稅率17%約當，

差異主係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淨額免徵所得稅及依產業創新條例

等法令申請之投資抵減租稅優惠。2014年
來自政府的重大財務援助詳如上表。

治理結構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董事會

股東大會

經營團隊

稽核室

監督機制

1. 內控專責部門

我們成立稽核室，以建立公司自我監督

機制，其直接隸屬董事會。負責稽核本公司

及各子公司所有財務、業務等營運及管理功

能，並依法令規定分為十大循環執行稽核。

2. 審計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台灣大哥大

2008年6月起依證券交易法成立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

3. 薪資報酬委員會

依「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

主責制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

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道德誠信與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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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們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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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哥大 法規遵循

道德與誠信

內部稽核與控制 環境法規

智慧財產權個人及機敏資訊
保護

公平交易

我們於2011年1月制定「台灣大哥大誠

信經營守則」，適用範圍包括子公司、直接

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及

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組

織。自2014年1月1日起，全體同仁每年簽

署廉潔聲明書。在各項機制有效宣導及控管

下，2014年並無因賄賂情事，被解僱或受

懲處的員工。未來我們仍會持續進行宣導，

期使員工了解誠信業務行為的重要及必要。

2014 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現金支付所得稅 3,040,263

租稅優惠 (投資抵減 ) 48,001

政府補助收入 37,151

資料來源：台灣大哥大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2014年度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淨成本彙總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台灣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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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台灣大哥大於2011年正式訂立風險管

理政策，後續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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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值之高低將做為次

年度安排查核計畫之依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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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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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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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管理

台灣大哥大堅信供應鏈管理為企業永續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每年向國、內外廠

商購買網路設備、資通訊設備、基站機房器

材、辦公設備等資源，採購量及供應商數量

皆甚為龐大，因此除了嚴格要求自身的作為

外，更發揮影響力帶領供應商共同關注社會

責任及環境保護之議題，藉由推動產業的永

續發展，深化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以促使

整體環境的改善。

客戶關係

「真心關懷客戶」是台灣大哥大的核心

理念，一直以來我們以提升客服品質為最高

標竿，致力提供客戶最佳的電信服務使用經

驗及安心的通訊環境。為了全方位滿足客戶

的行動需求，我們努力串連行動溝通與行動

上網的每個環節，透過商品、價格、服務、

形象、感受及經驗的總合，提供客戶「輕

鬆、簡單、人性化」的行動體驗。

重視顧客聲音，確保服務品質

持續運用各種市場調查工具(例如：電

話訪問、網路調查、焦點群體座談會等)，

以追蹤檢討改進客戶滿意度。

透明申訴管道

台灣大哥大除了24小時免費客服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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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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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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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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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 CSR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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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輔導及教育
（努力精進）

CSR 績效評估
（持續規劃）

20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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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手機直撥188或市話0809-000852)，民

眾也可經由網站服務、客服信箱或門市提出

申訴，我們受理申訴案件後，依案件類型由

專責人員追蹤妥善處理。2014年並無重大

環境、社會或人權面之申訴情事。

成果與績效

•第11年蟬聯《讀者文摘》雜誌Trusted 
Brand「信譽品牌」

•myfone門市及客服中心連續第二年榮

獲SGS Qualicert認證殊榮

•榮獲刑事警察局頒發「165反詐騙專線

卓越貢獻獎」

•IDC雲端機房樹立節能新典範，榮獲

全球機房管理機構權威Uptime Institute頒發

「Brill Awards for Efficient IT」，為台灣

第一、也是唯一獲獎的資料中心

環境永續

台灣大哥大深知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

對環境及生態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對長遠的

經濟發展，更是會有極大的傷害。我們以身

作則，致力於降低本身營運活動的碳排放，

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建立制度有效率地管理

及使用能源。同時發揮資通訊服務業的核心

能力，在產品及服務的設計階段將環境考量

之關聯性納入，提供綠色產品及服務，善盡

環境責任。

客戶滿意度重要指標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整體滿意度 3.8 3.7 3.7

通話品質滿意度 3.7 3.7 3.7

電話客服滿意度 4.5 4.4 4.3

門市服務滿意度 4.1 4.2 4.1

註：滿意度評分採五分法：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以滿意度分數5、4、3、2、1表示。

價值鏈中各項環保計畫

環境管理：辦公室環保、電子廢棄物回收、e化系統

綠色採購

雲端服務

雲端機房

視訊會議

語音導覽

手機捐款

綠設備

綠建築

綠機房

節能基站

電子廢棄物

回收

綠色手機

環保包裝

廢手機回收

e化/M化

服務

門市無紙化

電子帳單

網路/行動

客服

網路門市

綠色加值

節能App

環保教育

數位教材

環保節目

環保講座

研發創新 網路與
系統建設

行銷與銷售 客戶服務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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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發展策略

自企業核心出發，設置節能設備與環管

措施，遵守環保相關法規，節能減碳以提升

企業永續競爭力，並從價值鏈的角度，自上

游至下游，從公司內各部門，彙整出推動環

境保護計畫的機會，列為我們展開環境保護

行動的考量，努力改善能源績效、降低營運

對環境衝擊，透過電子化與行動化服務發揮

通訊業的關鍵功能，建構智慧低碳社會。

環境永續小組功能運作

我們積極回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在組織上，設置環境永續小組，直接向

總經理報告，負責規劃、推動並整合公司內

環境保護相關業務。在政策上，我們將環境

保護策略與未來執行方向，整合至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政策中，於2011年1月經董事會通

過並實施。

節約資源及廢棄物回收

提升各項資源使用效率，包括用紙、用

水、用電等皆進行有效運用，且針對可以資

源回收之項目進行回收。機房基站部分，妥

善處理事業廢棄物、並將堪用廢品進行活化

再利用，促進資源循環使用。

能源使用及碳風險管理

定期檢視能源績效、執行機房節能措

施、基站設備改善、辦公大樓與門市能源管

理，以降低營運對環境衝擊。每年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並持續推動能源管理系統，透過

第三方認證機構查證，提升數具品質及可性

度。2014年更制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由

短中長期推動關鍵議題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TIME

EFFORT

發揮影響效應

創造永續價值

提升生態效益

累積長期動能

降低環境衝擊

掌握環境風險辦公室環保

電子廢棄物回收

門市無紙化、環保包裝

綠機房、基站效能提升

綠建築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

環境教育：數位教材、環保講座

用戶服務：雲端、網路門市與客服、綠色
加值、909語音導覽手機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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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規劃具體節能減碳行動方案，業務成

長的同時兼顧環境永續。

綠色服務

結合自身的營運管理及各項通訊技術、

新創產品等，執行方案包括視訊會議服務、

綠色加值服務、e化/M化服務，以建構智慧

低碳社會。

年月 2012 2013 2014

e帳單節省單數 5,776,667 6,312,773 7,397,703

減少A4紙張列印數 13,864,001 15,150,655 17,754,487

節省CO2e(公噸) 36.5085354 39.8967254 46.753483

備註：一份節省6.32gCO2e

成果與成效

•通過ISO14064-1、ISO50001查證

•2014年辦公室用紙2013年減量24%
•2014年資源回收較2013年增加13%
• 2014年回收廢電纜、基站機房廢電池

近693公噸

• 至2014年無紙化表單累計節省紙張

2,326萬張

• 2014年度共減少帳單739萬份，節省

紙張列印1,775萬張

氣候風險因應

1. 法規風險

密切關注政府相關法規的制定狀況，包

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單位：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項目 2013(年) 2014(年)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 3,146.50 7117.86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二) 170,977.64 201453.59

總排放當量(範疇一＋範疇二) 174,124.14 208571.45

排放強度(t-CO2e/NTDmillion) 1.61 1.85

能源耗用及能源密集度情況

耗用 公升/焦耳 2013(年) 2014(年)

直接能源耗用

汽油(公升) 545,380.48 864,180.56

百萬焦耳 17,811,362.94 28,222,927.37

柴油(公升) 36,803.97 33,445.50

百萬焦耳 1,356,064.36 1,232,319.57

間接能源耗用
電力度數 327,543,376.6 385,926,420.85

百萬焦耳 1,179,156,155.78 1,389,335,115.07

總能源耗用 百萬焦耳 1,198,323,582.86 1,418,790,362.01

能源密集度 (百萬焦耳/NTDmillion) 11,053.83 12,597.70

註：1.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公告熱值(2010年)及電力係數(2013年)。
　　2.能源密集度為當年度能源總耗用(直接+間接)除以當年度合併總營收。.
　　3.上述皆為內部能源耗用，未來我們將規畫揭露外部能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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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溫室氣體減量法與能源稅相關法令草案。

2. 實體風險

由於風災或水災及電力中斷等各類的突

發狀況，將可能對電信機房或基地台運作之

穩定與安全造成顯著影響，在網路建置的事

前規劃中，進行完善之規劃考量，並在機房

的選擇及建置時，訂定基本規範，以提升機

房的安全性。

3. 建設高抗災基地台

我們於2009年10月起於各山地鄉鎮建

設救災型基站，在電力及電信遭沖毀中斷

時，此類型基站仍必須發揮對外聯絡救災

的功效。2011年我們啟動五處高抗災基地

台，增設備援發電機，傳輸部分增加了穩定

的微波及衛星路由設備。2012年8月，三輛

高抗災行動基地台車加入後，更能於天災發

生時能維持穩定之電信服務，提供聯絡急救

災使用。

展望與規劃

持續致力於碳風險管理，控制業務成長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設定減量目標為每

年較預估值減少1%。此外，試建及評估再

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電及燃料電池的可

行性，發展替代能源達到節電及環保之效

果。積極參與國際評比，檢核公司相關管理

制度執行績效、激勵策略目標，以持續精進

永續競爭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關懷

人才是維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台灣大

哥大將員工視為永續共同成長的夥伴，並堅

持為其打造幸福職場，不僅提供員工完善穩

定發展的職場環境，兩性平等的工作機會和

準備 2015-2016

制定減量目標

再生能源認證規劃

參與國際評比

策略 2017-2018

目標績效檢核與修正

再生能源試建規劃

成為國際級指標企業

價值創造 2017-2018

建立完整碳風險管理

多元應用再生能源

成為國際評比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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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制度，亦鼓勵員工自我實現，滿足

自我成長，開創永續發展的未來價值。

完善薪酬及人性出勤管理

公司落實以績效為依歸的薪酬獎勵措

施，提供具競爭力之薪資、年終獎金及分

紅制度，並每年進行薪資調查，瞭解業界情

形，強化市場競爭力。2014年獲選列入台灣

證交所「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名單。

首創電信業員工持股信託方案，由員工及公

司定額相對提撥購買公司股票，提供優於勞

基法之休假制度、每年六日不扣薪普通傷病

假。懷孕與哺乳期之女性不安排夜間工作。

食衣住行育樂全面性的福利照護

公司妥善規劃各項福利補助，包含自選

式福利，可依個人需求申請個人或子女教

育、家庭旅遊及保險等補助。提供年節禮

金、定期健康檢查、社團活動、親子日、特

約商店/簽約飯店優惠、每月定額通話費補

助、員工急難救助、資深員工獎勵等。

學習與發展

完善的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機會，包

括：新進同仁教育訓練、共同職能訓練、管

理階層別訓練、電腦/電信專業技能訓練；

國內外進修機會(獎助學金補助)；每年定額

員工個人進修補助。

尊重平等多元並重視安全

支持職場性別平等，並促進身心障礙人

士就業機會，建構勞資溝通機制。落實職場

安全管理，並定期舉辦職安教育訓練。

成果與績效

福利照護

•每周五天提供免費抒壓肩頸按摩服務

•育嬰留職停薪同仁留任率超過七成

•身心障礙專業職員工，平均年資11年
•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市健康體重

管理活動」─團體成效績優獎

學習與發展

• 2014年每個員工教育訓練平均23.5小
時

•2014年共九位員工獲進修補助

•2014年建置十門「愛地球」線上課程

•規劃CSR人文電影院課程

平等多元/職業安全

•0歧視/童工/性騷擾個案

•0工傷率(IR)

•0職業疾病率(ODR)

促進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

為增加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本公司

經由職務再設計，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工作，

進用人員障別包含重度視障、重器障、肢障

及聲語障。另積極與台北市政府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及伊甸攜手合作，進用視障按摩師。

除了視障按摩師外，台灣大哥大善用身心障

礙員工長才，提供多元化、高專業度之職

務，包含基站建設工程管理、電子商務網頁

開發、帳務系統新技術引進及系統開發測試

維運、行動網路維運支援、專案技術窗口及

IT系統維運作業、無線網路優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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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2014 年度職災統計表

＝ 
工傷總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工傷率(IR)

0

＝ 
職業病總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職業疾病比率
(ODR)

0

＝ 
損失總天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損失天數比率
(LDR)

0

＝ 
總缺勤天數Ｘ200,000

總工作天數

缺勤率(AR)

1.864

社會參與：「企業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

真心關懷，就是行動的開始！」

台灣大哥大秉持立足台灣、關懷在地的

精神，於1999年成立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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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的社會參與主要分為

以下幾個重點：數位應用新價值、數位共

融、關懷在地文化、核心技能回饋社會、培

育文創人才等，以下將分別舉例說明。

成果與績效

‧11 年 9 度榮獲遠見 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 

◇ 2015 「CSR 年度大調查 - 服務與金融組」楷模獎

◇ 2014「公益推動組」首獎 – i 無限數位公益

◇ 2013「教育推動組」首獎 – 培育青少兒健康的資訊素養

◇ 2012「整體績效組」「社區關懷組」楷模獎 – 憂鬱症防治

◇ 2011「教育推廣類」首獎 – myfone 行動創作獎

‧連續 7 年 (2007-2013) 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2014 年社會投資成本共計達 125.2 百萬元

‧「i 無限數位公益」專案 2014 年共 181 家 NPO 參與，共發表 8 項成功案例。

‧2014 年共舉辦 14 場企業志工活動，總計 559 志工人次參與，足跡遍佈 6

縣市，共投入經費 99.1 萬元，累計共 53,991 人次受益。

•11年九度榮獲遠見CSR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5年「CSR年度大調查-服務與金融組」楷模獎

◇2014年「公益推動組」首獎–i無限數位公益

◇ 2013年「教育推動組」首獎–培育青少兒健康的資

訊素養

◇ 2012年「整體績效組」「社區關懷組」楷模獎─

憂鬱症防治

◇ 2011年「教育推廣類」首獎–myfone行動創作獎

• 連續七年(2007-2013年)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

公民獎

•2014年社會投資成本共計達125.2百萬元

• 「i無限數位公益」專案2014年共181家NPO參與，共

發表八項成功案例。

• 2014年共舉辦14場企業志工活動，總計559志工人次

參與，足跡遍布六縣市，共投入經費99.1萬元，累計

共53,991人次受益。

1.數位應用新價值：M+Messenger
M+Messenger提供官方帳號，開放給

全台2,645間小學、739間中學免費申請，提

供學校老師及家長之間更方便、更即時的溝

通平台，截至2014年底共有12間中小學享

有此一服務，遍及台北、台中、台南、金門

等全國各地。

M+Messenger同時為全台7,851個村/里
長建立溝通管道，在智慧手機上隨時為村/
里民服務。行動村里服務遍及全國19個縣

市，深耕台灣社區每個角落。

2.數位共融：i無限數位公益、5180即時捐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為了協助公益團體跨

入行動服務與數位潮流，首推匯集數位方案

於一身的「i無限數位公益」計畫，我們整

合企業核心能力與資源，將數位應用力培植

於公益團體組織中，以數位槓桿力提升社團

數位應用力、培養數位人才、加強NPO內

部組織運作效能與外部募款能力，彌補公私

部門無法協助的社會弱勢，擴大台灣社會關

注且投身公益議題的目的。

2014年，總計共181家NPO參與，共發

表八項成功案例。除微樂志工與NFC防走

失智慧手環進行第二期開發外，還包括三部

公益微電影與三支公益主題曲陸續上線，其

中，唐氏症基金會由真實個案演出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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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21號」，上線一個月已接近40萬人次點

閱；全國第一支採用最新技術的「NFC防

走失智慧手環」，造福廣大的失智者、心智

障礙者等族群找到回家的路；「無礙自由行

App」透過群眾外包擴大公民參與的方式累

積資料庫，提升全國約400萬身障朋友、銀

髮族及娃娃車族群的行動力；全國首創早療

遊戲App「泡泡歷險記」，復健治療進入行

動時代，幫助百萬幼兒潛能開發；「微樂志

工」全國首創的跨平台志工服務，鼓勵全民

利用零散時間輕鬆做志工。

除了i無限數位公益，自2005年12月，

我們首先推動手機小額捐款平台「5180即
時捐」，讓忙碌的現代人，不受時空限制，

讓愛化為行動。後續台灣大哥大也於2013
年2月起在行動客服App中新增「我要捐

款」之功能，方便用戶隨時隨地能使用App
進行捐款，以行動化大幅擴及年輕捐款族

群。自2005年12月至2014年底，已有67家
社福團體在本系統上進行募款，累計募款

金額近6,300餘萬元，累積捐款人次近14萬
人，涓滴細流，匯成江海，代表了台灣公民

社會穩定持續的良善力量。

3.關懷在地文化：媽祖運算服務

台灣大哥大身為在地數位生活的領導品

牌，秉持在地出發、關懷在地的精神，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積極與在地文化連結。透過

大甲媽祖乘「運算雲服務」出巡專案，台灣

大哥大讓媽祖信眾隨時掌握大甲媽祖鑾駕即

時位置與實況轉播，解決老年人與行動不便

民眾無法參與在地文化的困擾。由台灣大哥

大開發與營運的雲端服務「運算雲」，與大

甲鎮瀾宮獨家合作，在每年吸引國內外百萬

人共襄盛舉、總路程超過300公里的大甲媽

祖祈福遶境中，將遶境即時衛星定位服務搬

上「運算雲」服務平台，讓無法參與遶境活

動的民眾也能透過電腦、智慧型手機App掌
握大甲媽祖的即時動態；而參與遶境的隨行

信眾，也可透過此一網站隨時掌握即時氣

象、周邊用餐、盥洗位置等最即時、最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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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甲媽祖遶境資訊。統計在2014年的大

甲媽祖遶境活動，透過活動網站瀏覽的頁次

超過55萬，App下載超過五萬次。

4.核心技能回饋社會：公益社團視訊系統服務

公益團體服務對象於全省各地，過去社

工經常需舟車勞頓，教育訓練、溝通會議

等交通費用驚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止共為13家公益團體，82
個據點提供視訊會議服務與教育訓練，已協

助社團節省超過新台幣357萬元交通費、節

碳超過105公噸、視訊教育訓練超過18,000
人次。

5.培育文創人才：myfone行動創作獎

參閱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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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灣大哥大2014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

myfone行動創作獎參賽統計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累計

投
稿
件
數

簡訊 5,232 4,7452 2,5123 9,494 48,2794 4,497 40,562 25,859 231,180
鈴聲 138 331 424 427 660 470 425 577 3,452
微電影 - - - - - 201 100 215 516
貼圖 - - - - - - - 1,168 1,168

總投稿量 5,370 5,076 22,936 39,921 48,939 45,168 41,087 27,819 236,316
人氣獎票數 - - 49,674 54,370 65,260 159,399 123,530 147,235 59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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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成立於1997年，是台灣第

一家取得2G全區GSM 1800特許執照的民營

電信公司，也是第一家在證交所掛牌的民營

電信業者，自2012年至今，台灣大已連續

三年拿下電信類股獲利王寶座。

台灣大重視本業獲利，也積極關懷社

會，董事長蔡明興表示，台灣大除了追求核

心業務穩健發展，今年元月也通過「台灣大

哥大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展開CSR
願景2020計畫，期望緊密結合營運與核心

資源，創造回流循環績效。

身為電信業者，台灣大企業社會責任也

從技術面出發，透過「i無限數位公益」計

畫，培植社服團體數位應用力，加強公益

組織內部運作效能與外部募款能力；2014
年，總共有181家公益組織參與，發表八項

成功案例，在許許多多的公益項目中，除了

「微樂志工」與「NFC防走失智慧手環」

兩款App持續進行深度開發之外，另有三部

公益微電影與三支公益主題曲陸續上線。

推公益App整合平台

因應智慧終端時代來臨，台灣大為公益

推出不少App，其中，「微樂志工」與「NFC
防走失智慧手環」應用廣泛，最受用戶關注。

「微樂志工」是台灣第一個跨志工服務

平台，這款App整合了190幾個公益組織，

只要有志工需求，公益組織就可以在App
上進行招募，最近，「微樂志工」也新增

了地點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功能，想當志工的民眾，只要點選這

款App，即可尋找自己所在之處附近是否有

公益組織需要志工，可以隨時加入志工服務

行列；除了志工招募之外，公益組織也可以

在這個平台上招募物資，且這款App整合了

捐款功能，民眾若無法擔任志工，也可以透

過「微樂志工」捐款做愛心。

「NFC防走失智慧手環」則是聚焦國

內失智者與心智障礙族群，只要使用者帶上

了NFC手環，即便走失，也能透過NFC手

環追縱定位，讓照護者順利找到他們，帶領

他們走向回家之路。

泡泡歷險記App 助幼童

針對幼童，台灣大也推出了「泡泡歷險

記」App，這款App是台灣大與耕莘小兒科

醫生共同開發的應用軟體，也是國內首款針

對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及復健的遊戲，有

助將治療延伸至居家，讓遲緩兒能從遊戲中

學習運用肌肉、增強語言理解、訓練表達能

力、發展認知學習；同時，這款遊戲也適合

二至六歲的孩子使用，有助提升全國六歲以

下140萬幼兒潛能開發。

台灣大表示，公益App中，有一部分

App是由台灣大負責開發，有一些App則是

台灣大「i無限」 串起扶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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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福團體開發、台灣大提供協助，通常一

款App的開發需要二年，台灣大在完成前期

技術開發後，後續交由社服團體做維護，讓

App永續經營、使用。

拍微電影 協助募款

為打破公益傳統行銷手法，台灣大近

年也號召myfone行動創作獎微電影得獎團

隊，以真實個案改編，拍攝微電影公益宣傳

影片，藉由微電影敘事手法，讓民眾看到弱

勢族群的世界，拉近彼此距離。

2012年，台灣大協助肯愛協會、救助

協會、得勝者教育協會分別拍攝3部微電

影，影片一上線，三個月總共協助社服團體

募得900多萬元，與前一年度相較，多募得

了660萬元，大幅紓解公益團隊勸募瓶頸。

2013年，台灣大協助第一基金會、台

灣癌症基金會、門諾基金會拍攝3部影片，

其中，為第一基金會募款的「小華，去哪

裡」影片，在2014年2月5日上線一個月

內，即衝破20萬點閱次。

2014年，台灣大也協助了唐氏症基金

會拍攝公益微電影「天使21號」，2015年3
月正式上線。

「天使21號」以唐氏症基金會裡的學

員案例故事改編拍攝而成，一位唐寶寶，靠

著自身能力，將賺來的第一份薪水交給辛苦

帶他長大的媽媽，劇組為了呈現媽媽的心路

歷程，設計多個場景作為唐氏症兒童母親的

心情轉折，令人動容；唐氏症基金會期許藉

由微電影宣傳獲得更多募款契機，同時，也

希望透過微電影，倡導社會大眾多以耐心與

包容心，幫助唐氏症兒童走入社會。

台灣大表示，每一年的公益微電影均搭

配網路行銷活動，活動期間內，Youtube上
面的點閱人次每增加1人，台灣大就捐1元，

捐款上限為10萬元，希望藉此集結網路年輕

族群一同關注弱勢議題，響應公益捐款。

企業志工 花蓮陪伴長者

除了貢獻技術做公益之外，台灣大企業

志工也以實際行動做公益；台灣大表示，台

灣高齡化社會來臨、地方人口外移，在花東

偏遠地區尤其明顯，許多原住民老人年老失

依，長期獨居、無人照料，台灣大自2008年
起，每年率領百餘位企業志工遠赴花蓮陪伴

關懷長輩，不只提供物質資助，更提供長輩

們一對一的陪伴，讓他們感受互動的溫暖。

七年來，台灣大成功地跨越地理、年齡

界限，牽起花蓮獨居長輩與同仁的緣分，不

少長輩在獲得噓寒問暖的關懷後，年年叮囑

自己保持身心健康，期盼來年再聚，也有志

工隔年到花蓮探視長輩時，聽聞長輩住院，

立刻趕赴醫院探視，讓長輩相當感動；台灣

大表示，藉由這份關懷，許多老人感受到溫

暖，志工們也擁有一生難得的服務體驗，這

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具體實踐。

台灣大持續擴展企業社會責任範疇，每

年舉辦音樂會、贊助國內運動選手與電競團

隊，今年更規劃綠能基金、認購綠色電力，

並預定在2015年下半年陸續興建8座綠能基

地台。

蔡明興表示，台灣大積極發展電信、有

線電視、數位內容以及文創產業等數位匯流

工作，未來也會持續堅持對環境以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負責的理念，自許成為世界資通訊

產業永續標竿、企業公民的表率。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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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

總論

2014年全球經濟焦點由亞洲轉回美國，油

價則戲劇性的急跌近50%，面對大環境的瞬息

萬變，美律秉持一貫穩健的步伐，因應環境制

定發展策略，在全體同仁們奮鬥不懈下，繳出

營運佳績，創下成立以來的最佳戰果。同時，

我們也持續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除了

「天下企業公民獎」的肯定外，今年首度獲頒

「工作生活平衡獎」；美律在綠色環保的要求

向來不遺餘力，今年與供應商一起合作完成第

一個代表性產品的「碳足跡計畫」。

員工是公司發展最重要的要素，照顧員

工也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美律今年榮獲勞

動部頒發獎項「工作生活平衡獎」，肯定美

律對員工關懷照顧的信念與行動；此外，我

們更進一步引導員工「從心出發」成為「企

業志工」，攜手關懷弱勢團體，體會施比受

更有福的無上成就，台中市政府對於美律同

仁的志工善舉十分讚賞，頒贈「大台中企業

志工選拔優等獎」，讓公司與有榮焉。

我們一直認為：研發人力的質量決定事

業的廣度！隨著電聲產業的蓬勃發展，人才

的培育更是刻不容緩。除了與逢甲大學合作

的電聲碩士學程外，今年也於大葉大學成立

「美律電聲材料實驗室」，讓學生透過產學

合作專案，提早參與產業活動並縮短進入職

場的學習曲線。今年的另一個重大焦點是擴

大電聲競賽並更名為「電聲新銳獎」，除了

原本的「電聲論文獎」外，新增「電聲實作

獎」及「工業設計獎」，希望透過多元競賽

模式吸引更多青年學子投身電聲領域。

最後，再次感謝全體同仁的團結努力，

共同為「傳遞美好聲音，豐富人類生活」的

願景熱血打拚，2015年我們希望延續勝利

戰果，秉持「燃燒鬥魂．續創佳績」的精神

指標，繼續深化組織的轉型，與團隊們戰勝

更多挑戰與競爭，進一步提升美律的組織強

度，達到永續發展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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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榮獲 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殊榮

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企業志工選拔「優等獎」

榮獲勞動部頒發「工作生活平衡獎」IF 設計大獎

連續四年參加天下企業公民獎，前

三年在中堅企業的評比，屢創佳績，

今年首度進入「大型企業」的評比，

榮獲前 30 名的殊榮，與頂尖企業並

駕齊驅，董事長也獲邀參加天下企

業公民獎論壇演講，分享以企業經

營模式推動社會參與活動的經驗。

針對企業對於志工機制的制定、投入

資源、活動績效與創意服務等項，由

台中市政府聘請學者專家評選出積極

推動企業志工，並表現最優異的企

業，予以表揚，藉以號召更多的企業

組織投入志願服務行列，實踐社會公

益使命。

以提供多元假別及建立學習型組織具實際成效，榮獲勞動部

頒發第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優良企業表揚之國家級最高

榮譽。美律實業以員工需求為導向，協助員工維持個人、家

庭、社會、工作之間的平衡，支持員工在職學習，提高專業

知能，追求自我成長，使其發揮工作潛能，提升向心力及滿

意度，進而提高生產效益，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2014 年再度榮獲 IF 設計大獎，以《Gemma》數位

輔聽器及《Polaris》藍芽耳機雙項產品獲得肯定。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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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家庭娛樂 行動電話

電聲

無線技術

電池

軟體

核心競爭力

無線系統

件
配
聲
電

件
元
聲
電

個人 /平板 電腦 醫療保健

美律概況

美律創立至今持續深耕於電聲技術領

域，為全球著名的電聲領導廠商。除了在電

聲領域中的基礎扎根與前瞻研究，美律也專

注研發無線技術、電池和軟體開發，以此四

個關鍵技術，依照客戶的個別需求，量身設

計高技術門檻產品，提供全球客戶從元件到

成品「One Stop Shopping」的設計與製造

服務，產品涵蓋各大應用領域，如行動裝

置、視聽娛樂、消費性電子產品、電腦周邊

及健康照護等。

美律實業秉持著近40年在「電聲、無

線、電池、軟體」專業領域上的堅持，以及

高品質的製造流程，深獲國際知名大廠青

睞；並因應客戶要求，提供多元化的產品服

務，強化產業領導地位。

經營理念

勤能補拙，勞者多能

勤誠
待人誠懇，做事誠實 為人正直，做事正確

正

儉以善廉，積少成多

儉
耐心充實，堅毅不拔

忍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範圍

此報告書為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根據

2014年經濟、社會、環境三方面的表現，

其中涵蓋本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報告

書內容涵蓋美律實業包括台灣總部、深圳廠

區、蘇州廠區、惠州廠區等全集團的營運資

訊，透過此報告書說明公司在公司治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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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益、及環境安全衛生三方面績效的及各

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議題。

報告書時間

報告書中各章節的各項績效表現主要

依據2014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
31日)的數據與資料，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

綱領(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4.0
版本，並依循核心選項撰寫，公開揭露美律

實業於企業社會責任各關鍵議題的執行成

果、應對策略及目標計畫。

公司治理

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七位董事及三位監察人

組成，皆為產業經驗豐富的傑出專業人士，

董事會之運作遵循「董事會議事規則」，每

季至少召開一次，2014年共召開七次董事

會，目前董事會成員係由2013年6月11日股

東常會選任，任期三年，董事長廖祿立先生

目前兼任公司之執行長，可深化董事會之營

運策略，並強化經營團隊之執行能力。董事

會成員均秉持高度自律，若議案涉個別利

益，則依循利益迴避規範不參與表決。董事

會之運作，包含董事會議事錄、出席情形、

進修情形等，皆妥善揭露於公司網站或年

報，以資了解當年度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於2011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以

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薪資報酬制度。薪資報酬委員會依法及

忠實執行以下職權，並將建議提交董事會討

論：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之薪資報酬，及其他由董事會交付決議之

案件。

風險管理

美律為確保公司穩健成長，積極管理營

運過程中可能發生之風險，依照核決權限管

控，分層負責，並透過風險移轉、流程改

善、教育訓練及稽核制度等方法，將可能發

生之風險，降至最低，以確保營運目標之達

成。風險管理之最高主管為董事長，負責推

動並落實公司整體風險管理，稽核課則負責

風險之監督及追蹤後續改善情況。

顧客關係政策：四大目標，使用顧客評分卡

1.以源流管理，及時提供顧客滿意的產

品、品質與服務。

2.每年固定投入研發經費，鼓勵創新，

協同客戶共同開發符合市場需要的產品，開

創共榮雙贏。

3.以客為尊，定期與客戶舉行季度研討

會(Quarter Business Review)，建立與客戶

長期的信賴與合作關係。

4.善盡社會責任，嚴格遵守各項環境保

護規範與勞動人權，確保客戶在市場的良好

聲譽。

顧客評分卡

品質目標達成度

異常事件處理時效

品管系統認證

業務發展與資源投入承諾

價格競爭力

交貨彈性與供應準時率

生產規劃與供應鏈管理

一般行政支援

產品趨勢與新技術分享

產品開發時程掌握

工程進度與生產管理

溝通效能

商 業工 程

供 需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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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美律2014年供應商總數約494家，因此

供應商的社會責任績效提升與否，也列為影

響公司整體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為此美律

不但從資源優化利用及減低環境汙染的角

度，考慮供應鏈的發展問題，更從產品的原

物料採購期開始，即進行追蹤和控制，使產

品在設計研發階段，就能遵守環保的規定，

從而減少產品在使用期和回收期給環境帶來

的危害。

美律同時建立標準化的供應商評鑑制度

及績效考核辦法，要求供應商出具「供應商

廉潔暨社會責任承諾書」，內容包含禁用童

工、保障人權、不歧視、公平對待、合法之

工時與薪資、環境管理等，要求供應鏈廠商

確保員工權益，落實人權政策，提升企業社

會績效。

截至目前美律並未發現供應商有侵犯人

權、勞動條件低於標準、違反企業道德及環

境等相關事宜。同時我們的供應商夥伴多數

已取得品質管理系統及環安衛管理系統認

證，並長期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購置XRF進料檢驗儀器

美律對原物料及產品中具有對環境衝擊

及有害的禁限用物質，進行確實而嚴謹的量

測與監控，依照AQL隨機入料抽樣檢測，

以遵守法令、符合客戶要求、保護地球環境

以及減輕對生態系統影響。

環境永續

為落實企業綠色責任，本公司由環境管

理專責單位，負責維護環境管理相關系統，

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之環境教育課

程。同時設有綠色產品專案團隊，負責執行

綠色管理系統，確保公司的產品及作業體系

符合國際環保相關法令標準的要求，從綠色

供應鏈中產品原物料的取得至產品的最終處

置，實行一連串預防性的綠色管理措施，以

降低產品及其製程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此

外，美律更透過會議宣導及教育推廣方式，

傳遞「愛護地球，友善環境」的綠色理念，

期望透過企業、員工、供應夥伴三方齊心努

力，實踐身為企業公民的綠色承諾。

美律的四大綠色承諾

綠色管理

 導入綠色產品管理系統(GPMS、碳足跡盤查、認證)

 導入產品的綠色設計理念

綠色供應鏈

 與供應商共同控管原物料的品質

 產品設計、製作過程皆能符合環保標準及節能概念

 無危害物質設計、無鹵設計及節能設計

 要求供應商提供有害物質檢驗報告、環保聲明書及衝突礦產使用調查表

綠色教育  持續向員工、供應商及承包商推行環保教育，並透過相關會議宣導理念

環境資源管理  投入資金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節省資源耗用、廢棄物管理及建構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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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理

深圳廠區及蘇州廠區皆已通過IECQ 
QC080000有害物質管理系統認證，確實執

行有害物質管理流程。除此之外，我們亦榮

獲SONY國際大廠之綠色產品認證，並獲得

客戶產品品質與服務信賴與肯定。

綠色產品管理系統 (GPMS)

客戶的環保要求
供應商

綠色產品管理

系統(GPMS)

美律環境物質

管理辦法
國際法規

採購入料檢驗

生產

產品設計
產品生命周期

管理系統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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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盤查

美律於2013年起推動產品碳足跡盤查

計畫，從揭露原物料取得、製造、配送、銷

售、使用及廢棄回收等階段的產品碳足跡資

料，了解產品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進而改善

製程中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優化能源效益及

低碳產品的目標。蘇州廠區產品碳足跡報告

已於2014年取得ISO14067證書。

綠色供應鏈

美律根據國際環保法規及主要客戶之需

求，建立有害物質管制清單並制訂「環境物

質控制管理辦法」及「XRF儀器與檢測管

制作業辦法」，利用GPMS系統化管理來確

保原料、生產過程及產品本身都符合要求，

同時對暫未管控但對人體或環境有害的物質

進行削減。

衝突礦產調查

因應國際趨勢與客戶之要求，美律於

2011年進行展開供應商衝突金屬調查，並

同時要求供應商承諾禁用來自衝突礦區之礦

產，建置衝突金屬調查系統，以因應美國衝

突金屬法案要求每年揭露產品中是否使用

來自衝突礦區之金屬。2013年完成所有供

應商衝突金屬調查，100%不含衝突礦產金

屬。2014年更嚴格要求供應商誠實並完整

揭露產品中是否使用來自衝突礦區之金屬。

短期
導入產品碳足跡盤查系統

中期
能源使用效益提升 30%

長期
達成碳中和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2014 / 05 / 01

Notification of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Attn Merry Electronics (Shenzhen) Co., Lt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n Sony Green Partner Activities.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Your continuous cooperation on Sony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urance activities is highly appreciated.

Scope of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Factory Code MC Name FC Name Expiry Date

FC007751
Merry Electronics 

(Shenzhen) Co., Ltd.
None April 30, 2016

    
 
       Green Partner Secretariat

Procurement Group
Sony Corporation

� ������������������

�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support on Sony Green Partner Activities.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Your continuous cooperation on Sony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urance activities is highly appreciated. 

FC MC Name(ENG) FC Name(ENG) Classification Expiry Date 

 
 
         

         2015 / 2 / 9

Notification of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Attn : Merry Electronics Co.,Lt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n Sony Green Partner Activities.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Your continuous cooperation on Sony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urance activities is highly appreciated. 

Scope of Green Partner Certification 

Factory Code MC Name Expiry Date 

FC007750 Merry Electronics Co.,Ltd. 2017/2/28 

    
 
       Green Partner Secretariat 
       Procurement Group 
         Sony Corporation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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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教育

員工：環保教育訓練、制訂環保節能減

碳手冊。

供應商：供應商大會倡導無有害物質要

求及國際環保法規規範。

環境資源管理

1.溫室氣體排放

美律持續推行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台灣

總部在2007及2008年已通過ISO14064-1溫
室氣體盤查並經過第三方驗證單位查證，未

來每年將持續盤查；而深圳廠區及蘇州廠區

2010年亦已通過ISO14064-1認證。

2.能源管理

2013年之總能源消耗量為21,325千
度，2014年為23,999千度。2014年之總能

源消耗量為23,999GJ，較2013年20,799增
加3,200GJ(增加15%)，2014年每百萬美

元營業額之直接能源消費量較2013年增加

17%，間接能源消費量增加8%。

3.水資源管理

每個月針對「人均耗水量」指標，進行

異常分析，並積極推動節約用水改善措施，

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

廠區 環保課程訓練時數

深圳廠區 17,816

蘇州廠區 6,983

惠州廠區 7,920

環保相關訓練時數統計 單位 :小時

2012-2014每百萬美元營收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t-CO2e/M USD)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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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管理

為配合環保政策，公司訂定「廢棄物管

理程序」及「廢棄物管理辦法」，並納入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進行管控，監控公

司內部廢棄物管理，確保廢棄物在儲存、運

輸、回收或最終的焚燒掩埋上都能降低對環

境的衝擊。2014年一般廢棄物減少9%，回

收再利用廢棄物亦有效提升13%；另有害廢

棄物因配合實際製造需求(註)呈增加趨勢，

皆遵照政府相關規範合法妥善處理，以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並將持續落實減廢政策，從

根本製程上改善，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永

續目標。

環保支出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員工是公司營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美

律致力於提供員工安心的工作環境，協助員

工平衡工作與生活，期許員工在溫馨的職場

環境內，皆能獲得薪資、專業提升、友誼及

慈善的回饋此四項收入。

‧提供員工健康安全與兩性平等的工作

環境

‧根據TTQS體系與架構推動員工多元

教育訓練

2014年之環保支出費用統計如下 ( 單位 :NTD)

環保支出費用統計

支出項目 深圳廠區 蘇州廠區 惠州廠區 2014年支出費用

環保管理系統認證費用 829,484 482,460 98,389 1,410,334

環保檢測費用 35,139 0 33,344 68,483

環保設備/設施費用 354,960 306,000 0 660,960

改善能源資源費用 632,400 4,896,000 129,285 5,657,685

環境維護費用 341,700 214,200 1,071,000 1,626,900

(註 )2014年蘇州廠區射出廠噴漆工站恢復生產，處理兩次廢水約2噸，遵照政府制定規範合法處理，

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單位 :公斤

一般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 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

2013 59,304 3,858 170,982

2014 54,074 6,044 193,020

增減 -5,230 2,186 22,039

百分比 -9% 57% 13%

註： 2014年蘇州廠區射出廠噴漆工站恢復生產，處理兩次廢水約2噸，遵照政府制定規範合法處理，以降

低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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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不同的福利計畫，促進員工

平衡工作與生活

員工招募及組成

招募上，美律透過各種管道招募各方優

秀人才，包括與各大專院校聯合徵才招募活

動或參與政府機構辦理之企業徵才活動，提

供技術職/專業職/海外職缺之工作機會，在

台灣地區並提供暑期/平日工讀實習，每年

任用研發替代役人員，並透過產學合作管

道，藉由專業與產業之實質交流，培育及延

攬菁英，提供無縫接軌的就業機會。本公司

人員招募皆依當地法令規定並遵守EICC規

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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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用人政策秉持人人均享有同等機會

的理念，致力於創造沒有差別待遇的就業環

境，並恪遵政府勞動法令的規定，為保障全

體員工的聘僱權益，本公司與員工均簽訂聘

僱合約書，以保障員工的權益。截至2014
年底，員工總數為7,494人，包含台灣員工

總數472人，深圳、蘇州、中國其他廠及其

他國家員工總數7,022人；女性員工總數為

4,967人，比例達66%。

教育訓練發展政策

為使公司的訓練更有組織與系統化，

台灣總部自2013年導入TTQS系統。公司

辦理訓練係依照TTQS(Taiwan TrainQuali 
Sys tem)指標精神落實，每一訓練專案

皆依照Plan(P)、Design(D)、Do(D)、

Review(R)、Outcome(O)訓練迴圈進行，

學習型組織透過TTQS，得以明確且系統化

的規劃與執行、評估與改進，提升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擴大企業訓練的廣度及深

度，強化訓練單位判別教育訓練的成果與績

效，持續提升訓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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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灣總部獲得TTQS評鑑的銀牌

獎。2014年，透過TTQS制度的導引及規

劃，完成公司年度專案別、專業別、階層別

等各項領域課程，透過課程的規劃與執行，

滿足員工之教育及公司組織的需求。2014
年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包含實體訓練、線

上訓練)請參照下頁表格。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

美律以員工需求為導向，協助員工維

持個人、家庭、社會和工作之間的平衡。

2014年台灣總部榮獲第一屆「工作生活平

衡獎」表揚。實際運作上，則包含多元假別

的實施、鼓勵同仁進修、紓壓講座、員工圖

書室、鼓勵社團運作等。全集團同時設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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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意見反應表與意見箱，同仁可以隨時投遞

意見與建議案，共同讓公司的制度愈來愈完

善，並符合員工對工作環境的期待。

薪酬福利制度

薪酬上，美律每年參與薪資的市場調

查，以確保公司整體薪酬制度達到吸引人才

及留住人才的目標。同時亦提供具備市場競

爭力且符合法律規範的保險與退休制度。

福利上，台灣總部設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推動各項員工福利制度，支持員工自

主成立不同屬性之休閒活動團體，並給予經

費補助，使員工樂於接受工作的挑戰，同時

也能達到身心平衡，為促進工作與生活平

衡，職工福利委員會也鼓勵員工眷屬一同參

與各項活動，融入美律大家庭。2014年職

工福利委員會共補助約351萬元。提供範圍

包含員工旅遊、員工聚餐、員工子女獎學

金、員工表揚大會及其他各式補助等。

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透過建構安全健康管理體系、重大事件

預防及應變程序等方式，美律打造全集團符

合國際勞動保護標準，並保障員工之工作安

全。

社會參與

與社會共好是我們在社會參與上秉持的

中心思想，美律多年來推動產學合作，為台

灣培育電聲人才不遺餘力，並持續推廣閱讀

文化及藝文活動，提升社會美善，同時也鼓

單位 :小時

註：(1) 全體員工不分男女皆有同等接受訓練的機會，故此統計表不另區分性別。

      (2) 數據不含公司內自辦教育訓練金額。

2013年 2014年 成長率

員工訓練總金額 (百萬元) 0.85 1.21 42%

員工訓練總時數 163,906 176,072 7%

員工訓練總金額／總員工數 112 162 45%

員工訓練總時數／總員工數 21.5 23.5 9%

職業災害項目  台灣總部  海外廠區

1  工傷率 0% 0.1%~0.3%

2  職業病發生率 0% 0%

3  因工作相關死亡人數 0人 0人

2014 年職業災害項目統計

透過持續落實對員工安全衛生之保障，努力使職災發生率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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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員工主動關懷與回饋社會，期許這些良善

的種子能為營造祥和社會盡一份心力。這主

要分為四個部分：人才培育、社區參與、推

廣閱讀、贊助活動。

人才培育：電聲新銳獎

美律自2010起每年耗資超過百萬元舉

辦「電聲論文獎」的評選活動，而2014年
延續培育電聲人才的初衷，新增「電聲實作

獎」及「工業設計獎」兩項競賽，將競賽範

疇由理論延伸至實際應用，擴大舉辦為「電

聲新銳獎」，從前瞻技術到實際產品，提供

學生更多進入電聲舞台的機會。同時美律也

投入相當資源進行人才培育，包含逢甲大學

電聲碩士學程、贊助成立大葉大學電聲材料

實驗室、與IBM合作高中生「工程師周—科

技教育」(Engineers Week)活動、提供生提

供科技人才培育金等。

社區參與：台灣幸福進行曲及其後續

為了讓更多人聽見生命的美好，美律自

2004年起贊助古典音樂台製播「台灣幸福

進行曲」節目已屆滿十年，報導了許多默默

為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長期奉獻的「平凡偉

人」，期望這些美好故事所展現的向上力

量，能讓人見賢思齊，營造共好的公民社

會。

美律後續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選歷

年訪談故事製成兩冊有聲書，第一冊廣受民

眾的支持與喜愛，也因此在第二冊有聲書完

成後，希望藉由播下善的種子，啟動「善的

循環」，因此展開了「幸福播種人計畫」。

在「幸福播種人計畫」中，我們希望以「給

釣竿，而不給一隻魚」的方式執行計畫，讓

眾人的愛心不斷循環與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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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灣幸福進行曲」及「幸福播種

人計畫」，美律同時長期推動企業志工文

化，除提供志工假，亦號召或媒合志願服務

活動，結合員工眾志成城的力量，持續落實

對社會的關懷。服務範圍包含關懷長者、關

懷聽障孩童、環境保護等。

推廣閱讀： 愛的書庫累積閱讀人次達3,330萬
美律贊助「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長

期而有系統化的方式推廣閱讀文化，多年來

愛的書庫遍地開花，也從校區進到社區，期

望閱讀習慣的養成，能提升國人整體素質，

培養多元價值觀，影響社會長遠發展。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前

身台灣閱讀推廣中心，是由九二一震災重建

基金會捐助成立，其後美律廖董事長召集公

司董監事、企業界及學界，共同推動基金會

於2006年底正式轉型為法人組織，並號召各

界共同贊助捐款，廖董事長與美律長期支持

基金會運作，以經營企業的理念，永續推行

「愛的書庫」設置、運作及發展等閱讀推廣

工作，引進企業SOP標準作業流程概念，使基

金會在購書、建置書庫、師資培訓等都有完

整而有效的作業模式，而能使社會資源極大

化。愛的書庫是將40本同樣的圖書裝成一書

箱，提供老師或讀書會整箱借閱，在班級或

群體中推動「共讀」，藉由共讀後的討論激盪

智慧的火花，培養兒童閱讀習慣，更能拉近

城鄉差距，改變偏鄉離島孩子的未來。累計自

2005年第一座愛的書庫成立後，至2014年底

全台灣已有203座書庫及一座海外書庫，提供

670,759本圖書、19,623個書箱，閱讀人次達

3,330萬。歷年來全台國中國小向書庫借書的

比率持續成長，2014年分別達到23%、68%。

美律認為要從根本厚植台灣的實力，關

鍵就在「閱讀」，因此不間斷地投入推廣，

長期贊助愛的書庫設置及教師研習計畫，這

樣的理念也深植到員工心中，美律同仁在

2014年響應愛的書庫「一鄉鎮一書庫」的

目標，主動發起愛心零錢發票箱及小額捐款

活動，支持成立偏鄉書庫，包含台東縣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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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綠島國小、台東縣蘭嶼鄉椰油國小、新竹

縣尖石鄉尖石國中、新竹縣五峰鄉五峰國

中、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嘉義鹿草鄉下

潭國小、新竹縣芎林鄉芎林國小、彰化縣花

壇鄉僑愛國小等。美律期望透過自身與員工

持續拋磚引玉，使愛的書庫因著更多企業與

社會大眾的愛心，使書香永續循環不斷。

活動贊助

美律不定期贊助各項活動，贊助方向以

推廣閱讀、音樂欣賞、弱勢關懷及學術相關

為主。包含贊助天下雜誌《志氣，為人才而

戰》系列活動、清華大學獅子山共和國國際

志工團、台中一中數個音樂性社團、ISMIR
國際音樂資訊檢索研討會、第31屆中國機

械工程學會全國學術研討會、全球製造回流

趨勢研討會等。

(資料來源：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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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實業成立於1975年，創立至今已40
年，深耕電聲技術，也是台灣最專業的揚聲

器製造企業；美律，一個以「聲音」白手起

家的企業，在社會關懷上，以培育電聲人才

為己任，催生了電聲學程，不僅如此，美律

還把對社會的關懷延伸到廣播節目「台灣幸

福進行曲」以及「愛的書庫」，透過聲音、

故事、廣播節目，激勵社會往良善方向前

進，更希望台灣319個鄉鎮都能有一座「愛

的書庫」，發揮「開卷有益」的力量。

美律實業董事長廖祿立這麼說過：「在

我心中一直牽掛的、思考的，是如何才能讓

台灣更好？好的生活，不是個人好就好，社

會也要共好。」

愛的書庫 散播良善

「愛的書庫」是美律大力推動逾十年的

社會關懷活動，「共讀與流通」是這個書庫

的核心價值，希望同一本書，不僅中部的小

孩可以閱讀，北、南、東部的小朋友也都能

閱讀；現在，「愛的書庫」不僅在台灣發

酵，連美國加州都已經成立了海外第一座

「愛的書庫」，到2015年8月為止，全球總

計有219座「愛的書庫」，藏書高達68萬餘

冊，流動率超過50%。

「愛的書庫」建置雛形最早起源於

1999年921大地震，921大地震是台灣百年

來最大地震，在北部、中部均造成了不小損

害，尤以震央周圍的南投傷亡最為劇烈，房

屋、學校多已倒塌；當時，擔任南投縣旭光

高中教師的陳一誠看到孩子們無家可歸、不

能上學，連閱讀都是問題，他腦袋中浮現了

一個想法，「能不能跟企業募款，幫孩子買

一些書？」。

書籍循環利用 嘉惠學子

這個靈光一現的想法，使得「愛的書

庫」雛形浮現，在陳一誠向美律募款後，美

律再找了環隆電氣共襄盛舉，二家企業各

出了10萬元買書；921賑災委員會也撥出經

費、規劃網路平台設計，以書籍循環模式，

讓南投地區的孩子重新開始閱讀，這些書在

不同學校之間流通，嘉惠當地學子。

這樣的模式運作了六年，2005年，南

投重建工作逐漸完工，921賑災委員會也即

將退出南投，不能再提供經費；那麼，這些

流通的書籍該怎麼辦呢？

廖祿立開始思考這些書籍的未來去留，

為了讓更多的孩子們能夠閱讀，他號召產官

學界成立「愛的書庫」，第一座書庫設立在

南投虎山國小，並於2006年正式成立台灣

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承襲書籍流通作法，每一

年，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按照各書庫需求購

買不同書籍，每次購書都以「箱」為單位，

美律 用聲音傳遞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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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買50本，希望班級中的每一個小朋

友都能在課堂上閱讀同一本書，並由老師擔

任導讀；這些書籍總是會在北、中、南、東

不同的書庫流動，在新竹貨運公益贊助下，

書籍不但能送到各大都市書庫，近年來，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在也在台東綠島、新竹尖

石鄉等偏鄉地區設置書庫，有老師的帶領、

新竹貨運司機的運送，全台灣各地孩子都能

閱讀不同的書，獲得不同啟發。

啟發閱讀 學會感恩

為了感謝貨運司機運送書籍，2011年
起，全台500餘位教師們帶領學童製作感謝

卡，並在教師節當周致贈卡片給貨運司機；

透過卡片製作，老師讓孩子們深刻了解自己

不花任何資源就可以閱讀，始自於背後有許

多人幫忙，要懂得感恩，而辛勤的貨運司機

平日工作辛苦，但在收到卡片時，也能感受

孩子們真誠地感謝與溫暖。

隨著「愛的書庫」越辦越大，現在書庫

設置地點也逐漸擴增至國中、高中、高職，

並按照學生年紀不同、挑選適合書籍，甚至

增加英文書庫、有聲書庫。

一位高職老師表示，班上孩子唸一年級

時，文筆不好，學生經常寫出不合邏輯、語

法不通的作文，有了「愛的書庫」之後，這

位老師要求班上學生每周都要閱讀一本書，

一個學期下來，這個班級的學生總共讀了十

本書；十本書看似不多，但學生們的中文程

度卻越來越進步，顯見閱讀這件事情，能夠

增進學生們的文學能力。

一個人看書跟一群人一起看書的感覺，

也完全不一樣，這樣的想法不僅國內老師頗

有同感，對於長期旅居海外的華僑，也有不

同意義。

2012年，美律第一次在海外建置了書

庫，地點在美國加州，當地華僑都表示，美國

沒有太好的中文書，引進「愛的書庫」之後，

可以讓很多孩子同時閱讀一本書，成功打造

了讀書會共同閱讀、共同分享心得的氛圍。

當然，書庫的書用久了之後，也會面臨

汰換的問題；使用量大、或者使用超過三年

的書，汰換下來後，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會

用二種方式將書送走，其中一種方式是捐贈

給孤兒院或者弱勢團體，另外一種方式，則

是送給讀者，讀者們只要讀了書庫裡的十本

書，並寫出心得感想，基金會就會將書本致

贈予讀者。

美律董事長廖祿立說，「早在創業之初

我即寫下，我要創一個對人類有意義的事

業，使我能為社會、人類做點好事，不是為了

錢、為了名，而是為了留給社會好的影響。」

讀書會激盪創意 營運加分

在廖祿立大力推動下，美律已經成為了

「愛的書庫」代言人，甚至引進企業讀書

會，讓不同學經歷的管理幹部們，都能藉由

讀書會彼此相互激盪，進而強化企業內部溝

通效能；此外，國際級客戶也普遍重視企業

社會責任，對美律長期推廣「愛的書庫」十

分肯定，為美律營運帶來了正面效益。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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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

總論

路，走對了，就不怕遙遠

遠傳相信，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推

動，不僅是將企業小愛化為社會大愛，更是

飲水思源的具體實踐，替這塊土地的世世代

代，打下幸福地基。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遠傳長年以

來一點一滴累積CSR的能量，不斷追求創新

與突破，今年更領先業界，發布第一本正式

以整合性報告(Integrated reporting)架構編

制而成的報告書，希望藉由財務與非財務績

效資訊的整合揭露，協助利害關係人洞悉遠

傳企業永續發展的面貌，進而與世界趨勢接

軌。

面對永續發展的挑戰，遠傳持續秉持

「時尚環保、責任創意」CSR雙主軸，去

年獲國內各大指標性CSR獎項肯定：遠見雜

誌企業社會責任獎、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以及台灣企業永續獎，顯示遠傳在治理、環

境、社會面向的投入，逐年受到各界高度肯

定。

創造獨樹一格的品牌形象

2014年是遠傳成果豐碩的一年，4G絕

配雙頻的網路建置成績有目共睹，年底即達

成全國99%覆蓋率，更成為全球第一個提供

700加1800MHz雙頻服務的營運商，4G用

戶數快速累積至近百萬名，成長力道強勢。

除了優質4G通訊服務，遠傳也致力提供優

質的客戶體驗，摘下《壹週刊》與《工商時

報》的服務首獎，更集結各項溫暖服務故

事，首度出版《零距離的溫暖》一書，期許

成為客戶滿意度第一的電信業者。

英諺云：「越多做、越能做。」遠傳長

期以來將「誠信、主動、創新、當責、團隊

合作」五大核心價值，內化在企業營運各層

面，塑造良善的企業文化、有效提升員工的

幸福感。不僅如此，遠傳認為，企業的幸福

感，更應該要源遠流傳，由內而外串連顧客

及社會大眾，讓幸福生生不息。因此，遠傳

連續兩年推廣「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的品

牌概念，成功樹立品牌形象，在兩岸三地帶

動一股勇敢把愛說出口的新社會運動。

遠傳長年關懷兒少議題，攜手主婦聯盟

推廣環境教育，發揮志工力深入偏鄉學校；

與董氏基金會舉辦「開口說愛 用心傾聽」

校園情緒講座，推廣心靈環保；高雄氣爆事

件，遠傳在第一時間協助受災戶，並與張老

師基金會共同出版情緒療癒手札，陪伴災區

學子度過災後心靈創傷。

塑造未來的新生活型態

4G急遽發展，刺激產業發展欣欣向

榮，亦促使電信業經歷蛻變。身為資通訊產

業的領導品牌，遠傳將積極布局物聯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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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穿戴型裝置、行動支付以及5G技術

研發，瞄準新興通訊服務商機。

然而，不論技術如何演進，終歸回到最

根本之初衷：以使用者經驗為中心，才能贏

得消費者的心，成為行動生活的最佳夥伴。

遠傳透過「服務客戶(Serve them well)」、

「連結客戶(Bond with them)」與「驚艷客

戶(Bring themwow)」三步驟，循序漸進，

進而創造一個「以客戶為尊」的品牌體驗。

隨著科技變革速度加快，電信產業的角

色已被重新定義。面對未來急遽的變化與

挑戰，遠傳迎向蛻變之路，將以「4G」作

為永續發展主軸，包括Go Prosperous成長

力、Go Innovative創新力、Go Caring溝通

力、Go Inclusive影響力，期許透過「4G」

永續力道，達成生活有遠傳、溝通無距離、

人生更豐富的企業願景。同時，遠傳將持續

透過「開口說愛、讓愛遠傳」一系列的品牌

溝通，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真正達到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理想。

遠傳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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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公開發行股票的上市

公司，股票代號為4904。遠傳憑藉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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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台灣資通訊產業正式邁入4G
時代，遠傳在4G絕配双頻的網路建置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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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共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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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平台數位整合應用及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

多元化訴求。

業務範圍

遠傳電信與子公司新世紀資通、全虹主

要於台灣地區營運，提供之服務如下：

1. 行動通信服務。

2.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3. 固定通信服務。

4. 行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銷售。

5. 維修服務。

6. 物流服務。

外部環境分析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業調查報告指出，

2014年電信產業在固網及行動語音服務之

營收，因受到語音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蓬勃

發展的影響呈現衰退；然由於光纖網路及行

動上網加值服務營收持續成長，以及2014
下半年台灣電信業者陸續商轉4G行動通信

服務，用戶數呈現高速成長，故電信業總產

值仍維持微幅成長。2015年預期固網與語

音服務將會持續衰退，而4G行動市場可望

持續為電信產業注入成長動能，但市場各業

者之競價將影響電信業者的獲利空間。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遠傳透過CSR委員會集合各部門代表進

行利害關係人鑑別，鑑別的標準係依據利害

關係人對遠傳的依賴程度、影響力、關注程

度、以及責任和多元觀點等五個面向進行評

估，最後依照重要性篩選、鑑別出重要的利

害關係人。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遠傳皆設

有專門的溝通管道，接受並回應利害關係人

的需求。

重大性議題鑑別與回應

遠傳重大性議題的鑑別方法係參照GRI 
G4指南有關報告書內容揭露及重大考量面

的判斷原則，以「議題對利害關係人評估與

決策的影響程度」及「議題本身對組織經

濟、環境及社會的影響程度」兩個軸線進行

評估。為使企業資源能夠有效率的分配在核

心關鍵事務，遠傳在營運策略上的規劃與報

告書的揭露，著重在關鍵議題之回應，但同

時也會盡可能滿足利害關係人對其他輔助議

題相關事項的基本期待。此重大性議題鑑別

結果指出利害關係人最關心的議題，多數集

中在遠傳核心電信業務及服務品質，像是通

訊品質與基礎建設、優質且獨特之客戶服

務，以及整體社會對電信業的期待，包括個

人資訊安全保護、資費透明化溝通、客戶申

訴處理、電信服務普及化、電磁波議題、能

源與溫室氣體管理及法規遵循等；此外，由

於2014年4G正式開台導致產業競爭趨於白

熱化，技術與服務創新首度被鑑別為遠傳之

關鍵議題，加上公司營運及風險管理、經營

策略與績效、品牌形象經營等議題，在在顯

示遠傳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的實踐，即

是透過核心服務與技術力的不斷提升和進

步，滿足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期望。

遠傳相信，有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相關之各項重大性議題，必須與電信

服務本業相互結合，才能夠創造出最大的社

會效益。

永續策略及目標

遠傳以各類利害關係人群體之關注議題

為出發點，擬定「成長力(Go Prosperous)」、



— 283 —

「創新力(Go Innovative)」、「溝通力(Go 
Caring)」及「影響力(Go Inclusive)」為四大

策略主軸，將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與核心營運

策略結合，以因應關鍵企業永續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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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行動夥伴(Preferred Partner In Mobil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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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決於企業的創新能量，因此以無限大的概

念呈現這兩個構面上下相輔相成的關係；另

一方面，對客戶貼心的服務與品牌形象的創

造，關鍵在遠傳對溝通力的重視，無論是對

內整合企業文化，抑或是對外精準掌握客戶

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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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電信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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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成長力、創新力、溝通力、及影響

力等四個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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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且為第一本參

照國際整合性報告書框架(InternationalIR 
Framework)編撰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周期與期間

遠傳電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每年定期

出版為原則，上一期報告(2013年度)出版

日期為2014年7月，自2015年起，遠傳依台

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GO 
Caring
溝通力

GO 
Prosperous

成長力

GO 
Inclusive

影響力

GO 
Innovative

創新力

 主
管

機
關

 

 股

東
/ 投

資人 
 同業  

 媒
體

 

一
般

客
戶

/ 消
費

者
 

員
工

 

 公益團體N G O  供應商 

 企
業

客
戶

 

財務資本
合併總收入941.76億元

分配122億元現金股利

4G開台，至年底覆蓋率已達99%

遠傳直營及加盟門市增加54家

有效客戶數增加17.2萬人

預估減碳成效達12,555.39公噸

整體客戶滿意度上升

製造資本
電信網路基礎設備投入約102.6億元

智慧資本
研發投入約8億元

人力資本
員工福利與教育訓練投入約68.3億元

社會資本
經營客戶與社區關係投入約1.5億元

自然資本
降低環境衝擊投入約2.45億元
綠色採購6.45億元

員工工傷率為0

投資 成效

FET 永續發展主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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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邁向企業永續治理，成為國際投資人眼中的永續型企業

• 推動企業轉型，以因應科技變革與產業趨勢

• 創造差異化的品牌形象，落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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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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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商務：提供高價值的資通訊整合服務，提高企業市場市占率

• 智慧城市：在醫療、交通及治安三大領域積極布局，極大化集團資
源，取得領先地位

• 建立明確的氣候變遷因應策略，以及再生能源使用目標

• 整合產業價值鏈，促進資通訊產業共同邁向永續發展

遠傳永續策略及目標 

GO 
Inclusive

影響力

GO 
Caring
溝通力

GO 
Innovative

創新力

GO 
Prosperous

成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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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規定，於每年6月
30日前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下一期

報告(2015年度)，預定於2016年6月出版。

本報告書揭露遠傳電信2014年度(2014
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相關資訊，

包括管理方針、重大性議題、績效表現等，

而部分量化內容為提高閱讀者對報告資訊之

掌握程度，則以呈現過去三年數據為原則。

報告邊界

考量到財務之重大性及產業之關聯性，

本報告書之邊界涵蓋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本身(以下稱遠傳電信)，及重要子公

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新世紀

資通)與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全

虹)；經營績效之財務數據係採自經會計師

查核後之遠傳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合併

報表個體請參閱2014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由於新世紀資通於2010年臨時股東會

決議將全部業務委託母公司遠傳電信經營，

故本報告內容中所稱遠傳電信或本公司者，

係指遠傳本身及新世紀資通；而若報告中未

特別區分報告個體，則以遠傳一詞泛指邊界

內之遠傳電信、新世紀資通及全虹。本報告

書資訊數據的範疇，涵蓋此三家公司於經

濟、環境與社會面之績效，部分財務資訊採

用遠傳電信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資訊，則於報

告中特別註明合併字樣。本年度報告書雖擴

大報告書邊界涵蓋範圍，但績效數據部分多

分開揭露，不影響數據之可比較性，若有資

料計算範疇與基礎改變之情形，則於該章節

附註說明，並重編過去年度數據資料。

報告書編製綱領及第三方保證

本報告書同時參照國際整合性報告書

委員會(International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 l)出版之國際整合性報告書框架

(International IR Framework)，以及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第四代永續性報告指南(G4)及電信業

補充指南撰寫，並採取核心選項(core)之揭

露原則。

此外，本報告書由第三方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SGS)進行報告書保證，確認

本報告書揭露內容符合GRI G4核心依循選

項，及AA1000(AccountAbility)第二類高

度保證等級(Type 2 High Level)。

報告書導讀

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趨於主流

化的同時，全球越來越多標竿企業選擇進

一步出版整合性報告書(Integrated Report，
以下簡稱IR)，向利害關係人─特別是投資

人─溝通公司重要之財務及非財務績效與

整體發展策略。國際整合性報告書委員會

(International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於2013年底正式出版國際整合性報告書框

架(International IR Framework)，提供企業

整合各項財務及非財務資訊報導之原則性規

範。

遠傳認為，企業永續發展應與電信核心

本業結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意義不僅

在於揭露公司過去一年在治理、環境、社會

(ESG)各面向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展現企

業在永續發展道路上面臨的挑戰與機會，以

及未來營運策略走向。有鑑於此，除了依循

GRI G4指南外，遠傳本年度開始參考國際

整合性報告書框架編製IR，全面展現遠傳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向投資人及其他利害

關係人溝通遠傳的企業價值。遠傳希冀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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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整合性報告書的先導，帶動企業廣泛

討論與交流，全面接軌國際資訊揭露趨勢。

公司治理

健全的公司治理是永續經營的基石，更

是維護消費者信任感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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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金融海嘯以

來，消費者及投資人對公司治理透明度的要

求漸增，因應此全球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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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重要的核心經營策

略。遠傳期望從公司治理出發，將企業永續

經營的諸多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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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消費者

及投資人關切的諸多相關議題。

治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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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利

益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公司章程

之規定等職責。遠傳另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有「薪資報酬委員會」，以確保合理的薪資

報酬結構，此外，預計於2015年6月股東會

全面改選董事後，選出三名獨立董事設立

「審計委員會」，進一步監督公司的營運風

險、內控稽核與法令等，並協助建立及強化

相關制度。

資訊揭露

為提供國內、外投資大眾正確且詳實之

資訊，遠傳官方網站及時更新財務、業務、

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訊息，且為兼顧國內、

外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取得資訊之便利性，主

動於公司年報、議事手冊、公開資訊觀測站

及網站提供中、英文訊息。

因資訊揭露的透明度與即時性，遠傳已

八度獲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上市

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A++殊榮。

此外，遠傳於投資人關係之經營亦受到各

界肯定，2014年獲得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亞洲最佳執行長」、「亞洲最佳財務

長」、「最佳投資者關係企業」、「最佳投

資者關係經理人」及FinanceAsia「最佳投

資人關係」、「最佳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

業」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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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規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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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部門主管擔任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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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推動及執行遠傳CSR四大策略主軸：

「成長力(Go Prosperous)」、「創新力(Go 
Innovative)」、「溝通力(GoCaring)」及

「影響力(Go Inclusive)」之各項行動方

案。

營運風險管理

2012年起企業安全委員會與安全維運

委員會持續定期召開會議，討論企業安全議

題，並透過教育宣導及考試等方式，提升全

體員工的安全意識，落實企業安全管理，降

低各項企業營運風險。2013年起建立的資

訊安全數位雙月刊，發揮了持續教育宣導的

功能，有效達成提升全員企業安全意識的目

標。2014年，遠傳致力強化營運持續管理

機制，以提升公司整體緊急應變能力、降低

事故或災害對客戶及公司營運之衝擊。

2014年遠傳成立專案，針對過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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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故進行案例檢討，定期召開會議討論，

建立包含門市、客服、技術及營運支援等單

位之跨單位應變組織、重大事故通報及整合

應變流程等。並為確保機制可行且如實運

作，舉辦教育訓練與情境演練，使應變組織

成員了解角色職責及跨單位溝通合作模式，

並設定試行期，於後續事件實際運用，試行

後進行檢討。遠傳自2014年3月開始，已實

際運作於包含網路障礙事故及颱風等緊急事

故應變，透過公司前線與後端各單位即時溝

通與回應客戶，將事故對客戶及營運之影響

降至最低。

法規遵循

遠傳於2014年並未有違反反賄賂、反

競爭政策之情事，惟2014年新世紀資通

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NCC)

處以罰鍰720萬元，係針對新世紀資通於

2006~2009年間增設未經NCC審核之固定通

信網路設備裁罰，該裁罰於2014年1月29日
及2014年6月13日發布重大訊息。新世紀資

通依據呈送NCC核准之相關建設計畫，進

行所有相關設備採購與建設。新世紀資通已

於2014年12月23日經NCC第623次會議結

論確認，業已完成該改善作業。

外部參與

除積極落實企業內部的公司治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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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協會組

織，確保公司治理能夠有效呼應國內外重要

的倡議及行動，以及同業最新發展動態，提

升企業競爭力。

服務管理與量測

遠傳持續保持與客戶雙向而暢通的溝通

管道，為確保並回應每一位消費者的聲音及

意見回饋，遠傳建立有完善的申訴及管理機

制。

遠傳電信的客戶滿意度調查分為內部調

查與委託外部單位調查，其中，委外單位調

查有助於遠傳與同業進行比較，並持續提

升。為讓員工績效與公司營運高度連結，遠

傳也將「客戶滿意度」列為衡量指標之一，

具體掌握服務品質。

客戶滿意度內部調查結果：

註：有效問卷 353,715通

內部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84.4%

服務滿意度留言表揚通數達

3,402通

Winback通數達

237萬通

  

客戶滿意度委外調查結果：
整體滿意度調查

2013

7.37 7.37

2014

7.13

2012

7.18

2011

7.1

20102009

6.9

2010-2014年帳單滿意度調查結果：

2014

2010

2012

2011

2013

整體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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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營運所造成之社會衝擊

為減緩基地台周遭社區居民及消費者對

電磁波的疑慮，遠傳長期皆保持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與對話，並配合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相關政策，確保基地台建設及所提

供之服務不對當地居住環境造成影響，並以

開放的態度了解利害關係人疑慮，進而提升

社區居民及消費者的信任，落實遠傳身為電

信業者對大眾的承諾。

遠傳的基地台規範

遠傳於基地台及天線設置上，除滿足主

管機關相關法規要求外，亦致力於利用共

構、共站及共天線的方式，大幅降低必要的

天線數量，減少資源浪費並積極加強基地台

周邊景觀的綠化與美化，以減少甚至消除基

地台及天線對環境造成突兀的視覺衝擊。

2014年遠傳基地台共站比率達65%、共構

比率達29%、獨立站台則為6%。2014年遠

傳無與電磁波相關之罰款，而與基地台架設

有關之罰款金額總計為3,800萬元，共計75
件，為維護企業形象及聲譽，並對利害關係

人負責，除了持續配合推動公有建物釋出，

遠傳會持續追蹤罰款相關情事、檢討過失並

在未來逐漸改善。

電磁波議題追蹤

有關基地台電磁波觀念之宣導與溝

通，遠傳全力配合主管機關NCC及電信

業者所組成之「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TTIDA)」之「基地台工作小組」進行，

包含：

0800電磁波量測宣導專線服務

此專線提供民眾電磁波問題諮詢與受理

電磁波居家量測服務，2014年電磁波量測

宣導專線共計提供920件次電磁波問題諮詢

服務，並受理475件電磁波量測服務。除了

交由遠傳受理量測114件，遠傳亦受理民眾

要求自行量測28件，總計達142件電磁波量

測服務，共投入新台幣681,600元，量測結

果全部符合且低於EIRP(最大有效等向輻射

功率)、電波功率密度之規範值。遠傳將持

續投入電磁波議題的溝通與宣導，以期在未

來與社區居民及消費者建立互信共榮的良好

關係。

供應商管理規範

遠傳認為，供應商管理為企業永續風險

管理很重要的一環，故訂定2014年為供應

商管理行動元年，4月財務暨整合服務事業

群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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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供應商的規範，並要求供應商簽署誠信

經營同意書，同時遠傳於合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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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環境保護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並做適

當之防治措施。遠傳同時定期進行供應商評

鑑，確保供應商符合相關規範，擴大遠傳的

企業社會責任範疇。

整體滿意度調查

2013

7.37 7.37

2014

7.13

2012

7.18

2011

7.1

20102009

6.9

2010-2014年帳單滿意度調查結果：

2014

2010

2012

20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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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供應鏈

為加速綠色供應鏈的推動，遠傳要求各

類別供應商或其上下游廠商，皆需依據綠色

採購準則執行，同時採購部門在決定採購標

案時，會諮詢節能省電小組及依SOP進行能

源效率評估，將節能規格納入開標選項。

而為了能夠精確即時掌握綠色採購成果，

2012年起於每筆訂單建置追蹤機制，完整

了解合作廠商與遠傳共同為綠色採購所做的

努力，採購部門亦可藉由報表，鼓勵更多廠

商提供符合環保標章的優質產品。

環境永續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環境保護與電信服務息息相關，全球電

子永續性倡議的《Smart2020：實現資訊時

代的低碳經濟》研究報告指出，儘管資通訊

產業(ICT)自身的減量能力有限，卻能夠透

過技術，協助其他產業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幅度達自身排放量之七倍之多。有鑑於

此，遠傳除了從自身做起，透過資訊科技積

極推動各營運據點落實能源有效管理，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量外，也以提供各項創新與低

Nov. 2014

Oct. 2014

July. 2014

2015~

延續動 能
深入互 動

April. 2014

發佈「遠傳電 信
供應商企業社 會

責任準則 」

執行遠傳電 信
供應商企 業

社會責 任
現況調查 表

供應商企業
社會責 任

交流與回饋

召開
供應商大會

2014遠傳電信節能成果

 ●經濟部節能績優獎 優等

 ●遠見雜誌CSR環境保護組 楷模獎

 ●BSI管理策略年會「環境治理實踐獎」

 ●台北市金省能獎工商產業甲組 第一名 （電信業首家）

 ●台北市建築節能標示（NH468, NH218）

 ●台北市能源管理人員評獎 第一名

 ●數位時代「2014第5屆綠色品牌大調查」榮獲零售通

路類優選獎

●持續改善能源績效、發揮能源價值

●遵守能源管理法規、推廣節能理念

●支持採購省能產品、建置節能環境

遠傳的能源政策三大聲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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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服務為目標，滿足對環境友善的需求。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及政府

節能減碳政策，遠傳成立「能源管理委員

會」落實公司內部能源有效管理。同時，遠

傳也制定了「能源管理辦法」，據此制定企

業各營運據點的能源管理措施、推動節能行

動方案與查核及驗證執行成效。此外，遠傳

自2011年起開始逐漸導入ISO50001能源管

理系統驗證(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O50001)，協助建立務實、有效且易於管

理的能源管理機制與架構。遠傳是台灣同業

中，第一個機房與企業總部同時通過外部查

驗證的電信業者。

與前一年度相比，遠傳電信辦公區每

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平均耗用電量，從131
度下降至128度，耗電量下降2.29%，節省

電費約952千元；主機房能源使用在2014年
IT設備增加5.2%耗電量的情況下，PUE僅
增加了0.53%。回顧過去整體節能績效，自

2005年推動節能減碳方案以來，遠傳內湖

總部2014年用電量是2004的60%，獲得各

方節能獎項肯定，顯示遠傳電信節能方針成

效顯著。

在具體的節能措施上，遠傳同時推出設

備租賃活化、伺服器虛擬化、基地台節能方

案、無紙化帳單、合併帳單、綠色包裝、綠

色友善門市、綠色物流配送、門市手機回收

等，有效減少了對環境的負擔。

重要環境數據彙總 -遠傳

直接能源消耗 13

2012 2013 2014

柴油（1000 公升 / 年） 11.2 46.71 23.09

千兆焦耳（GL ） 393.63 1,641.65 811.51 
溫室氣體 CO 2 約當排放量
（公噸 / 年） 29.19 121.73 60.17

註：根據能源局 102 年能源統計年報 -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柴
油 1000 公升 =35.15 千兆焦耳

間接能源消耗 14

2012 2013 2014
辦公大樓用電量（千度） 13,058 12,783 12,688

機房總用電量（千度） 133,288 137,162 144,995

基地台用電量（千度） 175,370 186,225 190,245

門市總用電度數（千度） 15,244 19,023 20,498

總用電度數 336,959 355,194 368,425

溫室氣體 CO 2 約當排放量
（公噸）16 180,610 188,963 192,318

用水量 16

2012 2013 2014
耗水量 

（度數／年） 234,831 239,482 249,408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15

2012 2013 2014
能源密集度（度 / 有效

客戶數） 49 49 50

CO 2 排放密集度（公克 /
有效客戶數） 30.27 43.06 34.13

廢棄物 ( 公噸 ) 17

2012 2013 2014
一般垃圾 183 191.7 243.84

紙類 20 39.92 23.73
可回收之其他資源 10.45 5.8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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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雇用基本狀況

遠傳秉持「穩健成長、創新思維、驚豔

服務」理念，在人才招募上，隨時依據企業

策略調整招募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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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薪資福利

在薪資及福利政策方面，遠傳依職務給

薪未因男女而有不同薪資標準，所有職務皆

高於政府基本薪資，全虹及遠傳電信最基層

之職薪分別高於基本薪資24.5%及23%，另

提供年終獎金以及目標達成獎金、業務獎金

及特殊表現獎勵等薪酬制度。在退休福利方

面，遠傳對正式聘用員工訂有退休辦法，該

辦法係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而制定，退休金

之支付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六個月之平

均工資計算，每月按薪資2%提撥退休準備

金，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管理，

並以該委員會名義存入臺灣銀行帳戶。此

外，新制之「勞工退休金條例」已於2005
年7月1日實施，針對選擇新制之員工，遠

傳也依月投保金額之百分之六按月提繳於

勞保局。2014年底遠傳帳列應計退休金負

債為690,298千元，2014年退休金費用為

328,988千元。

員工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

遠傳電信教育訓練體系的五大訓練項目

包含：人才／職涯發展、核心職能訓練、個

人專業技術訓練(電信技術訓練及部門業務

訓練)、自我發展訓練(含人文講座、進修補

助)及新進人員／主管訓練。遠傳電信2014
及2013年度教育訓練共計2,007及1,156班
次，分別有116,120及90,168人次參與，總

費用約29,611,584及28,333,000元。2014年
遠傳持續鼓勵優秀員工個人進修深造，依在

職進修補助辦法，由公司補助二分之一的註

冊費與學費，鼓勵員工申請國、內外大學進

修，兼顧公司專業能力培育需求及同仁職涯

規劃，提高員工發展滿意度。

在全虹的部分，依據同仁必須具備的核

心能力，在公司內部設有管理類、通識類、

專業類及軟性講座等課程。此外，還有新進

人員訓練課程，及因應特定團隊需求而量身

設計的團隊共識營。2014年度內外訓共計

舉辦48班次，總參與人次為631人次，總訓

練時數353小時，總費用1,272,008元。

性別平等及性騷擾防治

遠傳提供公平的受僱機會，強調男女平

權，提供男性及女性員工同等工作機會，以

及高於基本工資之薪資。員工受聘後的薪資

和升遷調整，一律基於個人能力和績效，不

受年齡、種族、膚色、性別、性傾向等影

響。為了讓員工能在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上

安心工作，遠傳與全虹在政府的《性別工作

平等法》施行後，即進行全省營運據點及門

市的巡迴溝通及說明，同時為因應性騷擾防

治法的實施，遠傳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委

員會」與申訴事件處理流程，並設立員工申

訴信箱，致力建構一個健康、無騷擾且無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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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工作環境。2014年遠傳並未有性騷擾

事件發生。

勞資溝通及申訴管道

為增進勞資雙方溝通，遠傳自2000年
起，開始將勞資會議更名為「神燈會議」，

鼓勵員工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來面對與處理問

題，讓擔任神燈代表成為一種榮譽與責任，

致力經營和諧的勞資關係，創造更好的工作

環境。同時，遠傳於公司內部網站設有「我

有意見」與「我要申訴」兩個員工回饋專

區，員工回覆內容完全保密，由專責單位負

責處理。

公益投入

在公益投入方面，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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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遠傳公益投入金額及合作團體一覽如下，

總投入金額為9,386,799元，總募款金額為

6,536,627元，參與志工人次達130人。

總投入金額為  

總募款金額為  

參與志工人次達 

9,386,799元  
6,536,627元

130 人

遠傳積極參與的各式公益活動，包含董

氏基金會「開口說愛 用心傾聽」校園情緒

講座、第八屆兒福聯盟「搶救生命 棄兒不

捨」募款活動、紅十字基金會「55135高雄

氣爆捐款」、張老師基金會「高雄氣爆災後

追蹤關懷計畫」、主婦聯盟「綠繪本故事

列車」、第三屆綠色輕功「我畫 我說 故我

愛」、白絲帶「兒少網安合作案」、BCSD
社區一起亮起來等。

「開口說愛 用心傾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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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人數
參與學生人數共4,833人

受惠團體
大台北地區共20所國中小學

第八屆兒福聯盟「搶救生命 棄兒不

捨」募款活動

至今遠傳共扶助7,837位出養兒童，且連續二年
的募款金額占兒盟總募款金額達40%以上

受惠人數
兒盟出養兒扶助人次1,062位(遠傳的捐款以支
援孩子奶粉尿布錢為主，每月每人以5,000元
計)。

受惠團體
兒盟出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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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綠色輕功「我畫  我說  故我

愛」環保倡議計畫

遠傳連續三年舉辦「綠色輕功」環保倡議計
畫，2014年結合環保電子繪本徵件、綠色環境
手機攝影比賽、偏鄉說故事等活動，除了提供
在地文創人才舞台，並運用通訊核心實力與志
工力，降低城鄉數位落差。綠色輕功共募集到
499件原創作品，獲獎之11本電子環保繪本，以
及由繪本改編之三支環保動畫，皆全數開放於
遠傳e書城及遠傳影城等平台，提供家長及師長
免費下載，作為環保教育推廣用途。

受惠人數
偏鄉說書活動共計五所學校，274位小學學童
參與(興中32人、建山34人、桃源69人、互助
89人、秀林50人)；遠傳影城及e書城共計有
16,300人次觀看

受惠團體
高雄市興中國小、建山國小、桃源國小、南投
縣互助國小、秀林國小、遠傳影城、遠傳e書城
用戶、主婦聯盟(免費環境教育教材)

(資料來源：2014遠傳電信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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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總經理李彬表示，有一句英諺

說「越多做、越能做」，遠傳從「誠信、主

動、創新、當責、團隊合作」五大核心企業

文化出發，並提升員工幸福感，同時遠傳企

業社會責任(CSR)也是從企業幸福感，往外

源遠流傳，因此近兩年遠傳推廣「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也帶起一股勇敢把愛說出口的

新社會運動，要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為了落實CSR，遠傳內部成立CSR
委員會，李彬就是委員會執行長，更定調

2015年到2017年，三年4G永續發展主軸，

包含成長力(Go Prosperous)、創新力(Go 
Innovative)、溝通力(Go Caring)、影響力

(Go Inclusive)。

鼓勵員工關懷社會

遠傳除積極傾聽客戶、傾聽員工，遠傳

也鼓勵員工從第一線出發，關懷社會，以遠

傳深入全台的500家直營門市為據點，讓員

工從周遭發現、並發揮在地關懷。而高雄氣

爆的不幸事件，則激起遠傳員工發自內心的

服務熱情及關懷。

「讓服務落實在生活中，讓服務不只是

工作」，是遠傳不斷傳遞給第一線同仁的

觀念。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發生的第一時

間，遠傳高雄門市便迅速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挺進災區救助，工程部門亦迅速提供行動通

訊車、充電器及行動電源等設備，亦延緩災

區用戶帳單催收。

延緩災區用戶帳單催收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隔天，屏東民生店長

劉盈君於店長月會時，主動召集店長們前往

高雄中正高工的災民收容中心，籌組遠傳災

民關懷小組。

劉盈君雖然家住屏東，仍連續多天前往

高雄協助，除想要盡其所能協助災民外，更

考量到高雄同仁們本身也可能是受災戶，不

顧當時災區煙霧粉塵瀰漫、氣體刺鼻難聞、

以及不知道何時路面又會再爆的危險，主動

要求跨縣市支援。這股溫暖效應在遠傳內部

如漣漪般擴散，遠傳南區店長們主動分組分

工，前進災區服務。除提供免費語音、充

電、上網和備用機等服務，更積極幫忙調度

及發送物資、安撫災民情緒，幫助災民找到

應變中心相關窗口，協助災民度過難關。

除了在第一線的員工發揮關懷及協

助，氣爆後的第一場遠傳員工大會(Town 
hall Meeting)，門市同仁針對此事件提出建

言，希望遠傳未來遇到天災或人禍重大事件

時，能彈性啟動一套能立即投入救援的服務

流程及機制。

經過幾周跨部門的集思廣益，「遠傳重

大事件關懷服務站」因應而生，於2014年
10月正式啟動運作，制訂一個重大事件關

遠傳無私的付出⋯讓愛遠傳



— 294 —

懷的標準作業程序。

透過門市深入社區

遠傳的「讓愛遠傳」品牌精神，更透過

星羅棋布的門市力量，一點一滴深入各社

區。民國20年出生的侯大哥是台中大里塗

城直營門市年紀最大的客戶，2014年初訪

門市便告訴同仁想要試試看用手機上網，相

較於其他長輩對學習智慧型手機心存恐懼，

侯大哥的學習精神令人敬佩。

過程中因為侯大哥的鄉音腔調較難理

解，門市同仁紛紛湊過去幫忙猜譯、溝通，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耐心說明後，侯大哥買下

了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機，更從此成了常

客，門市人員逐步教導，從拍照、上網聽歌

看影片，到使用臉書、LINE聊天，侯大哥

都慢慢學會了。

有一天，侯大哥對著店長柯勝雄說：

「現在我都用Line跟我大陸的妹妹聊天，可

以常傳照片看那邊的家人跟家鄉變化，真

好。」

侯大哥的案例讓柯勝雄激盪出一個新的

想法，打造「樂齡護照」，針對有學習恐懼

的長者，以侯大哥的例子鼓勵他們，讓他們

先對智慧型裝置放下心防，再透過簡單的教

學讓他們知道實際操作比憑空想像簡單。

徵得侯大哥本人同意後，大里塗城門市於

2014年2月開始發行「快樂學習 忘掉年齡：

樂齡護照」，護照上除了註明免費教學時

段，護照內頁還有「快樂學習五部曲」，每

學會一項課程便會蓋個笑臉印章，五項課程

入門課程學完後還會加贈小禮物。

樂齡護照實施五個月發照數即超過100

本，不僅豐富了年長者的數位生活，也讓大

里塗城門市連結在地社區，創造出更有人情

味的服務。

而近年傳播跟溝通科技越發達，但社會

上溝通跟情緒抒發方式卻出現一些問題，因

此遠傳就鎖定兒少議題，與董氏基金會攜手

合作，舉辦「開口說愛 讓愛遠傳」20場校

園情緒巡迴講座，以兒童心靈環保為主軸，

並結合遠傳紀實影片，鼓勵學童學習溝通的

正向力量，觸及近5,000位國中小學童。

2015年更上層樓，針對較無衛教資源

的偏鄉國小，利用遠傳志工力，舉辦全天的

「情緒教育營」，透過繪畫、闖關遊戲及共

讀繪本等活動，讓學童了解壓力與情緒的關

係。

推動兒童心靈環保

遠傳電信發言人郎亞玲指出，東方人的

文化受到儒家影響之深，常常是愛在心裡口

難開。在一場金華國小的講座中，講師引導

同學回想日常生活中，父母親為子女付出的

點點滴滴，並在播放遠傳紀實影片後，鼓勵

同學要開口說愛。

遠傳認為，企業社為責任除了投入社會

關懷，最好可以喚起社會的良性循環，郎亞

玲表示，2013年底遠傳推出為期三年的品牌

活動「開口說愛，讓愛遠傳」，品牌活動不僅

是傳統口號式的單向宣傳，更化行動為具體

實踐力與影響力，攜手多家公益團體，結合

各式公益活動，發揮提升社會向上的力量，

透過漣漪效應，從學校、社區到大眾，發揮

正面影響力，讓口號化為行動。 (黃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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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

總論

創辦人的話

2014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會」IPCC發表《減緩氣候變遷》專章。對

全人類而言，要解決地球暖化無疑是最重

要、最急迫、需要立即行動的課題。報告指

出，過去20年來，伴隨人口成長，化石燃

料能源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明顯增

加，其中亞洲國家占了最大的增量比例，

且電力消費的90%以上都用在「工業」以及

「建築」兩個項目。因此，節能工作理所當

然應從這兩個方向著手。

IPCC的報告亦顯示，建築物具有30-
60%的減碳潛力。自2006年台達台南分公司

獲得台灣綠建築「黃金級」標章 (2009年升

格為「鑽石級」) 以來，台達所有新建的建

築物都是綠建築。在同仁的努力之下，台達

更將已經使用15年的台北總部大樓，從照

明、空調、電梯等處著手改造，亦獲得既有

建築改善類別的「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多年來，我們把綠建築具體可行的經驗

及好處透過學術捐贈、災後重建的方式分

享，目前台達全球已經有七座經認證的綠建

築廠辦及四座學術捐贈綠建築，2014年共

節省逾 1,300萬度用電。

台達企業核心緊扣「環保節能  愛地

球」的經營使命，更透過台達電子文教基金

會，向外擴大社會影響層面，運用台達積累

的電力電子技術與知識，推廣環境及能源教

育。

2014年6月，交通大學代表台灣到法國

參加歐洲盃「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Solar 
Decathlon Europe, SDE)，在凡爾賽宮前打

造一棟新世代節能綠建築－「蘭花屋」。這

個競賽在國際上已經行之有年，全球僅20
所大學獲得2014年參賽資格。台達以能源

整合方案協助交大參與這個計畫，並一同代

表台灣參賽。競賽結果，「蘭花屋」獲得了

都市設計獎第一名；而台達創能、節能、儲

能的方案也幫助交大獲得了能源效率大獎第

三名，成績相當不錯。

2014年9月，基金會籌辦「水逐跡」－

水與環境教育特展，同仁們請益了國內許多

專家，包括了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研究員，

希望把目前台灣所遇到的水資源難題，讓社

會大眾了解，在地球暖化的威脅下，水資源

對於台灣或是亞太地區，都是接下來需要長

期關注的問題，有賴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

面臨全球產業與經濟環境的改變，企業

必須洞察商機、不斷創新，不斷地在每一次

的產業環境變化之前力圖轉型，選擇開發自

身競爭力強、以及市場前瞻需要的產品及服

務。台達將持續落實「環保節能愛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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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使命，與大家共同攜手共創智能綠生

活。

董事長及執行長的話

台達電從經營管理、產品設計、日常營

運、辦公室廠房，到社會參與，全部緊扣著

「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命。將本身在

節能領域的領先技術與核心事業與企業社會

責任結合，期望在公司永續成長的同時，也

能不斷地為人類創造價值。

多年來，台達電致力將企業社會責任與

公司經營進行策略性結合，透過由經營團隊

組成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訂定集團企

業社會責任的策略方針，並檢視各單位的

執行成果。2014年，台達電入選國際碳揭

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為大中華區唯

一入選的企業；同時，台達電連續四年入

選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之世界指數，顯示台達電的

企業社會責任成果已獲國際高度肯定。

身為全球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的

領導廠商，台達電每年將5-6%以上的全球

營收，投入產品研發創新，致力提升產品

能源轉換效率。台達電的電源供應器產品

效率大多都已在90%以上，尤其通訊電源效

率已達97.5%、太陽能電源轉換器能源效率

可達98.7%，車用直流電源轉換器(DC-DC 
Converter) 效率可達96%，均為業界領先。

在2010至2014年間，台達電產品共為

客戶節省約148億度電、相當於減少790萬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台達電也積極整

合軟硬體，為客戶提供智能、節能的整體

解決方案，已在全球累積了近200個成功案

例。

在日常營運中，台達電也具體落實「環

保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自2010年
起，台達電在主要生產據點建構能源管理

程序，每年導入逾百件的節能改善專案。

2014年台達電全球主要營運據點用電密集

度較2009年減少50%，提前達成2015年用

電密集度下降50%之預設目標；2014年溫

室氣體密集度為38.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百
萬美元，相較2009年，減量幅度逾48％，

也達成至2015年降低45% 的目標。

同時，無論是新建廠辦或捐贈建築

物，也都導入綠建築節能的手法，目前台

達電全球共有11座經認證的綠建築廠辦及

學術捐贈。另一方面，台達電也積極扮演

國際企業公民的角色，發揮外部影響力。

除為媒體即時解讀IPCC最新的氣候評估

報告(Assessment Report)外，在2014年
於秘魯首都利馬所舉辦的聯合國氣候會議

(COP20)周邊會議(side event)中，向國際

社會分享在八八風災後，由台達電協助重建

具備防災功能的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鑽石級

綠建築校園案例。包括荷蘭與吐瓦魯等國的

氣候與環境官員等逾百位各國代表及學者，

均出席這場周邊會議，高度肯定台達電於山

地易受災區，成功打造調適氣候衝擊的典

範。

企業永續經營是一條持續的道路，CSR 
推動也不會停下腳步。隨著台達電全球營運

部局，深耕在地是未來的發展重點，未來將

配合區域的發展，推動在地CSR，成為全球

企業公民。我們相信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遷

的危機，就是企業的商機，台達電將持續貫

徹實踐「環保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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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一代提供更智能、更環保的生活型態。

CSR得獎紀錄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國際碳揭露計畫－氣候績

效領導指數(CPLI)
台達電自2007年開始主動參與國際碳

揭露計畫(CDP)。2014年台達電於碳管理

策略、減碳目標設定、減碳措施執行結果

等面向表現優異，整體平均獲得最高等級

A級之肯定，同時入選氣候績效領導指數

(Climate Performance LeadershipIndex, 
C P L I)  及氣候揭露領導指數(C l i m a t 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CDLI)。

道瓊永續指數(DJSI)
台達電於2011~2014年連續四年入選

「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世界指數

(DJSI World)」，2014年並蟬聯「新興市

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

台達電於「風險管控」、「水資源風險管

理」、「行為準則」、「勞工健康及安

全」、「勞工人權」等項目，持續位居全球

電子設備產業之首。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4年台達電

榮獲《遠見雜誌》

第十屆CSR企業社

會責任「整體績效

組」及「永續經營

組」雙料首獎。除

連續二年同時獲得

二項首獎，台達電

自2005年該獎創辦十年以來，共獲得九項

首獎，為全台之最。

2014台灣20大國際品牌

台達電連續四年榮獲「台灣20大國際

品牌」殊榮。2014年台達成績再躍進，品

牌價值達一億七千萬美元，較2013年提升

24%，整體排名前進四位至第十三名，乃唯

一獲選的大型工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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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標竿企業第一名

2014年《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

企業調查」，台達電連續13年蟬聯電子業

標竿企業第一名，並勇奪十年不敗電子業

「長青標竿」。此外，台達集團創辦人暨榮

譽董事長鄭崇華，因積極從事社會公益注重

環保與對產業環境經濟發展有貢獻，連續第

八年獲選「企業家最佩服的企業家」。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台達電子連續八年獲頒大型企業「企業

公民獎」。台達電從日常營運、產品設計與

社會參與皆緊扣「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特別在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面向，獲

得評審高度肯定。

2014中國最佳企業大學

台達在人才培養方面建立完善體系，並

通過與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機制促進產學

研的結合，在產業轉型升級、文化傳承、知

識創新、前瞻研究、變革管理、價值鏈整合

等成效顯著，成為一流企業大學建設的標

竿。

《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

台達在環境責任績效等面向表現突出，

積極踐行環保理念，於運營網點落實能源管

理，節能效果顯著，對環境做出具體貢獻，

繼2012年和2013年獲頒「傑出企業獎」

後，2014年被授予「優秀實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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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國內外肯定與榮耀

類別 肯定及獎項 評定及頒獎機構

CSR

道瓊永續指數(DJSI)「世界
指數」、「新興市場指數」

RobecoSAM 
AG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
氣候揭露領導指導(CDLI)

CDP

企業社會責任獎整體績效組
與永續經營組雙首獎

遠見雜誌

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第二名 天下雜誌

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中國綠公司百強 道農研究院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優秀
實踐獎」

第一財經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 
電子行業前十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

CSR DIW Continuous Awar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 Ministry 
of Industry

公司
治理

臺灣20大國際品牌第13名 Interbrand
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電子業標竿企業第一名

天下雜誌

最佳公司治理白金獎
Asset(財資雜
誌)

資訊
揭露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級

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綠建築
台灣綠建築EEWH-RN「鑽
石級」認證─台灣企業總部

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幸福
職場

中國最佳企業大學
上海交大海外
教育學院

「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臺灣證券交易所

工安
環保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特優
獎)─桃園二廠

行政院環保署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
章─台南分公司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
章─台北總部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台達電概況

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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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

全球營收複合成長率為32.6%。

台達電總部設於臺灣臺北，營運據點遍

布全球，包含歐、亞、美、非洲等近40個
國家。截至2015年初，台達集團全球共有

153個營運據點、38個生產據點、60個研發

中心及超過七千名研發工程師，全球員工總

數約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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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CI3)的臺灣企業，其他參加的

公協會包含「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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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臺灣區

「電機電子同業公會」、「臺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等永續發展相關組織；在中國

區，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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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成功案例

台達電以電力電子為核心技術，整合全

球資源，結合創新技術及軟硬體開發，邁入

系統與整合方案領域，積極推展品牌，以客

戶需求為導向，提供高效率的節能整合解決

方案。近年來，已在世界各地完成近200個
成功案例，包括工業自動化產品和控制系

統、資料中心節能機房、智慧監控管理系

統、電動車充電系統與太陽能發電等領域。

其中，與節能相關的案例平均可節能20-
40%，不僅協助客戶節省營運成本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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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力，更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份心

力。

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為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的基礎。身為企業公民，台達透過多元

的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瞭解他們的需求

並即時回應。台達透過以下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之機制，並結合實質性分析，鑒別出對利

害關係人及台達最重要之議題，採取相對應

必要措施，以此強化資訊揭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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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創新研

發、品牌管理、環境政策/管理系統、綠色

營運、勞工人權、職業安全衛生等七項。

企業社會責任承諾

對台達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涵蓋健

全的公司治理、兼顧利害相關人的均衡

利益、保護地球環境，以及社會奉獻。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台達支持電子行業

行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國際勞

工組織三方原則宣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及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國際勞工及人

權標準，重視公司治理，並透過持續創新、

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及營造一個員工能

充分發揮其潛能的工作環境，為我們的員

工、股東及社會整體創造最大的利益。我們

的承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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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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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節能愛地球」之經營使命，我們參照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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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量化指標

公司治理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每股純益 EPS (NTD) 4.58 6.68 7.32 8.49

品牌價值 (Million USD) 139 117 137 170

企業社會責任辦公室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綠色營運
地區主管及相關代表

綠色產品暨供應鏈管理
事業單位主管及相關代表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榮譽主席 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主 席 董事長
委 員 副董事長、執行長、營運長、地區營運主管

EICC
人資主管及相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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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研發投入占營收比率 (%) 5.9 6.4 6.4 6.5

獨立董事席次百分比 (%) 18 23 23 23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等級 A+ A++ A++ A++

環保節能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綠能 /節能產品累計節能效
益 (億度) 63 93 119 148

綠能 /節能產品累計減碳效
益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3.4 5.0 6.4 7.9

*用電密集度減少幅度 (%) 30.1 34.9 40.4 49.6

*碳密集度減少幅度 (%) 32.6 37.6 43.8 48.4

綠建築廠辦節能效益 (百萬
度電力 ) 3.9 7.7 11.6 12.5

* 統計中國廠區 (東莞、吳江、蕪湖、郴州、天津 )、臺灣廠
區 (桃園一廠、桃園二廠、台南廠 )以及泰國廠區等主要生
產據點

員工與社會參與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女性員工比率 (%) 63.4 60.2 55 50

教育訓練人均時數
(小時 /人 ) 35 27 30 28

職安衛─失能傷害頻率
(F.R)
( F . R = 失 能 傷 害 次 數
×1000000 /總工時 ) 

1.38 0.56 0.67 0.71

職安衛─失能傷害嚴重率
(S.R=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
× 1000000 /總工時 ) 

7.04 6.93 5.86 9.5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自2005年開始，台達電每年出版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CSRReport)，彙整前一年度

於公司治理、環境保護、員工及社會參與等

企業社會責任主要面向的活動、進展及具體

績效。

打造台灣首座符合「EEWH」
九大指標綠建築廠辦

發布全球首份企業自發製作「綠色生活地圖」

首次參與全球碳資訊揭露計畫 (CDP)

入選《CNBC》全球百
大低碳企業

打造全球最大單一建築體
太陽光電系統

捐建中國川震綿陽楊家鎮小學
贊助台北國際花博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 CDP-CPLI
舉辦「水逐跡」特展

首次入選 DJSI世界指數
桃園研發中心獲綠建築雙認證

打造全球最大低碳節能燈體
捐建台灣那瑪夏民權國小啟用

贊助「看見台灣」空拍紀錄片
台北 /台南 /上海獲綠建築認證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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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內容架構主要參照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簡稱GRI 
) 所發行的「永續性報告指南」G4版本。

對於利害相關人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台達電

依據實質性分析結果，揭露與回應於相關章

節。

2014年台達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涵蓋期間及範疇如下：

涵蓋時間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涵蓋範疇
台達集團全球營運、研究中心及主要生產
據點(附錄)

本報告書經第三方確證，符合GRI G4 
核心依循選項與AA1000 Type I中度保證等

級的要求。

公司治理

關鍵成果

市值突破 集團總營收 品牌價值

　> 5,000 億元 　> 7,523 百萬美元 　> 170 百萬美元

　2014 年 　2014 年 　2014 年

集團複合成長率 研發經費投入比率 專利獲證件數

　~ 32.6 % 　~ 6.5 % 　~ 6,200 件
　自1971 年創立以來 　占全球營收比率 　截至2014 年

• 連續四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世

界指數

•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國際碳揭露計畫 (CDP) 
-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
• 連續四年入圍「20大國際品牌」，為唯一

以工業品牌獲國際品牌鑑價肯定的企業

• 連續三年獲選《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

責任榜之「優秀實踐獎」

• 連續五年榮登《中國綠公司》百強榜民營

企業五十強

• 連續三年獲上市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

級A++，自2006年連續九年獲得A級以上

評等

• 連續兩年入選中國社科院「中國企業社會

責任發展指數」外企百強前十強

• 《遠見雜誌》2014 CSR獎 - 整體績效組與

永續經營組雙首獎

• 「2014台灣企業永續獎」十大永續典範公

司獎、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泰國工業部CSR DIW Continuous Award
•《 Asset 》2014最佳公司治理白金獎

董事會職能

台達電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以審

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包含

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等，

2014年共召開八次董事會，總出席率為

90.54%；董事會之重要決議亦即時公布於

臺灣證券交易所的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

站的公司治理專區，並公開提供公司章程、

董事會議事規則等以供查詢。

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機制

台達電以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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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董事會下轄之審計委員會監督公司存在或潛

在之風險管控外，台達電亦設立獨立的內部

稽核單位，督導內部控制及完成年度稽核計

畫，並於董事會上向各董事會成員提出報

告，並追蹤後續改善情況。此外，為讓內部

控制的觀念廣布於組織中，台達電也透過內

部稽核輪調制度，培養具備稽核知識及能力

的主管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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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業經營國際倡議

台達電支持世界經濟論壇 (Wo r l d 
Economic Forum , WEF)於2004年發起的

「反貪腐倡議」，並參照政府法令規定，制

定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以建立誠信經營

之企業文化及良好商業運作之經營模式。

累積創新能量

台達每年投入至少5%之營收於研發

創新，2012~2014年研發投入比率更突破

6%。截至2014年底，台達全球共有60個研

發據點，研發人員及工程師超過7,000人。

提升品牌價值

致力提供創新、潔淨與節能的解決方

案，創造更美好的明天。這不僅是台達的企

業願景，也是台達品牌最獨特之處。從經營

使命、核心能力以至產品開發，台達與環境

保護及企業社會責任緊密連結，並積極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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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 0 1 1 年起，台達連續四年接受

Interbrand的品牌鑑價，獲選為台灣20大國

際品牌。2014年，因著掌握全球產業成長

趨勢及強化其高效、可靠的節能方案提供者

定位，台達業績持續成長，相較2013年，

品牌價值成長24%、整體名次提升四名。

資訊揭露

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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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時完成在臺灣證券交

易所之各項公告。台達電網站除可下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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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在資訊揭露的努力與成

果，已備受肯定，台達電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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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顧客期待

台達深入瞭解客戶需求及問題，觀察使

用者的操作環境與使用習慣，不斷尋求改善

的可能性，提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案。台達對

於客戶與終端使用者的管理著重於收集顧客

心聲，透過焦點團體、個別訪談、線上問卷

的方式，收集顧客意見，深入分析客戶與終

端使用者的需求與期望，以做為技術研發、

系統設計與方案構思上的改善基礎。我們也

虛心接受客戶每季的供應商評比(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簡稱QBR)結果，並按照

客戶建議持續改善。同時台達也鼓勵工程師

直接與客戶溝通以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能瞭解

客戶的問題，並透過諮詢甚至招募各行業的

行業專家，來精確掌握終端市場需求。

供應商關係

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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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及誠信是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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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不僅是台達電的商業夥伴，更是我們

推動永續發展議題之合作夥伴。目前，台達

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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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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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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風

險管理等。

環境永續

關鍵成果

協助全球客戶節電 全球綠建築廠辦省電 產生綠色電力

　> 148 億度 　> 12.5 百萬度 　> 5.7 百萬度

　2010~014 年 　相較每平方米電電量基準 　太陽能光電系統

用電密集度下降 碳密集度下降 用水密集度下降

　~ 50 % 　~ 48 % 　~ 48 %
　相較2009年 　相較2009年 　相較200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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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 車用直流電源轉換器(DC-DC Converter) 
效能可達96%

• 綠色產品標章

-累計44項節能換氣扇產品獲「ENERGY 
STAR Most Efficient Products」
-累計210項電源產品獲80 PLUS認證

-累計34項產品獲台灣節能標章

-累計18項產品獲台灣環保標章

-累計10項產品獲中國節能標章

• 中國東莞與吳江廠區通過中國能源管理

體系標準認證  GB/T23331-2012(ISO 
50001:2011)

• 台灣桃園二廠獲行政院環保署「節能減碳

行動標章」特優獎

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風險分

析研究，極端天氣事件、氣候變化調適，對

全球的影響將更為顯著。因此，建構適應

氣候風險的能力，並進而減低可能的氣候風

險，是企業永續經營策略中必須及早規劃的

重要項目之一。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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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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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達電台南分公司為例，運用

透水鋪面及滯洪池設計，使基地保水率達

150%。

1.氣候變遷風險分析

台達電運用風險地圖 (Risk Map) 鑑
別因氣候變遷導致的風險共計10項，並積

極管理能源成本調漲(如電費、燃油附加稅

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及生態稅(如能

源稅、碳稅等)等三項風險，持續進行主要

營運據點能源管理、提升能源效率、實施低

碳採購及低碳運輸方案等措施。

2.碳資訊揭露

自2007年起，台達電開始參與碳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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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G 
Protocol)。2009年起，台達電主要生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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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陸續取得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查

證；此外，我們也於2010年挑選數項代表

性產品進行產品碳足跡研究，共完成筆記型

電腦外接電源供應器(Adaptor)、直流無刷

風扇(DCfan)及太陽能逆變器(PVinverter)
等產品碳足跡盤查及查證。

3.氣候變遷機會點

台達電於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趨勢，及密

切監控與管理氣候變遷風險之同時，也歸納

出下列機會點與永續經營策略：

氣候變遷
機會點

永續經營策略

開發潔淨

能源
(Clean  
 Energy)

• 台達於潔淨能源部份之發展重點包括太陽

能發電系統、風力發電系統、超級電容技

術、高分子電池技術等。

• 另於交通運輸領域，我們相信解決交通工

具的高能耗具有重大的環保商機，電動車

將成趨勢，故台達也開發出一系列的電動

車動力系統及電動車充電站。

提升能源

效率

• 在能源成本高漲趨勢下，台達聚焦於持續

提升電源產品的效率，並積極開發更具能

源效率優勢之室內與戶外的LED節能照明

燈具、高畫質視訊產品、電動車及汽車電

子產品。

提供節能

服務及

解決方案

• 台達將核心產品能力整合成三大應用領

域：電源與零元件、能源管理及智慧綠

生活，並積極擴展為綠色節能方案的提供

者。

• 我們持續以全球營運據點做為示範點，運

用自行開發之環保節能產品，並整合成各

項綠色節能方案( 例如智慧綠建築監控系

統等)，可提供各界相關節能服務及解決

方案。

綠色營運

1.能源管理

2011到2014年，台達電各主要生產據點

持續於空調排風系統、空壓系統、注塑機、

照明系統、崩應(Burn-in)能源回收、製程改

善及其他等七大面向，實施各項節能減碳措

施。其中，2014年共實施254項節能方案，

估計每年約可帶來2,600萬度的省電效益，

以及減少排放約20,475公噸二氧化碳量。

2.水資源管理

台達電於全球主要生產據點之用水多

屬於生活用水(約占95%)，主要供水來源為

自來水，並無使用地下水。相較2013年及

2014年用水量減少約12萬公噸，減少幅度

約3.1%。歷年各主要營運據點持續實行各

項節水措施，包含回收空調系統冷凝水為沖

廁或澆灌用水、換用節水型水龍頭或加裝省

水器、採用省水馬桶、調低水龍頭出水量及

水箱水位、冷卻水塔溢流水位控制等。若以

用水密集度(仟公噸用水量/百萬美元產值)

為觀察指標(不含子公司乾坤科技)，相較

2009年及2014年用水密集度降幅近48%。

此外，我們運用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開發的GlobalWaterTool，參照

當地水資源種類與分配使用狀況、以及廠區

實際用水量等，鑑別台灣桃園二廠具有較高

之缺水風險(中國天津廠已配合公司發展策

略將產線遷移，故已無缺水風險)，並針對

可能的短、中、長期缺水情境，例如供水量

不足、水價上漲以及當地利害相關者取水衝

突等狀況，研擬相關因應措施。

3.汙染防制

在廢水管理上，2013年各廠區並無

重大洩漏或溢流事件。在廢棄物管理上，

2014年並未發現承包商重大違約事件。在

空氣汙染物管理上，為確保對於周界空氣產

生之環境負荷已降至最低，我們持續實施廠

區排放氣體之監測。

4.綠建築廠辦

台達電共有七座綠建築廠辦，分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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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台北、桃園、台南、中國上海、印

度Rudrapur及Gurgaon。以台灣傳統辦公大

樓、中國上海民用大型公共建築或印度商

業大樓單位樓地板面積用電量 (EUI, kWh/
m2/year) 為比較基準，2014年台達電全球

綠建築廠辦共可節省逾1,250萬度用電、減

排約8,500公噸CO2。

5.能資源回收與可再生能源應用

台達電主要生產據點運用自行開發之

能源回收系統 (Energy Recycling System, 
ERS)，2014年約可回收5,130萬度電力，相

較未使用能源回收系統，約可減碳逾4,100
公噸CO2。共產生572萬度綠色電力，約可

減碳逾4,800公噸CO2。回收再利用水資源

逾9,100公噸，約回收54公噸焊錫。

6.綠色產品及服務

台達電所有產品均符合國際安規標準或

國際環保規範，並依出貨區域產品環保法規

要求，於產品或包裝上標示符合性等相關資

訊。此外，我們也配合客戶綠色產品行銷需

求，於相關產品標示符合環保標章之相關資

訊，例如台灣環保標章、節能標章，以及

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80PLUS等。

2014年我們並無違反產品 / 服務提供及使用

之事件。

員工與社會參與

關鍵成果

環境展演及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與學童 綠建築參訪

　> 1,500 萬人次 　> 5 萬人次 　> 2.2 萬人次
　2009-2014 年 　2009-2014 年 　2009-2014 年

捐贈綠建築節電 能源學校平均節能 低碳部落瀏覽

　~ 60 萬度 　~ 20 % 　~ 380 萬人
　2014年 　2014年輔導10所能源學校 　2007-2014 年

員工政策

身為世界企業公民，台達電承諾提供

員工得以充分發揮才能的工作環境。為落

實該項承諾，台達電長期遵守當地法規，

並致力於追求符合包括「電子行業行為規

範、「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

三方原則宣言」及「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國際勞工及人

權標準，並制定員工政策。

1.員工任用

台達電在員工招募、任用、發展時，皆

以員工的工作能力為依歸，對於不同種族、

宗教、膚色、國籍、年紀、性別、性向、婚

姻狀況、政治派別、年齡、殘疾均一視同

仁，公平對待。

2.勞資溝通

我們承諾尊重集團全體員工依法自由結

社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並依據當地法令設

立員工溝通管道。台達電在主要生產據點的

中國、泰國，設有工會組織，並簽署集體合

同，其中泰國區保障員工涵蓋比例超過八

成。在與工會簽署的集體合同中，專章明文

規範公司應提供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以保

障員工的人身安全與健康，相關條款占總條

款的17.5%。

3.薪資福利與教育訓練

台達電依據當地法令及市場水準，定期

檢視薪資福利措施與市場的連結性，設計具

激勵性的制度，以期吸引與留置優秀人才。

台達電近年皆分配超過10%盈餘用於員工分

紅，除保持人才市場的競爭力外，同時也

讓員工能感受到台達電重才惜才的誠意。

2014年台達電提撥14%稅後淨利於員工分

紅，名列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布的「臺灣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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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指數」成分股。教育訓練部分，2014年
台達電在全球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總時數逾

230萬小時，平均每人訓練時數約28小時。

4.職業安全衛生

台達電在台灣、中國、泰國之主要生產

廠區皆已獲得OHSAS 18001認證(台灣桃園

一廠及台南廠也同時通過CNS 15506認證取

得TOSHMAS證書)。而考慮在許多管理的

議題上，環境保護與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

實為一體之兩面，台達電逐步將廠區環境

管理系統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整合，

並以失能傷害頻率(Disabling Frequency 
Rate, F.R)28及失能傷害嚴重率(Disabling 
Severity Rate, S.R)29為主要安衛管理指

標，並訂定廠區或區域年度目標，透過安衛

查核、安衛教育訓練、定期作業環境監測及

強化訊息交流等實際作為，有效降低安衛事

故發生率。

5.安全衛生教育及緊急應變訓練

為提升員工工作安全衛生知識，我們在

各廠區進行環安衛教育訓練。2014年台達

在台灣、中國、泰國主要廠區(含子公司乾

坤科技)，共開設了分別針對新進人員、在

職員工的職安衛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消防

訓練、以及廠外專職訓練，共有逾11萬8千
人次參加訓練，總人時數逾16萬4千小時，

以確保人員安全，降低災害損失。

社會參與

台達電除提供優質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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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環境能源教

育、喚醒全民氣候意識、綠建築推廣、培育

綠領人才、關懷弱勢等面向，均獲致豐碩的

成果。2014年，台達電共投入社會貢獻的

金額約為新台幣1.9億元，其中社區參與類

佔55%(包含推廣能源教育、綠建築、喚起

氣候危機意識與一般教育推廣等)，與學術

機構合作之研究計劃為32%，慈善捐贈(主

要為高雄氣爆捐贈)約占13%。

1. 深耕能源教育案例：DEEP能源教材發展

計畫

台達結合臺灣12所國民小學共同發展

「DEEP台達能源教育教材」，且成立專家

學者輔導團將節能技術實際應用於校園，間

接影響政府於全臺各縣市設立能源推廣種子

學校，更影響澎湖縣政府於2012年將其做為

低碳島教材使用。基金會於2005年起，積極

將美國能源教育發展經驗引進臺灣，且近二

年更進行與本土化教材接軌工作，促使能源

教育在現有教育體系中能生根發芽茁壯。

2014年主要成果與影響彙整如下：

•累計超過55,000位學生接受DEEP能源課程

• 4,350位學生參觀能源教具展，吸引215位
國中小校長參與教材開發研習

• 建研所採用DEEP能源教材，培訓100校種

籽教師，將採用DEEP教材

•基金會應邀分享台達能源教育推廣經驗

• 台達能源學校之一的永安國小，正協助地

方政府建立「能源學校」認證制度

2. 喚起全民氣候意識案例：「水逐跡」-水
與環境教育特展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2014於台北松山

文創園區策劃展出「水逐跡」－水與環境教

育特展，期能讓大眾了解全球暖化所帶來的

水文改變、衝擊以及台灣水資源窘迫的真

相，並傳達日常節水妙方，鼓勵民眾一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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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水資源付諸行動。展覽結合台達2013
年贊助極地超級馬拉松健將林義傑徒步橫越

大戈壁的紀錄片，凸顯水資源問題與極端氣

候對人類的考驗。

為期一個月的展覽，成果豐碩。參訪人

次超過35,000人次，包含官方首長、產學、

媒體高層、美氣候專家、多國駐台大使、國

際外賓等重要意見領袖；14,000師生完成環

境教育時數。展後國發會邀請並贊助移展。

3. 全面推廣綠建築案例：協助交大參加

「2014歐洲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

「2014歐洲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

(SDE , Solar Decathlon Europe)，台達以

最新的太陽能發電、儲電、電力監控管理

與環境控制系統，協助參賽隊伍交通大學

Unicode團隊打造永續綠能「蘭花屋」。這

項競賽的宗旨在於宣導以太陽能打造低碳建

築，呼應了台達「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也促成台達以實際行動支持交通大學

Unicode團隊成為台灣的首支參賽隊伍。本

活動結合品牌理念與環境教育，獲得以下具

體成果：以滿級分勇奪「都市設計」獎第一

名(首次由亞洲團隊獲得獨立獎項首獎)、

「能源效率」大獎第三名、創新獎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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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票選第三名等。

4.慈善捐贈案例：援助高雄氣爆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2014年8月投入新

台幣2,000萬元，協助高雄氣爆事件救難與

重建，包括捐贈價值約新台幣1,500萬元的

「即時毒性化學物質檢(監)測設備、以及捐

款新台幣500萬元予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助燒燙傷者後續的生心理重建服務。台達

並同步發動企業員工自發性捐款，募得234
萬元的員工愛心，同樣捐贈給陽光福利基金

會。

(資料來源：2014年台達集團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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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台達電子是國內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的先驅，應該當之無愧。台達電是以策略

結合核心能力，全員參與推動，將企業經營

使命「環保節能愛地球」融入企業文化，並

內化於日常營運、產品研發、業務發展、廠

房規劃、社會參與等各面向。

CSR評比 連連獲獎

台達電屢屢從國際C S R評比脫穎而

出，除連續四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之「世界

指數」外，更是大中華區唯一入選2014年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氣候領導績效指數

的企業。同時，台達電13度獲選《天下雜

誌》電子業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第一名、九度

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獲得「遠見

CSR獎」十座首獎、連續二年獲評上市櫃公

司資訊揭露評鑑A++最高殊榮、入選公司治

理評鑑前5%企業、臺灣高薪100指數、及臺

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台達電從自己提升能源效率作起，在減

緩全球暖化付儲實際的行動，2002及2006
年起，台達電交換式電源產品及直流無刷散

熱風扇產品分別躋身全球領導地位。身為全

球企業公民，台達電每年約投入全球營收

5%-6%做為研發經費，以持續提升電源產

品效率、積極研發綠能及節能解決方案等

行動，具體呼應全球升溫不超過2℃的氣候

倡議。相較2009年，台達電主要生產據點

單位產值耗用電已減少50%、全球11座經認

證的綠建築省下逾1,300萬度用電；而2010
年到2014年間，台達電更為全球客戶節省

約148億度電，等於減少790萬公噸的二氧

化碳排放，約等於台北市加新北市所有汽車

2014年的排碳量。

台達電不只從產品出發，也積極與產學

研各界合作永續議題。2014年7月，台達電

整合太陽能發電、儲電、電力監控管理與

環境控制系統，協助交通大學Unicode團隊

打造永續綠能「蘭花屋」，參與「歐洲十

項全能綠建築競賽」(SDE, Solar Decathlon 
Europe)。在全球20所頂尖大學團隊中，

「蘭花屋」以滿級分勇奪「都市設計」獎第

一名，這是第一次由亞洲團隊獲得獨立獎項

首獎，更在「創新」及「能源效率」項目分

別獲第二名、第三名。台達支持「蘭花屋」

的計畫，彰顯了台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

諾。

走入校園 深耕能源教育

台達電也走入校園與社區，深耕環境與

能源教育，台達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崇華

認為能源教育是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基石，

因為「我們希望灌輸大家如何節省能源和環

保意識，而教小孩子是最有效的」。因此，

台達匯集企業的資源並結合核心能力，來支

持環境教育的計畫。

台達電在1990年成立基金會，運用台達

台達電守護地球 全員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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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積累的電力電子技術與知識，不僅舉辦環

境展演、電影、演講、工作坊、行動電影車

等活動，更深入學校協助長期養成學生節能

習慣，包括與專家共同開發節能教材、每年

培訓80名台達志工進入小學校園授課，以及

協助多所中學進行節能改造等，六年來已把

節能減碳的知識及作法散播給逾5.5萬名學

童。

台達能源教育教材(DEEP)，不但已推

廣應用於全台36所小學，更獲澎湖縣政府

選為發展低碳島之官方校園能源教材；同

時，台達協助學校推廣再生能源，已在台灣

北、中、南三區各建置一間兼具節能教學與

示範意義的「零碳教室」。台達更集合了台

灣綠建築專家開辦「綠領工作坊」，共同培

訓具備綠建築技能的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

共同為台灣的綠色未來而努力。

多元傳播 喚起氣候意識

台達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趨勢，透過創新

多元傳播方式喚起氣候意識，特別是能源及

水資源議題。除了2013年台達於台灣新竹

燈會打造全球最節能低碳燈體「台達永續之

環」外，2014年9月，台達於台北松山文創

園區策劃展出「水逐跡」－水與環境教育特

展，讓民眾了解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水文改

變、衝擊以及台灣水資源窘迫的真相，進而

鼓勵大家珍惜用水，一起為節約水資源付諸

行動，這是台達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

力，率先敲響抗旱警鐘，2015年3月更由國

發會辦理移展，持續教育民眾因應十年來最

大旱情。

台達電也向國際社會分享氣候變遷調適

案例：2009年莫拉克風災帶來的土石流，

讓高雄縣那瑪夏鄉瞬間滿目瘡痍，當地唯一

的小學操場被土石覆蓋，教室裡的課桌椅嚴

重損毀，學生失去了學習的課堂。風災後的

第一個上班日，早上還不到10點，台達一

級幹部就被集合到董事長公室。當時鄭崇華

面色凝重地說：「為什麼事情發生了這麼多

天，沒有人來告訴我台達可以做些什麼。」

一聲令下，整個企業動了起來；三天之內，

台達宣布捐出5億元資金協助校園重建。

協助那瑪夏鄉 重建小學

運用台達在綠色能源與綠建築所積累的

技術，並結合大自然的力量，台達與合作夥

伴歷時三年，共同將那瑪夏鄉小學重建為一

座既節能又和大自然共存的鑽石級綠建築學

校，兼具避難設計功能與再生能源備援，在

天災時可容納300位居民同時避難一周。在

這座充滿環保科技與愛心的教室上課，原住

民小學生們開心地說：「我很喜歡學校的全

部」、「我最喜歡圖書館」。學生家長對台

達則是滿懷感恩之情，「很感恩台達幫我們

重蓋學校，沒有學校，小朋友到外面讀書也

很不方便。」近年來在颱風及豪雨期間，這

座小學充分發揮避難所的功能，成功協助上

千人次居民避難。相較一般小學，那瑪夏

民權國小2014年節電達68%，目前更成為

全台第一座淨零耗能校園(Net Zero Energy 
Campus)。

台達也承諾為四川雅安及雲南魯甸地震

災區學生打造以環保節能為概念的綠色建築

校園。

台達電的企業成長和企業責任相輔相

成，我們從鄭崇華的話獲得驗證：「我們相信

一個有遠見的企業一定會善用環保節能的優

勢來創造本身與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會藉由這

樣的特質讓公司不斷成長創新。」 (詹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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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興

總論

欣興自1990年成立以來，迄今25年，

在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可分為三個階段：

2 0 1 0 年以前：以遵循法規，符合

客戶規範為準則，與員工共享營運成果

2010~2013年：強化組織效能，降低營運風

險，著眼環保、節能減碳及公司治理2014~
迄今：拓展商業模式，朝綠色產業發展，創

造與社群及環境之共享價值。

繼2012年獲得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之「新秀獎」、2013年「製造業優等獎」

後，欣興於2014年「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

告獎」獲得大型企業電子業I組「銀獎」。

同年再獲得天下雜誌CSR企業公民獎之「新

秀獎」以及名列大型企業TOP30。此外，由

於欣興不斷創造就業機會，提供良好的職場

環境，2014年再度獲得桃園縣政府頒發「桃

園心、就服情~就業金讚獎」金牌獎，以及

「僱用外籍勞工優良事業單位」。近年來我

們在「與環境共生、零汙染」的永續發展目

標下，持續投資提升環保設施效能，並帶動

同業與供應商夥伴共同積極推廣公益活動、

清潔生產、創造友善與綠色環境，以成為兼

具企業成長與環境保護雙贏之綠色企業，

2014年獲得環保署頒給「企業環保獎─金級

獎」。感謝外界對於欣興在企業社會責任的

努力及成果的肯定與支持。

綜觀2014年至今國際經濟情勢變化很

大、各國表現分歧，電腦及通訊市場近趨飽

和，競爭激烈，加上公司近三年來巨額投資

的新世代載板廠的研發階段完成，甫邁入小

量生產階段、中國製造成本高漲等因素，部

分廠區須因應客戶需求調整產能及轉型中，

致使整體獲利衰退。而過去兩年台灣接連發

生食安及氣爆等問題，凸顯出企業忽視經營

管理的誠心與愛心以及社會責任的風險。有

鑑於此，欣興與客戶和供應商共同合作研發

綠色技術、綠色材料、綠色產品，並結合近

期國際ICT產業趨勢將電子裝置應用於生活

及基礎建設中，如：穿戴式電子產品、雲端

儲存、物聯網等領域。欣興運用公司核心能

力，改善營運體質，掌握契機。面對社會、

環境等變遷及不確定性，公司內部深自檢

討，多次召集經營階層主管研議，以「善盡

企業責任(CSR)，創造共享價值(CSV)」

為目標，訂定以下企業永續的中期計畫：

• 掌握經濟發展脈動，優化公司治理

• 強化營運綜效，實現企業承諾

•  持續與社會及利害關係人間互動參與，擴

大關懷弱勢族群

• 深化供應鏈管理，創造共享價值

•  創新綠色環保、友善環境，營造永續、社

會責任雙贏

面對非財務資訊揭露之趨勢，利害關係

人除了重視獲利之餘，亦關注公司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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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創造對社會的價值。CSR
績效的提升，就如同公司營運績效的提升，

都需要持續的改善，欣興集團全體將持續創

造與員工、股東、社群共享的價值。

CSR得獎紀錄
 各廠獲獎紀錄

獎項類別 獲獎廠別 獎項名稱 頒發單位

社會責任獎項

欣興電子 天下 CSR 公民評比 大型企業第23名  暨  新秀獎 天下雜誌

欣興電子 2014 年聘用外籍勞工優良事業單位獎 勞動部

欣興電子 『桃園心，就業情』就業金讚獎 -金牌 桃園市政府

欣興電子 台灣 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獎 大型企業電子業 I 組 銀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品質獎項

欣興電子 ID T 2014 最佳策略合作廠商獎 ID T

欣興電子 2014 亞洲品質網絡研討會之最佳論文及最佳海報獎 亞洲品質網絡研討會

欣興電子 Sony Procurement Partner Award 2014 SO N Y 供應商大會

欣興電子 小米最佳交付獎 2013 小米合作夥伴大會

欣興電子 Microsoft Xbox O ne Launch Partner Microsoft 供應商大會

安全健康獎項

欣興電子 獲頒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競賽特別組 金塔獎 ( 電氣安全提升 )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欣興電子 獲頒感謝狀：協助辦理103年度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 -
北區優良單位安全衛生觀摩活動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欣興電子 獲頒感謝狀：
擔任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北區促進會委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 獲頒103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參與證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蘆竹二廠 取得十年職安衛管理系統績效認可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新豐一廠 取得五年職安衛管理系統績效認可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蘆竹二廠 獲頒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 累計無災害工時達240萬小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南山廠 獲頒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 累計無災害工時達24萬小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蘆竹廠 獲頒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 累計無災害工時達370萬小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興邦廠 獲頒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 累計無災害工時達250萬小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電子精載一廠 獲頒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 累計無災害工時達1,469萬小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欣興同泰 江蘇省安全文化建設示范企業 江蘇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欣興同泰 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企業 江蘇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鼎鑫電子 2014年參加微軟SEA競賽榮獲三個二等獎 微軟公司

鼎鑫電子 2014 年獲 2013 年度消防安全管理“先進單位” 蘇州市消防安全委員會

鼎鑫電子 2014 年獲 2014 年昆山市企業職工健康素養基本知識與技能
競賽優秀獎 昆山市總工會、昆山市愛健辦

鼎鑫電子 2014年獲評 " 無煙單位 " 昆山市愛國衛生運動與健康促進
委員會辦公室

鼎鑫電子 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企業 江蘇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蘇州群策 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企業 江蘇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蘇州群策 蘇州市2014年度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先進單位 蘇州市危險化學品安全監管協會

聯能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寶安區規模以上企業2013年度安全管理分類分級
A 級達標單位 深圳市寶安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環保獎項

欣興電子新豐廠 第23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金級獎 行政院環保署

欣興電子仁義廠 103年度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績優獎 行政院環保署

欣興電子 2014年第五屆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金牌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欣興電子 2014年第五屆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銀牌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欣興電子 2014年第五屆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  銅牌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聯能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2013年深圳市鵬城減廢行動先進企業 深圳市鵬城減廢行動指導委員會

聯能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市綠色供應鏈試點項目參與企業 " 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華為技術

有限公司 "

聯能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榮獲2012年度寶安區節能先進集體 寶安區循環經濟與節能減排與工作

領導小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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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興概況

欣興電子(以下簡稱欣興)成立於1990
年，總部設立於台灣桃園龜山工業園區，主

要從事印刷電路板(PCB)、HDI板、軟板、

軟硬複合板、載板(Carrier)與IC測試及預

燒系統的製造、加工與銷售。欣興之願景

是成為：「高附加價值、高服務品質、高

生產力、注重創新服務的世界一流高科技

公司。」自創立以來，欣興以全面品質經

營(TQM)的理念，重視客戶滿意及品質至

上，持續創新、改善，提升經營績效，有效

帶領公司成為領先業界的世界級公司外，也

透過創新綠色思維，發展高階產品及擴充高

階產能，堅守對環境永續發展的承諾，積極

運用企業資源，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員

工、股東、社會及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

的福祉。

營運現況

欣興主要係由印刷電路板、載板、與

IC測試三個事業處組成，現為全球營收規

模前幾大之專業印刷電路板(PCB)與載板

(Carrier)製造服務商，也是世界先進手機

HDI板及載板的主要供應商。

欣興的主要生產基地位於台灣的桃園、

新竹等地，以及大陸華南深圳、華東昆山與

蘇州的廠區─大陸廠區以量產為主，台灣則

持續進行高階製程能力的轉型來服務市場。

另為迅速回應客戶需求，欣興除了在美洲、

歐洲、亞洲皆設有業務分部和代表處，在德

國及日本亦有生產基地RUWEL、Clover，
以就近服務客戶。

就全球整體經營環境而言，2014年各

國際經濟情勢表現分歧：美國經濟穩定復

甦、歐元區在停滯邊緣徘徊、日本受其消費

稅影響，造成消費信心不振，而中國等新興

市場國家成長亦放緩；另全球電子產品市場

需求近趨飽和，智慧型手機及平板出貨亦已

達一定滲透率，整體營運雖受惠於國際原物

料價格走跌，美元走強亞幣貶值，客戶於旺

季陸續推出新產品，但公司因IC載板新廠

高階製程初期生產仍處於虧損，且整體出貨

產品組合未臻理想，加上中國製造成本升高

壓縮獲利空間，是以公司整體獲利受到不少

衝擊，影響營運表現。

受到前述影響，欣興在2014年的合併

營收為新台幣61,755百萬元，合併淨利為新

台幣361百萬元，相較去年同期合併營收增

欣興概況010

 欣興 2015~  2017 中期計劃

 年度重要獎項

因應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我們適切地規劃未來的短、中、長期發展計劃，目標為創新突破，開拓新商機，

提升企業價值。對應於五點重點策略，我們自 2012 年底開始建設之台灣全新紀元 IC 載板廠，已於去年 (2014)

七月起逐步放量生產，同時有許多與客戶合作之新專案，以開發新材料與製程；PCB 事業部去年承購的蘆竹三

廠機器設備，將作為配合市場的高階 H D I 擴充之用，以滿足客戶的需要；軟板 (FPC, Flexible PCB) 事業部則致

力於產品結構的調整、技術能力的提升與應用市場的擴大。另外透過組織調整、製程升級、良率與品質改善，

更專注於生產製造力，以提供更能符合客戶要求之產品，期能改善公司獲利結構。

年度獲獎紀錄

永續綠色環保
善盡企業責任

標竿學習策略夥伴，
精實系統流程與管理

整合資源與團隊合作
快速回應市場與客戶

洞悉產業發展先機
掌握利基市場

建立有效技術與產品
創新平台，開發引領
市場之技術

2015~2017

創新突破
•

開拓新商機
•

提升企業價值

2014 年對應於重點策略的行動方案及績效，將於本報告書後續章節中說明之。

聘用外籍勞工
優良事業單位獎就業金讚獎 微軟 SEA 競賽獎2014 年台灣企業永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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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3%，合併淨利減少62%。

欣興2015~2017中期計畫

因應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我們適切地

規劃未來的短、中、長期發展計畫，目標為

創新突破，開拓新商機，提升企業價值。

對應於五點重點策略，我們自2012年底開

始建設之台灣全新紀元IC載板廠，已於去

年(2014)7月起逐步放量生產，同時有許多

與客戶合作之新專案，以開發新材料與製

程；PCB事業部去年承購的蘆竹三廠機器設

備，將作為配合市場的高階HDI擴充之用，

以滿足客戶的需要；軟板(FPC, Flexible 
PCB)事業部則致力於產品結構的調整、技

術能力的提升與應用市場的擴大。另外透過

組織調整、製程升級、良率與品質改善，更

專注於生產製造力，以提供更能符合客戶要

求之產品，期能改善公司獲利結構。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運作

城市化及氣候變遷等永續發展的全球性

議題，已然改變了供應鏈的遊戲規則。欣興

身為電路板(PCB)、載板(Carrier)產業的

世界級供應商，充分了解這些議題一方面可

能創造新的商機，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影響

產業發展的重大風險，必須長期性、系統性

地進行管理及考量。

有鑑於此，我們在2010年成立了「欣

興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由經營階

層擔任指導委員，高階主管負責各次功能

性委員會的運作。透過本委員會及其下之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財務、投資人關係、人

力資源、環保暨安全衛生、資訊、資材、

事業單位等部門代表)，發展對於重大社會

責任議題的管理準則。欣興的企業社會責

任是以3P「愛護地球(Planet)、尊重人類

(People)、追求績效(Performance)」為主

軸；兼顧企業永續成長發展，成為地球村的

公民楷模。我們的七大承諾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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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運作初期，參與常態性運作的成

員以及資料的整合以台灣地區為主，再透過

固定窗口與大陸各廠區間布達溝通，落實執

行總公司的相關政策。2014年，我們已在

委員會中正式納入大陸廠區，期使欣興企業

社會責任管理的範圍更為完整，成效更為顯

著。為提升委員會之重要性及符合趨勢，

2015年正式更名為「企業永續委員會」，

並且調整委員會組織，將原有之「法規依循

委員會」以「公司治理委員會」取代，並新

增「供應鏈委員會」以擴大涵蓋層面。同

時，我們順利完成每兩年一次的企業社會責

任管理委員會總幹事交接─這個輪替制度讓

高層主管都有機會熟悉、整合企業社會責任

的運作，並確實體認其商業意涵，以為欣興

的永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七大承諾

01
02

04

06
05

落實公司治理，提升資訊透明度，

保障與尊重股東與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以高道德規範推動公司管理，要求全體員

工全面遵守法律與廉潔守則、尊重人權、

保護智慧財產權、防止不當利益輸送損害

公司、客戶及供應商等權益。

建立供應商管理體系與規範，定
期與其溝通，以建立穩定且永續
發展雙贏的策略夥伴關係。並擴
大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與禁止使用
衝突礦產區產品。

本著「取之社會、用之社
會」的理念，參與社會公
益與急難救助活動，分享
愛心、回饋社會，善盡
社會公民責任。

依HSF品質政策，不
斷深耕技術與創新，
符合客戶與市場需求;
並積極投入綠色環保
與低成本製程，以鞏
固核心競爭能力。

03
嚴守營運所在地勞動

法令、客戶要求及電

子行業行為準則

(EICC) 等國際規範，

保障公平就業、人道

待遇、員工溝通、工

作條件等要求。

07
依職業安全衛生、環保
及能源政策，落實環境
與有害物質管理系統組
織運作，遵行環保與工
安法規要求，響應綠色
環保運動「減少使用、
重複使用、循環使用」，
並落實節能減廢及營造安
全、安適的工作環境。

013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 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4

有鑑於此，我們在 2010 年成立了「欣興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由經營階層擔任指導委員，高階主

管負責各次功能性委員會的運作。透過本委員會及其下之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財務、投資人關係、人力資源、

環保暨安全衛生、資訊、資材、事業單位等部門代表 )，發展對於重大社會責任議題的管理準則。欣興的企業

社會責任是以 3P『愛護地球 (Planet)、尊重人類 (People)、追求績效 (Perform ance)』為主軸；兼顧企業永續成

長發展，成為地球村的公民楷模。我們的七大承諾如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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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年透過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達

成率及參與外界永續相關評比結果，來評估

檢討欣興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績效，並定期將

執行結果向管理委員及董事長報告。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重大性議題鑑別

每年永續委員會推行幹事對於台灣、大

陸地區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窗口進行利害關

係人的調查，同時整合了經營階層的看法，

以鑑別出主要利害關係人。在判別出關鍵利

害關係人後，我們同樣針對台灣、大陸地區

主要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窗口、其他同仁，以

及外部利害關係人，就不同議題了解利害關

係人關切程度以及對於公司衝擊程度，並於

諮詢經營階層的看法後，整合出欣興在永續

發展上的重大性議題，讓我們得以聚焦並採

取後續行動方案。我們最新鑑別出的重大性

議題以及各議題的主要對應邊界如下說明並

於後續章節進行相關的資訊揭露。

針對高敏感度議題，我們對應到GRI 
G4的重大考量面後，就其管理方針及相關

度
程
切
關
人
係
關
害
利

對公司內部造成衝擊程度

◆ 企業形象
◆ 資訊公開與透明化
◆ 社區參與及回饋
◆ 人權

◆ 客戶關係經營
◆ 員工薪資福利
◆ 法規遵循
◆ 資訊安全
◆ 勞資關係與
　員工關懷
◆ 員工職涯發展

◆ 能資源使用管理
◆ 公司財務狀況與獲利能力
◆ 技術研發與創新

◆ 公司治理
◆ 公司經營策略
　和永續發展
◆ 供應鏈管理

◆ 環境汙染防治
◆ 員工職業安全及
　健康照護
◆ 溫室氣體管理
◆ 產品品質

高

高
低

低

內部 外部

欣興總公司 鼎鑫電子•欣興同泰
蘇州群策•聯能科技

明興光電
聯興光電

RUWEL•C lover
N eoconix•安諾拓 供應商 客戶 社區與環境

公司治理 V V V V

公司經營策略和永續發展 V V

供應鏈管理 V V V

環境汙染防治 V V V V V

員工職業安全及健康照護 V V V V

溫室氣體管理 V V V V

產品品質 V V V V V

客戶關係經營 V V V V

員工薪資福利 V V

法規遵循 V V V V V V V

資訊安全 V V V V

勞資關係與員工關懷 V V

能資源使用管理 V V V

公司財務狀況與獲利能力 V V V V V V

技術研發與創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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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做揭露。對於中敏感度及低敏感度議

題，我們則選擇已具有較明確管理方針的

GRI G4重大考量面及其指標(若合適)，揭

露相關資訊。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歡迎閱讀欣興電子(以下簡稱欣興)2014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在切換GRI標準到G4
的同時，欣興的企業社會責任也切入CSR 
3.0模式，延續前本報告書「Pioneer, Closer, 
Broader」的概念，透過公司的群體網路，

欣興持續追求電路板產業先行者(Pioneer)
的領導角色，經由與利害關係人間更緊密

(Closer)的結合及更寬廣(Broader)的視野，

在治理面、社會面、與環境面等三大面向上

探索CSR的創新突破，以創造面臨龐大永續

壓力下的藍海市場。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揭露2014年度(2014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欣興各項CSR管理方針、關鍵

議題、回應及行動的績效資訊。我們每年定

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上一本報告書

發行日期為2014年8月。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揭露範圍涵蓋台灣區欣興各

廠(包含桃園地區：山鶯廠、興邦廠、蘆竹

廠、合江廠、中園廠；新竹地區：新豐廠、

仁義廠)，及大陸區華南、華東等廠區(包含

聯能科技、鼎鑫電子、欣興同泰科技、蘇

州群策科技)，並首次納入日本(Clover)、
德國(RUWEL)等投資公司的重大考量面資

訊，使揭露更為完整。此邊界中所涵蓋的員

工人數及營收，約占欣興集團的90%以上，

相關資訊亦可參照103年年報。

報告依循選項及保證標準

本報告係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G4版
指南核心選項來撰寫，並由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SGS-Taiwan)進行外部保證，

符合G4核心選項及AA1000第二類型中度保

證等級之要求。

公司治理

欣興自成立以來，即以下列六項準則為

依循，具體導入及落實公司治理：

02 保障股東權益

03 強化董事會職能

04 發揮監察人功能

05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06 提升資訊透明度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01

對應於前述六項欣興公司治理準則，我

們在2014年公司治理的重點及績效如下：

薪資報酬委員會

欣興的薪資報酬委員會自2011年設立

至今，以專業客觀之立場，協助董事會執行

及評估欣興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政策及制度。目前設有三名委員，由全體

獨立董事擔任，並遵循「薪資報酬委員會組

織章程」運作。

2014年薪資報酬委員會共召開三次會

議，除三名委員外，另有董事長及人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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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列席參加。會議中討論董事監察人酬勞

金、經理人年度調薪、分紅及年終獎金等，

委員之平均出席率為78%。各委員之專業資

格、獨立性以及委員會運作情形，亦會透過

公開在公司年報中，供外部投資人與股東充

分了解。

監察人制度

欣興董事會設有三席具多年財務稅務管

理實務，並熟稔公司經營相關法律業務之監

察人，任務包括了負責監督各項業務的執

行、定期審視由稽核單位所出具之稽核報告

及提報至股東會之各種表冊，並列席董事會

適時陳述意見，以先期掌握或發現異常情

況。

目前公司之監察人制度運作良好，然配

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上市櫃公司設立

審計委員會的時程規定，公司將於2017年
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制度，並持續規

畫相關法規之修訂。

內部稽核

為完整檢視及評估內控制度的有效性、

衡量營運成果與效率、報導可靠性、以及相

關法令的遵循狀況，欣興內部稽核主管列席

董事會，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年度稽核結

果，確保內控作業得以持續有效執行外，另

針對公司及子公司各單位所負責業務的缺失

之處，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欣興內部稽核工作主要分為：1.控制環

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

通、5.監督作業等五大架構，展開並涵括銷

售及收款、採購及付款、生產、薪工、融

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固定資產、投資、

電腦化資訊系統及研發等九大交易循環所涉

及的各項作業流程。內部稽核的執行，係視

企業年度風險來擬定稽核計畫，包括例行性

及不定期內部稽核，稽核頻率及項目如下表

所示。2014年欣興共進行54項稽核作業，

共發現八項缺失。針對缺失作業項目，我們

都按季進行追蹤及複查─該八項缺失的複查

追蹤改善比率為100%，均已完成。

電子投票

欣興股東常會股東除得以書面方式行使

股東會表決權外，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且

行使之方法及執行情形揭露於公司網站，以

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比率，鼓勵股東參與

公司治理；2014年以電子投票行使的表決

權占本公司總發行股數28.83%，占當年度

股東常會出席率38.55%。

為能順利採行電子投票，欣興董事、監

察人選舉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以提高股東

之參與程度與投票意願，保障股東權益。此

外，2014年股東常會中各項承認案及討論

案，我們採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會中當

場宣布股東贊成、反對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結果，完整表達股東對議案支持

之程度。

資訊透明

我們遵循主管機關之法規規定，及時完

成各項公告，投資人可透過「公開資訊觀測

站」查詢公司相關資料。公司網站除了揭露

公司基本資料、技術研發、企業社會責任等

情形，亦設有投資人關係專區，提供公司財

務資訊及公司治理等相關書面文件及規定。

我們固定每季舉行法人說明會，在會中

公布並說明每季之合併財務數字、營運狀況

及未來展望，並於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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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上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會錄影檔之連

結，供投資人參考。此外，公司每年由專人

參加各種投資會議，並赴海外直接拜訪外資

投資人，維持面對面的溝通方式並聽取其對

於公司的策略建議，並設有投資人關係處理

窗口，專門回覆投資人問題。2014年欣興

參加外部舉辦之法人說明會共計四次；參加

近150場投資法人訪談會議。

我們在資訊揭露上的努力，也獲得了外

界的肯定─台灣「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每年都會針對上市、上櫃公司資訊的揭

露情形進行評鑑，評鑑項目包含「相關法規

遵循情形」、「揭露時效性」、「預測性財

務資料揭露」、「年報」及「公司網站」

等五大類資訊，第11屆~第12屆經公司持續

配合評鑑指標之要求，以專案方式檢討、

加強公司資訊揭露的內容，評鑑結果為「A
級」，大大提升資訊揭露之品質與透明度。

2014年，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研議之

公司治理評鑑系統為第一屆實施，其評鑑項

目包含「股東權利之維護」、「股東平等對

待」、「董會結構與運作」、「資訊透明

度」及「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與企業社會

責任」等五大指標。第一屆評鑑結果，欣興

名列為上市公司中排序前20%之公司，未來

我們仍會針對公司治理運作持續檢討並強

化。

相關教育訓練

在台灣地區，為因應「證券交易法」中

有關內線交易及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規

範，避免公司有關人員或內部人因不諳法令

或一時未察而違反相關規定，遭到主管機關

處分罰鍰，我們制訂「內線交易之禁止暨上

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規範宣導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流程，除定期安排教育訓練課程

外，亦不定期針對公司內部人提供相關規定

提醒，並設有諮詢窗口，以期受規範之對象

能瞭解法令規範並據以遵循。截至2014年
底完成防範內線交易教育訓練人數為2,359
人，完訓率89%，針對因故未及時完成該

次訓練之同仁及2015年新進人員，我們於

2015年下半年會再安排教育訓練課程。

2014年參加反托拉斯法訓練之應訓人數為

148人、已完訓人數87人，受訓率為58%，

預計2015年受訓完成率達成100%。

員工行為規範

為實現成為「世界級領導公司」的企業

願景，欣興以人為出發點，視員工為重要資

產，除了專業及技能外，我們也重視從業人

員的廉潔。對此，我們制定有「廉潔規定」

與「員工從業道德守則及行為規範」，並對

於親屬任用及往來廠商明訂規則。

相關規範以尊重人權、保護智慧財產、

防止不當利益輸送、避免損害公司、客戶及

供應商權益為執行重點，規範各單位之權

責、作業內容、行為準則及獎懲，並會簽各

單位主管後列為公司標準作業流程遵循。例

如我們嚴禁員工為公司的競爭者、供應商或

其他與公司業務有關的外部人士，接受或要

求佣金、回扣、禮物、餽贈、招待或其他相

類利益；未經公司最高管理階層同意或授

權，任何員工不得以公司資源對任何國家的

任何公職選舉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或其他捐

獻。

除要求全體員工遵守外，每年也會透過

下述措施確保機制能落實確執行，相關作法

涵蓋台灣及大陸各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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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遵循

欣興一直秉持守法合規的原則來經營其

事業。為確保經營上之措施能符合法令之各

項要求，欣興特別制定了《法規暨其他要求

取得及鑑別程序》《反托拉斯》，由法務單

位定期檢視法令之增刪修正情形，並將與欣

興營運相關的最新法令變動資料提供給各業

管單位，以進行現行制度之檢討與改善。稽

核單位亦配合定期對業管單位回報之檢討及

改善措施進行稽查，以確保法規各項要求均

能完全落實。

2014年欣興並無因違反法規要求，而

遭主管機關處以巨額罰金(新台幣100萬元

以上)之情形，且不對任何對象提供政治獻

金；2014年亦無貪腐及反競爭行為情事發

生。

供應鏈管理

欣興秉持企業永續經營理念，對供應商

有一套完整的風險管理系統。欣興認為，整

體供應鏈對CSR的理解和合作，是促進及

完整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責任的關鍵。

對此，我們與客戶及供應商合作，朝建立穩

經理級以上主管需每年
簽署「員工廉潔守則遵
循契約書」。於新進人員訓練時講授

「公司廉潔規定」，相
關條款均納入聘雇契約
書中。

每年9月進行「廉潔調查」及「員工及親屬在公
司、往來廠商或競爭者投資任職狀況」調查，
各單位工程師/管理師級以上人員皆須接受此調
查。調查報告結果呈報至總管理處總經理、董
事長暨執行長，並依據本辦法實施後續作業。
103 年接受調查人數為2598 人，海外廠區為 
3481 人，完成率100% 。

要求所有供應商簽署「商業道德遵循
與社會責任切結書」，嚴守反賄賂及
社會責任等相關規定；若經查違反規
定屬實，則將自供應商名單中除名。

措施落實

除此之外，台灣及大陸各區 ( 蘇州群策除外 )，在 2014 年皆

接受過客戶或第三方單位依據 EICC 準則進行稽核。

採購風險
管理系統

財務風險
管理系統

衝突礦產風險
管理系統

CFSP無衝突
冶煉廠認證

供應商財務
風險評估

CSR採購
管理評鑑

企業社會
責任評鑑表

原物料
BCP管理

供應鏈風險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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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永續發展的供應鏈為目標，成立跨部門

「供應鏈管理委員會」，透過定期輔導與稽

核，並協助供應商改善和提升品質系統、環

境保護、綠色採購及工廠安全等項目。

環境永續

欣興的環境政策同時結合了職業安全衛

生、環保及能源面向的考量，承諾響應綠色

環保行動、愛惜資源，對內營造安適工作環

境，做好各項汙染預防措施，並深植環安衛

文化，以「環境永續發展」為長期目標，制

定職業安全衛生、環保及能源政策，適用範

圍及數據包含欣興、聯能、鼎鑫、蘇州群

策、欣興同泰等廠。

為適切規劃環境永續友善專案，我們訂

定了「欣興短、中、長期環境永續目標」，

結合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個關懷重點「愛

護地球(Planet)、尊重人類(People)、追求

績效(Performance)」，擬定至2020年欣興

各項行動方案的依據，2014年主要推動重

點為增加綠色能源投資、環保技術創新及研

發、環境資訊揭露範圍完整度提升，截至

2014年各項目標依計畫達成，其中推行綠

色工廠一案，本公司已完成清潔生產示範

廠推動並具成效；預計於2015年下半年對

「欣興短、中、長期環境永續目標」進行全

面檢討及調整，以真切履行我們對環境永續

之承諾。

為實踐欣興對環境永續的承諾，我們落

實環境管理體系推動，對可能造成之環境衝

擊及風險做詳盡的考慮和設計。隨著環境永

續趨勢的演進，我們的焦點也由初期的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衍生至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PAS 2050產品碳足跡盤

查、WFN產品水足跡盤查以及ISO 50001能

中期
2011~2015

•河川整治

•生態池

•植樹

•環安月

•環安學堂

•環安衛活動推廣

•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

•節能減碳

•溫室氣體盤查

•產品碳足跡

•汙染零排放

•資源循環

•綠色科技

•再生資源

•環保先進技術研發

•綠色生產、綠色工廠

•綠色能源投資、

•環保技術創新及研發

•環境資訊揭露

•溫室氣體減量及碳交易平台

•能源管理系統

•環保座談會及觀摩活動

•校園環保教育

•居家生活節能與綠化推廣

•環保教育

•產官學標竿學習

   擔任環保示範工廠

•植物工廠(無毒種植)

•生態復育

•環保造林

•綠色生態園區

綠色生態
Planet

綠色人文
People

綠色競爭力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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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系統驗證。2014年於汙染防治上持

續改善後整體管控良好，遠低於排放標準；

由於台灣之精載二廠、合江二廠及海外欣興

同泰二廠於2014年開始投入生產，致廢棄

物總量、溫室氣體排放及電力、水資源耗用

增加，但因初投入生產無營收貢獻，相對於

百萬營收之密集度略微上升。

環境汙染防治

延續於汙染防治上理念，除遵循當地法

規要求外，亦積極尋求各種減少環境衝擊的

技術，提升廢汙水、空氣排放的處理效率及

廢棄物減量與再利用率，2014年主要項目

為空汙防制技術專利及新增中水回收設備。

我們同時導入清潔生產的理念由源頭減量，

來減少後端汙染物的產生。

廢水管理

欣興營運據點廢水皆經適當的廢水設

施處理後符合放流水標準排入指定之溪流

或納入當地專區汙水處理廠。2014年廢水

排放水量為15,612千公噸。我們積極針對

廠區整體廢水汙染防治系統進行檢討及改

善，2010年起持續改善後整體管控良好，

排放水準遠低於核可標準，2014年台灣及

大陸廠區共COD減量約2,764t/年，約減量

73%、銅離子減量約42t/年，約減量80%，

遠超於2010年訂定「廢水排放(COD、Cu)
減量20%」之目標，我們將於2015年下半

年檢討並調整，以延續持續改善精神。

廢棄物管理

欣興廢棄物管理上，於外部有嚴格的廠

商審查及稽核機制，考量廠商處理合法性及

處理二次汙染風險篩選合格廠商委託其處

理；在內部，以物質流成本精神，減少製程

原物料的浪費，進行源頭減量。欣興將廢棄

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兩

大類，2014年廢棄物產生總量117,410公噸

大於2013年97,252公噸，原因為台灣之精

載二廠、合江二廠及海外欣興同泰二廠投入

生產所致；惟持續開發可再利用量，整體再

利用比率於2013年89.5%至2014年92%。

空氣汙染防制

欣興除基本的空氣汙染防制設施設置

外，更積極致力於各項研發，提升空氣汙染

防制效率。2014年一項新型專利，利用有

機廢氣的高蒸氣壓特性及冰鹽水的低蒸氣

壓，強化兩者間的質傳動能，配合新設計洗

滌塔身結構，平均分配氣流路徑，使液、氣

充分混合，冰鹽水將有效補集有機廢氣，

去除效率可達90%。2013共三項新型空汙

減量排放工藝之專利，2013年於山鶯廠區

環境指標 (噸 ) 2012 2013 2014

一般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 31,627 29,078 47,271

不可再利用 (焚化或掩埋 ) 5,602 5,981 7,568

小計 37,229 35,059 54,839

有害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 50,099 56,141 60,753

不可再利用 (焚化或掩埋 ) 4,422 4,039 1,818

小計 54,521 60,180 62,571

總計 91,750 95,239 117,410

整體再利用比率 89.1% 89.5%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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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鼎鑫廠試用後，2014年擴大於群策廠使

用。

2014年營業額相較於上年度為上升，

又2014年空氣汙染排放總量相較於2013年
明顯下降，在空汙排放密集度*上，各項汙

染物類型表現皆下降，顯示欣興於空氣汙染

防治上的減排有所成效。

溫室氣體管理

2013年、2014年溫室氣體盤查數據

範圍新增鼎鑫及群策廠區，2014年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約為780,744公噸CO2e，高

於2013年的751,354公噸CO2e；其中台灣

廠區的排放占53%，華東廠區於江蘇省占

33%，華南廠區於深圳市占14%。

能源管理

為使各廠區在節能工作的推行上有所依

據和目標，本公司參考台灣及中國的節能政

策訂定節能目標，期望達每年節電量1%的

節能目標。2014年台灣廠區加上華東、華

南四個廠區總節電量為2.03%，我們將持續

以降低能源使用，提升能源效率、尋找清潔

替代能源的方法來達成節能目標。

水資源管理

欣興的水質來源有自來水、井水等，

其中以自來水占66%。2014年的總用水量

約為21,655,869度(M3)，高於2013年的

19,446,716度(M3)；其中台灣所有廠區的

用水量共占74%，華南廠(聯能)的8%與華

東三廠的19%。

雨水回收推動策略

欣興瞭解水源得來不易，且由於自來水

必須經過繁複且昂貴的處理過程，為了節省

水資源並善用水資源，欣興透過儲蓄雨水來

替代部分自來水的使用。由於雨水收集貯存

與利用，具有簡易開發水源、節約排水、調

配用水等多重功能，而雨水回收儲存槽也具

有滯洪、蓄洪、防災、美化環境等更深層的

意義。水回收儲存槽，主要運用於景觀草木

澆灌用途，回收雨水使用量約1,597公噸。

另中國的華東區增設中水回收系統：利

用DF+RO膜工藝來進行廢水處理，降低廢

水導電度，滿足回用水質要求，代替工業生

產用自來水量，於2014年新增三套設備共

可產水約2,760公噸/日。

員工與社會參與

「Closer to People」是我們2014企業

社會活動的三大主軸之一。成功的永續企業

除了創造優越績效、愛護地球環境外，最基

汙染氣體排放

類型
2013 2014

排放量 (KG ) 空汙排放密集度 * 排放量 (KG ) 空汙排放密集度 *

氮氧化物 28,341 0.47 25,963 0.42

硫氧化物 17,589 0.29 9,514 0.15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 Cs) 64,834 1.08 43,296 0.70

懸浮微粒 (PM) 22,072 0.37 21,334 0.35

■ * 空汙排放密集度 = 年排放量 KG / 百萬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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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就是必須要和「人」緊密地結合在一

起。惟有企業與員工、與在地的鄰里居民真

正地融合了，方得以創造出共享的價值，共

榮共生。本章節將先就欣興對於員工的照顧

及期許，結合公司勞工政策予以闡述，之後

則說明欣興在2014年在社區參與面向的投

入。

人力結構

截至 2 0 1 4 年底，欣興員工總數為

24,507人，其中台灣區11,836人，大陸地區

為12,671人。其中男性員工比率為60%，女

性員工比率為40%，我們重視員工的多樣

性及文化，聘僱及提供新住民長期穩定的

工作，台灣地區2014年底有82位新住民在

職。欣興依據營運據點所在地的勞動法令，

配合全球客戶、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ICC準

則)等國際標準與規範來訂定勞工政策，建

構平等、安全穩定的就業及發展環境。我們

秉持公平就業的原則，在員工招募、晉用、

考核及升遷上，對於不同性別、種族、宗

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工會社團等背景

均一視同仁，以適才適所為的取捨考量，公

平對待。

職安衛績效

欣興電子歷年來持續且積極推行工安相

關活動，運用標竿學習管理機制以提升各廠

精實之職安衛績效，以建構安全職場，邁向

「工安標竿企業」為目標。台灣區於2013
年榮獲「第七屆國家工安獎」之獎項，我們

秉持著此榮耀持續推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並於2014年獲得多次肯定。

職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照護

欣興電子職業安全衛生之運作，區分為

四大面向推動與展現：

1

2

4

3

主動遵循主管機關之職安衛法規及客戶對職業安全

衛生要求，以確保職安衛管理之合法性與適宜性

持續落實職安衛系統運行，

精進職災預防機制

明訂公司年度各項職安衛活

動推行主軸，提升各廠 / 部

之職安衛績效

積極參與外部組織相關之職

安衛活動，以創造社會共享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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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與福利

公司依據員工的專業知識技術、工作職

掌、學經歷背景及個人績效表現，結合公司營

運目標，來決定其整體薪資，不因其性別、種

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在薪資待遇上

有所差異，且符合法令規定之薪資準則。為凝

聚同仁對欣興之向心力，除了基本薪資之外，

欣興亦根據公司營運狀況進行彈性變動薪酬

發放，包含年度調薪、績效獎金、員工分紅、

達成獎金、簽約金、股票獎酬(庫藏股轉讓)

等，以適時激勵士氣並鼓勵同仁持續貢獻。

欣興同時規劃多樣的福利制度，對員工

的關懷不遺餘力，在2014年，台灣再次獲

得桃園縣政府表揚桃園縣內績優事業單位的

「桃園心、就服情~就業金讚獎」的金牌獎

殊榮，同時亦獲頒「僱用外籍勞工優良事業

單位」榮譽。

員工發展與教育訓練

我們提供多元學習管道，讓員工有機會

參與跨領域、跨技術的專案合作，並強化彼

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且透過團隊運作模

式、腦力激盪等方式相互學習，以提升整體

績效。此外，我們鼓勵員工嘗試與挑戰新事

物，透過跨領域的磨練，更協助員工盡可能

通盤了解企業整體營運發展的方向與流程。

我們期望在欣興的從業員工，都能從

「人材」變成「人才」，並躍升為「人

財」。對此，我們會針對各職等的人力需

求，規劃對應之個人訓練發展藍圖，提供相

關的英才培育計畫，讓員工在學習與貢獻中

不斷成長，增加自我價值。

社會參與及回饋

欣興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

念，長期以來，從營運據點的在地深耕，到

跨國界的愛心活動，無論是社會公益的贊

助，或是企業人力的參與數量上，每年呈現

逐年增加趨勢。除了參與公益活動外，也鼓

勵員工社團能與企業社會參與行動結合，擴

獎項 獲獎廠別

Q CC-金塔獎 (電氣安全提升 ) 欣興電子

職安衛公益感謝狀 欣興電子

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欣興電子蘆竹廠、蘆竹二廠、
南山廠、興邦廠、精載一廠

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企業 欣興同泰、鼎鑫電子、
蘇州群策

安全文化建設示范企業 欣興同泰

2014年參加微軟SEA競賽榮獲三個二等獎 鼎鑫電子

年度消防安全管理「先進單位」 鼎鑫電子

企業職工健康素養基本知識與技能競賽優秀獎 鼎鑫電子

年度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先進單位 蘇州群策

年度安全管理分類分級 A 級達標單位 聯能科技

表：2014 年各廠職安衛推展皆有良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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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益及增加受益範圍。以行動落實社會公

民責任、回饋社會。未來，我們承諾將持續

整合企業、社會及員工的資源，持續投入社

會公益活動。在此，公益超商是一個非常值

得與各位一起分享的案例。

社會弱勢照護暨社會公益活動參與案

例：公益超商

欣興與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合作之「欣

興電子旭日公益超商」於2014年5月分隆重

開幕。為充分發揮實踐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的理念，此公益超商對於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分為幾個層面，除提供單親媽媽及中輟生就

業機會、提供同仁消費的優惠折扣外，協會

也統籌運用盈餘及欣興未收取的租金水電費

用，對外協助更多社會弱勢族群及社福單

位，以達成善的循環。

2014年社會弱勢照護暨公益參與狀況

如下表列，主要輔助用途為受刑少年緊急用

途基金、家長成長班、矯正署及國小輔導、

更生少年各項技藝證照取得、烘焙班材料

費、貧困學童預備輔助金等。2015年，我

們擬再增加其他的贊助對象例如：老憨兒之

家(桃園觀音愛心家園．桃園縣私立方舟啟

智教養院)、教養院(孤兒院)、偏鄉弱勢學

校等。

單親家庭

弱勢家庭

身心障礙者

更生少年

單親媽媽

二度就業

5位

8位

1位 1位

2位

2位

協助就業

由於公益超商的多層面效益，我們也特

別與外部顧問合作評估本案的整體社會投資

效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以作為日後公司進行社會投資時的策略考量

重點。社會投資報酬率是藉由計算資源投入

而得到多少實質產出及成果改變，評估該方

案足以影響利害關係人及社會福利的程度。

公益超商的案例中，成本面是欣興電子與中

華青少年關懷協會共同投入的固定成本，而

社會經濟效益面的項目則包括有：

• 藉由實作訓練，增加超商員工對門市

服務及零售管理的職業技能；

來源 項目 受贈單位 捐款金額 受益人數

旭日超商盈餘

團體捐款

桃園少年輔育院 5 萬 311 人

伊甸基金會 　 80 人

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 10 萬 200 人

租金水電收入 ( 註一 )

桃園少年輔育院體育基金 20 萬 311 人

新竹誠正中學烘焙班 10 萬 100 人

龜山山頂國小 10 萬 100 人

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 23.9 萬 400 人

△ 公益超商效益

■ 註一：此超商設置於工廠內，由公司承租相關之租金水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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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商員工因擁有這份工作，而增加的

所得與儲蓄；

• 透過超商盈餘提升非營利組織獨立運

作的永續性；

• 欣興員工享有在超商消費85折的員工

福利(特定物品及特價品外)。

經初步評估，旭日公益超商在2014年
的社會投資報酬率逾3元，亦即為投入1元

的成本經營公益超商，可為整體社會經濟

帶來超過3元的效益；而若將時間拉長到五

年，其社會投資報酬率將可接近10元，足

見這樣的做法具有多重正面的社會效益。在

欣興日後的社會投資上，我們也會依循此原

則與精神，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出最大的社

會利益。

(資料來源：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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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大廠欣興在投入企業社會責

任上採取四路並進，在董事長曾子章本著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包含公益

超商、跨足法式複合式餐廳事業、向打造植

物工廠王國邁進，以及攜手中華青少年關懷

協會等協助偏鄉弱勢學校等照護暨公益參與

等。

欣興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耕耘長期以來，

是從營運據點的在地出發，到跨國界的愛心

活動，無論是社會公益的贊助，或是企業人

力的參與數量上，每年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

欣興也透過與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合作

「欣興電子旭日公益超商」是於2014年5月
開幕，為充分實踐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

念，此公益超商對於利害關係人協助是通過

多個層面。

歷經超過一年的營運，除提供單親媽媽

及中輟生就業機會、提供同仁消費的優惠折

扣外，協會也統籌運用盈餘及欣興未收取的

租金水電費用，對外協助更多社會弱勢族群

及社福單位，以達成善的循環。

相關參與者也親自寫信與各界分享這段

心路歷程，兩封信件全文如下：

失去孩子父親瀕臨破碎的家，看著一張

讓我又感動又喜極而泣的發票，是孩子第一

次領薪水，還會帶著我跟他的妹妹導覽著他

住處附近的環境，實足感覺欣慰。在十年前

的某一天，兩個孩子的父親去了天堂，頓時

失去依靠，孩子變得安靜不說話！直到孩子

漸漸長大後，發覺孩子並無改變，長達八年

重度憂鬱，讓身為母親的我跟其妹妹用盡一

切方法，都無法改善，幾乎已達心力交瘁之

境！某一天，孩子透過介紹認識了中華青少

年關懷協會的理事長與黃老師，在這段時間

內，機構不斷給予相關關注及適當協助，讓

孩子有了些許進步改善；同時也在機構安排

下去了相關事業單位工作，在工作場所中，

慢慢地帶領出孩子的自信心，更讓其重新學

習與人相處互動模式；過程中每每在他憂鬱

症發作同時，總是由理事長耐心親切的帶領

著他一起去公益超商工作，讓他有了生活的

重心，並在有人陪伴下度過難關，由於超商

內的每一位夥伴都很熱心的協助其完成每項

工作，讓其重拾自我，再造自我。經過了半

年多，當孩子走出自己，到外面工作，感謝

協會、超商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也走出失去

所愛的人及各種傷害的考驗！由衷感謝中華

青少年關懷協會。孩子的母親 留言

浮萍兒我做錯事了，被抓進了少年觀護

所！心理很害怕！小時候爸爸媽媽總是忙自

己的事，媽媽沒有上班但是也從未照顧我們

(我們有六個兄弟姊妹)，爸爸雖有工作卻是

愛賭博！缺錢一直是我們家最難受的事情！

欣興四路並進 用心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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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觀所有一個團體(青少年關懷協會)會固

定來跟我們上課，中華青少年關懷協會的老

師們都很關心我，因此當我出所後，黃老師

及協會老師也持續幫助我們家，爸爸娶了繼

母，繼母雖很認真工作，會煮飯給我們吃，

但生活中仍有些衝突及不順遂；後來經由協

會介紹安排我們去超商工作，開始改變了我

的想法及開始有能力負擔家裡的生活費！超

商裡大家都很和諧、團結，當我一再犯錯，

也能很有耐心的給予教導，讓我覺得在這裏

工作很快樂。此外，個人找到了自己的志向

─水電工作，半年多來，我有自信可以去社

會上工作，不再像浮萍般，不知所措，家裡

也因收入改善而穩定下來！真的感謝在我什

麼都沒有時，協會老師們一直給予的幫助，

在沒有人理我們時，我們仍有工作可以做，

讓我感受到還有溫暖，我不會再去學壞，我

會在自己興趣工作上學習，謝謝協會理事長

及黃老師還有老師們，我會再努力！謝謝再

謝謝！要變成大樹的學生

公益超商 弱勢明燈

由於公益超商的多層面效益，欣興也特

別與外部顧問合作評估本案的整體社會投資

效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以
作為日後公司進行社會投資時的策略考量重

點。

社會投資報酬率是藉由計算資源投入而

得到多少實質產出及成果改變，評估該方案

足以影響利害關係人及社會福利的程度。公

益超商的案例中，成本面是欣興電子與中華

青少年關懷協會共同投入的固定成本，而社

會經濟效益面的項目則包括有：

1.藉由實作訓練，增加超商員工對門市

服務及零售管理的職業技能。

2.超商員工因擁有這份工作，而增加的

所得與儲蓄。

3.透過超商盈餘提升非營利組織獨立運

作的永續性。

4.欣興員工享有在超商消費85折的員工

福利(特定物品及特價品外)。

經初步評估，旭日公益超商在2014年
的社會投資報酬率逾3元，亦即為投入1元
的成本經營公益超商，可為整體社會經濟

帶來超過3元的效益；而若將時間拉長到五

年，其社會投資報酬率將可接近10元，足

見這樣的做法具有多重正面的社會效益。在

欣興日後的社會投資上，欣興預計，依循此

原則與精神，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出最大的

社會利益。

在參與公益活動以外，欣興也鼓勵員工

社團能與企業社會參與行動結合，擴大效益

及增加受益範圍。

法式複合餐廳 健康平價

另一方面，欣興表示，在跨足法式複合

式餐廳事業，本著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創

造共享價值的理念，特別聘請新竹光復中

學程校長擔任顧問，並與國王烘焙及Yami 
cook共同合作，打造「欣興電子植物工廠

複合式餐廳暨麵包坊」。

據了解，該餐廳主要以嶄新理念，結合

新鮮蔬菜與烘焙製品，發展豐富的多元化飲

食形態，進而實現由內而外持續推廣安全健

康無毒飲食的新思維，提供員工及附近居民

享用健康平價的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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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植物工廠方面，欣興目標通過相關

發想及導入生產及作為，善盡企業所應擔負

責任外，最大期望即能提供有效解決社會傳

統農耕糧食不足暨環境汙染等問題。

鑑於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加上人

口持續增長，由於可耕地日漸減少，造成新

興市場對於農糧的需求增加，全球糧荒壓力

大增。傳統農業完全靠天吃飯，除了受到季

節限制及天候影響之外，戶外栽種作物的病

蟲害將影響農作物的收成。

創新農業 掃除汙染

此外，人們為了確保農作物收成，往往

不當地使用農藥和肥料，除了影響消費者的

健康，更造成農地、河川、湖泊與海洋等汙

染，嚴重破壞地球的自然生態。為克服上述

問題，欣興電子於2014年6月間成立欣鮮圃

股份有限公司，草創期間即成立SGS等級實

驗室，以檢驗植物營養素分析，另成立植物

科技部，延攬了七到八位農業專才，進行相

關植物生產及LED照明研究。

為創新農業興起，欣興植物工廠利用高

科技設備，控制環境中的潔淨度、溫濕度、

光照、營養液等，分析蔬菜生產所需養分與

光譜，提供蔬菜最精純的養液，建立完成蔬

菜種植流程，使蔬菜植物可達到定期、定

量、定品質的栽培生產，並按計畫周期性進

行植物產品生產，提供同仁暨大眾安全無汙

染的蔬菜。

在上述三大項目(公益超商、法式複合

式餐廳、植物工廠)以外，欣興在社會參與

及回饋方面在去(2014)年的主要社會弱勢

照護暨公益參與包含為受刑少年緊急用途基

金、家長成長班、矯正署及國小輔導、更生

少年各項技藝證照取得、烘焙班材料費、貧

困學童預備輔助金等。

贊助對象 擬再加碼

欣興預計，今年再增加其他的贊助對

象，比如老憨兒之家(桃園觀音愛心家園．

桃園縣私立方舟啟智教養院)、教養院(孤兒

院)、偏鄉弱勢學校等。

展望未來，欣興強調，以行動落實社會

公民責任、回饋社會。承諾未來將持續整合

企業、社會及員工的資源，持續投入社會公

益活動。 (尹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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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

總論

佳世達2014年持續深化轉型，除透過

營運布局的擴展與整合，使營收及獲利均創

新高外，內部管理策略上亦持續向創意型組

織邁進，透過內外部的調整，我們期待能進

一步驅動佳世達在經濟、社會、環境面發

展，讓企業願景與永續發展理念更緊密的結

合，並將好的企業文化，持續傳遞給員工及

消費者，以提升社會的整體幸福感，實踐企

業永續發展的承諾。

延續前一年企業永續發展的好成績，我

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在2014年榮獲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2014 Taiwan CSR 
Awards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報告

書的品質及透明度獲得更進一步的肯定；

此外，佳世達亦獲得Channel News 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 亞太區排名第12名、

台灣區第二名，顯見佳世達在企業永續議題

的因應與策略推動成果深獲國際認同。　

在經營績效上，佳世達2014年的獲利

逐季走高，主力產品顯示器和投影機表現持

續優於業界，其中投影機產能為全球第一、

液晶顯示器產能為全球第二。為因應近年來

中階產品市場需求趨緩及代工毛利低的問

題，公司持續優化現有產品線並轉向高階且

附加價值高的產品，除提高高階產品出貨比

重，亦持續深耕醫療產業、整合集團資源，

更首度跨入3D植牙及洗腎業務，有效擴展

產品線深度及廣度，讓醫療產品線的布局更

加完整；解決方案方面，佳世達成立了智能

方案事業群，透過結合原先的核心技術，期

望能有效拓展物聯網商機。

目前佳世達的解決方案主要鎖定智能商

店、智能城市、智能企業、智能工廠、智能

醫院、智能校園等六大領域。透過鏈結佳世

達現有核心技術，如：顯示、精密光學、

移動通訊、工業自動化、ERP與軟體整合能

力，讓企業資源有更適宜的配置，發揮獨特

競爭能力。如智慧商店就充分運用集團內相

關產品及核心技術，其中包含應具備的行動

POS機、收據印表機、條碼掃描機、觸控監

視器，與軟硬體的系統整合，佳世達欲打造

讓客戶更便利的一站式服務，以符合市場需

求。

為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在環境

方面，佳世達持續以綠色產品、綠色營運、

與綠色供應鏈三大面向進行績效管理，以持

續改善並降低對環境的衝擊。綠色產品面，

綠色設計555指標所設定的節能、材料減量

與碳減量均達標，更首度進行生態化效益指

標的評估，透過基線調查，期未來能納入績

效管理，以有效結合經濟與環境面之考量；

綠色營運方面，佳世達在廠區環境效益提

升方面不遺餘力，暨2013年獲得清潔生產

評估系統合格證書、2014年取得綠建築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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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更計劃於2015年取得綠色工廠認證；

綠色供應鏈部分，持續推動供應商的教育訓

練，並首度將環境、勞工權益及社會衝擊納

入供應鏈晉用程序，以層層掌握供應商品

質，帶動下游供應鏈落實社會責任管理。

佳世達身為企業公民的一員，持續結合

員工落實在地關懷，並致力打造能兼顧工作

與生活的幸福職場。其中，佳世達延續前一

年基金會舉辦的《DOC志工小旅行》，同

仁及眷屬深入偏鄉數位中心，熱情參與勞動

服務，深度體會竹苗偏鄉數位關懷深耕七年

的成果，享受付出的快樂。同時，我們持續

舉辦「幸福Q學堂」活動，讓我們的鄰居－

幸福國小的小朋友，透過豐富有趣的科學活

動及綠色設計課程，讓小朋友感受愛護地球

的重要性，培養環保小尖兵。在員工照顧

方面，佳世達2014年成為電子產業的領頭

羊，首度將雙周工時縮減為80小時，讓員

工能活用off學，使充實的下班生活成為上

班的正能源，激發更多想法，打造創意型組

織。

電子產業的內外挑戰持續威脅企業的永

續發展，依循舊有的模式不足以支持我們所

希望的成長。因此，佳世達相信要改變過去

的傳統思維，一方面在優化現有事業的同

時，持續深化醫療事業與解決方案的轉型，

另一方面則透過各種方式，激發員工，使朝

向創意型組織發展。我們期待，透過創新與

突破，我們能結合核心競爭力，發展出一番

新的風貌；我們堅持，持續耕耘環境保護及

關懷社會，自許做電子產品設計及製造的創

新者、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對地球友善，

以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續朝永續的幸福

企業邁進。

CSR得獎紀錄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之台灣

銀獎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獎 
大型企業電腦相關製造業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第11屆資訊揭露評鑑等級

A++

C hannel N ewsA 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 

亞太區排名第12名 

台灣區第2名

2014年度蘇州市優秀專利獎二等獎

2014年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協會「中

國品質誠信企業」

佳世達概況

佳世達科技(原明基電通)成立時間於

1984年，總部設於台灣─桃園，為一跨多

領域之全方位電子設計代工公司，不僅提供

客戶創新、高品質、具市場需求時機的產品

與服務，更期望透過產品科技改善人類生

活，創造人類生活價值。佳世達研發製造電

子產品應用範疇橫跨消費性電子、商業與工

業用專業領域；此外，近年來更積極布局新

事業發展醫療電子，如：超聲診斷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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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器、洗腎機、口腔掃描機等等。公

司產品線與技術涵蓋液晶顯示器、專業顯示

器與電子看板、投影機、液晶一體電腦、精

密掃描器、多功能事務機、醫療電子、平

板電腦、3G/4G/智慧型手機、無線通訊模

組、車用電子、工業自動化、各式移動式消

費電子產品，以及LED燈飾等。

身為全球前兩大液晶顯示器與投影機製

造廠，同時也是全台灣最早投入網通事業研

發之公司，佳世達全球營運據點包括研發

製造與服務據點遍及台灣(台北、桃園、新

竹)、中國(蘇州佳世達電通)、美國以及日

本。目前全球員工人數約10,131人。

佳世達提供客戶顯示器、影像產品、投

影機、車載應用產品、行動通信產品、嵌入

式系統產品、照護醫療電子及工業自動化等

八大類產品，其中2014年投影機產能170萬
台為全球第一、液晶顯示器1,600萬台為全

球第二。除此之外，雖定位為代工公司，佳

世達卻擁有國際知名之工業設計實力，自

2008年起屢屢締造得獎紀錄，2014年更獲

得包括四項德國iF設計，三項red dot，以及

一項日本G-mark優秀獎，至今已累積高達

125座國際設計大獎，不但擁有研發製造優

勢，更兼具獨特產品設計能力之高經濟附加

價值產品設計上獨特之競爭優勢。

佳世達企業永續發展──我們的願景與使命

佳世達以我們的企業永續發展願景與使

命為核心，自2010年將「企業永續經營」

系統化與架構化，透過各項事務的推動，致

力實現佳世達的企業願景「實現科技生活的

真善美」。

我們的願景：

◦�做電子產品設計及製造的創新者、提升人

類的生活品質、對地球友善。

我們的使命：

◦�以誠信對待客戶、供應商、債權人、股

東、員工，及社會大眾。

◦創造出能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綠色產品。

◦�與供應商及客戶合作，達成產品周期碳平

衡。

◦提供員工一個健康、幸福的工作環境。

◦�創造良好的企業獲利，並回饋股東、員

工，及社會大眾。

佳世達企業永續發展的架構

對 內 定 名 為 「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CSD(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evelop-
ment)」，以永續發展的三要素經濟、社會

以及環境為基礎，將環境展開為「綠色產

品」、「綠色營運」以及「綠色供應鏈」，

加上社會構面的「社會責任」及財務構面的

「財務績效」共五大構面，推展佳世達企業

永續發展的指標、策略與各項計畫。此五大

構面支持著佳世達企業永續發展的推展，每

個構面我們都設立了長遠的目標，作為各項

計畫推展的指引方針。

社會責任
員工 

社會大眾

財務績效
股東 

社會大眾

綠色產品
客戶

綠色營運
社會大眾 
客戶 
員工
政府

綠色供應鏈
供應商
客戶

願景 
使命



— 335 —

佳世達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為順利推展企業永續發展各項事務並確

保組織業務相關之利害關係者意見得以溝通

與反應，佳世達整合相關部門成立企業永續

發展委員會(CSD Comiittee)，並增加管理

系統(Management System)構面，由資訊部

門協助管理平台軟體之建置。委員會並每季

召開會議進行進度報告。

2014年企業永續發展管理績效指標與成果

摘要

自2009年企業永續發展有系統的推行

以來，佳世達在經濟、社會與環境各面向

均朝著我們所設立的永續管理績效指標努

力與邁進，也都順利達成年度目標，彙整

2014年各面向項績效指標與成果如下表所

示。此外，我們在整體企業永續發展的表

現上延續2013年的好成績，報告書獲得了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2014 Taiwan 
CSR Awards台灣企業永續獎」之大型企業

電腦相關製造業銀獎，相較2013年成果，

報告書的透明度及品質都獲得更進一步的

肯定；此外佳世達亦於2014年首次公布之

亞洲可持續發展指數(Channel News 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中排名第12名、台

灣區第二名，永續的表現深獲國際認同。

利害相關者溝通

為確保我們在進行企業永續發展之規

劃與決策時，適時與利害相關者溝通、將

利害相關者所關注之重大性議題納入企業

永續發展政策，並建立暢通與透明的回應

機制，佳世達採用了AA 1000AS當則性

原則標準(AA 1000 Assurance Standard, 

   2014年企業永續發展管理績效指標與成果

永續面向 績效指標 2014年成果 2015目標 附註

綠色產品

節能 減少28.82% 減少5%
2015目標以 
2012為基準計算

材料減量 減少35.95% 減少5%

碳減量 減少27.84% 減少5%

綠色營運

失能傷害 
嚴重率

下降85% 下降18%

1. 2014年成果與 
2009年相較

2.  2015年目標以 
2012年為基準
計算

失能傷害頻率 下降88.6% 下降6%

每人每小時 
用電量

下降11.4% 下降15%

每人每月 
用水量（噸）

下降35.6% 下降6%

可回收廢棄物 
比例（%）

達到91.6%，提升9% 達到90%

綠色 
供應鏈

供應商社會責
任調查及環境
安全衛生調查
(家數)

191 260
2009年-2014年共
計六年累計515家

社會責任

禁用童工 0 0

全球員工完成 
誠信訓練比率

台灣
直接人員:100%

間接人員:96.42%
皆為100%

中國 
蘇州

直接人員:99.82%

間接人員: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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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00AS)，協助我們鑑別與回應永續性

資訊並提高揭露永續性資訊的嚴謹度。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以永續性主題、管理

策略、目標、現況及未來方向展開撰述。為

加強回應利害相關者所關注之議題，佳世達

特於企業網站上規劃「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除摘要呈現最新一年度佳世達在企業社

會責任各面向努力的成果，歷年出版之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亦歡迎各界於佳世達網站下

載或查詢：http://www.qisda.com.tw/。

報告出版日期與周期

本報告書出版的日期為2015年6月。佳

世達科技自2007年開始出版第一本「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每年持續揭露企業永續發

展各方面之績效，自2009年起更名為「佳世

達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2014年依據台灣

證卷交易所要求，復名為「佳世達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並定期於每年6月出版。

報告範疇與邊界

地理範疇：本報告書揭露之地理範疇為

佳世達總部─台灣桃園及最主要之製造據點

─中國蘇州；但部分章節或績效指標之數據

為求完整性會增加全球(包含其他廠區)之總

數據，如有未能完整包含台灣桃園及中國蘇

州之數據，亦將於該章節內容中備註說明。

時間範疇：本報告書揭露之資料時間範

疇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經外部驗證之政策與措施

佳世達科技委託獨立第三者查證公司

─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BVC)─進行報告書內容之確證以符合GRI 
G4核心(Core)揭露與AA 1000 AS 2008之
標準。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佳世達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以及其他相關法令，制定公司治理架構與

執行實務。佳世達的公司治理組織模型分為

三個單位：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

委員會，其中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而所有董事(含獨立

董事)均為股東投票產生。

大體而言，董事會的職責包括依照相關

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

權，並監督公司管理階層，負責公司的整體

的營運狀況。審計委員會負責公司財務報表

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

性與績效、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遵循相關

法令及規則，以及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薪資報酬委員會負責就評估檢討本公司董事

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及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

 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股東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經營團隊

稽核室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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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公司治理組織

架構。

維護股東權益，一直是佳世達長久以來

所重視的課題之一。佳世達自2012年股東

常會起，已採用電子投票制度，亦針對股東

常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決，藉以提高股東

出席股東會之比率，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

東會行使其股東權，而於股東會時，亦主動

向股東說明公司營運及財務概況，並接受股

東詢問。佳世達除了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經

理人所組成的經營團隊外，董事會成員亦普

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

養，並致力於股東權益極大化。

誠信與反貪瀆

公司透過制定誠信手冊、推行「誠信與

反貪瀆」線上訓練課程、執行內部控制風險

評估及實質查核等方式確保員工誠信並反貪

腐。同時於2014年起每年定期向董事會成

員寄發反貪腐的宣導信件；且在與商業夥伴

簽訂之合約中加註反貪腐條款，以落實佳世

達無貪腐事件的管理目標。在誠信的訓練推

行及宣導下，2014年未發生任何違反誠信

原則之案例。

貪腐事件
0

中國出入境 
檢驗檢疫協會
中國品質誠信企業

風險管理

佳世達的風險管理著重於公司治理的風

險管理系統及風險轉移規劃：策略風險由審

計委員會審查，財務、營運及危害風險，由

風險管理委員會管理；明文訂定佳世達風險

管理遠景及政策，有效管理超過公司風險容

忍度的風險，並運用風險管理工具使風險管

理總成本最佳化。

佳世達於2004年起即陸續建置各種重大

風險情境的營運持續計畫；同時配合國際規

範要求以及本公司歷經組織改組、產品線變

化與近來客戶稽核要項對BCM的要求增加，

陸續更新及新增不同情境之營運持續管理系

統(BCMs)，並定期進行BCM復原演練。

合法守規

佳世達全員參與法規遵循政策，透過各

部門間的合作，增進執行績效。於企業內

部，我們要求同仁積極維持誠信操守，並提

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進行汙染預防，以

增進勞工安全。關於產品生命全周期，我們

積極降低環境關連物質之使用，除了符合環

保法規，並持續減少對環境的衝擊。2014
年佳世達無違反任何相關法令或罰款。

客戶與供應鏈關係

佳世達身為全方位的電子代工公司，於

其上下游的價值鏈管理，首重客戶與供應商

關係之維護。為維護客戶權益，佳世達系統

化管理機密文件以保障顧客隱私；供應商方

面，佳世達要求供應商遵守所在地國家法

規、社會標準及環保計劃，讓供應商與佳世

達攜手向環境、社會承諾，加值產品價值。

1.客戶關係

佳世達同時定期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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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匯率

C redit
D ELL下市

歐洲緩慢復甦
美國財政危機

員工行為不當

大陸經濟趨緩

日本安培效應

稅務

法規
個資法

缺工

大陸薪資倍增

大陸肅貪

罷工

員工洩密

原物料價格波動

供應鏈中斷

C arbon Taxes

Smar t Phone,  
tablet 快速成長

通訊4G 時代

專利侵權

BC M
Failure

• 財務結構
• C C C，負現金流
• 稅務風險

• 提升附加價值
• 人才&資源配置
• 長投管理

• BU營運
• 缺工
• 出貨流程

O peration

Finance Strategy

CSR

G reen Product

傳染病

環保法規

區域經濟不平衡

區域政治衝突

IT產業需求下降

策略風險

災害風險營運風險

工安： 
火災、爆炸

氣候變遷

天災：水災、地震、 
颱風、水資源

• 工傷
• 火災
• 竊盜

Hazard

2014佳世達鑑別之風險雷達圖譜

財務風險

 佳世達營運持續計劃架構

營運持續管理系統（BCMs）

標準：BS 25999 

總部 中國製造廠區 

火災 地震
重大

傳染病
（H1N1）

ISO 14001 / OHSAS 18001

I T  
中斷

ISO 27000

供應鏈
中斷

ISO 28000

資金
中斷

Corporate 
Governance

罷工

SA 8000

火災

O HSAS

標準

區域

情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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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客戶的需求得到了解及滿足。客戶滿

意度除了主要客戶於每季之QBR(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評分及排名外，針對其他

客戶，佳世達每年1月及7月進行全面性的

客戶服務滿意度調查，評分內容分為「品

質」、「交期與價格」、「技術支援能

力」、「服務」四大項。

2014年度有QBR的客戶，對於佳世達

的滿意度在所有供應商中平均排名為1.69，
其中顯示器產品線排名為1.63，投影機產品

線排名為1.75。針對無QBR之客戶，2014
年度客戶對於佳世達各個產品線滿意度調查

結果，平均滿意度為92.0分，足見佳世達在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的表現深獲客戶肯定。在

客戶隱私保護上，2014年未有外部客戶投

訴資料遺失及監管機關的投訴事件發生。

2.供應鏈關係

佳世達建立了完整的供應鏈晉用、評鑑

程序。針對現有合格供應商，也會謹慎進行

供應商風險評估，避免無預警倒閉影響出貨

或造成糾紛等任何情事。另外當重大特殊事

件發生時，也對供應商進行重大風險調查，

並全面性調查供應商的應變能力，或對供應

商溝通適宜的應變方式，讓佳世達在供應鏈

上能採取最適當的預防措施，避免造成營運

上的危害，而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在供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面，佳世達自

2008年開始的供應商評鑑，即加入查核多

種國際認證與規範的符合性，並提交綠色產

品宣告書，承諾歐盟禁用物質的不使用。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ISO  14001

ISO 14064-1

RoHS

EIC C

O HSAS 18001

SA 8000

C onflict-Free Minerals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重點

環境永續

佳世達深知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是不

可逆的，只兼顧經濟與社會面的發展不足以

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因此佳世達承諾投

入資源，在產品設計及製造的管理上致力於

重大議題 管理目標

客戶隱私保護 客戶無投訴資料遺失

供應商環境評估 定期調查與稽核供應商社會責任 
執行情形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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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量、減碳，讓產品及其製程更加節

能、環保，並以管理系統為依歸達到持續改

善的目的。有關環境管理，利害關係人所關

心的重大議題以及佳世達的管理目標如上：

氣候策略與碳管理

佳世達透過企業永續發展的運作，在

環境面上將永續發展面向開展為「綠色產

品」、「綠色營運」及「綠色供應鏈」，個

別發展策略及管理之目標與重點績效指標

(KPI)以進行管理。

身為電子產品的設計及製造商，佳世達

的碳管理不僅關注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也

針對產品面的環境衝擊進行分析與管理，以

符合相關國際認證，例如歐盟的能耗標準

(ErP)或組織碳足跡(ISO 14064)。

1.綠色產品：

以生命周期的思維檢視產品的生命周期

碳排放與減量機會；重視綠色設計，導入生

態化設計手法，從設計源頭開始進行環境衝

擊及碳減量。以碳管理平台產出產品碳足跡

報告，進行碳減量績效之追蹤與管理。

 綠色產品管理架構

ISO 9001

Environment

ISO
 14001IE

C  6
24

30

Management SystemDesign

ISO  14006

溫室氣體盤查及碳揭露成果

隨著地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身為地

球公民的一份子，佳世達自2007年起參照

ISO 14064-1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之要求，建立全球製造據點完整

重大議題 管理目標

排放
符合佳世達綠色產品、綠色營運、
綠色供應鏈之企業永續發展績效
指標。

產品環境影響 1. 符合綠色設計 555 指標 
 ( 節能 5%、減量 5%、減碳 5%) 

2. 設計及製造之產品符合銷售地 
 及客戶特殊要求

客戶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標示

廢水與廢棄物
符合節能減碳 259 指標：每年減
少用水 2%、每年省電 5%、可資
源回收廢棄物每年維持 90%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

符合安全管理 260 指標：失能傷
害頻率每年降低 2%、失能傷害嚴
重率每年降低 6%、維持每年火災
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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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每年進行溫室氣

體盤查並進行第三者查證。全球製造據點

2014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結果已通過

ISO 14064-1第三者查證。

佳世達也積極參與國際碳揭露(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問卷之調查，2014年獲

得94分，展現佳世達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

重視與管理，獲得各界肯定。佳世達同時建

立碳管理平台，產品量產後即可產出「搖

籃到門口」(Cradle-to-Gate或稱Business-
to-Business, B2B)之自我宣告產品碳足跡

報告(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Report,或
稱CFP Report)。碳足跡計算的方法學符合

PAS 2050 and ISO 14067之標準。為了減少

能源使用對暖化的影響，佳世達同時擬定溫

室氣體減量相關方案，透過工程改善與行政

改善兩個面向之管理方式進行節約能源，以

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

展望2015年，我們持續推動綠色設計

555(節能5％、減量5％、減碳5％)，並將

綠色設計結合於產品開發流程中，建立ISO 
14006的管理制度。

2014年各產品線平均達到

節能

減量

減碳

28.82%
35.95%
27.84%

2.綠色營運：

以量化、管理與碳減量為推動藍圖，從

ISO 14064-1盤查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量，

並建立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及CSD KPI
管理系統追蹤各項節能減碳措施之目標達成

情形與減量績效。

水資源管理、廢棄物處理與安全衛生議題

綠色營運是佳世達科技永續發展策略

 綠色營運管理架構

GHG Re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O 50001

CSD KPI System
ISO  14064-1

G HG  Inventory

Quantif cation /
Assessment

Management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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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環，環境、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

更是綠色營運管理的核心，亦承諾防汙減

廢及安全健康之績效上改善再改善。佳世

達並自1997年及2001年分別導入環境管理

系統(ISO 14001)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並針對全公司人員進行

相關訓練，確保全體員工均能在工作中考量

作業活動對環境之衝擊及潛在之安全衛生風

險，新進員工自新人訓練起均需接受兩項管

理系統之認知訓練。

用水量下降

可回收再利用廢棄物 
達到

35.6%
91.6%

（與2009年相比）

在安全衛生議題上，佳世達有健全之社

會責任暨環安衛管理委員會以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事項，從上至下每位員工皆有責任安全

的完成工作，並透過綠色營運文化之活動落

實執行各項安全衛生健康要求。針對環安幹

事及管理代表則定期進行職業衛生教育訓

練，針對員工則定期安排體檢並監控作業場

所環境。

失能傷害 
頻率下降

失能傷害 
嚴重率下降

火災為

88.6%

85%

0
（以2009年為基準）

3.綠色供應鏈：

規劃為三個推動階段：認知、推動與永

續。在認知提升階段進行重要供應商GHG
盤查教育訓練，在推動階段，2014年持續

要求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自我揭露GHG排放

量及GHG減量成果，最後在永續階段，希

望提升供應商自我管理能力並於CSR報告當

中揭露氣候變遷策略及減量績效。

認知、推動與永續

打造綠色供應鏈是佳世達永續發展的一

項重要且持續性的工作，我們關注環保議

 綠色供應鏈推動架構

Supply C hain Management

Phase I
Awareness

Phase II
Implementation

Phase III
Sustainability

SR & ESH Survey
EICC Self-Evaluation
G HG Inventory Training

Provide G HG  Inventory 
training at compon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for key 
suppliers since 2011.

Require strategic suppliers 
to self-disclose G HG 
emissions and reduction 
results since 2013.

To establish supplier self-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disclose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CSR reports. 

CSD C apability Assessment 
EICC Implementation
G HG Self-D isclosure

Supplier Self-Management
CSR Report
Expansion to T ier 2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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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法規的更新。2006年召開供應商大會

宣導佳世達的RoHS相關規定；2008年啟動

EuP第三類環境宣告的推動；2009到2010
年間亦召開多場供應商大會輔導廠商實際執

行碳足跡盤查的活動。2012年及2013年均

舉辦綠色供應鏈工作坊，與重要零組件供應

商分享佳世達企業永續發展之做法及成效，

並宣導新版本電子行業行為準則、衝突金屬

法案、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撰寫方式以及溫室

氣體盤查方法等國際重要趨勢。此外，自

2013年起佳世達開始針對重要零組件供應

商進行企業永續發展能力評估，依供應商自

我管理能力、社會責任符合性及環境安全衛

生管理績效等三大構面進行評分，期許供應

商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與佳世達共同朝企業

永續發展邁進。

員工與社會參與

快樂工作 精彩生活

佳世達建置完整管理制度，保障員工權

益、維護工作環境的安全及健康，同時建立

順暢勞資溝通及申訴管道，讓員工有發聲

的管道，並舉辦各類活動，讓員工活用off
學，將關懷社會的正面能量回饋予社會。有

關員工關係管理，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重大

議題以及佳世達的管理目標如下：

員工概況

員工是公司的長期資本，亦是公司創新

的基石。為此，佳世達致力提供同仁優良的

工作環境，並依據營運所在地之法規與公司

狀況，定期評核、調整員工管理規章。透過

良好的工作條件與氣氛，有效提升員工工作

效率。截至2014年底，佳世達科技全球人

力10,131人，其中台灣員工1,627人、其餘

地區8,504人分布於中國大陸8,474人及其他

海外據點地。

學習發展

佳世達科技十分重視員工的訓練與發

展，為能提供明確的職涯發展藍圖，公司投

重大議題 管理目標

員工 符合營運所在地法規公司作業 
流程

教育訓練 建立學習型組織，並根據年度 
計畫執行多元訓練課程 

童工
全球製造據點通過 SA 8000 社會 
責任管理系統認證，且無發生違
反人權事件

強迫勞動

無歧視

勞工權益問題 
申訴機制

透過順暢的勞資溝通管道，達成
零申訴目標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勞資關係

地方社區 透過各種誘因，提升員工參與 
公益活動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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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充足資源，除整合實體及網路學習平台供

員工進行多元化的課程研習，同時引進內外

部資源，設立Qisda Academy來培訓員工，

並每半年進行訓練執行進度查核，以落實年

度訓練計劃。此外，為傳達佳世達對於社會

責任的重視，不但開設綠色產品相關課程，

更將與EICC、QC 080000、ESH等相關課

程，納入Qisda全體同仁的必修課程中。

2014年佳世達員工平均受訓時數如下表：

佳世達的訓練立基於Qisda Academy，

並將課程依照功能、參與人員類別劃分為四

大學院，分別為專業發展學院、學習成長學

院、創新改善學院及領導管理學院，針對不

同學習需求提供完整的訓練規劃。此外，

在學習的管道方面，除了實體的課程外，

Qisda也有內部的e-learning訓練管道，供員

工進行相關的課程研習。

人權管理

佳世達科技宣示保障員工權益，於人權

管理上亦符合當地法規、國際勞工組織核心

男

女

合計

 佳世達員工平均受訓時數（單位：小時 人）

台灣 中國蘇州 Q isda Total

直接人員 間接人員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直接人員 間接人員

11.71
15.14
14.87

22.01
18.21
20.93

110.07
72.36
95.21

21.75
18.30
20.72

101.22
66.78
90.97

21.54
18.74
20.41

童工、強迫勞動
及歧視事件

0
全球製造據點 
通過SA  8000
社會責任管理 
系統認證

勞動權益、人權
問題申訴事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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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及利害關係者之需求，自國際勞工組織

公約公布後，各國政府、企業也開始逐漸重

視童工問題及強迫勞動等勞工議題。

針對平等對待議題，公司遵守電子行業

公民聯盟行為準則(EICC Code)，承諾不因

種族、國籍、膚色、年齡、性別、性別取

向、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殘疾、懷孕或婚

姻狀況等因素而影響員工徵募、升遷、薪資

及受訓之機會，每年均透過SA 8000內外部

稽核以確保上述執行流程無缺失，2014年
公司內未發生歧視事件。

打造幸福健康職場

佳世達科技秉持打造幸福健康職場的理

念，規劃多元的員工福利，讓全體同仁體驗

優質的職場環境與健康幸福的企業文化。

1.員工基本保障

目前佳世達科技提供的主要福利措施包

含免費健康檢查、特約商店或醫院、伙食用

餐補助、提供宿舍/制服等，除績效獎金適

用於正職人員外，派遣人員福利與正職人員

相同，僅少數派遣人員因屬短期派遣(六個

月以下)，未納入特別提供之福利範圍。

2.暢通與良好的勞資溝通管道與關係

為維護企業與員工之間的良好勞資關

係，公司內建立暢通無礙的溝通管道，如業

務說明會、福利委員會議、勞資會議等，讓

同仁即時瞭解公司訊息，並鼓勵大家對企業

整體運作及發展提出建議，供決策單位參

考。完善的溝通管道不僅促進勞資關係，也

讓公司充分瞭解員工需求，提供更完善的職

場環境。

3.員工健康管理

佳世達重視員工的健康管理，維持員工

的健康與活力即能保持公司最佳的戰鬥力，

因此佳世達在台灣及中國蘇州均成立維力中

心，並以推廣同仁健康為最終目標。

親善大地，關懷社會

為實現佳世達「實現科技生活的真善

美」的企業願景，並進一步延伸到地方社

區，佳世達從核心價值觀「關懷社會」的精

神出發，集合眾多員工的愛心，結合公司核

心競爭力，以及配合各項在地關懷計畫與員

工自發性活動，具體落實企業對社會的回

饋。以下分別透過「在地關懷」以及「明碁

友達基金會」加以說明。

1.在地關懷

(1)幸福Q學堂

為強化佳世達與社區的互動，讓在地

居民更瞭解公司。2014年佳世達持續舉辦

「幸福Q學堂‧科學體驗班」，邀請鄰近的

幸福國小學童參加。從小朋友走路到佳世達

開始，以半天的活動，帶領小朋友認識廠區

及廠區植栽，亦結合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投

影機技術，教導小朋友從做中學，學習製作

簡易投影機DIY，活動並融入綠色環保產品

的介紹，讓孩子在學習科學原理的同時，

也能了解科技產品也可以很有環保概念。

2014年共有106位小學生參加幸福Q學堂，

活動舉辦至今，也累計超過200位學生體

驗，更有老師提供正向的回饋，期望活動能

持續進行，造福更多小朋友。

(2)佳世達愛愛社
佳世達愛愛社自2006年開始，舉辦超

過200多場的公益活動，自許成為員工與社

福團體間的多元公益平台，希望佳世達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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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員工不論年紀多大、工作多忙，都可為社

會多付出一點關心。2014年社團的同仁共

辦理超過50場愛心活動，幫助12間社福團

體，累積捐出超過百箱的愛心物資，服務總

時數超過2,000多小時，佳世達愛愛社透過

長年與鄰里累積的深厚情感，用心並即時反

應對當地獨居長輩、街友、弱勢團體的關

懷，同時創造平台，讓員工體會愛人及珍惜

的美好。

2.明基友達基金會(BenQ Foundaition)
佳世達科技(原名稱明基電通)於2002

年8月22日經董事會通過捐助成立財團法人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亦即，明基友達基金

會係由佳世達捐助成立)。誠如明基友達集

團致力提供全人類愉悅生活的使命，明基友

達基金會的長遠願景，是用心發揚台灣之

美，更是企業傳達真實、親善、美麗的感動

予社會的具體實踐。2014年基金會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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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聰明獎學金、老實聰明體驗營、契作認

養台灣好田、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

BenQ東海岸音樂創作營等活動。

(1)老實聰明獎學金、老實聰明體驗營

佳世達、明基友達基金會為了幫助有心

向學卻無力負擔學費的孩子們，設立「老實

聰明獎學金」，2006年設立至今，補助逾兩

萬七千名勤勉認真的學童。至於每年暑假，

明基友達基金會策劃「老實聰明體驗營」，

與桃園縣教育局、社會局、中原大學、亞洲

大學合作，為弱勢學童舉辦暑期營隊。

(2)契作認養「我的一畝田」

2008年，佳世達率先契作水稻田，明

基友達基金接續推動認養稻田，連續七年，

台灣北、中、南部，累積20公頃的農耕

地，集團員工與親友熱情參與，一起體驗春

耕、秋穫的勞動。

(3)BenQ東海岸音樂創作營

明基友達基金會支持台灣原創音樂，舉

辦「BenQ東海岸音樂創作營」，2014大賞

獲獎作品集結出版成《東海岸月光下》音樂

專輯，讓源自島嶼美麗土地的回響，悠遠傳

唱。

(資料來源：佳世達2014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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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山的桃樹下，平常都是低頭敲鍵盤

的佳世達研發中心工程師林惠嫻，仰頭將一

個個桃子穿上套袋，讓它可以熟成為甜美的

桃子，回到家雖然腰痠背痛，林惠嫻說，

「感受很真實，尤其是貼近土地、貼近農

民，而最大的收穫就是可以貼近自己」。

這是佳世達今年春末的志工小旅行--馬
里光5月桃套袋勞作後，員工有感而發，這

樣的志工活動，雖然過程辛苦，但不僅能幫

助農民，參與的員工也有滿滿的充實感。

佳世達主要的產品是冷冰冰的液晶顯示

器、投影機，但身為明基友達集團的一員，

與集團共同堅持的理念，乃是經營企業的目

標，不只為了獲利，以及走上全球舞台，更

重要的是代表對這塊土地、人民的堅定承

諾。因此集團內部「傳達資訊生活真善美」

的企業願景，也向外延伸到整個台灣社會，

透過親身參與、贊助等方式，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

認養契作 鼓勵勞動

從推動認養契作水稻田、設立「老實聰

明獎學金」補助學童、舉辦「BenQ東海岸

音樂創作營」支持台灣原創音樂舉行志工小

旅行等，佳世達員工與眷屬都熱情參與各項

勞動與服務，希望從核心價值觀「關懷社

會」的精神出發，集合眾多的小我，擴張為

影響社會群我的向上、正面力量，以傳達真

實、親善、美麗的感動。

佳世達總經理陳其宏表示，這幾年持續

舉辦許多親善土地、志工活動，鼓勵同仁能

夠參與社會的文化創意、親善土地的關懷活

動，希望佳世達同仁對土地不只有感覺，更

要有感情，甚至於感動，才能創造出更多好

的產品、好的應用，實現科技生活真善美的

願景。而佳世達員工與親友熱情參與，更可

以拉近公司整個大家庭的向心力及交流，讓

公司有溫度充滿活力新氣象。

馬里光數位機會中心 深耕竹苗

馬里光的5月桃套袋就是其中一項活

動，其實明基友達基金會耕耘竹苗地區數位

機會中心(DOC)已邁入第八年，主要輔導

竹苗地區15個鄉鎮應用數位能力，行銷地

方農特產業，記錄社區人文歷史、文化典

藏，關懷教育、文化、產業三個面向。而志

工小旅行的活動，是希望員工以旅行探索精

神結合勞動服務，體驗不同的人文風光與生

活樣態，透過農務的勞作流汗，彼此激盪分

享，也讓平日忙祿的腳步稍事停歇，聆聽土

地脈動。

馬里光數位機會中心位於新竹縣尖石鄉

玉峰村馬里光部落，5月桃是部落主要的經

濟作務，初春時節桃花盛開，3月結果，4
月套袋、5月採收，一顆顆都是部落居民的

經濟來源與夢想寄託，但套袋需要人力一一

佳世達 傳達資訊生活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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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完成，桃農每到4月，對於耗費大量人

力的套袋工程頗傷腦筋，在基金會的號召

下，佳世達也有多位同仁一同前往參與協助

套袋。

員工參與志工服務 給有薪假

多次參與志工小旅行進行務農的研發中

心工程師鄭皓謙表示，之所以會想參加，是

因為想要體驗親力親為的真實感，跨出習慣

穿梭在辦公室的工作型態，同時也喜歡親近

大自然。對習慣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的工程師

來說，過程確實辛苦，但每參與一次，對於務

農辛苦的經歷更是點滴心頭，在買菜時或是

吃飯的時候，都有更真實的感受，更會提醒

小孩不要浪費食物，珍惜資源的習慣養成。

甫於8月舉辦的公館石墻紅棗採收活動，

則在福基國小校長徐立璇的介紹下，十位棗

農與志工相見歡，一起上工採收紅棗。石墻

村有紅棗村的稱號，擁有百年食栽傳統，透

過棗農愛護家鄉土地的心意採用無毒純淨栽

種，在中國紅棗的削價競爭下，棗農學習以

雲端市集自產自銷，以分享純淨好食。

當棗農引領志工入園採收，第一次見到

樹上的紅棗，頻頻驚呼「原來紅棗是長這樣

子的啊！」，其實紅棗樹於初春3月萌芽、

4月綻放白星小花，到了7、8月結成鮮果，

8月轉色為最佳賞味期，10月則落葉進入長

達半年的休眠期。

由於紅棗以尖刺形成天然屏障，形成

採收的一大挑戰，同時採收期必須仰賴大

量人工分辨與採收，棗農巴不得一天有48
小時，因此志工的協助來得正是時候。廣大

的棗園、尖刺四伏的支幹，不少志工被刺扎

到，劃下淺淺血痕，但隨著咚咚咚果子入桶

聲響，讓又累又熱的志工一掃疲憊，難掩笑

容。

參加過佳世達股東會的股東，也一定會

對股東會紀念品是一袋白米印象深刻，其實

佳世達跟隨集團腳步，已連續三年認養稻

田，涵蓋台灣十個鄉鎮、八公頃的農耕地，

同時也股勵員工與親友一起體驗春耕、秋穫

的辛勤勞動。而這一粒粒飽滿的米粒，佳世

達也透過贈送給股東，希望股東感受到佳世

達親近土地的理念，以及將珍愛土地的理念

與股東共享的心意。

對於參與志工服務的員工，佳世達更是

給與有薪假，也就是在各種假別中，佳世達

的員工會有一天志工假，以鼓勵員工參與志

工服務。

支持原創音樂 推廣分享好聲音

另外明基友達基金會創辦人、佳世達董

事長李焜耀長期支持台灣原創音樂，推廣分

享台灣好聲音，如郭英男、胡德夫、紀曉

君、陳建年、巴奈等原住民音樂人專輯，以

實現明基友達基金會活動主軸之一「提升原

創文化價值」。舉辦「BenQ東海岸音樂創

作營」，就是希望透過文化體驗與現地創

作，累積台灣原創音樂的豐沛能量。

去年10月舉辦創作營期間，巧遇難得

一見的月全食，「東海岸月光下」專輯將當

時東海岸的月色、海風、星空和音樂，都收

藏入專輯設計，每一位打開專輯的聽者，都

可透過觸摸與互動，感受東台灣美麗的海岸

風景、月光濤聲、動人歌謠。「東海岸月光

下」作品，今年搶下世界三大設計獎之一的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作品也獲得在德國

Essen的紅點博物館收藏。 (何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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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

總論

關貿網路為台灣雲端加值服務的領導企

業，多年來深耕通關自動化及其加值服務、

政府專案、流通電子商務等網路服務，提供

國內企業更便捷的網路交易環境。故在貿易

通關、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等領域累積了深

厚的專業經驗與技術；良好的服務品質深獲

客戶的信賴。本公司亦協助政府建置網路報

稅、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地政資訊查詢系統

及汽機車險資訊查詢系統等各式各樣的服

務，搭建民眾、企業與政府間無障礙溝通橋

樑，深獲各界信任與讚許。

2014年關貿持續擴大企業社會責任參

與，繼2012年年底成立關貿網路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2013年擴大參與後，2014年
度更透過每季辦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

以實際的行動吸引同仁加入實踐、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的行列。活動包括在公司內部募集

發票協助漸凍人協會、團購偏鄉部落愛心

菜、與認養南興公園外。關貿與南港區公所

合辦我愛南興公園攝影比賽，得獎作品更製

成2015年桌曆，號召同仁認購，並將善款

捐贈南港區弱勢家庭；與公司鐵人社合辦愛

心按摩活動；號召同仁捐款援助高雄八一氣

爆受災鄉親；參與鄰里公園六星故事尋寶活

動等。關貿的付出也獲得多方的肯定，關貿

不僅第三度獲得台北市幸福企業一星獎，還

得到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六

名、台北市鄰里公園績優認養人，還獲得台

北市郝龍斌市長頒獎肯定關貿對於志工活動

的貢獻。此外，也因辦理各項促進同仁身

心健康之活動，獲衛生福利部肯定，獲頒

2014年度健康促進優良職場。

未來，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本公司仍

將以開放、多元的方式，深化關貿網路企業

社會責任文化，結合公司及同仁的力量，將

服務的觸角延伸至社會各面向，盡關貿的力

量讓世界變的更美好。

CSR得獎紀錄

獎　名 頒發單位

社
會
類

獲健康促進標章及優良職場肯
定

台北市政府及國
民健康署

連獲三屆「幸福企業獎」
(101-103年度)

台北市政府勞動
局

2012年、2013年連續二年獲
「企業足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認證標章甲等」

台北市政府勞動
局

2014年史素珍技術長獲優良身
心障礙勞工肯定

台北市政府勞動
局

2014年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中
堅企業組第六名

天下雜誌

鄰里公園績優認養人
台北市政府民政
局

國際志工日企業志工表揚
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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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名 頒發單位

經
營
類

第八至十屆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為『A』等級
第11屆公司資訊揭露評鑑則為
最高之『A++』等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服務資訊供應業排名全國第四
名

「2014年台灣地
區大型企業排名
TOP 5000」

入圍第三屆中堅企業入圍 經濟部工業局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獲全上
市上櫃公司前20%之肯定

台灣證券交易所

關貿概況

關貿網路前身為「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

推行小組」，奉中華民國行政院核定成立，

解決當時國內進出口報關所面臨的困境。該

小組之任務為建置台灣進出口通關自動化系

統，協助貿易商透過網路連線即可完成進出

口通關及關稅繳納作業，以降低貿易成本加

速通關作業。經過四年的努力，先後達成海

運與空運的貨物通關自動化，使原本需四小

時之空運通關作業平均時間縮短為0.216小
時，亦使原本需六小時之海運通關作業平均

時間降低為2.049小時，且免審免驗貨物之

平均通關已低於十分鐘，為台灣貿易史上開

啟了嶄新的時代，並獲行政院頒發「傑出資

訊應用獎」。

任務圓滿達成後，各界有鑑於此卓越的

團隊就此解散實為可惜，加以考量當時台灣

產業在電子化進程上仍有進步空間，最後裁

定由政府與民間合組民營公司型態(以政府

股份低於百分之五十的型態組織)於1996年
7月完成民營化，並定名為「關貿網路股份

有限公司」(英文名稱TRADE-VAN，VAN
為value added network的縮寫)，是我國首

創由政府行政機關臨時性任務編組直接移轉

民營的成功先例。

服務項目

關貿網路以做為B2B、B2G的橋樑為己

任，秉持「安全、品質、服務、效益」四大

經營理念及以「深化貿易通關產業生態鏈、

開創雲端運算服務、深化B2B業務領域、創

新金融服務與大陸業務落地生根」為策略，

提升台灣在國際貿易競爭的優勢，突破大環

境的困局，從技術能力、專業能力及客戶服

務三個層面，提升核心運算能力基礎，運用

服務價值鏈的思維，開展符合客戶需求的整

合性服務。進而再以優異的技術與服務持續

向前邁進，協助國內企業提升在國際貿易競

爭的優勢，也協助客戶能以大陸的市場作為

全球布局的基石，突破逆境、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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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服務市場以台澎金馬地區之報

關、海空運運輸、倉儲、承攬等相關物流產

業、國際貿易業界及量販、超市、連鎖零售

店等流通業者為主要供應市場，目前客戶已

超過四萬家。營運總部設於在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並在台中及高雄設立營

業處，另在上海設立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關貿網路公司係公股民營之企業，在歷

屆董事長及總經理領導下，更秉持著誠信踏

實的企業文化、以負責的態度全力配合政府

政策，戮力經營企業。為讓同仁及外界進一

步瞭解本公司之經營政策與作為，特別於

2012年12月簽核成立關貿網路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由董事長親自擔任主任委員，總

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拉高位階推動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主要的行政庶務工

作則由行政及財務部擔綱，以組織化的方式

呈現公司具體行為，讓公司同仁、客戶、股

東以及政府等利害關係人皆能瞭解本公司長

期以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作為。

2014年度是關貿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

年度，繼2013年度的宣導活動，2014年起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季皆透過辦理社會責

任相關活動，以實際的行動吸引同仁加入實

踐、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列。相關活動包

括：於公司內部募集發票協助漸凍人協會、

團購偏鄉部落愛心菜、與認養南興公園外。

此外，關貿更將關懷的觸角向外延伸，除與

南港區公所合辦我愛南興公園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更製成2015年桌曆，號召同仁認

購，並將善款捐贈南港區弱勢家庭外；更與

公司鐵人社合辦愛心按摩活動；號召同仁捐

款援助高雄八一氣爆受災鄉親；參與台北市

鄰里公園六星故事尋寶活動等。

關貿的付出也獲得多方的肯定，關貿不

僅第三度獲得台北市幸福企業一星獎，還得

到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六名、

台北市鄰里公園績優認養人，還獲得台北市

郝龍斌市長頒獎肯定關貿對於志工活動的貢

獻。此外，也因辦理各項促進同仁身心健康

之活動，或衛生福利部肯定，獲頒2014年
度健康促進優良職場。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原由

關貿網路(以下簡稱本公司)自1996年7
月成立後，一直以「安全、品質、服務、效

益」做為公司經營核心觀念，致力於搭建民

眾、企業與政府間無障礙溝通橋樑，促進企

業間資訊整合與共享。自2011年12月上市

後，更期許本公司成為亞太雲端加值服務領

導公司，為社會、股東、員工創造更多的價

值與貢獻。

報告期間及周期

2012年12月本公司成立了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於2013年7月首次產出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並於2014年度出版第二本報

告書。本報告書則為公司第三本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藉此持續盤點、檢討公司對社

會、對利害關係人所做之努力與貢獻；同時

讓利害關係人亦能透過此報告書瞭解本公司

在財務、公司治理、員工福利以及社會責任

等各方面的具體作為。

『關貿網路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的財務面數據周期為2014年1月1日至

2014年12月31日，相關經營團隊資料則配

合年報，切齊至2015年4月底。未來，本公

司仍將每年定期出版。而本報告書全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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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本公司官網上全文下載(網址為http://
www.trade-van.com/)

報告書邊界及範圍

本報告書數據邊界為關貿網路股份有限

公司，報告範圍涵蓋經濟面的公司治理、財

務狀況(包含關係企業)，環境面的環境保護

作為以及社會面的客戶、員工、供應商關係

等作為及數據。

報告架構

「關貿網路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iative)第四代綱領(GRI G4)
作為報告標準。本公司財務方面的資料皆已

經由會計師事務所認證，報告書則尚未規劃

外部認證機制。

公司治理

董事會及相關組織

本公司為上市公司，依相關法規規定設

有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等組織。此外，公司

參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公司

法以及證券交易法等之綱要，於2014年完

成「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明確規範相關公

司治理事項，以公開、公正、明確的態度進

行公司治理。

股東會

本公司為公股民營之上市公司，已依

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定期召集股東

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2014年制訂

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亦訂有專章，保障

股東權益。透過股東會之召開及決議，股東

對公司重大事項有參與及決定之權利，相關

資訊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網頁上充分

揭露。

利害關係人溝通

本公司始終秉持誠信公開原則，對外提

供投資大眾、往來銀行、股東等利害關係人

透過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瞭解公司財

務、業務資訊；2014年所制訂之「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亦訂有專章，明確規範尊重利

害關係人權益。對內，不僅提供各式管道供

公司同仁與公司互動、建言，更以辦法明確

規範關係企業各類利害關係人與公司之互

動；以各式方法維護利害關係人應有之合法

權益與互動方式。

關貿網路自2003年度起，為了提供客

戶更好的服務品質，也多次進行了客戶滿意

度調查，對外，希望藉由客戶滿意度調查可

以傳達全方位服務客戶的精神，對內則借助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可以檢視公司的客戶

服務運作體質。

2014年度為深度了解客戶對於關貿網

路提供之資訊應用系統、客戶服務等方面之

建議與需求，結合站在客戶服務最前線的關

貿網路業務人員與客服中心，透過公司內部

單位稽核室與企劃及市場部，以公正中立的

角度聯手與客戶探討關貿網路提供之服務現

況，了解客戶對於關貿網路之期待，以及客

戶的需求，進而作為未來關貿網路服務經營

改善與修正的方向。該調查係以質化研究/
面訪的方式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誠信經營

本公司係具公民合營色彩之公開發行公

司，誠信經營、回饋社會不僅是關貿網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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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營中心主旨，更確切落實於公司日常的

營運與作為，公司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兼職單

位為行政及財務部。誠信經營政策分別落實

如下：

隱私權保護

本公司係台灣最大的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服務商，處理大量客戶資

料，對公司而言，客戶的隱私保護是本公司

營運最重視事項之一。故公司極度重視資訊

安全、個資保護等事項。也因為公司的努

力，截至目前為止並無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

資料的申訴案件發生。

此外，公司除已一連串舉辦公司內部個

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及安全意識宣導，指派

專責管理人員辦理相關安全維護事項，並積

極強化公司內部資安控管流程、導入機密個

資加密機制、嚴格要求所有服務系統善盡

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以降低公司營運風

險，更要求在設計階段就必須根據環境及運

作邏輯等考量可能的威脅與風險，並遵照

軟體開發安全生命周期(Security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SSDLC)的安全

軟體開發方式，進行符合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Level 3各項程

序管控的應用程式，並於上線前進行資訊安

全檢測。

此外，更要求與本公司往來之所有供應

商皆需填具「供應商個資保護事項及誠信經

營聲明」，明文規定供應商對於本公司業務

相關資訊應用、保護及保密之義務與責任。

法律遵循事項

本公司居於市場領導地位(在通關網路

服務業之市場占有率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認定達91%，已屬於獨占事業)，惟在業

務經營上尊重法令與市場機制，並未從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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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行為、反托拉斯與濫用獨占性市場地位

之行為，或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告、

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故無因此受主管機關處以違規罰金或懲處之

狀況發生。

環境永續

關貿網路公司係資訊服務業，非屬製造

業，無產出任何實體產品，故無使用/運輸

原物料或再生原物料之狀況，不會出現產品

及包裝回收等問題，更無從發生因違反環境

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之狀況。且本公司

前身「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推行小組」成立

之目的─建置台灣進出口通關自動化系統，

減少紙本作業、促進通關無紙化之目的；而

後公司陸續推動的專案或營業項目，例如

電子報稅、電子發票專案、電子供應鏈系

統、台塑網等e化系統皆以多用網路、少用

馬路；少砍樹木、愛護地球、減省資源浪費

為目的。以本公司所承接之二代電子發票

整合服務案為例，累計至2014年12月底，

B2C消費通路開立發票營業人達1,712家，

計20,388個營業點，累計手機條碼申請數為

1,038,496組，上傳電子發票張數達43.3億
張，占全國發票量80億張之54%，不僅節省

董事會責成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負責推動同仁端、廠商端配合落實誠信行為守則，已訂定「從

業人員獎懲辦法」、「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以及「道德行

為準則」等相關規範，還要求供應商填具「供應商個資保護事項及誠信經營聲明」，以最大努

力防範各種不誠信行為之發生，確保同仁、股東及客戶之最大利益。 

2 

設有供應商評鑑制度，並避免與受政府機關停權之爭議廠商進行交易。且明確規範，避免與不誠

信經營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

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具體的作為落實公司

之誠信經營政策。 

3 

針對公司員工，視需要配合修訂工作規則、新人手冊，或從業人員獎懲辦法。新進人員職前教育

訓練指派專人講述從業人員職業道德，並於新人線上學程E夥成長學苑(e-learning 線上課程學習)

中安排從業人員職業道德課程，另於新人手冊中明定員工應恪遵工作規則、從業人員獎懲辦法等

規定，深化誠信原則。 

4 

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或違反誠信行為守則情況，可向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召集人反映。 5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各項公股股權管理辦法或主管機關對上市公司之法令要求辦理。 1 
落實誠信經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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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之營運成本並提高其經營績效，更對

政府推行之節能減碳工作大有助益。

本公司為推廣民眾使用「綜合所得稅網

路申報繳稅服務」，建置「網路申報及稅額

試算」服務，由於具備了更簡易、便捷及安

全的納稅服務，網路申報人數的逐年攀升，

近年來皆超過55%，顯示網路報稅已儼然成

為愈來愈普及化的便民服務。為不斷創新及

應用，2014年更承做「智慧型行動裝置跨

系統使用稅務服務作業服務」專案，擴大行

動報稅服務範圍。

本公司協同海關、交通部制定與落實法

規並積極推動相關招商業務，建立『自由貿

易港區服務平台』，平台所提供效益可以大

幅縮短業者作業時間與人力等成本。協助海

關、交通部、貨主、物流業及製造業界落實

『營運總部計畫』之推廣企業進駐自由貿易

港區作業。本公司並建置『自貿港自主管理

系統』，讓港區業者快速作業。自由貿易

港區之通關可提供24小時服務，99%貨物

皆為快速通關放行，大幅提升企業競爭力，

自2006年1,094多張報單量至2014年已達到

164,422多張，成長倍數高達150倍，其貿

易值、貿易量更從2006年154億元、73萬噸

成長至2014年7913億元、809萬噸，貿易值

成長51.3倍、貿易量成長11倍。

再以近三年所得稅申報作業為例說

明，平均每年電子報稅比率都在55%以上，

2013年度(2014年申報)及2014年度(2015
年申報 )所得稅電子申報成長率更高達

5.45%，顯見關貿之系統，確實有助大幅減

少用紙量。實係為一符合當代環保潮流，為

人類社會永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之企業。本

公司藉由各種自動化應用的服務，不僅提升

國家經濟競爭力，更成為不遺餘力推動節能

減碳之最佳服務公司。

新空計劃

由於本公司並非製造業，未實際製造產

品，故無使用原物料、水資源、所在地影響

生物多樣性、排放量與廢汙水及廢棄物及因

環境汙染而遭受申訴或罰款等問題。且因公

司位於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係獨立而遠離生

物保護區之重要工業園區，該園區廠商之水

電皆藉由園區供給，無法獨立使用或測量。

但即便如此，公司仍秉持著員工照顧及社會

回饋的核心價值，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

策、對抗地球暖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目

標，在公司能力範疇內積極辦理各項環境保

100 年度所得稅(101 年申報) 

101 年度所得稅(102 年申報) 

102 年度所得稅(103 年申報)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00 年度所得稅(101 年申報) 101 年度所得稅(102 年申報) 102 年度所得稅(103 年申報) 

電子報稅件數 59.71%  79.90%  86.15%  

非電子申報 40.29%  20.10%  13.85%  

100 -102 年度所得稅電子申報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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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作為。內部持續推動請採購系統、固定資

產管理系統及公文系統之自動化精進，以減

少紙張之使用。

以2014年度為例，公司擬訂了關貿

「新空計劃」，將空氣品質有關之改善或增

進作業，納於本計劃之範疇，並依公司成本

及需求急迫性考量，逐步實施針對公司內部

環境進行長期改善。

關貿之所以從空氣品質為改善目標，係

因本公司為資訊服務公司，人員與電腦設備

占本公司空間配置最大比例，基於企業經營

成本考量，空間利用率呈高密度成長。如何

讓員工在有限空間中，避免暴露足以直接或

間接妨害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包括二氧

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細菌、真菌、PM10、PM2.5、臭氧

等物質；如何讓電腦設備正常散熱、正常運

轉，而使室內仍能保有最適體感溫度，確保

最佳生產品質，是本計畫的目標。也希望能

藉此，為當前面臨溫室效應及氣候異常的環

境危機貢獻心力，為節能減碳、碳中和、低

碳等目標略盡棉薄之力。

計算指標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年度百萬
營收/年
度用電量

•營收：
1.68(IFRS)
•電量：
2,781,492度
•人數年增
率：5%

•營收：
1.55(IFRS)
•電量：
2,782,778度
•人數年增
率：12%

•營收：
1.31(IFRS)
•電量：
2,102,286度
•人數年增
率：0%

關貿之規模與性質，非屬大型產業，

也並非製造業，故在申請 ISO14000s或
BS7750等國際環保證照方面，確實力有未

逮。但關貿仍以負責任的態度，配合公司實

際需求擬訂公司環保計畫，進行落實管理。

這份計劃是本公司對空氣品質政策之白皮

書，也是我們在此承諾與宣誓的永續經營目

標，未來，關貿將持續以真正維護同仁健

康，進而促進環境保護的堅決態度來為社

會、員工貢獻心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薪資福利

本公司係公股主導之民營上市公司，不

論於經營或管理皆完全遵守勞基法等相關勞

動法規、保障所屬員工合法權益，例如員工

到職第一天即舉辦新人訓練，明確告知各項

員工權利與福利。員工到職第一天即加保勞

保、健保以及勞退，6%勞退金全由公司提

撥、男女同工同酬、禁止雇用未成年童工、

足額進用原住民以及殘障人士、員工育嬰留

停等以及最低工資限制、設置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勞資會議等相關法律規定，

在公司不僅只是規範，更被嚴格遵行與落

實，以同仁於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及

勞資會議中所提出之相關建議為例，皆被迅

速且完善的處理。

在育嬰留停方面，本公司迄今已累計

19位同仁申請育嬰留停(皆為女性，留停

人員工作性質包含管理、營銷及技術等職

系)，以2014年度為例，當年度共五位同仁

申請，年度應復職人員三位皆已復職，當年

度回任率(實復職／應復職)100%。在員工

職業安全與衛生方面，因關貿產業性質係軟

體業，並無製造或可能致傷之機械設備，且

公司非常重視同仁工作環境之安全與舒適，

故2014年度關貿並未有同仁遭受工傷。為

促進同仁相關權益並將關貿打造為更安全、

衛生之工作場域，公司即將於2015年度設

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由一級單位負責員

工之職業安全與衛生議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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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照顧

因為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故公司

向來重視勞資關係，並注重員工權益和整體

利益，長期以來致力將公司打造成具熱力、

活力、挑戰性及充滿人情味的工作環境，使

員工樂在關貿、成長於關貿，並期造就關貿

網路成為一流人才最嚮往的優質企業為目

標。目前公司提供全體員工多元照顧及福利

措施：托兒、供餐、出差平安險、獎金、志

工假、健檢、婚喪喜慶補助、職福會福利、

每月員工按摩活動、不定期健康講座、年度

尾牙活動等。

新人培育

員工不僅是公司的利害關係人，更是公

司最寶貴的資產，因此公司亦針對新進人員

規劃了一系列機制與活動。

教育訓練：關貿大學

為提供員工充足的學習資源，關貿網路

建置關貿人專屬的企業大學－關貿大學，從

產業知識到專業技術的學習、內部講師的育

成，以及管理領導技能的發展，皆完整並列

在學習計畫。

本公司2012年度首次參與TTQS(訓練

品質評核計劃Taiwan Train Quali System, 
TTQS)的評核，即獲頒「通過門檻」評定；

2013年度更獲銅牌，彰顯公司訓練之成果

不僅完整落實，成效更獲政府高度肯定。

協助新人訂定目標，確立個人目
標與公司營收的連接 

目標 

關懷 

資源 

訊息 

藉由高層主管的交流與直屬主管
的回饋，讓新人感受公司主管的
關懷 

告知新人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減少工作摸索的時間 

提供相關資訊給新人，協助新人
瞭解環境與制度 

TV 新秀營活動 
績效管理系統 
試用期考核制度 

管理團隊交流餐會 
與董事長有約茶會 
試用期考核主管回饋 

輔導員機制  
MOSS平台(KM平台)  

新人報到職前訓  
新手趴趴GO(新人網頁)  
e夥成長學苑(e -learning)  

構面 說明 行動 

新人培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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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依據組織策略發展、各部門

專案需求及多數同仁之訓練需求開辦各式專

業內、外訓課程時數以及明細如下：

社會公益關懷

本公司係財政部轉投資事業機構轉型之

民營公司，向來即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公

司治理之政策主軸。近年來，年年均就公司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年度計畫和實施成效進

行檢討；總經理則以公股董事總經理之身

分，每季參加財政部次長所召集之公股轉投

資事業機構檢討會議，提報本公司推動企業

2014年訓練成效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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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的具體成果以及參與社會公益之成

效並進行檢討，期能提升更佳之作為。謹分

述公司對於社會公益活動作為如下：

2014年訓練滿意調查

公益活動類別與說明

1. 主動投入各項公益活動。
2. 每年定期參與南軟園區舉辦二手物質捐贈、義賣所得贊助經費予弱勢團體。
3. 辦理捐書送款志工活動，共捐出155本書籍義賣，所得捐贈聖道兒童之家。
4.  配合辦理「募集舊桌曆 衣起溫暖他的心」，針對大台北(台北市、新北市)地區的辦
公室做舊桌曆、舊日誌本、舊農民曆、舊書、舊雜誌資源回收，所得經費購買冬衣
送給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5. 「高雄八一氣爆賑災」公司捐出100萬元，並發動員工一日捐，募集45萬5,828元。
6. 每年編列超過百萬元以上預算，贊助社會公益團體舉辦各項活動，例如：南港桂花
季系列活動。

1. 購買弱勢公益團體產品包含鴻佳啟能庇護中心、精神康扶之友協會以及方舟啟智教
養院產品作為公司中秋伴手禮共採購899盒，總金額約26萬元，藉此協助弱勢團體
自立更生；獲馬總統頒獎肯定。

2. 2014年全年，每月二次每次2小時安排四位愛盲協會按摩師赴關貿為24人次同仁提供
服務，全年計服務576人次，不僅落實員工照顧，更可藉此協助弱勢團體自力更生。

3. 支持社福團體，2013年底開始配合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

於公司內部設置發票箱募集發票捐贈，為鼓勵同仁參與公益，特於2014年第1季發
起【捐發票換名牌】活動，藉此提高同仁對於漸凍人之認識與支持數。2013年12月
起至2014年12月底，共募集3100張統一發票。

4. 每年配合政府政策提供暑期工讀機會予家庭經濟弱勢青年，協助提升其職涯發展競
爭力，為未來做準備，進而改善貧富差距。

5. 發動同仁認購新竹地區原住民部落種植的農產品，以實際行動支持原住民農民。

捐贈行動儲存裝置病毒防護所建構之USB病毒終結者予南港軟體園區管理委員會，減
少園區資訊設備受到之威脅。

捐贈行動儲存裝置病毒防護所建構之USB病毒終結者予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減少校園
資訊設備受到之威脅。2014年度贊助台北商業大學辦理2014年 cyberspace「雲端服務
應用，安全與稽核」研討會，推動資訊與會計專業人才之精進培育。

物資/金錢捐贈

扶助弱勢團

體自力更生

促進校園資訊

軟體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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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4年關貿網路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與元智大學、德明財經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僑光技術學院等校
合作建教實習案，每年聘雇十數位實習生；此外，更赴台灣大學、元智大學、台北城
市科技大學、清華大學以及淡江大學參加/舉辦招募活動，協助校園職場接軌，減少
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之落差。

1. 制定志工假，員工每年可請八小時的志工假，到學校、社會公益團體擔任義工，積
極回饋社會。自成立愛心志工隊後，同仁參與公司志工活動時間更可納入工作時間
計算(於系統填報志工工時即計入每日八小時工作時間)。同仁志工假申請時數自
2013年的36小時大幅提升至275小時，增加7.64倍。

2. 對於有服務熱忱、績效良好的志工同仁，董事長及總經理更責成部門主管在績效考
評上酌予肯定以為鼓勵。

1. 邀請附近社區里民參與園區舉辦之藝術小包廂、寒冬送暖二手物品義賣活動。
2. 積極參與南港區三重里辦公室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建立良好互動。
3. 成立愛心志工社(前身為愛心志工隊，2014年社團化)，認養南興公園(連續四年)，
定期前往進行環境清潔與維護，進行社區關懷及環境綠化善盡社區照顧責任。

4. 配合南興公園整修重新開園，2013、2014年接連舉辦「我愛南港桂花香親子寫生比
賽」以及「我愛南港桂花香攝影比賽」，寫生比賽吸引近百名幼兒園及國小學童參
加，台北市民政局更商借獲獎作品進行展示。

配合員工照顧、員工家庭照顧、社會公益、企業社會責任等主題，結合各項公司活
動，例如員工親子日，員工旅遊以及尾牙乃至於主管月會、季會，積極向同仁進行宣
導。

1. 積極參與各項政府召募活動：於政府相關就業網站(包含原住民就業e網、Rich青年
職場體驗網、全國就業e網等)刊登職缺，參與台北人力銀行『OKWORK，科技新
廊道』科技業就業博覽會以及台北人力『OKWORK幸福啟航-飛越32K』大型就業
博覽會，招募人才。

2. 2014年度晉用六名身心障礙同仁，2014年史素珍技術長更獲頒台北市優良身心障礙
勞工獎；公司2012、2013年亦連續二年獲臺北市勞動局頒發超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勞
工甲等認證；以具體的行動落實政府鼓勵弱勢就業政策，藉以達到維持就業平衡的
企業社會責任。

3. 積極參與各項政府活動與認證，包含三度獲得台北市幸福企業一星獎、台北市鄰里
公園績優認養人，獲台北市郝龍斌市長頒獎肯定關貿對於志工活動的貢獻。此外，
也因辦理各項促進同仁身心健康之活動，或衛生福利部肯定，獲頒2014年度健康促
進優良職場。

4. 配合政府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獲政府補助辦理員工子女托育補助。
5. 配合政府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劃，獲政府補助辦理教育訓練。
6.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2014年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六名之肯定(2013
年初次參加即得第七名)。

產學合作

促進員工

社會參與

敦親睦鄰

社會公益宣導

配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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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關貿網路公司的客戶服務部

門，一個特別的活動正登場。全部門的人聚

集在會議室，幾位員工輪流上台簡報，台上

的員工，多半穿著正式服裝，認真說明內

容；台下的員工、主管，則人人有一份「評

分表」，要根據主講者的表現打分數，現場

還全程錄影，準備日後反覆播放、檢討內

容。

如果湊近仔細一聽，會發現雖然擺出這

樣的「大陣仗」，氣氛卻一點也不嚴肅，有

的主講者簡介最近看過的一本好書，故事情

節講得活靈活現；有的主講者，正對聽眾分

享「姓名學」的心得，讓台下頻頻點頭，還

有三位員工一起上台，用不同方式描述三人

的友情、進公司以來的成長，講到感人處，

台下專心聆聽的主管差點掉下眼淚。

這個活動，不是工作簡報，也不是年終

聚會，而是關貿網路公司客服部門主管為員

工量身打造，每周一次的「教育訓練」。

輪流上台簡報 訓練表達能力

負責設計課程的客戶服務群課長駱惠玲

說，關貿是向中小企業服務的資訊服務公

司，公司客服經常要教企業客戶怎麼使用複

雜的服務，有時還要出去開課當講師，教客

戶使用服務，和一般電信、網路業者比起

來，更需要能細細解說，把麻煩事務說清楚

的表達能力。

因此，客服部門為了「訓練員工表達能

力」的需求，多年前開始，量身打造了「輪

流上台簡報」的教育訓練。簡報內容不嚴

肅、更可以有趣，重點就是要訓練員工的表

達能力，要能有組織、有架構的，把想分享

的事物、資訊，傳遞到對方耳中。

這樣的教育訓練，已經實行了五年，駱

惠玲看著許多剛進關貿的「新鮮人」，剛上

台時生澀、緊張，甚至全身發抖，不知說甚

麼才好，到現在上得了檯面，能夠不慌不

忙、侃侃而談，甚至博得台下滿堂彩，總是

非常感動。

用心、有趣，而且絕對量身打造的教育

訓練課程，在關貿不是特例，因為關貿引以

為傲的特色，就是重視教育訓練，從員工進

來第一天就是如此。也是這樣的努力投入，

讓關貿獲得外界的肯定。

連二年獲選天下企業公民獎

2013、2014年，關貿連續兩年獲得天

下雜誌評選「天下企業公民獎」，認為關貿

積極發揮「企業社會責任」(CSR)，獲得好

評的重點，就是關貿在教育訓練上的用心，

落實了企業社會責任中「企業承諾」的重要

一環。

根據關貿的資料，關貿去年內訓總時數

超過一萬個小時，外訓總時數接近3,000個

關貿培訓員工 信守企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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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關貿每年大約投入稅後純益的1%在

教育訓練，一年開到近百堂，相當可觀。

系統開發及支援部平台研發課課長李峻

緯說，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許多技術課程、

研討會，工作坊，關貿總是提供優厚的外訓

補助津貼，鼓勵員工參與，只要主管核可，

最高可以全額補助，有時一下省了好幾萬的

上課費，關貿讓員工免費、使用上班時間去

進修，已成為許多同業羨慕的福利。

「黑暗對話」精進溝通技巧

李峻緯印象深刻的教育訓練，包括關貿

讓數十個主管去上坊間知名的教育訓練課程

「黑暗對話」，參與者要學著在一片黑暗

中，溝通、共同完成工作，在其中會領域到

平常的許多溝通模式，去除肢體語言後，不

見得管用，要重新思考，這樣的課程，一次

也是數千元，上完之後不管是工作技能、溝

通技巧，都有更進一步的體會。

駱惠玲則說，許多電信、網路公司轉職

來關貿的客服人員都說，在其他公司，經常

是一報到，丟一本手冊，簡單交代重點，頂

多受訓一周，就上線了。但關貿不同，關貿

除了透過自有的教育訓練體系，確實要求新

進員工上完訓練時數才開工，更會透過每周

的周會、每月的月會，和其他活動，深度帶

領員工成長。

為了確保員工有系統、深入獲取所需知

識，關貿網路公司建置了一套稱為「關貿大

學」的教育訓練體系，如同一般大學，關貿

大學有「通識教育中心」，讓新進員工熟悉

環境、理解基本資訊操作與工作技能。

也有各領域的學院，例如技術部門的

「技術學院」，讓員工精進技術；「資訊學

院」，包括資料庫管理與資訊安全領域；

「營銷學院」，涵括客戶滿意、業務銷售

等，從產業知識到專業技術的學習、內部講

師的育成，以及管理領導技能的發展，無所

不包。

而對員工來說，關貿教育訓練給予他們

的，甚至不只是職場實力的精進，而更是身

心靈的成長、感情的凝聚。

打造幸福企業 流動率低

關貿人資主管林沛瑤說，關貿向來致力

打造工作、生活平衡的「幸福企業」，員工

流動率低，許多年輕人是研發替代役或一畢

業到關貿，就在此工作十多年，關貿的教育

訓練，讓他們在每個職涯階段不安的時期，

獲得新的體悟、成長。

李峻緯說，自己是學資訊管理出身，雖

然上過管理的課，但在關貿以前，沒有親身

經歷管理職，工作第四年開始需要帶人，也

開始面臨和同事的衝突、管理議題，一時之

間很難調適，最後在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

中，找到許多解答。

系統開發及支援部研發課雲端運算組組

長陳俊光則說，剛從學校畢業、進入關貿時

滿腔熱血，在教育訓練中被指派當組長，表

現不錯，他還記得講師握著自己的手認真的

說，「要繼續在工作中保持這種態度」，受

到的激勵到今天都難忘；教育訓練不只教技

能，時間管理、衝突管理，都讓他也上了人

生一課。 (黃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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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

總論

董事長的話

我很高興向大家分享遠東新世紀的第二

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回顧2013及2014
年，台灣民眾透過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與聯合

報每年共同合作推出的「台灣代表字大選」

活動，為這兩年所選的代表字分別為「假」

及「黑」，充分表達出民眾在接連的食安風

暴後產生的不信任及灰心。企業在此刻更應

扮演積極、正面的角色，致力於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重建大眾的信心，尤其應跳脫公益

即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迷思，強化以企業

核心能力履行社會責任，並發揮影響力，對

合作夥伴進行有效管理，推動永續發展。我

們遠東新世紀即以此自許，在企業永續發展

上持續投入。遠東新世紀第一本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即獲年度最佳永續報告獎，我們秉

著持續精進的精神，在第二本報告中，將揭

露的邊界延伸，除原有台灣據點外，也新增

大陸的子公司，使本報告書的揭露範圍達合

併營收之92%。

我們以「誠、勤、樸、慎、創新」的立

業精神為發展基礎，在逾一甲子的努力下，

持續且穩健地成長，有效運用我們的核心能

力進行創新，特別是在創新技術及產品的研

發上，為我們的客戶及社會大眾提供更環保

的選擇。同時，我們持續提升內部管理流程

與措施，有效進行風險管控、提升生產效率

及能源效益等；將聚酯產業轉化為綠色產

業，為大眾提供綠色的選擇、鋪建綠色的道

路，以我們的核心能力為企業永續發展盡最

大的努力，並引領產業共襄盛舉。

遠東新世紀在綠色產品研發及推動

方面，有數個讓我引以為傲的實績，

例 如 我 們 是 目 前 全 球 最 大 的 食 品 級

rPET(RecycledPET)供應商，為國際知名

品牌提供綠色包裝材料，協助他們實現其永

續目標。我們亦與可口可樂一同合作，在克

服許多技術困難後，於2014年成功開發出

全球第一支100%生質PET寶特瓶，堪稱為

業界綠色材料開發的領航者。在2013年，

我們更在近900家供應商中脫穎而出，獲頒

為可口可樂之「年度最佳供應商」。

遠東新世紀的獨特技術賦予回收寶特瓶

新生命；巴西、美國等五隊球員在2014年
的世界盃足球賽上，身著我們以回收寶特

瓶再生纖維製成的球衣叱吒賽事。我們於

宣導環保概念的同時，讓台灣實力登上世

界舞台。和Nike合作開發的無水染色技術

ColorDry也成功製出成品，並在世界盃開

幕前夕由Nike正式發售。

為持續提升遠東新世紀的研發創新能

量，於2014年我們將集團的研究所改組，

投入更多的經費與人力資源，更快速且有效

地回應生產單位的研發需求，並強化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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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的策略合作，透過我們的研發實力及影

響力帶動業界綠色風潮。

致力於核心能力與永續發展推動結合的

同時，為確保遠東新世紀永續經營的目標，

我們非常重視內部人才的培育，因為我相

信，遠東人的成長才能造就遠東新世紀的成

長。我們積極規劃接班人力並建構人力資源

管理與培育機制，並善用集團學術機構如元

智大學等，規劃優秀管理人才培育方案，加

速培育新一代接班人，亦導入永續發展及企

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讓未來的管理階層能確

實體認到遠東新世紀在企業永續發展上的目

標，並積極實踐之。

遠東新世紀從本業核心能力出發，有效

運用影響力，協同合作夥伴及集團內其他公

司創造綜效。同時，我們亦謹記「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信念，透過基金會、醫

療機構及學術機構等，持續於教育、醫療、

藝文及科技等四個領域內投入資源，優化生

活品質及內涵、擴展年輕世代的國際視野及

提升其競爭力。

遠東新世紀深知資訊透明及溝通的重

要性，並致力於落實，在2014年第11屆資

訊揭露評鑑上獲A++等級。我們透過這本報

告書，向所有遠東新世紀的利害關係人，揭

露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所做的努力及績

效。我相信這本報告書能傳達我們對企業社

會責任的重視，亦能展現我們期待透過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創造新世紀的願景。

獲獎紀錄

時間 獲獎單位 贈獎單位 獎項

2014年12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星火開發區 獲得星火開發區「2014年安全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2014年12月 亞東工業（蘇州） 江蘇省政府 榮獲「中國能效之星三星級企業」

2014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能源局 於經濟部能源局舉辦之「2014年集團企業成立節約能源服務團授旗大會」上  
，獲頒「績效卓著」獎座

2014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勞動部 榮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頒發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銅牌獎

2014年09月 亞東工業（蘇州） 江蘇省政府 榮獲江蘇省「萬家企業能源管理體系」評價優秀單位

2014年07月 遠東新世紀 臺灣證券交易所 榮獲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殊榮 A++

2014年06月 遠紡工業（無錫） 無錫市政府 榮獲「2013年無錫市節能先進集體」稱號

2014年05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 榮獲 2013年度奉賢區財富百強企業稱號

2014年04月 遠東新世紀 遠見雜誌 以「最環保的瓶子、最綠色的用心」方案，獲得《遠見雜誌》「第十屆企業社
會責任獎─環境保護組楷模獎」

2014年03月 全家福 康健雜誌 東妮寢飾榮獲「2014康健雜誌健康品牌讀者票選」寢具 / 寢飾類第一名

2014年02月 遠紡工業（無錫） 江蘇省政府 獲得「中國能效之星三星級企業」稱號

2014年01月 遠東新世紀
研究發展中心 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獲頒 2013年度「紡織品研發創新成就獎」

2013年12月 遠東新世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獲頒「便捷服務 健保之友」獎

2013年12月 遠紡工業（無錫） 江蘇省政府 獲得「江蘇省三級能效之星」

2013年12月 遠紡織染（蘇州） 蘇州市政府 榮獲蘇州市政府「能源三星」認證

2013年12月 亞東石化 經濟部工業局 榮獲「安衛楷模獎」

2013年12月 亞東創新發展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尼諾斯人工替代骨」榮獲2013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品質銅獎」

2013年12月 遠東新世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促進標章

2013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新埔化纖廠 經濟部工業局 獲選「2013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

2013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榮獲「臺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製造業特優，以及企業永續發展績效「永
續創新類」楷模獎

2013年10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PET 聚酯熱收縮膜材料榮獲「2013年經濟部產業創新成果獎」

2013年08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2012年度重點新興市場貢獻獎─紡織產業」第一名

2013年08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 榮獲「上海進出口企業100 強」、「上海企業100 強」、「上海製造業50強」
三項榮譽

2013年08月 亞東創新發展 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 生醫科技事業群獲頒國家品質金牌獎，得獎產品包括「舒膚貼」抗菌外傷敷料、
抗菌親水性敷料、免縫膠帶組、液體繃帶及「克菌安」抗菌劑。

2013年05月 遠東新世紀 可口可樂公司 可口可樂首次針對全球供應體系進行評估，本公司在近 900家廠商中脫穎而出，
獨得「年度最佳供應商」大獎

2013年03月 遠東集團
亞太企業合作組織 Asia 
Paciflc Enterprise 
Cooperation

獲「亞太企業人文精神獎」肯定，以亞東醫院新院區擴建計畫，以及元智大學
藝術校園專區兩個專案，勇奪「企業公益獎」；而「遠東環生方舟」也獲得評
審青睞，拿下「環保綠能獎」

2013年01月 遠紡工業（蘇州） 蘇州市政府 獲選蘇州市「能效之星」三星企業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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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概況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遠東

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54年，為臺灣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遠東新世紀於創業時著重於紡織相關業

務，在打穩基礎後，以穩健的經營腳步加上

致力於創新技術的研發，積極往上下游業務

發展，穩紮穩打，堅守核心本業，不斷地為

顧客、為股東創造新的價值，已成功拓展從

石化、聚合、化纖、紡紗、織布、印染到成

衣，由製造至銷售，建立上、中、下游一條

龍的營銷體系，並於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

面向創下亮麗的成績。

遠東新世紀及子公司跨足不同領域的

事業體，兼具石化、化纖、紡織、電信、

不動產開發、及其他轉投資事業。考量於

2013年至2014年間，不動產及其他轉投資

事業的營業比重僅7%，且電信事業自行出

版CSR報告書(請參考遠傳電信CSR報告

書)，本報告書的組織邊界係以合併個體

中，石化、化纖及紡織生產事業為主，另基

於重大性考量，僅納入年營業額達新臺幣

20億之子公司；加計遠傳電信後，總揭露

比重達2014年合併營業收入92%。有關遠

東新世紀轉投資事業可參考遠東集團網站及

年報資訊。

市場環境與產業概況

2015年先進國家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2.4%，較2014年增加0.6個百分點，其

中美國經濟成長率更揚升1.2個百分點至

3.6%(資料來源：IMF)，顯示全球先進國

家景氣復甦動能轉強，再加上新興國家經濟

持續擴張，以及中國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力

度，非理性擴產獲得抑制，預期2015年聚

酯開工率將逐步回升，2015至2017年全球

聚酯年平均產量增速回升至6%，高於2014
年的增速3%，整體聚酯產業鏈發展向好。

此外，由於聚酯產品應用領域日新月

異，用途不斷向外擴增，目前已廣泛使用於

產業用途，如汽車業、電子業、物流業、農

漁業、營建業、醫療業、石油開採業等等，

獲獎紀錄

時間 獲獎單位 贈獎單位 獎項

2014年12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星火開發區 獲得星火開發區「2014年安全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2014年12月 亞東工業（蘇州） 江蘇省政府 榮獲「中國能效之星三星級企業」

2014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能源局 於經濟部能源局舉辦之「2014年集團企業成立節約能源服務團授旗大會」上  
，獲頒「績效卓著」獎座

2014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勞動部 榮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頒發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銅牌獎

2014年09月 亞東工業（蘇州） 江蘇省政府 榮獲江蘇省「萬家企業能源管理體系」評價優秀單位

2014年07月 遠東新世紀 臺灣證券交易所 榮獲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殊榮 A++

2014年06月 遠紡工業（無錫） 無錫市政府 榮獲「2013年無錫市節能先進集體」稱號

2014年05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 榮獲 2013年度奉賢區財富百強企業稱號

2014年04月 遠東新世紀 遠見雜誌 以「最環保的瓶子、最綠色的用心」方案，獲得《遠見雜誌》「第十屆企業社
會責任獎─環境保護組楷模獎」

2014年03月 全家福 康健雜誌 東妮寢飾榮獲「2014康健雜誌健康品牌讀者票選」寢具 / 寢飾類第一名

2014年02月 遠紡工業（無錫） 江蘇省政府 獲得「中國能效之星三星級企業」稱號

2014年01月 遠東新世紀
研究發展中心 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獲頒 2013年度「紡織品研發創新成就獎」

2013年12月 遠東新世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獲頒「便捷服務 健保之友」獎

2013年12月 遠紡工業（無錫） 江蘇省政府 獲得「江蘇省三級能效之星」

2013年12月 遠紡織染（蘇州） 蘇州市政府 榮獲蘇州市政府「能源三星」認證

2013年12月 亞東石化 經濟部工業局 榮獲「安衛楷模獎」

2013年12月 亞東創新發展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尼諾斯人工替代骨」榮獲2013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品質銅獎」

2013年12月 遠東新世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促進標章

2013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新埔化纖廠 經濟部工業局 獲選「2013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

2013年11月 遠東新世紀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榮獲「臺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製造業特優，以及企業永續發展績效「永
續創新類」楷模獎

2013年10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PET 聚酯熱收縮膜材料榮獲「2013年經濟部產業創新成果獎」

2013年08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2012年度重點新興市場貢獻獎─紡織產業」第一名

2013年08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 榮獲「上海進出口企業100 強」、「上海企業100 強」、「上海製造業50強」
三項榮譽

2013年08月 亞東創新發展 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 生醫科技事業群獲頒國家品質金牌獎，得獎產品包括「舒膚貼」抗菌外傷敷料、
抗菌親水性敷料、免縫膠帶組、液體繃帶及「克菌安」抗菌劑。

2013年05月 遠東新世紀 可口可樂公司 可口可樂首次針對全球供應體系進行評估，本公司在近 900家廠商中脫穎而出，
獨得「年度最佳供應商」大獎

2013年03月 遠東集團
亞太企業合作組織 Asia 
Paciflc Enterprise 
Cooperation

獲「亞太企業人文精神獎」肯定，以亞東醫院新院區擴建計畫，以及元智大學
藝術校園專區兩個專案，勇奪「企業公益獎」；而「遠東環生方舟」也獲得評
審青睞，拿下「環保綠能獎」

2013年01月 遠紡工業（蘇州） 蘇州市政府 獲選蘇州市「能效之星」三星企業

獲獎紀錄

時間 獲獎單位 贈獎單位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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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中心 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獲頒 2013年度「紡織品研發創新成就獎」

2013年12月 遠東新世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獲頒「便捷服務 健保之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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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創新類」楷模獎

2013年10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PET 聚酯熱收縮膜材料榮獲「2013年經濟部產業創新成果獎」

2013年08月 遠東新世紀 經濟部 「2012年度重點新興市場貢獻獎─紡織產業」第一名

2013年08月 遠紡工業（上海） 上海市政府 榮獲「上海進出口企業100 強」、「上海企業100 強」、「上海製造業5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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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 遠東新世紀 可口可樂公司 可口可樂首次針對全球供應體系進行評估，本公司在近 900家廠商中脫穎而出，
獨得「年度最佳供應商」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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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陸陸續續採用相關聚酯製品。本公司將持

續擴大營運規模與產品應用範圍，同時聚焦

於研發綠色環保產品，創造永續經營的競爭

力。

誠信經營
法規遵循
環境汙染防治
勞動環境及安全
危機管理 / 災害防治

公司治理
風險管理
永續發展策略及治理
經營策略和未來發展
經營績效

氣候變遷因應
完善溝通管道
社區共榮
生態保育
公益投入

能資源使用管理
國際標準認證
員工關懷、福利、待遇
供應鏈管理
顧客服務
因應都市化
人權

製程和產品創新
教育訓練
職涯發展

技術交流、合作

                  
                      

 
 

低                                     公司的關注程度                            高

 ► 永續議題重大性分析矩陣

利害關係人鑑別

重大性議題的鑑別

遠東新世紀 
的利害關係人

員工及工會

政府 / 主管機關

合作夥伴 
( 供應商和承包商 )

客戶

工廠周邊鄰居

股東 / 投資人

NGO

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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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架構

中長期目標短期目標（1-2 年）

ESG 管理原則

• 由上而下：設立高層級策略、政策及目標，執行單位研擬行動方案

• 分工明確：詳細定義職掌及權責

• 確實執行：定期追蹤及檢討進度並滾動式調整行動方案

短中長期目標

企業使命

運用 創新的思維、優異的技術
與 卓越的管理，

成為聚酯、紡纖材料領導者，
並為多元資產創造最大價值，

以引領社會發展，提升人民福祉。

• 創新研發

• 顧客服務

• 員工照顧

• 綠色產品

• 綠色製程

• 產業地位

• 財務績效

• 法令遵循

• 風險管理

卓越的管理

優異的技術

創新的思維

• 擴大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施行廠區 / 子公司
• 設定能源減量目標
• 推動再生能源（太陽能）運用
• 持續推動節約能源專案
• 能源小組兩岸雙向異地技術交流
• 優化廢棄物管理制度
• 加強日常能 / 資源管理，避免浪費

• 修訂供應商行為準則與採購規範
• 設定拜訪供應商年度 KPI
• 擴大外部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
• 優化客戶滿意度調查機制
• 持續推動新世紀主管培訓計畫與勝任能力課程
• 持續推動產學實習暨人才培訓計劃
• 持續推動各項公益贊助活動

• 每年出版 CSR 報告書，維持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 持續增強公司治理，維持公司治理評鑑前 20%
• 推動氣候變遷風險辨識與調適
• 逐步推動法令遵循制度至子公司
• 增加兩成研發人力

• 持續增加綠色產品比重
• 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全面推動溫室氣體排放定期外部查證
• 區域能源整合
• 設置汽電共生廠
• 台灣廠區 / 子公司每年平均節電 1%

• 優化供應商績效評核與稽核制度
• 優化利害關係人申訴制度管理
• 建立企業志工制度
• 導入道路運輸安全品質評估系統

• 建立環境管理會計制度
• 依國際驗廠標準修訂管理制度
• 持續擴充產能，維持產業領導地位

面向

治 理

 社 會

 環 境

永續發展原則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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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

司繼2013年7月出版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

(Co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報告

書後的第二本報告書。

出版日期：2015年6月

報告主題及永續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

遠東新世紀秉持著企業精神「誠、勤、

樸、慎」及「創新」穩健經營；其中，「創

新」已成為企業體質重要元素之一。國際永

續潮流中，期許化學相關工業能提供綠色解

決方案，即係呼應能突破創新、掌握契機的

企業方能穩健及永續發展。遠東新世紀一向

重視企業的永續經營，並已成功開發許多與

綠色商品有關的創新製程。在此報告書報導

期間內「遠東企業研究發展中心」的組織調

整亦展現遠東新世紀對創新及研發的重視。

本報告書以「創．新世紀」(Inventing New 
Century)作為主題－「創」除能和「新世

紀」的「新」合併為「創新」外，也傳達

「開創」、「創造」等涵義，彰顯遠東新世

紀將持續致力於創新研發、開創及迎接新的

時代的決心。對於遠東新世紀來說，除堅守

企業應盡的本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外，遠

東新世紀將「創新」作為永續的基石，以提

供社會綠色環保選擇，達成環境永續及企業

永續。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揭露內容涵蓋遠東新世紀於

2013及2014年(2013/01/01至2014/12/31)在
CSR上的績效及表現，部份內容為呈現趨勢

比較性，將同時揭露2010至2012年間之數

據。未來遠東新世紀將每年定期出版CSR報

告書。

編製依據及範疇邊界

本報告書符合A A 1 0 0 0標準及依循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永續性報

告第四代指南(G4)全面(Comprehensive)
選項的要求，並通過Type 1中度保證等級

(Moderate)的第三方保證，其中財務績效

係經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後之資訊。依循GRI 
G4的要求，本報告書係就遠東新世紀在經

濟、環境及社會面向之重大性議題因應及執

行績效進行揭露。本報告書涵蓋範圍較第一

本報告書廣泛，除原已包含之總公司及台灣

營運據點，亦新增納入十家子公司。

由於本次報告書的邊界較上本報告書擴

大，故本報告書中部分歷史數據會和上本報

告書有所不同。倘部分績效涵蓋邊界不同，

將特別於報告書中說明。

CSR報告書編制流程

董事長總經理董事長辦公室CSR 推行委員CSR 委員
資料繳交

資料確認

 ► CSR 報告書編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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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治理架構

遠東新世紀董事會由11位(包含一位女

性)兼具豐富經營及學術經驗的董事組成，

除具備專業經營能力外，為確保能有效管理

及避免利益衝突，董事會也具備完善獨立的

監督機制，包括設有三名獨立董事與三名監

察人(包含一位女性)，並照有關法令及遠東

新世紀之章程及「董事會議事規則」(內訂

有利益迴避規定)行使相關職權。董事和監

察人的任期均為三年，上次的選任日期為

2012年6月。下屆起，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

遴選採用候選人提名制，並遵守「董監事選

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則」，以確保多元

性、獨立性及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被納入考

量。遠東新世紀預計於2015年6月設置「審

計委員會」。

遠東新世紀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

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協助董事會訂定與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報酬有

關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相關績效考

核、薪資、獎金、員工紅利制度暨董事、監

察人酬金發放方式等，係定期由薪資報酬委

員會進行評估檢討後，將建議提交董事會討

論。遠東新世紀董事、監察人之酬勞與永續

績效中的經濟面相連結。依公司章程規定，

董事、監察人之酬勞及員工紅利，依該年度

可供分配盈餘分別提撥3%與4%。其餘酬金

則視整體營運績效，再調查上市公司的薪資

報酬水準，參酌專業顧問公司出具的市場薪

資行情調查報告，並考量整體財務及經營環

境風險後制訂。

誠信經營

遠東新世紀創辦人徐有庠先生及現任董

事長徐旭東先生均以「誠信」作為事業體經

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企業內部流程、

外部採購、員工及業務管理、客戶及投資者

等，都必須秉持著「誠信」的精神。於員工

及業務人員方面，已訂有嚴謹的管理準則；

於招募、績效考核及人員升遷時，皆以「誠

信」為首要的考評項目之一。「誠信」對企

業來說，除反貪瀆外也包括避免不公平競

爭。

宣傳方式
• 內部刊物
• 廠區標示
• 會議管道
• 到職訓練

員工規章辦法 

道德行為 
準則

誠信經營 
守則

經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亦公告
子公司共同遵守

子公司之內部相關規範
• 價值觀
• 員工行為規範
• 員工入職導向手冊
• 工作規則
• 業務守則
• 員工漸進式懲戒辦法
• 反貪污遵循準則
• 反托拉斯遵循標準

於反托拉斯方面，遠東新世紀嚴禁與同

業或協會間協調生產量及銷售量，避免有操

縱價格之情事，並遵循國內、外相關法規。而

在組織架構的設計上，遠東新世紀已建置完

整的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辦法(含管理政策、

授權制度及職能分工等措施)，並輔以實施內

部稽核作業管理，以預防貪腐等弊端。

內部評估及教育訓練

除教育訓練外，內部稽核亦不定期對業

務、採購等單位之工作執行程序進行稽核。

為強化採購程序之控制管理、降低風險，內

部稽核於是在採購過程中執行稽核工作，其

中包含議價監督、監看開標會議及採購單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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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以降低貪腐風險，另亦利用網路競標

系統杜絕相關貪腐，減少半數須實體評估的

需求。

此外，子公司亦舉辦說明會者，針對業

務同仁解釋說明《業務守則》中相關條款，

要求員工遵循業務操守，避免損害公司利

益，維護員工與公司的合法權益，維繫良好

的公司形象。部份子公司亦另於《員工獎懲

辦法》中，明確規定貪腐屬嚴重違紀，列於

入職第一天培訓說明的重點。

申訴及諮詢管道

遠東新世紀設有多重溝通管道，以供

利害關係人通報貪腐等不法行為，並有獨

立之調查機制，以對其進行調查與提報。

2013至2014年間無已確認之貪腐事件或社

會衝擊申訴。於反競爭行為上，2014年印

尼控訴台灣、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傾銷聚酯

絲(Partially Oriented Yarn, POY)，加工絲

(Drawn Textured Yarn, DTY)，惟調查結果

說明遠東新世紀及其子公司並無傾銷事實。

永續願景

遠東新世紀早已在社會公益的領域深耕

四十餘年，伴隨著國際潮流的發展，外部利

害關係人更加關注企業在治理、社會及環境

面向的作為，且永續發展和企業核心本業的

結合已成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遠東

新世紀體認此企業永續發展的核心概念，一

直以來，在營運策略上均充分考量長期利益

而非短暫的獲利，致力於企業永續與核心本

業的結合，在企業價值、文化、發展藍圖及

策略上進行相應的調整。有關遠東新世紀於

各營運上之永續策略請參考本報告書各對應

章節之說明。

永續治理

遠東新世紀CSR委員會架構依循其組織

架構，由董事會為最高層級，並以四個總部

為主，四個總部轄下推行委員及委員來自各

主要處室。CSR委員會由董事長辦公室負

責推動與統籌，另設有跨不同總部的能源小

組。由於CSR委員會架構係依循組織架構建

立，有助於CSR議題整合至公司既有之管理

流程。各事業總部總經理於董事會上進行相

關報告，議題包括安全健康環境(SHE)、市

場概況、研究發展、內部稽核、風險管理、

財務及業務狀況等。

風險管理

遠東新世紀透過各部門暢通的溝通管

道，確保風險管理的即時性及全面性。透過

每月多次的定期會報(每次均有二至三位董

事參與)檢討遠東新世紀營運績效、關注整

體產業及大環境的動向等，以便提早因應外

部的變化，並且掌握機會。

遠東新世紀認為風險管理為企業發展的

重要基礎。以法制室為例，在遠東新世紀成

立初期，規模尚小時，即已設立法制室，並

直接向總經理報告，充分展現遠東新世紀對

課程名稱 日期 對象 內容 

「企業貪瀆防制宣導暨自評檢核表說明」 2014年  
第四季起 

各單位主管及採購處、秘書處、財
務處和會計處同仁

• 時事案例解說企業貪瀆及有關法規 
• 介紹自評檢核表

「反托拉斯法令遵循宣導」 2014年6月  業務

• 反托拉斯違法行為類型

• 台灣及歐美反托拉斯法規

• 台灣公平交易法規修法草案及反托拉斯法規
遵循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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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風險管理的重視。

遠東新透過定期會報讓最高治理層級掌

握公司營運動態，各相關單位亦針對不同面

向的風險進行風險評估及管理，主要的風險

管理面向包括法令遵循、內部控制管理、投

資管理、財務風險、創新管理及氣候變遷。

客戶管理

遠東新世紀的產品銷售遍及世界各

綠色及永續產品認證

除符合無毒無害的產品要求外，遠東新世紀也積極推廣綠色材料，許多產品更獲得高規格的綠色產品認證，提供客戶綠色永續的

產品。現有認證列舉如下，並定期更新以確保產品確實符合規範。

全球有機紡織品標準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 GOTS-NL） 

Version 3.0
100%有機棉精梳紗

全球回收紡織品標準

（Global Recycle Standard, GRS） Version 2.1
含50 至80%回收  

聚酯纖維之紗線

有機含量標準的標章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 OCS） Version 1.0；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100（OCS 100 ；指
100% organic cotton）

100%有機棉精梳紗

有機含量標準的標章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 OCS ） Version 1.0；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Blended（OCS 

Blended ；指含有部份 organic cotton）

含5 至10%有機棉之精梳紗

台灣環保標章

資源回收產品類的回收再生紡織品認證
100%環保回收聚酯纖維

（TopGreen ®  ）

SCS 生態標章

100%回收成分認證

（Recycled Content Certification）

100%環保回收聚酯纖維

（TopGreen ®  ）

100%環保回收聚酯膠片

藍色製程標準

（bluesign® standard） 運動衣物布料

遠東新世紀持續拓展取得認證的產品及製程範圍，如：觀音印染廠 2015 年擬將 bluesign®認證擴及印花廠及貼合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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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客戶包括許多國際知名品牌廠商，

如：耐克(Nike)、可口可樂(Coca-Cola)、
阿迪達斯(Adidas)、雀巢(Nestlé)、達能

(Danone)、迪卡儂(Decathlon)和德國馬牌

輪胎(Continental)等。遠東新世紀的客戶包

含許多在CSR領域的佼佼者，積極落實涵

蓋多面向的永續供應鏈管理，如：人權、環

境、創新、教育訓練、供應商訪視評估、審

查與監督等。遠東新世紀身為國際知名品牌

廠商的優良供應商，在CSR面向的落實亦高

於業界水平。

客戶關係維護與獲獎實績

我們持續致力於顧客服務的創新與突

破，同時2013和2014年並無任何侵犯顧客

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而遭投訴之情事。遠東

新世紀長期的努力與績效，獲品牌客戶們認

同，並透過各種評鑑分數與供應商評比制度

給予肯定。

供應商管理

遠東新世紀為遠東集團的母公司，其採

購處亦為遠東集團的「聯合採購中心」，聯

合採購中心統一要求供應商簽署聲明書，同

意遵循遠東集團的要求，內容除獨立性及成

本分析等考量外，也包括遵守勞動基準法、

政府相關法令及職業道德等。原料小組則配

合客戶(如：品牌商和飲料商等)的需求和國

際供應商合作，導入有機棉、BCI棉和Bio-
MEG等，並每年定期拜訪供應商。

2013年獲頒可口可樂之「年度最佳供應商」

可口可樂於2013年5月首次針對全球供應體系

進行評估，頒發「第一屆全球永續採購供應商

大獎」(2013 Global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Awards)。該獎項係以各供應商於2012年在永

續、品質、交貨、服務、價值、策略整合及創新

七個面向的績效和主要成就做為評分標準，從所

有的供應商中選出對應各個面向表現優異者，分

別頒發「永續獎」、「創新獎」、「品質獎」及

「價值獎」，而於所有七大面向之總得分最高者

即為「年度最佳供應商」。遠東新世紀因全方位

的優異表現，從近900家的供應商中脫穎而出，

榮獲唯一「年度最佳供應商」大獎。

2013及2014年獲頒Nike供應商獎項

遠東新世紀獲得Nike 2013年的供應商創新獎(It 
is Our Nature to Innovate)。該獎強調產品須不

斷的創新方能與消費者連結，並呼籲供應商對於

創新的行動要能夠隨時保持熱情持續推動，而遠

東新世紀在新產品開發上保持動能，符合客戶期

待故獲得該獎項。

2014年遠東新世紀獲Nike“The Consumer 
Decides”獎，該獎精神為強調對於消費者的需

求必須作出反應並且連結，因遠東新世紀對新產

品開發的靈活性、節能環保的努力以及在管理策

略上有極佳的表現，故榮獲此獎。

2013年獲頒Puma供應商獎項

2013年遠東新世紀榮獲Puma年度表現優異廠商

獎(Apparel Fabric Supplier of the Year)，得獎原

因為遠東新世紀在開發、交期、品質與環保永續

上皆付出最大的努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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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為響應政府政策、減緩全球氣候變遷、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

境之企業社會責任，遠東新世紀於2010年
設立跨子公司及跨部門之「能源小組」，從

母公司的治理層級檢視能源相關議題，設定

節能專案可行性評估的方法學，並訂定節能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關鍵數據總覽

註：
1. 能源使用量包含生產據點、總部辦公室及研究所；用水量僅涵蓋生產據點。
2. GHG 數據包含完成ISO14064-1 等盤查標準認證之生產據點：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

內壢紡織廠及湖口紡織廠，亞東石化、遠東先進纖維，亞東石化（上海）和遠紡工業（上海）。
3. 大陸的其他空氣污染排放數據來自亞東石化（上海）、遠紡工業（上海）、武漢遠紡新材料、遠紡工業（蘇

州）、遠紡工業（無錫）、遠東服裝（蘇州）之監測核算排放數量。

2013 2014

電力 5,713,375 5,689,087

汽油、柴油（包括生質柴油） 16,929 28,297

液化石油氣（LPG ） 444,129 440,489

天然氣（LNG ） 2,373,122 1,844,809

重油 / 燃料油 2,860,590 1,670,175

煤 977,828 994,743

水煤漿 2,612,666 4,151,198

外購蒸氣 332,771 198,374

乙烯焦油 579,703 553,504

2013 2014

自來水 12,298 10,541

井水 2,414 2,284

河水、湖水及溪水 4,225 4,577

地下水 489 81

雨水 3 11

2013 2014

氮氧化物（NO X） 1,143 1,019

硫氧化物（SO X） 778 581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

519 392

粒狀污染物 110 80

2013 2014

一般事業廢棄物 40,676 46,360

有害事業廢棄物 3,750 4,715

2013
15,911,113   

2014

15,570,676

2013
19,429

2014

17,494

能源 （吉焦耳）

取水量 （千公秉） 回收水量 （千公秉）

回收水與取水總量比例 

2013  20%   2014   30%

2013
10,125   

2014

9,772

排水量（千公秉）

廢棄物 （公噸）

2013
44,426   

2014

51,075

其他空氣污染物 （公噸）

2013
2,550   

2014

2,072

2013
3,943   

2014

5,240

2013 2014

範疇一 784 831

範疇二 796 763

GHG  （千公噸 CO 2e ）

2013
1,580   

2014

1,594

■ 30,442 ■ 239,814 ■ 204,611 ■ 124,796

■ 125,649 ■ 150,113 ■ 899,518 ■ 99,045

■ 67,302 ■ 293,549 ■ 392,674 ■ 49,285

■ 52,620 ■ 442,841 ■ 533,612 ■ 77,893

■ 68,676 ■ 584,317 ■ 670,680 ■ 155,2121,478,885

1,106,966

802,810

1,274,325

599,663

■廢棄物處理     ■節能減碳     ■汙染防治     ■其他（如：環保設備檢測等） 單位：新台幣千元

 ► 環境保護相關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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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向和協助推動適當的專案。能源小組

定期開會，內容除專案會議及績效追蹤外，

也包括技術交流會議及相關設施參訪等，透

過各廠的交流過程發現共同的議題、分享經

驗。期許以節能設計、節能採購、技術改

造、生產組織和運行操作優化為手段，達到

節能降耗之目的；以各部門協調配合為支

撐，確保節能核心工作的順利開展，最終實

現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除能源小組的制度

外，各廠也視其需求推動相關ISO認證。

節能減碳措施與績效

從2010至2014年，遠東新世紀持續推

動廠區和辦公室的節能減碳措施，近期節能

方向包括將耗能較多的設備改為變頻控制，

以及優化冷凍和空壓系統，此外，在蒸氣使

用方面，將以集團蒸氣整合為目標，提升集

團整體能源使用效率。

鄰近社區溝通及回應

隨著城市邊緣地帶逐漸都市化，導致工

廠和民宅的距離越來越近，和社區互動的機會

也更加頻繁。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

在負面衝擊的來源，除了包括機械或作業異常

造成的氣體及水污染排放外，石化工廠的原

料罐區和主製程區倘若發生意外事故，亦可

能對周圍居民及和企業帶來重大影響，故我們

所有廠區皆備有緊急應變程序，並定時演練。

2013和2014年間，遠東新世紀

含子公司共執行261項節能減碳專案，

主要分為「製程改善」、「設備改善」、

「產品結構改善」、「能源管理和其他」

四類。

專案類型 舉例說明（包括工廠和辦公室）

製程改善 製程參數值改變（如：溫度、壓力等）、回收物質規劃、用料比
例變動等

設備改善 空調、空壓、鍋爐及製程設備之優化、升級及更新，如：變頻、
加裝保溫設施等

產品結構改善 提高能資源耗量較低的產品之產量，降低單耗節能

能源管理和其他 照明改善及燈具升級（廠區、辦公）、設備運轉時數合理化及運
轉時段優化、檢討停用非必需之設備及器具

 ► 2013至2014年節能減碳績效

節能措施類別 地點

2013年 2014年

能源節約
（GJ ）*1

溫室氣體減量 （t-CO2e） 能源節約
（GJ ）*1

溫室氣體減量 （t-CO2e）

範疇一 *2 範疇二 *3 蒸汽 *4 範疇一 *2 範疇二 *3 蒸汽 *4

製程改善
台灣 52,626 2,560 1,121 596 32,319 996 364 1,883

大陸 174,083 103 150 18,991 42,989 - 857 4,350

設備改善
台灣 306,495 6,884 23,686 1,447 442,505 17,630 12,720 2,781

大陸 51,184 645 5,996 1,369 53,988 110 8,548 1,541

產品結構改善、 
能源管理和其他

台灣 109,511 701 12,589 1,044 24,092 542 1,804 155

大陸 30,921 - 713 3,080 5,601 - 370 438

總數 724,820 81,675 601,494 55,089

註：
*1 包括電力、燃料油、天然氣及蒸氣的節約量，節約量為和執行前原設備 / 製程耗能量相比。
*2 範疇一包括燃料油和天然氣燃燒使用之排放，利用台灣經濟部能源局和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1版內排放係數。
*3 範疇二為發電之排放，電力排放利用當地電網排放係數計算。
*4 蒸汽相關排放的歸屬取決於其來源，故並未細分為範疇一或二。每公噸蒸氣的排放係數為 0.307 t-CO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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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機制及回應

生產據點鄰近的社區或企業若有發現異

常，均可透過電話聯絡該廠安衛管理單位，

或是透過廠區警衛進行申訴，部分台灣民眾

也會透過里長、鄰長表達對公司的意見。亞

東石化於2013和2014年，分別有三和四件

環境申訴事件。亞東石化對所有申訴事件進

行調查，透過事件調查報告列出事件發生日

期、位置、過程、初步原因說明、立即矯正

措施、要因分析檢討、關鍵事實結論及矯正

預防建議進行說明。另外針對矯正預防措施

也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及負責人，所有事件調

查報告均須詳列調查小組名單、報告審查及

核准人。目前以上事件均已圓滿解決。

綠色製程

為達永續發展的目的，遠東新世紀努力

於尋找更環保的生產方式。期待能在製程

中，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負擔。

原液染色法（dope-dyed ）

傳統染整技術為纖維抽絲成型後再進行染色，過程中能源及水的需求龐大，且染料及化學劑品的添加不只影響員工健康，未處理
的廢水也會造成環境衝擊，因此對汙水處理的成本及環境的影響均為顯著。但遠東新世紀善用原液染色法，也就是在原料內先加
入顏色，再進行抽絲成型的作業，如此一來成型和染整可一次完成，並大量減少所需能源、水、化學品和汙染廢水，且最後的產
品還能擁有更好的色牢度，較不易退色。

原液染色和傳統製程相比 CO2 排放量 用水量 化學品耗用量 污水化學需氧量 （COD） 能源

-62.85%

▼ -89.29%

▼

-63.17%

▼

-67.56%

▼

-63.23%

▼

針織熱轉印技術（sublimation / heat transfer print ）

布料上印製印花的傳統製程耗水量高，但遠東新世紀使用熱轉印技術，可大幅減少用水量

1

傳統製程 針織熱轉印技術

180

用水量（公升 / 公斤的布）

135 1

傳統製程 針織熱轉印技術

排水量（公升 / 公斤的布）

     綠色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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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紡織染色用水量相當大，且製程廢水處理更需耗費能資源，若處理過程不嚴謹，更會汙染水源與環境。為了解決環保問

題，實踐永續經營及對愛護地球的使命，2012 年初，遠東新世紀與美國 Nike 和荷蘭無水染色開發商 DyeCoo ，開始此革命性

的紡織染整技術建置工作。同年 10 月，遠東新世紀啟動無水染整之技術團隊、完成廠房設計、規劃、建置、安裝等工作，並於

2014 年 6 月份試運轉。生產技術是以「二氧化碳」取代幾千年來以「水」做為媒介的傳統染整製程，節省傳統染整中大量使用

的水，避免產生染整廢水，並進一步減少加熱染整用水的石化能源消耗（石油、天然氣、煤等）。不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減緩

全球暖化，更達成節能與不使用化學藥劑的雙重目標。

項目 傳統染色 無水染色

水消耗
（每公斤布料耗用量）

耗用 100~180L 無需耗水

能源消耗
（每公斤布料耗用量）

用電： 1 度 用電： 3 度

蒸氣：10kg 蒸氣： 5kg

化學品（染整助劑）耗用
（每公斤布料耗用量）

助劑：0.2kg 無需助劑

染料：0.07kg 染料：0.02kg

每日產量
（以相同染缸量比較） 1,200kg 1,500~1,700kg 

此技術仍屬先端技術，尚有許多需突破及優化的環節，惟在與合作夥伴的共同努力下，經過不斷地在軟體上革新、硬體上改造，

生產效率從初期的 65% 提升至 2014 年的 92% ，預計 2015 年將可達接近於傳統染色效率的 95% ，且可節省硬體所需空間。

在水資源日漸短缺、供給不穩定的大環境下，能大幅改善傳統耗能及水的整染技術，實為革命性的突破，也展現產業主動因應改

變，將危機化為轉機的精神。

    讓二氧化碳代替珍貴水資源

無水染整技術

將二氧化碳從氣體
轉變為接近液體的
超臨界流體以作為
染色媒介，染色完
成後再藉由降壓分
離染料並回收二氧
化碳再利用，達到
染色布料的效果

利用二氧化碳對染料直接溶解的特性，無須添
加染整助劑即可對聚酯纖維進行染色，無須後
水洗即可達到飽和、濃密一致的染色效果

利用密封機械循
環設計，克服高
壓氣體不易於染
缸內循環之技術
瓶頸，實現高壓
氣體的循環染色

綠色產品

遠東新世紀旗下同時有許多因應綠色環

保趨勢而產生的產品，如：具環保考量的產

品、技術與製程，及使消費者在氣候異常多

變環境下仍能保持舒適的功能性產品，同時

亦能藉此間接減少空調的使用。在遠東新世

紀之綠色製程及產品所使用的技術中，涵蓋

許多突破性的發明，實為本產業在永續發展

推動上的重要里程碑。以四項產品為例。

 ► 綠色產品營收比率

2013    26 % 2014    25 %
註：利用合併報表中生產事業之銷售值統
計。由於 2014年全球原物料價格下滑，
產品單價亦隨之滑落，導致遠東新世紀綠
色產品銷售值較 2013年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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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寶特瓶之碳足跡與對石化原料的依賴性，遠東新世紀與 Virent ® 公司、可口可樂 ® 共同合作開發全球第一支完全使用生質

材料的寶特瓶。研究團隊於 2014年美國化學學會綠色化學會議中，發表製成 100% 生質且可回收之 PET 寶特瓶，研發團隊成

功將生質原料轉化成化學單體，並製作出植物瓶酯粒，用於生產 100% 生質聚酯的植物瓶。此項計劃是遠東新世紀在綠色材料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Bio-EG

Bio-PTA

Bio-PET
植物廢棄物

plant waste

    100%生質寶特瓶（100% Bio-PET ）

PET 視窗級膠片主要用於包裝上，基於對美觀的訴求，其透明度及為重要，唯傳統 PET 膠片耐刮性不佳，加工時需以 PE 覆膜

加以保護，故客戶收到的膠片均有 PE 覆膜，在後製作業時還需將 PE 覆膜撕去，除無法提供視窗盒永久防刮保護外，亦耗費人

力及物力。

為解決這個問題，生產單位委託研究所開發視窗級耐刮 PET 膠片，希望不再使用 PE 覆膜，並提供視窗盒永久防刮性。在一番

努力後，研究所自行研發出透明度、耐刮性，且折盒加工性均特優的產品。此產品在製造及產品運輸過程中均無擦傷，完全符合

客戶需求，且其成本與含 PE 覆膜相近，除可減少物料使用，幫助客戶免去 PE 覆膜複雜的撕除工序及相關能資源耗損外，更可

以提供視窗盒永久的防刮保護。目前此膠片已通過品牌商認證，且亦可以回收 PET（rPET）製作，更進一步達到節能減碳。

    視窗級耐刮 PET 膠片

為了善盡企業責任，遠東新世紀將寶特瓶進行回收再利用，透過技術及設備提升，於2010年投資第一條bottle to bottle （BTB） 
生產線，產能 1.7萬噸 / 年，BTB 將回收後的寶特瓶再製成聚酯粒，銷售給國際大廠，讓其重新製成裝飲料的寶特瓶。2012年

逐步取得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達能、雀巢等大公司認證；2013年再投資近十二億於台灣與日本關東擴建二條生產線，每條

生產線處理瓶磚能力 5 萬噸 / 年、瓶片產能 3.5萬噸 / 年，以配合國際飲料大廠推動回收料使用 （post-consumer recycled, 
PCR） 增量目標。

rPET寶特瓶 回收瓶磚 Pro-green ®

    寶特瓶再造寶特瓶 Bottle to Bottle （綠色環保食品級瓶用酯粒 Pro-gr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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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社會參與

人力結構與勞雇關係

「適才適所」和「人盡其才」為遠東新

世紀的用人原則，在合理、公平的人事制度

及健全的內部組織下，使員工能發揮所能，

子公司亦然。因此在報告期間，並未發生任

何歧視事件。我們也定期利用全國法規查詢

系統，檢視有關之勞動人力及雇用法規的增

修，以確保人力資源相關的作業辦法符合現

行法規標準。此外，我們亦致力營造友善的

工作環境，與規劃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鼓

勵員工自我成長並促進專業技能強化，達到

培育人才，並茁壯遠東新世紀實力的綜效。

薪資待遇

穩定及優秀的人力是企業發展及存續的

重要資本，為保持產業領先地位，我們除了

積極延攬專業優質生力軍，亦隨時掌握勞動

市場資訊，適度進行薪酬福利的調整，來吸

引及留任優秀人才。

遠東新世紀重視人員的薪資待遇，以固

定薪保障同仁基本收入，並以個人及組織績

效為基礎，訂定具激勵性之變動績效薪酬，

並視全年度績效發放年終獎金。我們不發放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也沒有遞延或既得股

份的政策。我們沒有特別針對高階管理階層

訂定簽約獎金或招聘獎勵金，高階與一般同

仁依各地法令適用相同的離職金，並且沒有

設立相關的索回機制。同一公司之同仁，不

論高階或一般同仁均適用相同的退休及福利

計劃。

2010年世足賽，遠東新世紀向 Nike 提出以 100%寶特瓶回收料再造之纖維－ TopGreen® ，所製之創新環保球衣布料給巴

西、澳洲等國家球隊使用。2014年世足賽遠東新世紀再次為巴西、美國、葡萄牙、英國和克羅埃西亞五國的國家球隊提供以

TopGreen® 所製之球衣布料。這些球衣除環保外也兼具急速吸濕排汗、輕薄透氣功能，為 Nike 世足賽指定的環保布料，著實

讓台灣的研發實力及環保理念登上世界舞台。遠東新世紀在回收纖維領域的領導地位也造就我們擔任國內回收纖維（聚酯長纖絲

紗）產品類別規則提案廠商的角色，詳細內容請參考「創設穩健治理」章節。

rPET寶特瓶 回收瓶磚 TopGreen ®

     回收纖維技術讓寶特瓶垃圾變黃金（綠色環保回收聚酯纖維 TopGreen ® ）

34.5%
在台灣，遠東新世紀大學畢
業無經驗起薪高於市場水平
34.5%

27.2%
在台灣，遠東新世紀碩士
畢業生起薪高於市場水平
27.2%

38.3%
在台灣，遠東新世紀全年平
均經常性薪資高於市場平均
38.3%

薪資不因男女性別而有歧視

註：市場薪資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2013年初任人員薪資與2014年製造業經
常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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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進人員的敘薪標準，我們皆會以

物價水平、求職者所學科系、工作內容相關

性，及工作性質難易程度等條件，來進行綜

合考量，若新進人員過去有相關工作經驗，

或本身具備相關證照，在薪資部分也會做調

整。台灣營運據點定期參與美商韜睿惠悅公

司(Towers Watson)舉辦的國際知名薪資調

查，掌握業界薪資動態，定期檢視人員的薪

資水準，以達人才留任的效益。

各公司依狀況訂定符合需求的《薪酬管

理辦法》以及《年終獎管理辦法》，於各公

司人事評議委員會通過後依此執行。針對在

職人員，在分發、配置、考績、升遷、薪資

發放、退休、資遣、離職、解雇、教育訓

練、福利措施方面，我們絕不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差別待遇。遠東新世紀亦設有績效考

核制度，每年定期依工作目標及個人表現評

定個人績效，並依此作為調薪的依據；表現

優異者，另有專案調薪，以及暢通的晉升管

道。升遷方面做到用人唯才、合理升遷，使

員工間建立互信、互愛、互助的團結精神以

謀公司的業務發展。

人權維護

員工是遠東新世紀事業發展的根本，人

權議題則是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重大議題之

一，尤其在各個生產據點更是如此。遠東新

世紀在員工人權維護方面，不僅有明訂的政

策及程序，符合所有相關法規，在落實方面

亦不留餘力，擁有完善及有效運作的管理機

制。我們的人權維護管理機制係涵蓋所有員

工，此外，我們也透過供應商管理來要求供

應商符合所有相關法規要求。

遠東集團旗下的宏遠興業為台灣紡織業

第一家取得「SA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

之公司，足見集團內對於營運據點及供應

商員工之勞動條件符合國際標準、尊重人

權及符合國內勞動法令之具體要求。為響應

集團成員取得SA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

並依循集團對於法令遵循、基本人權之維

護的重視，遠東新世紀及供應商目前與未

來均不會使用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之管理行為。遠東新世紀依據國際勞工組

織第29號《強迫勞動公約》(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及台灣勞動基準法第

五條所揭示之「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

禁或其它不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動」

之規定、大陸《勞動法》內相關規範，承諾

及聲明如下：

• 管理權不危害員工之基本人權；

•  未使用亦不支持使用任何形式的強制性勞

動；

•  不會在員工受雇時交納押金或扣留員工的

身分證；

•  不會對員工進行任何形式的體罰、精神或

者身體強迫，以及言語侮辱。

•  在報告期間內，我們無任何強制勞動相關

情事。

為落實員工人權保障，遠東新世紀在新

進員工訓練時，除介紹遠東新世紀及各子公

司的員工守則外，也會提供至少四小時的人

權及勞動相關法規訓練課程，並定期進行員

工守則及企業價值的複訓。我們持續關注所

有營運據點的人權管理，舉例而言，我們每

月皆檢視所有據點的加班及工時報告，倘有

異常將由總部進行調查。另透過每季各據點

執行的法規遵循評估，確保遵循所有相關人

權規範，若有違規事件則進行調查並追蹤改

善做法。遠東新世紀內部法令遵循檢視制度

於2014年推動，目前已落實於台灣生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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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未來將擴及海外子公司，由於大陸在勞

工人權面向的法規較台灣更為嚴謹詳細，將

能實質提高遠東新世紀人權評估的全面性。

有關法規遵循檢視制度可參閱本報告書「法

令遵循」章節。

遠東新世紀考量人權準則、條款及相關

法規，並適當加入相關文件中，舉例而言，

所有大陸子公司的公司章程內均訂有職工專

章，並明定職工之雇用、勞動條件、保險、

福利、保障、獎勵及工會組織等事項。倘該

子公司屬合資公司，則會於與合資方所簽署

之合資合同中訂有相關規定。我們向主管機

關申請相關投資許可時，亦會就國內勞工相

關權益之保障進行說明(如：勞健保費用繳

納、勞工退休準備金、勞工退休金提撥、是

否有大量解雇勞工情事等)。

勞資溝通

目前遠東新世紀各廠區均設有企業工

會，確保員工們行使其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

權力，並和工會組織簽署團體協約。各廠區

與企業工會間的協商管道均是透明、公開，

我們相信工會能在勞資議題上面代表員工的

觀點，透過工會的勞資溝通能有效促進雙方

關係，並打造符合勞方期待的工作環境。在

定期舉行的勞資會議上，員工可向勞方代表

提出意見及建議，再經由勞資會議與資方進

行協商。遠東先進纖維雖未設立工會，但勞

資和諧，每季正常召開勞資會議並公告會議

記錄。

我們同時建立多元化的溝通管道，讓員

工即時順暢地反應其在人權及勞動實務等面

向的意見和申訴。為讓員工知曉這些管道的

運作機制，我們透過不同方式宣導，如：新

進人員訓練、訂定及公告內部辦法及流程

等。

教育訓練

培訓優秀的人才將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故我們致力於人才培養，強化員工在工作

崗位所應具備的能力。在1973年全國實施

「職業訓練金條例」前，遠東新世紀就已

成立「職業訓練中心」(簡稱職訓中心)，

並在2008年2月起正式更名為「人力發展中

心」。

工安管理

於報告期間，遠東新世紀並未發生任何

職業病案件，但發生一起承包商工傷事件，

事由為罹災者於施工點墜落。為防止相關情

事再次發生，遠東新世紀後續即修訂承攬商

管理辦法並要求承攬商依照自動檢查項目落

 ► 員工訓練時數
單位：小時

項目
台灣 大陸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員工平均上課時數 7.68 8.10 6.65 16.20 16.51 12.18 14.74 15.44 11.96 14.51

不同類別員工平均上課時數

副總級以上 5.77 4.52 1.46 4.81 11.77 12.80 12.62 12.62 12.62 19.08

協理級 9.39 8.11 11.90 8.11 33.81 13.46 14.00 12.00 11.69 17.54

經副理級 16.20 6.89 4.78 12.13 24.23 13.68 16.32 13.24 15.13 19.00

一般員工 7.14 8.20 6.85 16.62 15.84 12.15 14.71 15.49 11.89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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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自主檢查，包括對於高度兩公尺以上之高

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要求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

具。遠東新世紀持續致力於優化製程、完善

防護設施、推動污染防治及防範職業災害，

建立安全、健康及舒適的工作環境。廠區內

的安全規範嚴謹，各廠均透過完善的管理制

度、持續的教育訓練、定期的環境監測及健

康管理、內部與外部稽核來確保完全符合相

關法規。

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自成立以來積極參與社會活

動，參與方式可概分為兩種，一為透過各公

司和生產據點回饋當地社區，包括利用本業

核心能力或資源對社會大眾做出貢獻；另一

形式則是透過遠東新世紀及捐助成立的非

營利組織(如：遠東集團的「財團法人徐元

智先生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徐元智紀念

基金會)和「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

會」(以下簡稱徐有庠紀念基金會)，以現金

捐贈的方式，更廣泛及全面地進行回饋，涵

蓋環境保護、科技、運動、教育及藝文等面

向，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讓全民參與，促進

社會多面向發展，並給予需要的族群更多關

注及資源。

我們回饋社會有二個特質，第一、遠東

新世紀創設時間超過65年，投入公益的時

間超過45年，因此社會參與已經內化為企

業文化的一部分；第二、我們透過捐贈成立

的基金會、學校與醫療機構來推動各項公益

活動，以實際的作為及資源投入發揮社會影

響力。如：徐有庠紀念基金會成立時由16
家公司共同捐贈成立，其中遠東新世紀公司

(原：遠東紡織公司)占期初資本的28%，為

 ► 社區參與投入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社區參與經費 2013 2014

社會關懷（關懷弱勢） 1,967,600 60,595

社區睦鄰、當地回饋 376,758 464,950

體育活動 10,000 10,000

急難 / 災難救助 2,000 2,000

其他 223,160 1,062,990

現金捐贈 141,067,117 103,403,186

● 
1969

●
1976

●
1977

●
1981

●
1989

●
1997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4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1

●
2014

●
2015

教育

「亞東紀念醫院」和
「臺大醫學中心」策略聯盟

獲得「國家品質獎」
個人獎

獲得「國家品質獎」
團體獎

9 月第二院區啟用後
總病床數達 1,650 床

獲准改制升格為

亞東技術學院

獲准改制升格為

元智大學 獲頒第十四屆「國家品質獎」

英國泰晤士報
「2011 全球 TOP 400 大學」

英國泰晤士報
「亞洲前 100 名最佳大學」

醫療

★ 有庠科技獎

★ 徐有庠盃 - 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科技
設立獎座及多樣獎項，每年舉辦

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合作，每年舉辦

★ 台灣代表字大選

藝文

多方合作，於「傑出建築設
計獎」外增設「2014 遠東

建築新人獎」與聯合報每年共同推出
★ 遠東建築獎

以高額獎金獎勵傑出建築師

第六屆「遠東建築獎」開始跨
越海峽限制，並持續擴大獎勵

海峽兩岸優秀建築人才

成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 
紀念基金會

成立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紀念基金會

成立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

設立

亞東紀念醫院

參與捐助設立
「亞東工業專科學校」 

參與捐助設立
「元智工學院」 

基金會參與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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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公司 / 生產據點 內容

遠東新世紀 整理過季童裝樣品，透過家扶中心捐助弱勢貧困兒童及育幼院，2013至2014年共捐贈1,300件，價值
約新台幣 12 萬元

台
灣
桃
園
市

遠東新世紀觀音化纖廠 
和觀音印染廠

遠東先進纖維
參與 2013桃園海洋音樂祭活動，聯合捐款新台幣12萬元

遠東新世紀觀音印染廠
• 持續協助維護廠區週邊環境整潔

• 協助廠區週邊每日上、下班交通安全維護

• 物資贊助觀音鄉草漯消防隊及相關活動

台
灣
新
竹
市

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

•  成立愛心服務隊，參與及協助社區活動

 » 2013年11月，10位同仁參與尖石鄉部落警政「愛與關懷」活動

 » 2013年11月，參與橫山分局「寒冬送暖」冬令救濟活動，捐贈食品由橫山分局轉發

 » 2014年2月，30位同仁參與「新埔花燈迎天穿 -龍王再現」踩街活動，協助交管、環境衛生、安全
維護任務，並獲得新竹縣長贈予感謝狀及新埔鎮長頒獎

 » 2014年6月，57位同仁進行新埔文山社區掃街服務

 » 2014年8月，18位同仁贊助及參與新埔義民節文化祭，並獲縣長頒發感謝牌

• 辦理「2013第五屆遠東新世紀盃全國馬拉松賽」和「2014第六屆遠東新世紀盃全國馬拉松賽」，結合
路跑活動推展健康，促進運動健身風氣。2013和2014年參加人數分別為5,601和4,197人

遠東新世紀湖口紡織廠
• 2014年社會救濟捐助湖口鄉新台幣3.6萬元

• 自 2011年從事道路認養，確保環境乾淨、設施美觀，並透過裝置維修升級，提升行車安全。每年花費
約新台幣 4 萬元

大
陸
蘇
州
市

亞東工業（蘇州）

遠紡織染（蘇州）

遠東服裝（蘇州）

• 舉辦運動會與民眾同樂

• 2013及2014年共捐贈人民幣5.5萬元予吳中區木瀆殘疾人善愛之家

• 2014年亞東工業（蘇州）及遠紡織染（蘇州）共同委託蘇州市吳中區慈善基金會，向吳中區郭巷街道
設立的“尹湖•圓夢愛心基金”捐贈人民幣2 萬元。這些款項用於資助所轄學區之低保（貧困）家庭子
女完成學業，亞東工業（蘇州）及遠紡織染（蘇州）也因而獲得 2014年捐資助學愛心企業之獎牌

• 亞東工業（蘇州）自 2010 年起與蘇州科技學院合作，選聘優秀畢業生，多年來提供實習崗位，涉及生產、
安環、管理、業務等。2013年，學院正式授牌，在亞東工業（蘇州）設立大學生就業創業基地

遠紡工業（蘇州）

• 每年進行捐血活動

•  2013年舉辦「愛心捐助、綠色環保活動」，捐助蘇州市彩虹小學學童，活動包括發起內部員工捐贈物
品進行義賣，募得現金後購買學童文具、圖書及體育用品。總共捐贈 61件文具及體育用品、190冊圖書。
捐贈當天也安排學童前來廠內參觀，並請講解人員帶領老師、學生參觀綠色環保生產流程

大
陸
無
錫
市

遠紡工業（無錫）

• 針對重大災害，如：四川汶川地震、台灣莫拉克颱風及青海玉樹地震，透過紅十字會多次以公司及全廠
同仁募款名義支援災害重建工作

• 針對公司內部特別貧困家庭給與補助，員工部份由公司工會支出補助款，公司也同額補助。2013年共
捐助人民幣 1.8萬

大
陸
上
海
市 

亞東石化（上海）

• 2013及2014年支援當地之奉賢區公安消防支隊建設，分別支援人民幣4萬元及2 萬元

• 2014年6 月加入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 TRCA），希望透過協會的定期活動，增強員工和
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提高組織效率、改善社區關係，促進企業的永續發展。從 2014年7至9月連續三
個月參加 TRCA 研討會，且於 9 月時協助TRCA 承辦了大陸的第三屆研討會，促進交流、學習及瞭解

遠紡工業（上海）

資訊部門（上海遠資）參與「少兒學生醫療保障資訊系統」（e-Care）的開發。e-Care為上海市政府針
對0-18 歲嬰幼兒童及在校學生的少兒基金醫療補助進行網上核算報銷之系統。少兒基金醫療補助適用於
200多萬名在上海生活學習的孩子，且全市17個縣級行政區內共400多家醫院均接受該補助，每月資料
量達七八千筆。透過 e-Care，事業單位能提高辦公效率、降低成本，而醫院結算報支作業流程的統一和
透明化，也能提升少兒基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及時性。e-Care至今已穩定運行十年，現已為上海市政
府電子政務的一環，也為上海市居民醫療保險（少年兒童人群）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部分，上海市少
兒住院基金管理辦公室亦特贈水晶盃以表謝意

各公司參與亮點

最主要的捐助人，一直以來，我們亦每年編

列預算捐贈予多個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利

用各組織之專業及資源，更有效率地從多元

面向回饋社會。

(資料來源：遠東新世紀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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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以紡織業起家，從上游的石化、

中游的化纖到下游的紡織，產業鏈一把抓。

近年來遠東新憑藉著許多因應綠色環保趨勢

而生的產品，將聚酯產業轉化成綠色產業，

不僅透過回收技術讓廢棄寶特瓶垃圾變黃

金，並讓台灣的環保再生實力站上世界舞

台。包括將寶特瓶變身為環保球衣，征戰世

界盃足球賽；以及成功發展出全球第一支完

全使用生質材料的寶特瓶，突顯遠東新在企

業社會責任上的實踐與績效。

遠東新董事長徐旭東說，企業落實社會

責任應該跳脫公益迷思，以強化企業核心能

力來履行社會責任，更能發揮影響力。

強化製程 降低耗能

以遠東新來看，在實現企業社會責任

上，主要是透過生產製造出更環保的產品，

並在生產過程中，降低對地球資源的耗竭，

作為努力方向，而如此產生的效果對社會的

影響往往更可觀。

遠東新處於聚酯產業，聚酯的產品寶特

瓶長期背負破壞環境生態的惡名，遠東新因

此推動寶特瓶環保回收，將回收的寶特瓶作

成衣服的纖維，甚至做回寶特瓶。這樣的趨

勢在逐漸獲得國際品牌大廠青睞與推動下，

背後代表的是對地球資源的耗竭愈來愈少。

寶特瓶大約在1980年開始在台灣被使

用，經過幾年的發展，社會逐漸發現寶特瓶

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遠東新是台灣最早進入

寶特瓶回收產業的業者，約在1988年的時

候，響應當時環保署的政策，因而成立子公

司台灣再生公司，現已改名為亞東創新公

司。這家公司專門回收廢棄寶特瓶，將其透

過清洗、粉碎，再重新溶解進行抽絲。

遠東新旗下的亞東創新公司過去僅一條

生產線，最近兩三年，隨著全球使用廢棄寶

特瓶發展新運用的需求愈來愈大，因此公司

在2013年再投資近12億元，除了在台灣桃園

觀音廠擴展第二條生產線，同時遠東新在日

本關東地區也透過成立合資公司建立新廠，

這兩條生產線在2014年下半年已試運轉。

遠東新早期將回收的廢棄寶特瓶做成再

生纖維，產品用途以地毯、布偶填充物等用

品為主。但隨著技術的精進，過去這五年慢

慢應用到服飾。2010年遠東新向Nike提出

以寶特瓶回收料再造的纖維製作成創新環

保球衣，獲Nike採用，並作成世足賽好幾

個國家代表隊的球衣。之後並形成風潮，

2014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Nike又再次找上

遠東新合作。

綠色材料 貢獻卓越

除了環保球衣，遠東新也透過技術與設

備提升，把回收的寶特瓶，再摻回去做回寶

特瓶的原料，讓廢棄寶特瓶得以再度成為飲

遠東新減耗 把垃圾變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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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容器。遠東新在2012年開始逐步取得可口

可樂、百事可樂、雀巢等國際品牌認證，現

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級rPET供應商。此

外，在2014年美國化學學會綠色化學會議

上，可口可樂公司發表與遠東新合作開發的

全球第一支100%使用生質材料的寶特瓶，

遠東新在綠色材料的發展上有卓越貢獻。

透過設備精進以及拓展生產線，遠東新

目前的回收聚酯粒(rPET)產能已經能夠處

理台灣每年消耗的寶特瓶達五成以上。據統

計，每年台灣人消耗寶特瓶的重量大約一年

10萬噸，遠東新目前在台灣的兩條產線產

能已能處理5萬噸以上。等於台灣一半以上

的廢棄寶特瓶都可以透過遠東新處理並做更

有效的運用。

與Nike合作開發無水染色技術

除了綠色材料，傳統紡織業染色用水量

相當大，且製程中的廢水處理更耗費許多能

源。遠東新因而與Nike合作開發出無水染

色技術ColorDry，並成功製造出成品，由

Nike也於去年世界盃開幕前夕，在官網正

式對外發售。

由於布料染色這個製造流程一直是成衣

產業耗水量最大的一環，整個產業鏈也不斷

在思考，如何能讓用水量過大的問題可以被

解決。2012年荷蘭公司DyeCoo發明無水染

色的技術與設備，Nike選擇遠東新作為全

球第一個使用這套設備的公司，透過遠東新

實際在無水染色製程中的運作所提供的建

議，在三方共同合作下，成功生產了全球第

一批無水染色的布料。

過去紡織廠染一件T恤需要用30公升的

水，染一公斤的布則需要100~180公升的

水。無水染色利用二氧化碳來當作染色的媒

介，在染色的過程中完全不需要用水，同時

也不需要使用染色助劑。過去用水加上化學

助劑所排放掉的廢水，紡織廠需要花成本處

理，才能排放到河川中，使用無水染色同時

也解決了廢水排放問題。

公司治理 名列前茅

遠東新除了從本業核心能力出發落實社

會企業責任，在公司治理上亦名列前茅。其中

最突出的項目主要在法令遵循和氣候變遷。

國內的金融機構被主管機關強制要求必

須設立法令遵循的相關部門，而遠東新是在

台灣非金融公司中，第一家自願執行法令遵

循制度的公司。兩年前由董事長徐旭東親自

推動，他認為，遠東新身為集團母公司，應

該作為表率，並確保公司在營運的過程中，

皆符合法令要求。

因此遠東新在2013年初開始進行規

劃，針對股東、客戶競爭者、公司財產、員

工、社會有關的共80項法令，依不同的部

門進行訪談和確認，每一季做自評。當有疏

漏需要補正、補強都會揭露，且要在董事會

上提報。

遠東新也積極因應企業變遷所帶來的風

險，並將風險轉化為機會，開發出新商機。

遠東新身為遠東集團的母公司，長期以

來亦投入許多的社會公益活動，且在集團中

投入力度最大。包括早期建立醫院與學校，

並持續支持其發展。另外，也透過基金會舉

辦活動，在教育、醫療、藝文、科技皆有著

墨，包括遠東建築獎、有庠科技獎、徐有庠

盃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等。(嚴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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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陽

總論

聚陽實業自1990年創立至今，隨著企

業經營規模的逐漸擴張，全球員工人數與商

業合作夥伴也不斷的增加，我們深刻瞭解聚

陽對於產業與社會的影響力也將愈深，我們

除了致力追求良好的營運績效以外，更必須

重視企業道德、遵守法治，並積極參與社會

公益，追求永續發展。

公司治理：高營運績效，高透明度

「全員經營，與時俱進」為聚陽的經營

理念，聚陽從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於核心本

業的發展，並以各種創新的營運模式持續追

求成長，每年維持非常良好的營運績效。而

聚陽也堅持公司治理的精神，不斷強化董事

會的職能，並提升財務透明度、完善資訊揭

露、落實內稽內控。也因此，聚陽從2011
年至2015年，連續五個年度均獲得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上市櫃資訊

揭露評鑑A+級」的評價。

永續發展：愛護地球，關懷下一代

聚陽為紡織成衣產業的後起之秀，在追

求卓越的營運績效時，我們也期許能在永續

發展的議題上貢獻自己的心力。因此，聚陽

在2004年就成立專責單位，負責規劃相關

執行計畫，並於全公司(包含海外生產基地)

同步進行推展。

以海外生產基地為例，由於聚陽的工廠

多位於東南亞等氣溫較高的國家，為了提供

給員工合適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並兼顧節能與

環保的要求，聚陽積極推展廠房綠化、屋頂

使用隔熱材質、安裝水簾系統、更換節能設

備、安裝廢水處理系統等，近期更與顧問公

司合作，推展更完善的節能減碳計畫。

而台北總部除了推展各項環保節能的措

施以外，並於2010年開始與主力客戶配合

研發綠色產品，包含使用環保材質及有機材

質，以及包材減量、使用環保包材與回收型

衣架等，以達到節能減碳及減少石化廢棄物

的產生。

此外，聚陽也與外部專業單位(如荒野

協會)合作推展各項環保活動，定期安排各

項演講，並號召員工與家屬共同參與，從活

動中了解環保相關知識，建立正確的環保觀

念，並從日常生活中落實環保。2008年起

並連續多年贊助荒野環境教育基地建置計

畫，希望能夠使社會大眾成為有責任感的地

球公民。

人權發展：專業經營、讓員工有歸屬感

聚陽成立之初，就是希望能建立「專業

經營、讓員工有歸屬感」的公司。因此，聚

陽一直積極推動友善職場，建立健康、正

向、樂活氛圍之工作環境。而為照顧員工生

活，落實聚陽「分享」的價值觀，聚陽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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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員工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建立績效導向

之人才激勵環境，多樣化人才發展制度，全

方位關懷與福利，公開透明溝通管道。而推

動至今，頗具成效，並獲得許多外部專業評

鑑機構的肯定，除於2012年榮獲台北市政

府第二屆《幸福企業獎》最高榮譽三星級獎

之肯定，同年度並榮獲第八屆遠見雜誌企業

社會責任(CSR)獎《健康職場組首獎》。

2014年，更獲得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

證最高等級─健康促進標章》。

此外，聚陽也於2004年8月成立社會責

任組，由專責人員處理海外產區與社會責任

相關工廠評估事宜，以符合當地法令標準及

各客戶所規範的行為準則，包含禁用童工、

禁止強迫勞動、禁止歧視(如宗教、種族、

國籍及性別等)、提供公平薪資、福利及員

工安全與健康工作環境。

社會公益：盡己之力，感恩回饋

聚陽近幾年來深耕於弱勢團體關懷及環

境保護教育觀念深化，並積極與各公益團體

(如家扶基金會、中華育幼院等)合作，除提

供實質上的物資及經濟資助，亦推展各項公

益活動(例如弱勢兒童認養、志工活動、聚

陽家庭日義賣、物資捐贈等)，每次活動都

獲得聚陽全體同仁的熱情參與，大家都踴躍

付出自己的愛心及關心。

而由於聚陽的生產基地遍布亞洲五個國

家，因此，我們也把這些關懷活動推展至海

外廠區，聚陽在各國的生產基地亦投入參與

當地的公益活動，幫助該國弱勢人民及機

構。尤其在各國發生重大天災時(如南亞大

地震、中國四川地震…)，都會積極提供各

項物資及資金的援助。

此外，聚陽並於2007年成立「財團法

人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以回饋社

會、促進產業創新、人才發展培育及促進產

學合作四大宗旨為目標，以透過舉辦活動、

學術研究、演講討論及獎助方式，傳遞產業

專業知識，發揮標竿領導力，培育未來人

才。成立至今，已經與國內各大專院校、技

職訓練單位等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除已培

育許多優秀的技術人才投入於紡織產業，

也因此於2013年榮獲教育部「財團法人評

鑑」優等的殊榮。

展望未來，聚陽將持續追求穩健的成長

與獲利目標，以創新營運模式為產業帶來新

氣象，而隨著企業規模的茁壯，聚陽承諾將

肩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持續追求更高的標

準，我們勉勵自己，也期許聚陽能成為產業

的標竿企業。

CSR得獎紀錄

★  證基會第11屆資訊揭露結果為A+ 級評等。

★  營業額突破新台幣200 億元。

★  榮獲天下雜誌兩千大調查─製造業第198名、紡織成衣業第七名

★  再次榮獲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最高等級【健康促進標章】 

★  納入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高薪100 指數」成分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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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陽概況

本公司成立於1990年，主要業務以成

衣製造，外銷美亞歐國家為主，素來以卓越

的管理績效著稱，發展至今已有3萬2,000多
名以上的員工，遍布在全球五個國家，從事

全球運籌、業務行銷、設計研發、生產製

造、市場趨勢分析等各項業務及服務，目前

已是美歐亞各大型零售業者的主要合作夥

伴。

作為一個跨國性企業，近二十年來，本

公司不斷創造新的商業模式，跳脫成衣代工

廠的框架，轉而在全球成衣業發揮價值鏈中

的關鍵角色，以先進的ERP系統，建立橫跨

菲律賓、印尼、越南、柬埔寨、中國的全球

布局，讓本公司全球3萬多名員工，串起彼

此之間緊密合作的網絡。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聚陽秉持一貫「服務、快速及創新」的

理念經營時尚服飾產業，滿足人們穿著的需

求與渴望，進而成為「最受信賴」的時尚服

飾供應商，為客戶、股東、員工創造最大價

值。我們也深信企業的聲譽及價值來自於每

位同仁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公司除了將經

營成果共享給所有員工及股東外，透過推動

各項公益活動專案，可將聚陽核心價值觀

「誠信、團隊、分享」尤其是「分享」永續

傳承，發揮至社會各角落，以善盡企業公民

的社會責任。

菲律賓
產區

上海
服務處

柬埔寨
產區

越南
產區

中國
產區

印尼
產區

台灣
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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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景氣逐漸回溫

由於全球各先進國家的經濟情勢

持續復甦，各大主要經濟體的消

費也呈現擴張情勢，也帶動民間

投資的增加。因此，預期全球貿

易可望持續成長，這對於以出口

為主的台灣企業相當有利。

經營環境總覽

都市消費者生活型態的轉變

近幾年，由於氣候異常（極熱、極

冷），運動與戶外休閒活動的盛

行，再加上都會民眾生活型態的轉

變，對於具有時尚（款式流行）、

機能（穿著舒適，春夏涼爽，秋冬

保暖）與多用途（可同時滿足不同

場合與活動的穿著需求）的服飾需

求大幅增加，因此，聚陽也將積極

投入相關產品的研發，以滿足客戶

與消費者的需求。

台灣紡織成衣產業重新崛起

台灣紡織成衣產業積極創新求

變，機能性產品的研發實力領先

全球，經營模式與時俱進，在多

家領導廠商營收與獲利頻創新高

之下，已獲外界的肯定，並吸引

更多人才投入，對產業未來發展

具有正面的助益。

平價服飾持續當道

雖然歐美市場的景氣逐漸回溫，

但以市場的銷售趨勢而言，快速

時尚的平價服飾品牌依然大受歡

迎，不斷展店擴張規模。也因

此，各主要服飾品牌與通路商仍

會持續壓低採購成本，而各主要

生產供應商也必須努力降低生產

成本，並提升快速反應的能力，

以符合國際品牌客戶的需求。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淨額

營業毛利

營業淨利

稅後損益

17,910,935

3,567,337

1,624,290

1,342,254

15.03%

26.83%

96.07%

97.37%

7.49%

8.02

15.72%

25.17%

109.29%

109.70%

8.16%

9.62

20,888,798

4,527,071

2,087,040

1,705,452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純益率

基本每股盈餘（元）

項目 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獲利能力

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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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組織

聚陽了解，一個企業的持續成長，其

之於社會的影響力也就越大，身為台灣的

中堅企業，體認到本身需肩負社會責任的

重要性，因此，在2004年8月，即成立了社

會責任組，設立專人處理海外產區與社會責

任相關的工廠評估事宜，以符合當地法令標

準及各客戶所規範的行為準則，其包含禁用

童工、禁止強迫勞動、禁止歧視(如宗教、

種族、國籍及性別等)、提供公平的薪資及

福利以及給予員工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除此之外，聚陽更致力於各項公益活動專案

的推動及執行。在國內，長期與公益團體配

合，針對弱勢關懷及環保教育觀念的推動，

不遺餘力；於海外廠區，聚陽亦不落人後，

將愛心帶給當地需要的居民。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與原則

本公司致力於實踐「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中關於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

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關係人

權益、提升資訊透明度等公司治理重要原

則，且已考量公司現況及法令規定，明定於

相關規章中(如：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

則、董事會議事辦法、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

法、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採循序

漸進方式予以落實執行。本公司秉持誠信經

營之政策，「合法經營」為最重要原則，並

已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及各項

管理辦法，並由稽核人員及外部專業人員

(會計師)不定期抽查其執行情形。本公司亦

十分重視營運資訊之誠信揭露，已設有公司

網站供社會大眾查詢，對重大財務、業務資

訊均依法令規範適時揭露於公開資訊網站。

本公司將持續推動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落

實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

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風險管理

本公司已於2006年10月正式組織風險

管理專案編組，整體風險管理政策係以預防

為主要目標，針對可能危及公司商譽、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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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客人評價…)、生產及交期(產

能不足或閒置、成衣品質、出貨延遲…)、

人身財產、原物料供應(品質不佳或供料延

遲…)、資訊等功能之風險，均建立不同頻率

的風險預警網絡及報告系統，藉由有序的風

險控制及監控，因應各種突發狀況之發生，

期能有效落實管理以將風險衝擊降至最低。

風險管理政策

將公司整體納入風險管理範圍，以極大化客戶及投資人

利益為目標，預防可能之風險，並在風險控制與報酬間

平衡之前提下，提升公司價值。

建立及推展風險管理制度，有效辨識、分析、評估及處

理公司各項業務所涉之風險，並監督及檢討其運作成

效；確定各部門對所面臨的風險已充分瞭解及適當控

制，以達公司永續經營之使命。

公司由上而下承諾、持續深化管理階層及員工風險意

識；確認公司決策已將風險列入考量、培養員工風險管

理能力，進而形塑公司風險管理文化，落實風險管理於

營運流程中。

風險管理

客戶服務

聚陽具備專業的全流程服務團隊，包

括：款式設計、材質研發、做工研究、多元

布局、生產製造、品質控管等，以提供全方

位的服務，創造出聚陽的附加價值，即時回

應及滿足客戶需求。同時聚陽十分重視客戶

意見，包括：客戶對供應商的評核，例如：

出口準時率、做工瑕疵率、核可通過率等，

除客戶評核外，亦建置內部自檢機制，針對

需要改進的項目，成立專案小組，提出改善

方案，落實執行並追蹤成效，透過持續不斷

的作業改善，以提升客戶服務品質及整體滿

意度。成衣屬勞力密集產業，各客戶均設有

嚴密的人權規範，聚陽特成立社會責任組，

透過檢核及輔導機制，務求各工廠除當地法

令規定，亦需確實遵守客戶的人權規範。此

外，聚陽特別重視成衣安全，例如：防火材

質或嬰幼兒成衣等，透過檢驗流程及品管機

制，嚴格為成衣安全把關。

供應商管理

為了滿足客戶各式各樣的需求，確保服

務品質，在這部分聚陽有兩大管理重點：

1. 供應商評選。

2. 供應商活動，建立強而有力的供應鏈。

公司治理架構圖

股東大會

董事會薪資報酬
委員會

稽核室

經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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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環保方面，友善耕作關懷土地是目前當

下十分重要的議題，因此，聚陽透過與荒野

協會的合作，讓同仁們透過活動了解自然農

法；在海外廠區，亦積極地投入更換節能設

備。減碳做環保，在聚陽，已是全民運動！

聚陽的綠色夥伴：荒野保護協會

每年定期與荒野協會配合環保活動及講

座，讓同仁在荒野講師夥伴的說明及活動參

與中，體會大自然之美並逐步對環境保護有

更切身的感受與想法。荒野志工夥伴也會帶

領聚陽同仁與眷屬，在老師的野放農場捲起

袖子、彎下身軀除草、鬆土、種樹苗，了解

無毒的農作生產過程。同時藉由老師自己親

身實做，說明自然農法與一般慣性農法的差

異，以及後續會對自然及生態產生的影響。

「自然農法」並非因此無法有經濟效益，而

是需要時間跟方法讓土地回歸最初的生態，

保有其自我生存的能力，如此以達到永續經

營的方向。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活動，大家又

更進一步瞭解農地的循環運作，環境是共有

共享的，每個人都可以為環境保護多盡一份

遴選 申請

聚陽供應商

搜尋潛力廠商
公司資料審核

財務信用評估

核廠

機台設備

環境管理

人員素質

合格

目的：供應商能力評鑑

1.專業單位客觀評鑑

2.專案輔導與訪談

3.供應商退場機制

目的：提升供應商能力

1.傳達客戶對品質規範要求

2.核色/測試相關硬軟體能力輔導

目的：強化彼此合作關係

定期與供應商高階經理人當

面互動，檢視合作成果與交

流營運策略，藉此達到企業

互助共利之目的。

供應商活動

我們深信，
有好的供應商才有好產品。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
研討會

高層
會談

供應商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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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把對地球的愛轉換成行動！

綠色觀念&設備

推行辦公室環保，提倡節約能源，減少

資源浪費。例如：空調節約使用、減少紙

張、安裝節水裝置、環保碳粉使用等。

生產區域除配合當地環保要求進行相關

環境評估檢測與安裝環保設施外，另在水、

能源、鍋爐部分進行相關節能措施與設備的

裝置，如廢水處理系統、節能燈管、環保鍋

爐、以及雨水回收的使用，逐步落實環保措

施，以維持健康的工作環境。

發展環保紡織品

因應全球氣候暖化，消費者環保及健康

意識高漲。本公司響應潮流趨勢，持續與客

戶配合100%有機棉產品生產，生產過程及

原料經過有機棉認證，支持環保綠生活。

員工與社會參與

志同道合的夥伴是聚陽持續成長的動力

來源！我們致力於提供同仁友善健康的職

場、具競爭力的薪酬、多樣化人才發展制

度、全方位關懷及公開透明溝通管道，並讓

同仁共同分享經營成果。

穩定且健康的人力結構

我們十分重視人才多樣性，除一般招募

管道，更積極開發多元化管道，如：產學合

廢水回收處理，再循環利用 蒸氣回收使用

伺服馬達-發揮最大電力效用雨水回收利用

燈源自動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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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教合作、暑期實習、同仁推薦等，建

立紡織專業人才庫，以期招募志同道合的人

才加入，共同努力，持續追求成長。截至

2014年底，聚陽實業總公司員工人數共649
人，員工組成基本概況、性別、年齡分布如

下頁表所示。

男女比率為28%：72%，平均年資為

6.43年。除此之外，過去五年聚陽公司每年

員工離職率皆維持於8%至10%間，相較咨

鼎顧問公司薪資調查報告中，2014年平均

辦公室人員年離職約14.4%為低。

友善健康的工作環境

以創新多元模式，積極推動友善職場，

落實職場無菸及健康促進措施，建立健康、

正向分享氛圍之工作環境。

1.推動「聚陽理念文化行動集點卡」

2014年起，鼓勵同仁主動於日常工作

及生活中展現具體行為，特推動「聚陽理念

文化行動集點卡」活動，將公司理念文化

活動、行為典範，轉化為多元面向活動。

2014年共舉辦32次集點活動，累積點數高

2008
「聚陽e點通」榮獲

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學習網建置

《最佳初步導入應用獎》

2012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幸福企業獎》三星級企業

遠見雜誌  第八屆企業社會責任獎  健康職場組《首獎》

台北市政府《優良哺集乳室認證標章》

2013
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榮獲教育部頒發績優教育基金會優等獎

再次獲得台北市政府《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2014
再次獲得衛生署國健局

《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最高等級─健康促進標章》

2009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訓練品質規範評核《銅牌》

數位學習品質認證中心《數位學習服務品質AA 》認證

2011
衛生署國健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最高等級─健康促進標章》

台北市政府《健康職場─健康卓越獎》

「誠信、團隊、分享」是聚陽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一直努力打造一個「讓同仁有歸屬感」的公司！

【誠信】、【團隊】、【分享】
核心價值觀與具體行為準則

全員經營、與時俱進

友善健康

工作環境

具競爭力

薪酬制度

多樣化

人才發展制度

全方位

關懷與福利

公開透明

溝通管道

樂於分享

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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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6,273點，年度累計1,233人次、高達88%
同仁熱情參與；整體反應佳，顯示有助於鼓

勵同仁積極主動參與各項活動，真正落實核

心價值觀行為於日常工作中。

2.推動「Hi，加油讚！」

2013年底員工滿意度調查「認可讚

賞」項目發現，同仁平時工作較少習慣給予

彼此肯定、鼓勵與讚美，故2014年特舉辦

「Hi，加油讚！」活動。鼓勵同仁勇於將

平常對工作夥伴說不出口的感謝或讚美，具

體寫在感謝卡上，張貼於各樓層公開留言

板。為期兩周活動，共55%同仁寫下「加油

讚！感謝小卡」，高達80%同仁收到感謝小

卡，同仁參與熱烈，於內部形成一股願意彼

此鼓勵、肯定的正向力量，促進整體組織氛

圍，形塑溫暖工作環境，有效落實「分享」

聚陽公司人力結構

分類

高階主管

30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歲(含)以上

大學/大專

碩士

高中職（含）以下
-

-

4

11

-

7

8

9

-

7

12

20

一般員工

30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歲(含)以上

總人數

男女占比

平均年資

平均年齡

聘僱狀況 正職

50

60

34

21

180 469 649

180

6.33

38.95 34.94 36.05

6.46 6.43

469 649

28% 72% 100%

166

198

52

29

216

258

86

50

年齡
2014年人數

男 女 小計

2014 年
員工學歷分布比率

註：含台北總公司及海外派駐人員。

65%

25%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2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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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3.量身訂作，全員健康檢查！

自2010年起全面提升健康檢查品質，

每位同仁每年享有優於法令規範項目之健

康檢查(如：腫瘤標記/組織發炎篩檢、心

血管疾病風險評估、乳房超音波等)及「有

薪健檢假」，台北總公司同仁連續五年

(2010~2014年)健檢參與率達100%。除此

之外，公司同時提供客製化、差異化健檢方

案，以及不定期辦舉健康講座、健檢報告諮

詢等。除了由專業醫療機構協助持續追蹤同

仁健康狀況，更期望進而建立同仁正確健康

防範意識，落實個人健康管理。因此，本公

司2014年也再次獲頒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

康促進標章(最高等級三年期)。

多樣化人才發展制度

我們相信，不斷創新的經營模式，來自

於「持續且多元的學習與成長」！以「聚陽

學園」為核心，搭配聚陽e點通(數位學習平

台)，延伸出四大訓練發展體系。

同時依據當年經營與發展策略，結合個

人發展計畫(IDP)及職涯發展需求，提供多

元豐富的學習管道與發展資源，訓練發展有

序、分層，以期有效培育紡織專業人才，促

進人力資源發展。

▼ 整體訓練成果（包含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

訓練總時數

年度開課堂數

整體課程出席率

整體課程參訓人次

數位學習平台
累積使用時數

整體滿意度
(滿分5分)

項目 2014 年 2013 年

1,112 小時

619 堂

98.5%

5,533 人次

4,304 小時

4.45 分
(實體4.52 分、

線上4.38 分)

1,203 小時

716 堂

99.5%

5,073 人次

5,987 小時

4.44 分
(實體4.48 分、

線上4.41 分)

全方位關懷與福利

用心規劃各項優於或符合勞基法及相關

法令之福利措施，提升效率與士氣，達到

「工作、生活間最佳平衡」。實際作為包含

員工協助方案(EAP)、員工推薦獎金、員

工持股信託制度、由員工自行組團決定地點

的年度「員工旅遊補助」與旅遊假(全薪)、

每年三天「樂活充電假」(全薪)、聚陽家庭

日、聚陽電影日等。

自2009年8月起實施，落實「成果共享」

的經營理念。

截至2014年12月參與同仁高達90.8%。

員工持股信託制度

多元溝通管道、和諧勞資關係

「傾聽同仁真正的想法，是聚陽成長的

重要動力！」鼓勵多元思考，充分表達意

聚陽學園

在職訓練體系

學習發展體系

新人引導體系

管理職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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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為使同仁意見能充分表達，除依循行政

體系反映其意見外，同時於內部設置各類型

溝通機制/管道，提供同仁與高階主管面對

面溝通機會，建立互信、和諧、雙贏的勞資

關係。

持續深耕校園，培育紡織專才

持續推動暑期實習，建立「實習生預

聘機制」，有助學子提早預約職場門票！

2014年整體評價達4.62分(滿分5分)，有助

學生了解紡織產業現況與樣貌，需加強能力

知識及發掘個人未來職涯方向。2014年起

聚陽同時推動職能學院產官合作，有助紡織

專業技術人才快速養成。以系統化訓練，搭

配聚陽高階主管授課，吸引人才投入紡織產

業；2014年產訓專班學員100%通過乙級服

裝認證，且就業率高達80%。

▼聚陽公司內部溝通架構

全體聚陽同仁 經營管理
層級

面對面溝通管道：

每季勞資會議、不定期座談

與非正式討論
1

資訊整合平台管道：

內部訊息網路平台(SPS)2

員工協助方案

（外部專業顧問）
3

同仁意見回饋管道：

創新提案機制、全面激勵方

案、不定期員工滿意度調查、

年度主題徵選、法蘭克信箱、

人資服務信箱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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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聚陽的社會參與主要包含兩個部分：著

重教育本質的「財團法人聚陽人文發展教育

基金會」以及「社會公益」。

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

2007年成立的「財團法人聚陽人文發

展教育基金會」以回饋社會、促進產業創

新、人才發展培育及促進產學合作四大宗旨

為目標。透過產官學資源之有效結合，協助

強化國內紡織專業素養教育，並提供紡織產

業教育人才優質學習環境，引導台灣紡織成

衣產業人才永續發展！執行細節則包含論文

競賽、紡織產業人才獎學金、海外實習機

會提供、企業參訪、贊助台灣科學教育館

「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贊助西苑高

中參加2014 WRO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國際

賽等。

   贊助學校人才
培育課程

實踐大學：
2014 人才培育課程
內衣專題：
1.市場概論 
2.設計與版型 
3.製作

實踐大學：
設計學院 跨系所國際工作營
服裝、建築、工業、媒體傳達等系所

社會公益

聚陽長期投入關懷弱勢家庭及孩童/少
年就學與扶助，希望能夠從源頭持續為解決

更多社會問題，具體行為包含聚陽寶寶資

助專案、清寒家庭兒童資助等。自2014年
起，有鑑於台灣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聚陽亦

投入資源關心獨居的長輩們。除此之外，聚

陽同時也進行了捐贈發票、社區捐血甚至是

海外公益活動。在社會公益的道路上，盡聚

陽人的一份心力。

1.與家扶基金會合作聚陽寶寶資助專案

公司與同仁共同認養國內及海外弱

勢家庭孩童，每月捐助予每位兒童金額

700~1,000元─員工只要參與認養，公司則

補助一半金額，與員工共同扶助。欲資助家

扶弱勢孩童的同仁，不需另外安排匯款，公

司即可協助從薪資直接扣款，提供同仁更便

利的管道來參與公益。此專案十分受同仁們

的歡迎，常以秒殺的速度報名認養小朋友，

聚陽人做公益可說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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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懷長輩：與華山基金會同遊台北動

物園

聚陽人與基金會長輩們一同前往台北動

物園，讓他們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陪

伴。活動中與基金會長輩們一起聊天，聆聽

大家分享最近生活中發生的小確幸及此活動

帶來的樂趣，藉由動物園一日遊重拾長輩們

小時候歡樂時光，也有和社會大眾互動的機

會。

(資料來源：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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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類股后聚陽，向來是以傑出業績受

到市場關注，日前股價站上高點，再度成為

資金青睞熱門股，不過，聚陽除了很會賺之

外，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也是產、官、學界視

為典範、參考的焦點。

聚陽企業資源發展處副總周文津說，企

業社會責任已是世界潮流，越有能力、越具

規模的公司，更具備回饋社會的責任，聚陽

投入這份工作多年，其實，也替公司加了不

少好感分數，提升形象。

2014年11月聚陽更邁向一大步，董事

會通過公司成立專案組織，將業務與資源整

合，讓企業社會責任的工作做到完善地步。

所謂的社會企業責任，是指企業在商業

運作當中，必須對其利害關係人應負的責

任；而利害關係人從員工、顧客、供應商、

股東，甚至擴大到整個社會。

暑期實習制度 受肯定

周文津說，聚陽的企業社會責任，最讓

學界肯定為暑期實習制度，全台企業只有聚

陽與雄獅旅行社，曾被台灣大學邀請，暢談

企業如何與學校進行實習合作。

他進一步說，其實紡織產業，過去不受

到國內頂尖大學的青睞，外界總認為，紡織

是夕陽產業、傳統產業，沒有前景，我們想

要扭轉學界對紡織的刻板印象，會主動向學

校洽談合作，也讓校方了解，學生在暑假兩

個月，可以學到什麼，例如，本周學習認識

布料、下周學習成衣製程，透過嚴謹扎實學

習表，讓實習非常充實，而暑期尾聲也會進

行分組成果發表。

此外，聚陽也會比照新進員工待遇，給

付實習生薪資，幾乎是把這些孩子當作新進

員工在培訓的心情。不過若遇到很混的學

生，聚陽也會予以退訓。

周文津提到，今年有兩個實習生，主導

商品開發專案，順利打出樣品，進行成果發

表，受到業務部門主管肯定，準備拿去向品

牌客戶議價，讓同學非常興奮。

舉辦座談 聽學子心聲

而聚陽董事長周理平與行銷長廖維等一

級主管，也會與實習生進行座談，除了關心

在實習期間的概況，也聽聽同學的想法，形

成良好互動。同學的問題多半是，將來面對

職場，該怎樣脫穎而出。

今年共有32名實習生(國內26名、國外

六名)，周文津說，有八位同學受到部門主

管賞識，拿到預聘書，也就是，當他一畢業

馬上就可以到聚陽上班。

周文津笑著說，經過兩個月的洗禮，這

聚陽實習制 打造育才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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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輕學子都會有「職業病」，逛街看新

衣，都在摸材質，思索是用哪種布料，車縫

好不好，縫線有沒有對齊等。

自2005年到今年，台大、清大、成

大、輔大等共計33所大學，與聚陽合作，

累積超過230名實習學生。

如今，每年超過500名同學報名參加實

習，透過筆試、面試兩大關卡，篩選出20
餘名實習生。

協助勞動局職能發展學院

除了幫助青年無縫接軌職場，去年聚陽

也協助台北市勞動局的職能發展學院，設計

紡織相關課程，周文津說，紡織業相當缺乏

打版師、技師，剛好政府也期盼業界加入，

可以增加學員求職成功機率，因此借由這次

機會，替紡織業創造人才，也找來同業旭寬

與信源一起參與。

去年首次開班，共計有26人學生上

課，結訓後，大部份的學員直接到聚陽、旭

寬與信源三家公司上班。

對外關心青年與就業，對內聚陽也非常

重視員工，周文津說，如果有同仁為了某件

事很困擾，不僅會一直放在心上，也會影響

到工作效率，所以創立「員工協助方案制

度」(EAP)，撥出20萬元預算，委託外部

顧問公司提供各種疑難雜症的諮詢，同仁只

要打通電話，包括醫療、財務、法務，甚至

到私人生活等，都可以諮詢。

周文津舉例，與男(女)朋友、老公(婆)

感情不睦，都可以打電話問，電話諮詢部

分，同仁無需支付任何費用，但如果涉及到

高度專業知識，需要面對面的，聚陽會負擔

兩小時額外諮詢費用，剩餘由同仁自費。

外部顧問公司每季會向聚陽報告，在不

洩露個資前提下，讓公司了解，員工使用頻

率、諮詢議題等。

而紡織業是非常辛苦的行業，往往要配

合國外客戶的時間，加班到半夜是時常有，

因此聚陽近年來實施「加班不超過9點」制

度，若一定要加班，傍晚4點前必須提出其

需求，並經由董事長周理平核可才能加班。

周文津說，這對於部門主管是很大挑

戰，必須要協助、督導同仁儘量不加班。

2012獲北市幸福企業「3星級」獎

而聚陽營造出幸福企業氛圍，也在

2012年獲得台北市政府第二屆幸福企業獎

最高等級「3星級企業」。

周文津憶及，當時大金空調與聚陽獲選

為北市幸福企業，頒獎典禮時候，每家企業

都上台分享自家經驗；回程車上，「周先生

(周理平)跟我說，大金空調對於員工健康真

的很關心」。

因此聚陽也參考別人的經驗，將一般健

康檢查，拉高規格到健康管理，雖然一年預

算超過400萬元，所費不貲，但公司認為，

同仁的健康，就是聚陽的資產。

也因為這套健康管理診療，部分同仁及

早發現良性腫瘤、脂肪肝等，適時進行控制

與治療。

除了高規格健康管理整套診療制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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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總公司十樓也設立按摩室，供員工享受免

費按摩，採取線上預約制度，周文津說，每

次一開放預約，都立即秒殺。

此外，聚陽十分自豪實施「員工滿意度

調查」制度，每兩年舉行一次，委託外部顧

問公司進行調查，採取不記名方式，調查員

工對於部門主管、公司制度的滿意度。

周文津說，上次調查特別了解同仁對於

部門主管的管理制度，是否滿意，若發現某

一主管得到的評分很低，公司就會深入了

解，並找該名主管討論，這是相當挑戰管理

者，很少有公司敢做這項調查。

至於在公益活動，聚陽也投入不少心

力，今年與睦祥育幼院、荒野保護協會到宜

蘭種植「聚陽米」，透過這樣的組合，讓員

工與育幼院孩子有良好互動，愛心關懷，而

孩子們從中學習環境保護觀念，形成三贏局

面。

同時，聚陽員工與公司本身，也會認養

聚陽寶寶，員工與公司合計贊助經費超過

100萬元。 (潘羿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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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

總論

啟動永續承諾

東元公司以馬達起家，近60年來，以

精進的研發實力、高品質的馬達產品，供應

台灣乃至世界源源不絕的進步力量；從動見

觀瞻的國家基礎建設，到遍及家家戶戶的家

電產品，處處可見東元公司參與的痕跡。

致力於永續綠能發展

2008年，東元公司體認到隨著工業發

展，環境負擔日增，因此以「TECO GO 
ECO」為集團願景，除產品策略圍繞綠色

科技發展方向，並致力於綠能產品之開發。

一路以來，東元公司不遺餘力的在發展綠色

科技及開發綠色新能源付出努力，也取得多

項重要成果。在工業產品方面，除了持續於

高效率馬達產品開發，領先業界推出IE4馬
達，更結合變頻器等產品，發展節能解決方

案，提供給客戶系統性的節能選擇。產品效

率提升外，東元公司亦投注大量資源於綠色

新能源開發，包含以優勢的機電整合能力，

成為台灣首家發展電動車動力EV馬達廠商

等，以自主開發、生產風力發電機組產品的

技術，使台灣成為全球第八位具備大型風機

製造實力的國家等，希望以綠能實力創造企

業永續發展的同時，能夠兼顧綠色經濟。

2014年，東元公司在物聯網的趨勢

下，更進一步的由綠能發展到智能，透過集

團子公司各項技術整合，領先國產品牌，推

出雲端智慧空調，除了持續在產品的節能減

碳上努力，更以科技的協助，提供給消費者

便利的家庭能源監控方案，透過簡易的App
控制，整合各項家電產品，以最有效率的能

源運用，創造舒適的居家生活空間。在工業

產品方面，東元公司開發智慧馬達，運用物

聯網技術達到隨時隨地監測的目的，協助工

廠管理者進行彈性設備調度、預知保養與能

源管理。東元公司與時俱進，運用智能科技

發展，期望提供給使用者方便、有效率的綠

能解決方案。

秉持誠信經營、落實公司治理

東元公司在追求營收與獲利之外，同時

貫徹「秉持誠信經營、落實公司治理、善盡

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之經營理念，期

能透過嚴謹的落實企業公民角色，達到企業

永續發展的目標。東元公司在公司治理方

面，除了公司內部建置「證券主管機關函令

平台」，積極掌握外部最新訊息，俾使東元

公司之公司治理領域相關作法與時俱進；

此外，更積極籌劃建置「公司治理管理平

台」，系統性掌控東元公司之公司治理進

展。東元公司具備健全的董事會職能，董事

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2012年設立)及薪資

報酬委員會(2011年設立)兩個功能性委員

會，藉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董事

成員中外部董事占比約67%，且有一位女性

董事，增加董事會之客觀獨立性與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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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積極出席董事會，2014年親自

出席率達92%，切實監督並了解營運計畫之

執行等。

東元公司也重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資

訊揭露公開透明度，與各領域之利害關係人

皆有暢通之溝通管道，定期／不定期進行訊

息公布或直接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公司於

2014年更獲得第12屆「上市公司資訊揭露

評鑑」A++等級之最高評價，相較前一年度

成績大幅躍進；同時，亦取得第一屆公司治

理評鑑Top5%企業殊榮，展現東元公司在

公司治理、透明誠信領域之耕耘成果。

以人為本，建構科文共裕社會

東元公司「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

理念」，自1993年起捐贈成立東元科技文

教基金會，以「科技、前瞻、進步」為宗

旨，以創造力與人文教育，貫徹東元公司建

置「科文共裕」社會之宗旨，以「東元獎」

支持台灣社會科文發展數十年不間斷，透過

「Green Tech綠能科技競賽」帶起國際間青

少年的節能減碳科研風潮，並以「驚嘆號」

原住民永續傳習計畫，將原住民各族傳統文

化帶上國際舞台。此外2014年起，公司亦

提供公益假、公司內部組織志工隊等，期能

透過企業力量，支持員工參與社會關懷活

動，並藉此傳遞、擴散社會良善的力量。東

元公司重視永續議題，除多年來在環境、社

會、治理等相關議題上兢兢業業的努力，符

合各利害關係人期待，並自1995年起加入

永續發展協會成為早期會員，積極倡議企業

界對永續議題的關注。

東元公司自2010年起即自主性出版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於2012年版起由外

部第三方查證報告書，強化東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之公信力。東元公司將持續在

企業永續發展上，以前瞻性的眼光，堅定踏

實的作法持續努力，期望在企業永續成長的

同時，也能兼顧社會共融與綠色經濟。

CSR得獎紀錄

東元概況

東元電機創立於1956年，目前事業版

圖已橫跨全球五大洲、40餘國、百餘城。

初期從事馬達生產及行銷，至今已跨入重

電、家電、資訊、通訊、電子及餐飲等多角

化的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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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集團於2008年宣示「TECO GO 
ECO」企業宣言，挾先進的技術實力與完

整產線，開發高效節能馬達、風機、車電、

家電等綠能相關產品，成功躋身為全球綠能

產業領導品牌。

未來，東元將滿載綠色動能並持續深耕

核心事業，以智慧與節能產品作為積極發展

方向，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並戮力於高

科技事業之拓展，專注於國際新興市場之開

拓，以建構一個宏觀且高品質的世界級品

牌。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鑑別過程

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

東元公司CSR小組會邀集公司各相對應

單位，針對問卷議題進行議題重大性分析評

估各議題對公司營運衝擊度；再以利害關係

人關注程度與議題對東元營運之重大性交互

比對，繪出重大性矩陣圖，得出ESG三方面

之重大性議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東元公司自2010年起每年定期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公司在環境面

(E)、社會面(S)、治理面(G)三大面向的永

續策略與執行績效資訊，讓各利害關係人了

解東元公司在ESG永續發展方面之努力及

CSR小組召集相關單位討論，並參考電機同業經驗及G4對利害

關係人之定義，鑑別出東元公司之主要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鑑別

重大議題及次要議題呈報，於公司年度策略規劃及各事業部策

略規劃時列入議題討論，展開落實於年度計畫及各單位日常工

作中。

呈報

年度結束，將重大及次要議題執行結果、溝通管道、及溝通頻

率整理揭露於CSR報告中。
整理揭露

•以GRI G4考量面為議題基礎 。

•參酌GRI公布之「行業參考指標」，並參考同業之問卷議題。

•透過多元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與利害關係人直接溝通，

  對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進行調查與蒐集。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調查

•以問卷形式對各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了解其議題關心度。

•公司內部進行議題重大性分析，由相對應單位評估各議題對

  公司營運衝擊度。

•彙整利害關係人之議題關切度，及公司內部之重大性分析，

  依議題與利害關係人之關聯程度及公司營運重大性，調整權

  重，以加權平均計分。

•以兩面向分數矩陣，排列優先順序。

關注議題

重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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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的決心。2012年起每年度報告書

並配合外部第三方專業機構的確信，以期透

過第三方檢視，強化東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之公信力，並提供東元公司系統性檢視

CSR發展、制定改善目標之基礎，展現東元

公司推動永續發展企圖心。

報告書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內容涵蓋各重要利害關係人關

切議題，經公司進行重大性分析之主要議題

的回應、具體措施與績效表現。本報告內容

之報告範圍2013年版以前只涵蓋本公司台

灣營運地區總公司、各製造廠及東元科技文

教基金會。2014年版開始將陸續加入關係

企業、子公司於報告範圍，2014年版首先

加入東勝電氣子公司，東勝子公司為東元公

司家電產品主要製造廠。本報告書中主要呈

現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公司在環境

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之作為與各項績

效數據，財務面數據以新台幣計算，環保、

健康安全相關績效則以國際通用指標表達。

報告書編撰原則與外部確信

本報告書的內容與架構，主要依據全

球永續性報告書組織(Global Reporting 

I n i t i a t i v e(G R I))的G 4綱領(G R I  G 4 
Guidelines)之核心選項，進行報告書架構及

內容呈現依據，並於附錄中附上GRI G4對照

表以供參閱。東元公司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PwC)對我們根據GRI G4核心選項

所編製的報告書，按照中華民國確信準則公

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

之確信案件」標準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查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公司治理

東元公司管理階層積極推動公司治理，

採行優質、先進之公司治理制度，以達到

國際公司之治理水平，藉此與國際接軌。

2014年東元積極籌備規劃成立「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俾以在公司經營決策過程，

納入ESG三項指標考量，希能在企業永續

成長的同時，落實社會共融、綠色經濟之企

業社會責任。東元公司公司治理之努力，亦

反應在社會的認同上，2014年參與台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評鑑結果於1,393家受評之上市櫃公

司中，排行前5%，名列前茅。

利害關係人問卷統計

一般議題 次要議題 重要議題

對東元公司營運之衝擊程度

利
害
關
係
者
關
心
度

永續發展策略與風險管理

經濟績效及財務透明度

公司治理

綠色產品

員工權益

法規遵循

．法規遵循─產品與服務

．法規遵循─環境面

客戶滿意度調查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職場健康與安全

薪資福利

產品及服務標示

職涯發展與教育訓練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切
議
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法規遵循─除環境／產品及服務之其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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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管理平台

為能在公司治理領域與時俱進，東元公

司除已建置「證券主管機關函令平台」，定時

更新公司經營相關之法規及主管機關資訊，

俾使相關單位即時掌握外部最新訊息。2015
年東元公司更預計由董事會法務室主導，籌

劃建置「公司治理管理平台」，以更有效彙整

及追蹤各項公司治理指標，切實掌握東元公

司治理之進展。管理平台由東元公司治理願

景出發，配合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評鑑」之評鑑指標項目作為基礎，

定期與各相關單位共同檢視，訂定公司治理

之各項目標，並由平台系統定時追蹤公司治

理各項目之權責單位的執行情況及成果。未

來東元公司將不斷強化公司治理之水平，落

實持續精進公司治理品質之承諾。

電子投票制度

為完善資訊揭露及與股東充分溝通，東

元公司股東常會採逐案票決之方式進行議案

表決，並於2012年股東常會推行電子投票

制度，首度實施投票率即高達36%，2013
年投票率為42%，2014年投票率更提升至

48.66%，將近半數，有效保障股東權益。

同時，東元公司於2014年股東會通過修訂

「公司章程」與「董事選舉辦法」，董事

(包含獨立董事)之選任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強化董事提名審查作業之資訊透明度，

進而保障股東權益，健全東元公司之公司治

理。此外，東元公司董事會董事成員皆積極

參與股東常會，2014年股東會董事出席率

約87%。

資訊揭露

東元公司除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發布公司之重大訊息，亦不定期參加外資券

商舉辦之海內、外投資人論壇直接向投資人

說明公司之營運概況、財務表現、公司策略

發展及業務經營方針等。2014年東元公司

之資訊透明度成績大幅躍進，獲得財團法人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12屆「上市

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級之最高評價。

永續發展與風險管理

東元公司致力建立完善之風險管理制

度，依循既有的管理組織體系及內部控制循

環，積極面對與管控營運過程所應考量之風

險，使東元公司能夠不斷穩健成長，並持續

締造營運佳績，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以明確

專業分工進行不同層面之風險控管，並歸納

為「內部風險」、「財務風險」、「投資風

險」、「法律風險」、「環境及安全衛生風

險」。東元公司透過嚴謹的內控制度，希

能確保營運之效果與效率，使公司內外部報

導具可靠性、即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

範，並確保公司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同

時，透過稽核制度，合理確保內控制度持續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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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我們的客戶

1.產品與規範

東元公司秉持「TECO GO ECO節能東

元，綠色科技」主軸，致力於發展節能、高

效產品，以IE2、IE3、IE4高效馬達為例，

2014年總銷量可為客戶節省4.85億度電(與

IE1等級比)，產品並經過各國相關認證；

自主開發的510系列變頻器，運用於馬達上

(如冷卻水塔、商用定頻空調、工具機)，更

可加強35%以上節電效果；主要產品試驗室

如馬達實驗室有經過美國商務部NVLAP及
加拿大CSA認證，確保產品驗證品質。

2.優質品管

本公司成立至今秉持ISO品質管理系統

精神，自研發設計、生產製造、銷售管理到

售後服務，都有嚴謹的管理，以顧客滿意及

持續改善為基礎的管制流程，作為產品實現

執行與管理之規範，並輔以支援性活動管理

及跨組織關係管理的配合，建構成一套更完

整的流程管理運作體系，以提供顧客滿意為

導向的產品。

3.綠色供應鏈

東元公司以「TECO GO ECO」做為集

團主軸策略，除了持續發展綠能產品，也致

力於供應鏈綠化，帶領整體產業鏈升級，詳

細做法包含供應商人權、環境調查與輔導

等。

4.客戶滿意

2014年馬達產品客戶滿意度調查共區

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尚可接受、滿

意、非常滿意共五個項目，各項目得分如

下：非常不滿意0.6%、不滿意2.3%、尚可

接受30.8%、滿意57.6%、非常滿意8.7%。

整體而言，平均分數較2013年普遍上升，

其中以交期進步最多。

在家電及空調服務客戶滿意度調查上，

2013年滿意度為91.39%，主要是客戶對

家電產品之旺季服務時效不滿意，深入追

查後發現是操作問題。對此，2014年家電

部門積極採取改善措施，並提升滿意度至

92.30%。

東元重視客戶滿意度，認為客戶滿意度

不僅針對數字，透過電話調查、經銷商及客

戶訪談中發掘客戶之抱怨、不滿意問題及隱

性之問題，找出真正的原因持續改善，確實

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

環境永續

東元公司重視氣候變遷及自然環境保護

議題，東元公司願景「TECO GO ECO節能

東元，綠色科技」，東元公司認為以東元核

心技術由產品端之努力，於使用端減少能資

源耗用，對降低環境衝擊才能發揮最大效

果；所以全力發展高效節能產品、改善空汙

排碳之車電馬達和潔淨之再生能源風力發電

機，以實際的行動推出綠色產品，達成經濟

績效的同時，兼顧自然環境保護永續發展之

願景目標。

TECO GO ECO

1.綠色產品新發展

東元公司從馬達本業出發，致力於產品

能效提升及綠色能源開發，期望在東元成為

全球綠能產業驅動力的同時，也能驅動地球

變綠，降低環境負擔。針對國內市場，東元

除了有IE2效率的馬達產品，為提升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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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技術，亦完成IE3效率的馬達產品供市

場運用。在國外市場，除美、加地區已有

符合NEMA Premium效率的馬達產品，歐

盟地區及紐、澳地區，有符合IE3的馬達產

品，針對日本2015年實施的JIS C 4213，更

已完成三定格IE3馬達產品可供銷售。除此

之外，不論是防爆馬達、鋁殼馬達、永磁馬

達、高效節能變頻器與綠能解決方案等領

域，都可以看到東元的努力。

2.智慧綠色科技

(1)智慧馬達

工業4.0的風潮席捲世界，帶起新一波

的工業革命，馬達做為工業之母，必然也需

順應時代潮流。東元智慧馬達監測系統，是

東元公司運用最先進的雲端與行動通訊技

術，透過Wi-Fi網路或3G／4G網路，讓使

用者透過智慧型手機除可獲得馬達的電壓、

電流、溫度與振動等即時運轉資訊，也可獲

得馬達的用電統計資訊，節能省電更容易。

當馬達有異常發生時，系統即會即時透過行

動裝置通知用戶應對處理，具備即時警告和

預警功能，結合警告紀錄、維修履歷、操作

手冊與聯絡人群組等，構成完整的監測、診

斷、維運系統暨解決方案，讓用戶突破空間

限制做出最佳調度，大幅降低非預期停機所

造成的巨大損失。此外，運用馬達運轉及用

電統計資料，可彈性進行設備管理及用電規

劃，增加馬達使用年限，以達節能省電之功

效，特別適用於遠距、高溫、高空等危險環

境，以及鋼鐵、石化、電力等連續性生產的

產業。

(2)智慧監控平台

在工業4.0的趨勢下，工廠內終端訊息

的採集與智慧產品的連結變得極為重要。

為此，東元公司也投入並推出「智慧監控平

台」。東元電控「智慧監控平台」主要關鍵

為Data mining(數據挖掘)，藉由與顧客之

產品連線，來獲取其資訊內容，然後將資訊

內容儲存上傳至平台中，藉由這些關鍵數據

將可獲得此平台之核心目的－預測產品周期

(forecast)。顧客也可以從手機或電腦來監控

機械製造商

．變頻器保養資訊

．變頻器故障排除

．維修服務定期檢查

使用者

．智慧工廠監控

．機台狀況即時反映

．故障時及時維修

一台E-GW

最多可以

接八台變頻器

變頻器客戶變頻器客戶

Mobile Data
Network

WANADSL Modem

E-GW

RS-485
Ethernet

監控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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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產品，掌握自身產品即時訊息。見下圖

(3)雲端e-Home打造節能Smart Life
2014年，4G電信網絡開台，台灣正式

邁向4G科技智慧島。東元家電集結集團資

源，擘劃新一代智慧節能家電藍圖。除針對

電控及系統節能技術再進化，發展全系列

變頻一級能效空調、冰箱等產品，東元家電

更整合內部光電、資訊、通訊(ICT)技術資

源，推出雲端e-Home聯網家電產品及iHome 
App，智慧串聯家用空調、概念冰箱、除濕

機、洗衣機、電風扇產品等，構成物聯網的

家電群，打破空間與距離的藩籬，手機和

App在手，創造人性化科技的未來生活。

3.綠能新發展

(1)車電馬達發展與應用

隨著石油有限能源日漸匱乏，地球環境

暖化議題高漲，發展綠能環保大眾運輸工具

已是各國政府政策趨勢，因此在低排放汙染

的混合動力電動車及完全無汙染的電動車便

成最重要的議題。東元在世界發展潮流的趨

勢下展開相關馬達產品及技術開發的前瞻布

局，因此產品的發展方向與主流趨勢契合。

東元在車電馬達的發展已逐步展現成果，例

如：提供動力馬達及一體式啟動馬達發電機

予國內車廠應用在電動休旅車；對西螺果菜

市場等特定區域應用的果菜車用馬達，已提

供近百台供車廠改造並實際營運；菲律賓電

產品得獎證書

小型風力機產品驗證證書

2MW風力發電榮獲

臺灣精品金質獎

Acoustic Noise Test               Duration test          Power Performance Test   Safety & Func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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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及21人座商用電動巴士馬達，皆已接

獲訂單生產，不僅對環境友善及節能減排貢

獻心力，亦對營收產生具體貢獻。

(2)綠能發展

東元成功開發自我品牌2MW永磁風力

發電機組，為國產自製率最高風機，並已成

功打入美國風機組裝市場。風機系列齊全，

可滿足強颱區域要求，也可滿足酷寒氣候要

求，且50／60Hz全球通用，更可符合各國

嚴苛之併網規格。除2MW外，更積極投入

5MW離岸型、kW級及風光互補系統等產

品，因應能源減少的危機與再生能源的需

求。

東元風電立足台灣、放眼中國，利用台

灣品管優勢結合中國廣大市場需求，帶動國

內風機產業鏈形成，包括鑄造、沖壓、複合

材料、電線電纜業、電力系統設計整合與組

裝，土木建築工程、船舶與海事工程、風場

場址規劃設計、機電設計與整合、風能與

光伏充電系統、風場運轉維護服務業等就

業機會，估計可創造約新台幣46.5億元年產

值(以50套2MW風力機＋1,000套3kW風力

機＋1,000套風光互補系統＋1,000套Wind 
Inverter計算)。

主動保護自然環境

1.綠色產品生命周期

東元綠色產品生命周期由設計到製造、

運輸、銷售使用等，以Reduce(減少能資源

使用)、Reuse(再使用)、Recycle(回收再

生)之3R方向加綠色節能原則，開發生產環

保節能產品，由開發端考量環保並整合集

團優越技術達到高能效及小型輕量化，生

產端減少能資源使用及回收再使用，製造

環保節能產品在使用端節省能源耗用，如

IE2�IE4節能馬達每年節省4.85億度電，

及1級、2級節能家用空調每年節省842萬度

電，而產品報廢之易拆解回收再利用(可回

收率90%以上)，由源頭開發到報廢回收之

綠色生命周期整體性考量，以對環境衝擊降

至最低。

2.環境安全與衛生組織管理系統

(1)政策與組織

東元於總經理室下設安環小組，並於各

廠區設立直屬於事業部部長之安環單位，負

責全公司及各廠區之環境安全衛生之政策擬

定、計畫管理與內部督導之工作，落實環安

衛管理系統之運作，公司環安政策如下：

一、符合國際法規

符合法規，順應國際環保趨勢，滿足利害

相關人要求與期望。

二、健全環安管理

健全環安管理系統，落實環境保護與損害

防阻。

三、強化風險評估

加強風險評估及教育訓練，施行環安稽核

，以維護安全、健康、整潔之工作環境，

提升工安環保績效。

四、致力節約能源

致力節約能源，善用資源，污染減量，降

低環境衝擊，促進生態效益。

五、發展綠色科技

發展綠色科技，推行綠色產品，達成經濟

與環保雙贏。

六、善盡公民責任

積極提倡全員與承攬商參與環保與安全衛

生活動，並加強溝通與協調，善盡企業公

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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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之環安管理系統

東元依據ISO 14001、OHSAS 18001
及CNS 15506(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建立環安管理系統及推動管理系統之運作，

並取得相關管理系統驗證通過，每年進行

內部稽核及外部查證確保管理系統之有效

性執行。另，公司由2013年開始進行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查證，藉由系統性盤

查，除可確保數據準確性，並依此進行節能

減碳展開基礎。公司以完善之管理系統運

作，透過PDCA管理改善，除確保符合法規

規範外，更期望以優於法規的自我要求，達

到環境保護、降低環境衝擊之目標。

3. 環境相關成果與績效

(1)能源消耗與管理

A.溫室氣體盤查

東元於2013年起針對全公司(總公司、

各家電地方站所及四個廠區)及東勝進行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外部查證作業，以確保盤

查數據準確性；並藉由盤查及外部查證清楚

東元各項活動產生之排碳，進而確定減排方

向，降低對自然環境衝擊。

2014年溫室氣體盤查與內部稽核作業

已於2015年5月完成，通過BSI(英國標準協

會)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查證，獲

「合理等級」查證聲明書，2014年相較於

2012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34,153.15公噸，

減少了426.15公噸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原因主要為高壓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六氟化硫

(SF6)填充量減少；因此，執行節約能源與

提升機械、設備能源效率為東元執行溫室氣

體減量之主要目標，東元並將溫室氣體相關

資訊公開揭露於公司年報、公司網頁及東元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

B. 能源管理

東元主要能源排放源可分為如下五大

項：電力、液化石油氣、液化天然氣、柴

油、汽油，詳細數據如下所述。

圖：2012～2014年東元及東勝電力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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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2～2014年東元及東勝液化石油氣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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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回收再利用鎔鑄為製造馬達外殼之原物

料，2012～2014年矽鋼片回收再利用比率

皆在90%以上；為注重生態效益，東元也將

持續考量提高其他可重複使用物質的再利用

率，以減少資源的消耗。同時，東元在生產

活動中並無使用含臭氧層破壞潛勢(ODP)
之原料。

B.水資源管理

在用水方面，除東勝有使用到地下水

外，皆使用自來水。東勝雖未在工業區，但

設有汙水處理設備，定時檢驗以確保排放水

確實合乎標準，另東元(總公司及各廠區)

及東勝均有使用自來水用水量於2014年較

2012年增加5.47公噸，將持續實行各項節水

措施，包含加裝省水器、採用省水馬桶等裝

置，2014年用水密集度(仟公噸／百萬台幣

產值)，如下頁圖表所示：

廢水量方面，東元廢水排放量以用水量

80%估算，東勝廢水排放量則是以製程廢水

量計算，2012～2014年廢水排放量如下表

所示，東元三個廠區廢水皆經各廠委由合格

檢驗廠商進行水質檢驗，確認符合標準後，

排放至所屬之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經工業區

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水質均符合法令規

定。東勝則以污水處理設施處理檢測合格

後，再進行排放，排放水質皆符合現行法令

規定，東元只有中壢廠區進行塗裝作業，有

水循環再利用，但占比很低，故廢水回收使

表：2012∼2014年東元大宗原料使用

使用原料之廠區 使用原料之產品別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矽鋼片

漆包線

鋁錠

中壢廠及湖口廠

中壢廠及湖口廠

中壢廠

馬達及無熔絲開關

馬達及無熔絲開關

馬達

39,501.46

6,290.70

862.34

37,492.77

4,169.23

867.35

35,773.77

2,866.09

826.00

年度
項目

單位：公噸

圖：2012∼2014年東元電力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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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源消耗與管理

A.大宗原料使用

在資源再利用方面，自2008年中壢廠

因製程改善，將矽鋼片產生之矽鋼屑等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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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趨近零。另三個廠區和東勝，廠區周邊

無環境保護區、棲息地或具有高度生物多樣

性之區域，對環境生態影響甚小。

(3)廢棄物、汙染物處理

A.廢棄物管理

東元及東勝為落實廢棄物減量、資源

回收等，於環安管理系

統中訂定廢棄物儲存、

清除管理辦法。針對各

廠所產生的廢棄物設置

統一儲放區，清除處理

過程皆加以追蹤，並做

成紀錄，相關紀錄保存

三年。2014年東元及東

勝的一般事業廢棄物產

生量總和較2012年減少

0.6%；未來各廠將持續

努力廢棄物減量。

B. 空氣汙染物管理

產生空氣汙染物之廠址為東元中壢廠及

東勝，依法設置合格之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且配置空汙專責人員依環保相關法規進行操

作，並致力降低汙染物濃度，以符合空汙標

準。東元及東勝汙染物種類為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其2012～2014年
間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東元及東勝2012年∼2014年廢水量統計 單位：仟公噸

東元公司 關企

東勝

東元

合計

東元及

東勝合計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公司別

年度 總公司   中壢廠  觀音廠
觀音
二廠

湖口廠

28.74

28.38

37.36

129.76

131.16

127.37

4.86

1.64

4.12

0.95

0.77

0.67

14.06

13.40

12.73

12.98

9.75

8.33

178.37

175.34

182.24

191.35

185.09

190.56

硫氧化物（SO X）
東元

東勝

公司別污染物 2012 2013 2014

合計

2.14

0.83

2.97

1.78

1.35

3.13

1.63

1.08

2.71

氮氧化物（NOX）
東元

東勝

合計

1.16

0.55

1.71

1.05

0.84

1.89

1.03

0.68

1.71

揮發性有機物（VOCS）
東元

東勝

合計

123.9

6.85

130.75

126.22

2.08

128.30

141.39

2.92

144.31

表：東元及東勝2012∼2014年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單位：公噸

圖：東元及東勝2012∼2014年用水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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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法規符合性

東元將持續投資並改善製程空汙防制設

備，並加強現場稽查及自主管控，配合法規

要求及持續推動環境相關作業標準之修訂，

東元在2014年違反空氣汙染防治法，後續

東元已進行改善，由源頭降低空汙源之產

生，提升廢棄處理效率。

(5)環保支出

東元為避免各廠區營運時之汙染物產生

可能對環境的汙染，針對節能減碳、廢棄物

清理、汙染防治設備等加以評估，並列入環

保費用項目，2014年於環保方面的支出為

28,238千元。

員工與社會參與

感動我們的員工

1.人力資源政策

在集團策略發展的需求下，2014年的

重點策略有三：強化人才發展、整合集團資

源，與提升員工幸福感。東元除在2013年
曾榮獲台北市幸福企業獎的肯定外，也期許

能使人才得以發展與發揮、公司得以持久經

營，創造員工與企業雙贏。

2.人力資源管理

東元的多角化布局，使東元在人力資源

管理上面臨了許多特殊的挑戰。為因應全球

布局與發展所需的人才，多元化的人力資源

策略與作法是當前的重點方向。

3.勞資關係

東元積極建立與員工之間的溝通橋樑，

除了擁有多元的溝通管道，更於1974年7月
即成立東元公司產業工會。公司所有營運活

動皆符合勞動基準法，若有針對員工的重大

作業改變，會在七天前告知。由於多年來在

勞資關係上的努力，東元公司在1999年曾

榮獲勞委會「全國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

獎」、「勞資會議示範觀摩獎」及桃園縣

「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獎」之表揚，並於

每年勞動節前後，辦理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肯定員工的付出，從而在2013年榮獲天下

企業公民大型企業第11名的肯定，對於強

調溝通再溝通、勞資一體，共存共榮關係之

促成受到相當程度的激賞。

4.薪資福利

東元公司薪資相較於同業市場水準，位

於中間值以上，在新進員工的起薪上男女同

工同酬，無性別之差異，且亦高於政府最低

基本薪資規定，每年度，東元公司將視個人

績效貢獻，做為調薪、變動獎金、分紅�等

多項獎酬的評估依據。除了薪資之外，東元

員工擁有完整之生活照顧：多樣化的特約廠

商、團購活動、年貨大街、電影企業包場、

免費夏季飲品、員工餐廳、節日禮品／禮卷

員工專屬西裝外套、紓壓按摩服務、攜眷員

工旅遊、結婚紅包禮金、員工家電購買優

惠、生日蛋糕等。

5. 職涯發展

在員工發展方面，東元公司建立了完整

的職涯發展路徑，內容包含新人上手計劃、

個人發展計劃、評核晉升等。年度培訓課程

規劃時，則考量策略、組織、工作、個人需

求四個層面，再依公司「人才發展實施細

則」辦理管理才能訓練、關鍵人才培育、國

際化人才培育等各式訓練。2014年度東元

公司共計17,710人次參與訓練課程，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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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訓練時數達23.03小時。

6. 職場安全衛生

本 公 司 依 據 O H S A S  1 8 0 0 1 、

CNS15506(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

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系統化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且除了內部稽核管控更

經由外部認證通過，確保管理系統符合法規

及有效性執行；另為了降低職災發生，各單

位執行主管每月進行安全衛生巡檢，並定期

舉辦職業安全教育訓練，於每年定期舉辦環

安月活動，宣傳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相關資

訊，另設立環安專區不定期公告相關資訊案

例供員工自行點閱，以建立員工正確之職業

安全衛生意識。在一系列努力下，員工安全

意識也明顯提升，本公司2014年失能職災

發生頻率有明顯改善，2014年發生失能職

災二件(不含上下班交通事故)。未來將繼續

努力，以達到零職災之安全職場為目標。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2013第三屆幸福

企業獎」，東元公司首次參賽就從多家企業

中脫穎而出，獲頒二星級幸福企業獎肯定。

東元的特色為全方位福利照護，完善的照護

措施與規劃良好的員工發展，讓東元公司在

工作環境、待遇與培育、福利與獎勵、友善

職場及社會關懷等五項指標表現優異。整

體而言，東元公司除自1964年起成立職工

福利委員會，公司與職工福利委員會共同

推動各項福利措施，使員工得享企業經營

利潤外，近年來由於個人、家庭或工作壓

力等心理議題將造成社會大眾負擔的增加

事件頻傳，為此，東元電機建立EAP平台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同

仁可依自身需求，至平台上找尋協助，此

外，另規劃一系列的員工協助方案，以幫助

員工改善家庭關係、提升個人能力，進而提

升工作績效。

帶動社會創新與教育

東元電機持續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觀念，將善盡企業責任視為公司

營運重要之一環，自1993年起設立「東元

科技文教基金會」，藉由持續支持、贊助基

金會活動，實現東元公司社會關懷的理念。

為使東元員工能有更多機會參與，親自落實

其社會關懷理念，東元公司也於2014年起

在公司內組織志工隊，施行「公益假」制

度，使服務滿三個月以上的正式員工，每年

皆可參與三日不扣薪、不扣考績的公益假；

透過公司的力量，提供資源支持員工之社會

參與行為。以下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所從事之業務，舉例說明東元多年來的社會

參與及關懷。

健  康
東元電機關心員工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透過公司提供的各項健康

，醫療等設施或服務，協助員工維護個人健康，提升工作及生活

品質。

家  庭
家庭是員工努力的動力來源之一，東元電機關心員工，更關心員

工家庭，提供一連串的福利讓同仁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

生  活
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其工作之個人問題，如：人際關係、理財

法律問題等，東元電機提供了一系列的講座及服務，幫助員工解

決自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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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科技」支持人文台灣：東元獎

為鼓勵國內科學家與工程研究人員從事

科學技術研究，進而落實於產業發展；或人

文社會學者有識人士能調和科技、發揮創

意、造福社會發展，於基金會成立之初設立

「東元獎」，2014年頒發第21屆獎項，並

以豐富人文藝術生活為宗旨，設置人文類獎

項。截至第21屆(2014年)，累計有110位菁

英獲獎，頒發的總獎金共5,420萬元。

2. 東元「Green Tech」國際競賽

以促進年輕人投入節能減碳技術研究

與發展為主旨所舉辦的東元「Green Tech」
科技創意競賽，2014年堂堂邁入第七屆，

「主競賽」由台灣各大專院校的20隊菁英

競逐，「國際賽」則有來自美國、日本、俄

羅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共19個頂尖大學

團隊參加。決賽現場超過兩百位的國際創意

青年同台競技，規模為歷屆最大。

3. 以「創造力教育」厚實人文素養

2014年起，與兩岸具有青少年教育及

企業教育訓練實務經驗「遠征式學習教育」

第一推手廖炳煌老師合作，以六天分兩階段

實施的「工作坊」，指導與協助國內的教師

發展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主動發掘問題、觀

察歸納分析、解決問題、省思、整合學科設

計教案�等教學職能，進而提升教學成效，

讓孩子在「做中學」增進經驗，培養孩子持

續學習的能力，並擁有社會各界期待的素質

與涵養。本活動合計培養台北、桃園、雲

林、嘉義、台南、屏東、台東等七個縣市

超過20所學校上百名位遠征式學習種子教

師。

4. 以「傳習教育」豐富人文社會

東元號召「N P O／N G O」、「企

業」、「民間社團」、「個人」、「政府」

及「學校」等各界組織策略聯盟，建置「供

需媒合及服務」的教育公益平台；並以「策

略聯盟」的模式運作，說服各界計畫性的投

入資源，督促及支持學校或部落發展教育方

案；以珍惜、尊重、互助、互信、傳承、永

續為原則，確保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藝術的

傳承發揚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知識技藝的

成長，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原住民文化藝

術之精緻與可貴，並以產出令人驚艷的「傳

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資料來源：2014東元電機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東元電機官網http://www.teco.
com.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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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電機以「TECO GO ECO節能東元

綠色科技」的企業願景，在追求營收與獲利

同時，成功落實企業公民角色，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追求「永續發展」經營理念，連續

四度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的殊榮。

東元董事長邱純枝表示，獲獎是榮耀，

也是更多責任義務的開始，但只要是對社會

和企業有益的事，就該繼續做下去，這才是

永續發展的真實意涵。

基於取用於社會的理念，東元於1993
年捐贈成立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東元

獎」支持台灣社會科文發展數十年不間斷，

秉持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的精神，

持續拔擢獎勵台灣各領域對社會貢獻卓著的

人才。

舉辦科技創意競賽

自2006年起，採納「東元獎」評審委

員會的建議，針對大學青年以競賽形式設立

「東元科技創意競賽」，設置元年，以「機

器人」為競賽主題，2008年起著眼於能源

耗竭、全球暖化及人類永續的問題，改以

「Green Tech」為主題，首開國內大學及技

職師生節能減碳的科研風氣，受到國際學

術與教育界的重視。2010年起增設「國際

賽」，邀請國際頂尖大學師生組隊參賽。

連續舉辦八年的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2015年決賽來自海內外頂尖的大學共有44
個隊伍，超過300位的國際綠能創意青年同

台競技，規模是歷屆最多，帶動了節能減碳

科研風潮，以深度科技與文化的國際交流，

成功的樹立以綠能為基調的國際聲望。

推動原住民永續傳習計畫

東元並推出「驚嘆號原住民永續傳習計

畫」，則將原住民各族傳統文化帶上國際

舞台，並募集了1萬5,000名部落新世代的學

習成長資源。截至2015年，已跨越八個縣

市，持續對11個族群，進行扶植與發展的

工作。

同時，東元積極引進在美國推行逾20
年的「遠征式學習」，為教師辦理遠征式學

習教學工作坊，以試水溫的細緻作法，為教

師翻轉傳統的教學模式，提供了優質的選

項。

遠征式學習教育推廣計畫，橫跨台灣七

個縣市，指導與協助國內教師引導學生養成

關懷社會及尊重他人獨立人格，提升了教師

教學成效，培養學生的觀察歸納分析及解決

問題能力。

東元集團副會長劉兆凱認為，在科技

正在翻轉世界的時代，歷來的東元獎得主

在通訊、節能、環保、糧食危機等議題方

面，都有了不起的貢獻，正是東元「TECO 

東元願景 科技人文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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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ECO」理念的體現。在傳統戲曲領域，

2014年東元獎的人文類獎落在「客家戲

曲」與「原住民古謠」上，可以說是「科文

共裕」的饗宴。

在企業產品部分，東元一秉初衷，不斷

以領先技術研發設計綠能環保產品，包括高

效輕量智慧節能馬達、智慧型電源供應系

統，及聯網智慧型節能空調等，顯示出東元

以「能源發展綱領」為依歸，追求安全、效

率、潔淨的能源供需體系，持續落實永續發

展及經營的企業理念。 （張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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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隆

總論

落實公司治理  建立永續經營典範

台灣神隆是國內最大的原料藥公司，自

1997年創立以來，我們恪遵法令、照顧員

工、並為客戶及股東創造最大的價值。我們

也知道，公司發展的規模越來越大，對產

業、社會及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也越深。因

此，台灣神隆強調公開透明的公司治理精

神，確保產業、社會及所有利害關係人之間

的價值能獲得平衡。

神隆秉持誠信經營之理念，堅持營運

透明化、注重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我們相

信健全而有效率的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

基礎。因此，神隆自2011年成立薪資報酬

委員會、2012年成立審計委員會、2014年
成立提名委員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行監督

職責。目前公司的治理架構包括：股東會、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及稽核室，分別依「股東會議事規

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薪

酬委員會組織章程」、「提名委員會組織章

程」、「獨立董事之職權範疇規則」及內部

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規定運作執行。

此外，為了塑造誠信經營之公司文化，

本公司已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及「員工行

為準則」，使高階管理人員及全體同仁瞭

解，其在工作上應遵守之法律規範和應履行

之道德義務，以及公司對同仁與合作夥伴、

供應商之間往來行為的期望。2014年也在

公司網站設立「違反道德行為舉報系統」，

維護本公司誠信經營的核心價值及貫徹遵循

政府法規的決心。

2015年6月，台灣神隆公司榮獲證交所

第一屆上市上櫃公司「公司治理評鑑」前

5%之績優企業，這項榮耀不但證明了公司

管理階層十多年來落實誠信經營的策略正

確，也是對於每位堅守崗位、兢兢業業、奉

公守法的台灣神隆員工，一個最好的肯定。

8月份亦入選「天下CSR企業公民獎」之

「CSR 100強」之列，為我們在永續經營的

努力上做了最好的詮釋。

誠信乃企業經營之根本，建立一個多

元、平等、互信、尊重的工作環境，是神隆

公司一貫的經營理念。我們將以誠信正直的

態度，與員工、客戶、股東、社會、供應商

等利害關係人，建立正面良好的互動關係，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能獲得平衡，並

建立起永續經營的社會企業典範。

CSR得獎紀錄

2014年10月 榮獲Global Generics & Biosimilars 
Awards選為全球年度最佳原料藥供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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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 榮獲權威金融雜誌《機構投資人》評
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業之一，是台灣
唯一獲獎的生技製藥公司。

2014年10月 連續兩年榮獲《天下雜誌》評選為標
竿企業調查生技製藥業第一名

2014年06月 榮獲證交所第十一屆上市上櫃公司資
訊揭露評鑑A++等級

責任照顧制度管理系統驗證

2014年6月榮獲證交所第11屆上市上櫃
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級

2014年10月連續兩年榮獲《天下雜
誌》評選為標竿企業調查生技製藥業第一名

2014年10月榮獲Global Generics & 
Biosimilars Awards選為全球年度最佳原料
藥供應商

神隆概況

台灣神隆(ScinoPharm Taiwan)成立於

1997年，為國際性原料藥公司，提供完整

的原料藥(API)及中間體的製程研究開發與

生產製造服務，擁有專業的技術團隊，針對

學名藥及新藥開發客戶供應高價值、高品質

且不抵觸專利之原料藥，也提供專利藥廠具

競爭效益之商業量產服務，我們的一次購足

原料藥服務(one-stop-shop service)不僅滿

足市場對多元解決方案之需求，也同時兼顧

客戶對時效、便利性之要求。台灣神隆並跨

足下游癌症針劑製劑領域，以原料藥結合製

劑(API+ANDA)之「雙A策略」，提供客

戶一次購足的垂直整合服務。

台灣神隆總廠設址於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全廠面積為6.6公頃，為一符合美國

FDA及CGMP標準之原料藥廠，所有生產

廠房的設計與建造均基於易操作、具彈性的

考量，是一座可生產多種產品、多功能之批

量式的化學合成廠。廠內配置有先進的製程

監控系統，以執行高度自動化的CGMP生
產作業。另在中國上海及江蘇常熟經濟開發



— 422 —

區分別設有業務據點及生產基地，兩岸員

工總數合計約870人(台灣約650人、大陸約

220人)。

主要供應國際原料藥市場的台灣神隆，

在學名藥用的原料藥供應上，以抗癌藥物為

大宗，多樣性且領先國際，成為國際抗癌學

名藥原料供應的領導廠商之一。除抗癌相關

產品之外，也開發中樞神經、腸胃類之原料

藥等，產品種類繁多；在代客研製新藥業務

方面，神隆提供國際大藥廠及生技新藥公司

原料藥製程開發及生產臨床所需藥物之服

務。本公司產品銷售遍及美國、歐洲、日

本、以色列、印度、南美等地區，全球客戶

將近300家，並與全球最大學名藥客戶建立

長期緊密合作關係，共同挑選新產品開發。

2014年營運概況

2014年是神隆轉型變革後頗具挑戰的

一年，在全球藥業競爭劇烈、各國健保巨幅

削價及原物料成本提高等諸多外在不易控制

因素下，神隆團隊積極地面對挑戰，但在提

供學名藥原料藥及新藥代客生產的業務，受

到市場面及原料供應的影響，表現未如預

期。此外，中國大陸常熟廠尚未通過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查廠，無法進行商

業量產，因此有部份的閒置產能及折舊攤提

的費用，加上已上市的學名藥面臨每年降價

的壓力，進而影響2014年的整體表現。

台灣神隆2014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0.98億元，較前一年的50.88億元衰退約

19%；稅後合併淨利益為新台幣4.84億元，

較前一年的12.73億元衰退約62%，稅後每

股純益為新台幣0.69元；最近三年度財務績

效以及主要產品分述如下。

利害關係人鑑別、溝通與重大議題的提出

台灣神隆追求永續經營，期望與公司所

有利害關係人建立公開、透明、有效的溝通

管道，了解彼此的需求。為了解利害關係人

對於本公司之經濟面、環境面與社會面等關

注事項，我們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收集來自

內部和外部不同管道的意見，做為日後研擬

行動方案之參考。

台灣神隆公司的利害關係人，包括股

東、投資人、員工、客戶、政府、社區、非

營利組織、供應商、承攬人、新聞媒體。另

外，考量本公司屬於企業對企業(Business 

最近三年度財務績效彙總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資產總額 10,339,876.00 11,484,228.00 11,371,280.00
負債總額 1,269,134.00 1,840,974.00 1,991,549.00
股東權益 9,070,742.00 9,643,254.00 9,380,271.00
實收資本額 6,499,300.00 6,759,272.00 7,029,643.00
營業收入 4,572,509.00 5,088,245.00 4,097,844.00
稅後淨利 1,170,829.00 1,273,404.00 484,143.00
每股盈餘(元) 1.80 1.88 0.69
現金股利(元/股) 1.20 1.20 0.20
股票股利(元/股) 0.40 0.40 0.40
註：以上均為合併資訊，並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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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siness, B2B)的商業模式，因此利害關

係人中並未包含一般消費者。

我們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及資訊揭露，

與利害關係人保持良好的對話與溝通。我們

重視各個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重大議題，並

將其納入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議題中，轉

換成承諾具體行動方案，以提升及改善CSR
績效。

考量面之範圍與邊界

台灣神隆將此次受到關注的八個重大議

題提出，藉由相關工作小組及利害關係人參

與討論後，界定報告書中每個考量面向應該

包括或延伸的範圍。

「◆」全部揭露「◇」未來揭露「 」具重大性

項目 組織內
組織外

供應商 客戶 社區居民

職業安全衛生 ◆  

環境管理 ◆   

品質與安全 ◆  

法令遵行 ◆   

供應商管理 ◆ ◇  

反貪腐 ◆

財務資訊 ◆

客戶滿意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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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方針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

神隆)創立於1997年，致力於高活性、高品

質且不牴觸專利之原料藥開發製造服務，也

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公民

理念，堅持讓製藥成為一種良心事業。本報

告書揭露公司在永續發展的道路上，面對關

鍵議題的觀點以及因應作為，並回應利害關

係人對各項議題之關注。

報告書範疇

本報告書的範疇以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

司於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針對經

濟、環境、人權、產品、社會等面向所推動

的活動及績效。

邊界與重大考量面

本報告書的績效呈現、重大考量面及其

邊界，以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為主，未包

含神隆醫藥(常熟)有限公司、上海神隆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神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SPT International, Ltd.、ScinoPharm 
Singapore Pte Ltd.。且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規

模、架構或所有權並無重大改變。未來報

告書將規劃逐步納入台灣神隆海外營運範

圍，以具體呈現公司集團CSR管理的完整資

訊。

撰寫綱領

本報告書係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4.0綱
領進行撰寫，依其所述的「核心」方式進行

鑑別、執行與揭露，台灣神隆公司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的相關資料，並於報告書附錄中列

出相關章節的對照表，以便快速檢索及查

詢。

發行頻度

本公司目前每年發行一次CSR報告書

(前次發行時間為2014年10月)，並張貼於

公司網站上，歡迎參觀瀏覽。網址:www.
scinopharm.com

公司治理

台灣神隆秉持誠信經營之理念，積極推

動營運透明化，並以維護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為原則；除已建立健全且有效率之董事會，

並於2011年、2012年及2014年先後成立薪

資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以強化公司治理。目前公司治理架構包括：

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

會員、提名委員會以及稽核室，分別依「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章

程」、「薪酬委員會組織章程」、「提名委

員會組織規程」、「獨立董事之職權範疇規

生產製造 品質管理 研究發展 業務發展

總經理

董事會
董事長

股東大會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稽核

財務及企劃 行政管理 法務 針劑事業

公司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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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之規定運作

執行；經營團隊則包括總經理暨各高階主管

管理之相關單位，組織架構請詳左頁圖示。

此外，基於永續經營之理念，善盡企

業所肩負之社會責任，本公司並於2014年
6月18日董事會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做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指導方針。

風險管理

台灣神隆為確保能維護及提升利害關係

者之價值，透過對各種營運、財務、法規等

風險的評估管理，力求有效控制各種可能之

風險，將不確定性的損失或危害減至最低程

度。在風險管控機制上，除由各相關權責單

位進行評估分析並擬定適當策略因應之外，

如有有關營運重大政策、投資案、銀行融

資、取得或處分資產、背書保證、資金貸與

等重大性議案，並依規定送董事會決議後執

行；稽核室則依風險評估狀況擬訂其稽核計

劃，並確實執行稽核工作，以落實風險控管

與監督機制之執行。

供應商管理

台灣神隆公司的供應商主要為原物料供

應商、提供運輸服務的供應商及為台灣神隆

實際執行相關工作的合約商。由於台灣神隆

的政策是向可靠的供應商採購原料，因此從

原料的搜尋及採購到原物料供應商管理都有

相對應的程序。

台灣神隆公司之商業夥伴供應鏈安全管

理程序，包含對整個供應鏈系統進行計劃、

協調、操作、控制及優化等各式活動，其目

標是要將顧客所需的產品能夠在正確的時

間，按照正確的數量、質量和狀態送到正確

的地點。對任何威脅事件與安全相關事件採

取必要的防範，透過政策、程序書及技術的

應用等方式維持與改善，減少供應鏈風險發

生之機率。

台灣神隆除善盡自身企業社會責任之

餘，也意識到永續經營的觀念並要求延伸至

供應鏈。過往對供應商的查核方式，只著重

於傳統性質的稽核內容已明顯不足，須進一

步擴大永續發展的管理，才能全方面的管理

供應鏈風險及提升價值。因此公司未來將針

對部分新供應商與既有供應商進行包含環

境、勞動條件、人權、社會衝擊等四大構面

設計評等作業，讓供應商能自發性的持續改

善，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第一階段：商業夥伴遴選與資料建立

商業夥伴資料收集及遴選 商業夥伴基本資料建立 商業夥伴安全說明宣導

　第二階段：商業夥伴風險級別管理

商業夥伴安全自評 商業夥伴資格認定 商業夥伴風險級別認定

合格商業夥伴名冊建立

　第三階段：資料回饋及定期評估與持續改善

商業夥伴稽核

風險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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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能源及溫室氣體管理

1. 能源管理

本公司2014年之用電量為32,456千
度，每百萬元產值用電量為7.9千度，自

2011年起到2014年之總用電量與每百萬元

產值用電量，如下圖所示。

本公司過去四年的直接能源及間接能

源消耗量如下，若以每公斤生產量所使用

的能源消耗來看，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

(2014年起不再使用低硫燃料油，並改用天

然氣。)

公司同時於2013年底完成瓦斯鍋爐興

建替代燃油鍋爐，每年直接能源費用約可

省下新台幣1,200萬元。CO2排放量也由

2013年的3,592(公噸CO2e)降至2014年的

1,235(公噸CO2e)。

2. 溫室氣體管理

本公司自2012年開始執行溫室氣體盤

查，本文所使用之tCO2e代表二氧化碳當

量噸。2012年本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23,846 tCO2e(直接7,158 tCO2e，間接

16,689 tCO2e)、2013年本公司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24,212 tCO2e(直接7,524 tCO2e，
間接16,689 tCO2e)、2014年本公司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為21,291 tCO2e(直接4,602 

A.總用電量與每百萬元產值用電量   B.總用電量與每公斤產量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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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斤產量用電量

直接能源 間接能源

年度 低硫燃料油(公秉) 中壓蒸氣(噸) 氮氣(仟立方公尺)

2011 1,122 25,352 5,577

2012 1,177 28,197 6,377

2013 1,155 27,138 7,068

直接能源 間接能源

年度 天然氣(仟立方公尺) 中壓蒸氣(噸) 氮氣(仟立方公尺)

2014 675 9,445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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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e，間接16,689 tCO2e)，。

本公司透過有效管理及控制各項溫室

氣體產出源，減少CO2排放量以降低溫室效

應，為保護地球貢獻一份心力。此外，本公

司及關係企業推動員工共乘汽車補助及提供

交通車搭乘等作法，減少汽油之消耗、積極

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水資源管理與廢水處理

本公司屬於化學製藥業，製程所產生的

廢水，均透過廠區內的廢水處理設備合法處

理、排放。神隆致力於空調冷凝水與RO濃

縮廢水之回收，並使用於空調冷卻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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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水回收率約68%、製程回收率約

46%；全廠排放率約52%，實際成效如下：

1.空調冷凝水及純水系統排廢回收至冷

卻水塔，每年可節省約30,000噸用水。

2.提高冷卻水塔濃縮倍數，減少冷卻水

排放量。

3.冷卻水塔增設擋水簾，減少飛散損失

及蒸發量。

4.廁所水龍頭改省水龍頭。

5.將汙泥脫水機清洗水導入廢水系統中

再處理過濾後，再用於脫水機脫泥操作，每

年可節省約5,000噸自來水。

本公司廢水處理單元是以生物處理，藉

高濃度之懸浮活性汙泥分解廢水中之有機

物，再經膜生物反應器過濾；有機汙泥被分

離後脫水再委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資源再生

中心焚化處理，而處理過之廢水連同生活汙

水一併經管線傳送至園區汙水處理廠。

廢棄物處理

台灣神隆公司可以處理或清理廠內生成

之所有廢棄物，包含生物可分解性廢水、廢

溶劑、固體廢棄物及空氣汙染物，詳細資訊

如下表。有害或一般固體廢棄物同樣亦運送

至園區資源再生中心焚化處理。至於來自實

驗室或生產工廠排放之空氣汙染物，如粒狀

汙染物、酸氣、鹼性汙染物或有機蒸氣，均

會經由洗滌塔去除。溶劑回收之可行性一直

是本公司製程評估之重點。

單位：噸

年度

類別
2011 2012 2013 2014

酸鹼 15.87 68.84098 34.75 46.98

溶劑 6234.068 6933.492 6149.924 6389.35

固廢 180.78 146.2 217.31 155.82

廢藥 27.5816 46.30953 71.67 20.27

汙泥 114.31 189.68 119.07 51.0362

毒化物 12.218813 62.97812 13.5079 5.4054

廢溶劑處理案例：汽提塔

由於產能提升，製程所排出廢溶劑數量

也隨之增加。神隆於2008年斥資新台幣930萬
元興建汽提塔，處理含水分較高之廢溶劑。

經汽提塔處理之廢溶劑，其濃縮之廢溶劑由

園區清運或委由合格廠商處理減少廢溶劑數

量。汽提塔之塔內水則送至廢水廠處理。

原物料回收

台灣神隆公司針對部分溶劑與貴金屬

進行回收。以2014年度為例，總共回收

了329.1公噸的溶劑，大約占了5.7%，而

二氧化鉑單水合物(Platinum(IV)Oxide, 
Hydrate)則有31.8公斤，大約占了4.4%，這

顯示了台灣神隆公司以達到工業減廢、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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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汙染及降低企業的環保成本為目的。

毒化物管理

本公司毒化物管理，除依法設置專責人

員外，使用的部門也會設立專門管理人員。

除了依規定紀錄運作量，儲放位置皆有清楚

標示，下班時也會上鎖管控。

違反環境法令事項

2014年3月3日，台南市環保局至本公

司進行稽查，發現申報記錄異常，甲基第三

丁基醚釋放量未依規定申報，違反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第8條第2項規定，經裁決處新

台幣六萬元罰鍰。後續改善措施：持續加強

相關人員對於毒化物及申報規定之認識，確

保不再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是企業營運最重要的夥伴，擁有適

當且足夠之人才，公司方能持續發展與進

步。因此，提供所有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及

條件是公司的堅持。有鑑於此，台灣神隆秉

持友善、開放、平等的態度，依循公司公開

的聘用制度、流程聘任人員，並盡力營造一

個安全無虞、尊重多元與兩性和諧的職場與

工作環境。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台灣

神隆員工總數為674人。

由於台灣神隆為世界知名原料藥藥廠，

具知識與技術密集之特性，因此擁有高素質

之員工人力水準。同仁中具博士學歷占全公

司人數9%，碩士學歷占30%，大專學歷占

58%。整體而言，大專以上學歷占全公司人

數達97%，堪稱高優質之技術團隊。而台灣

神隆在五位高階管理階層中，高達四位主管

為設籍當地之居民，顯見神隆十足落實在地

深耕、培育本地人才之經營理念。

整體薪酬

台灣神隆相當重視員工的待遇與福利，

並提供優於相關法令之保障。整體薪酬策略

依據產業競爭環境與公司營運績效建立，衡

量總體薪資水準與就業市場之需要而調整，

以達求才與留才之目的。至於個人薪資則係

根據其學歷背景、專業經歷、個人表現與長

期投入結合年度營運目標，並考量市場行情

標準而定。

員工福利與照顧

台灣神隆遵循相關勞動法規，兩性平

權、建立職涯發展培訓計畫、實施安全與健

康教育、策劃員工身心平衡之活動。為營造

良好和諧之工作環境，除政府所規定之各項

福利措施，如勞、健保險等，亦積極提供多

項照顧員工需求之福利措施，包括團保、發

放三節獎金、員工旅遊補助、每年定期辦理

員工健康檢查及資深員工全身健檢等。員工

亦可自費將眷屬加入公司團保，讓保障擴及

家庭。還安排交通車供員工通勤，並獎勵共

乘制度，以減少員工自行開車之能源耗用，

並降低空氣汙染。以多樣化的福利措施盡可

能照顧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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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鼓勵員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調劑身心，紓解工作壓力，同仁可以自由成

立或參加社團，福委會補助成立社團活動，

包括桌球社、籃球社、羽球社、露營社、登山

社、鐵馬社、桌遊社、合唱團、樂跑社等。希

望藉由多元化的社團與活動，增進員工於工

作與生活間的均衡發展。公司也定期舉辦員

工幸福月、家庭日等活動，促進員工聯誼。

因為神隆是個重視「生活平衡、家庭價

值」的企業，我們也透過與新竹市生命線協

會合作，推動「員工生活服務方案」，藉由

專業的諮詢服務，幫助同仁以正面的能量面

對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各種壓力源，共創員工

與企業的雙贏。

員工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

為實現人才培育的理念和方針，按公司

組織中各級主管或人員不同的職能發展需

求，以五大核心管理職能為基礎，系統化的

員工協助方案服務系統

發現個案　管理諮詢
追蹤服務　個案管理
資源運用　諮商轉介

推介評估

　　生活面　　

財務法律　休閒娛樂
家庭婚姻　托兒養老
生活管理　人際關係
保險規畫　生活協助

　　健康面　　

戒毒戒酒　憂慮焦慮
健康飲食　運動保養
壓力管理　心理衛生

　　工作面　　

員工引導　工作適應
工作設計　職位轉換
職涯發展　退休規畫
離職轉業　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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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三階段訓練體系，依序分別為儲備培

訓、初中階管理及進階管理課程。透過層次

化、差異化的訓練架構，兼顧理論與實務的

應用，提供同仁最合適、完整的修習流程。

PMT訓練體系 階層與職能別示意圖

Management
Trainee
儲備培訓

Middle
Management
初中階管理

Advanced
Management
進階管理

C
ritical Skills

關
鍵
技
能

C
ritical Skills

關
鍵
技
能

C
ritical Skills

關
鍵
技
能

人際溝通
問題解決
團隊合作
影響他人

組織管理
溝通協調
目標領導
團隊發展
績效管理

策略管理
組織發展
激勵領導
聆聽指導
變革創新

在台灣神隆，不分性別均享有公平的

受訓機會。2014年度員工總訓練時數共

22,050小時，計10,339人次參加。至於2013
年及2014年之訓練狀況，依課程列示如

下：

員工健康促進

健康的員工是公司永續經營的最重要的

基石，為了營造一個充滿活力、健康的友善

職場，台灣神隆致力為員工健康推行身、

心、靈各方面的活動。

1. 健康促進

自2012年起，公司持續辦理健康講

座、健康電子報。動態方面的活動則有健

走、減重等。

2. 年度健康檢查

神隆公司於每年8月或9月，均舉辦為

年度

類別

2013 2014

受訓人次
總受訓
時數

平均受訓
時數/人次

受訓人次
總受訓
時數

平均受訓
時數/人次

經營管理 640 2,008 3.14 520 2,184 4.20

GMP訓練 1,500 2,846 1.90 1,155 2,345 2.03

安全衛生環境保護訓練 4,116 3,785 0.92 5,253 5,257 1.00

專業技術訓練 151 770 5.13 315 3,684 11.70

營運相關人權政策 155 209 1.35 22 100 4.50

語言及其他 1,372 6,484 4.73 3,074 8,480 2.76

規劃健康
促進活動

設定目標 執行與檢討 結果分析

●健康結果分析
●公司健康政策
●政府健康政策
●流行病學趨勢
●員工健康需求

●量化

●可行性

●預算控制

●符合需求

●滿意度評估

●檢討修正

●前後測結果

● 認知行為問卷

調查

●職場健康風氣

年度健康促進活動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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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三天的員工健康檢查，項目依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中之法規項目，以及公司原料藥製程

對於員工健康風險的評估，來增加檢查項

目。

過去三年公司健檢費用支出狀況

年度 2012 2013 2014

新人健檢 57,000 57,000 13,000

年度健檢 1,258,917 1,346,414 1,415,462

費用總計 1,315,917 1,403,414 1,428,462

3. 職場健康促進活動計畫

由於公司2014年度健檢結果顯示，異

常項目多為代謝症候群之因子，例如腹部肥

胖、血壓及血糖偏高、血脂異常等，而代

謝症候群未來罹患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

壓、高血脂症、心臟病及腦血管疾病)的風

險也較一般人高出許多。因此2014年度之

健康促進計畫，以減重及減少代謝症候群為

重點項目。

另外，公司也不定期舉辦母性健康保護

相關之健康促進活動、並安排每月一次的廠

醫駐廠服務，就近服務員工，照顧員工的身

體健康。

安全作業環境

1. 環安制度的建構

台灣神隆致力於建立環境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總體的指導方向，以作為環境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的行為準則與工作原則。

本公司之安全管理系統在公司SOP CP-
0001中明訂執行準則與責任。為遵守cGMP
現行優良藥品製造規範，適用於環境、健康

與安全法規，以及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

顧協會(TRCA)所發布之責任照顧方案，而

制定台灣神隆公司高標準之準則與責任。

2. 作業環境測定

台灣神隆為確保良好作業環境品質，每

半年會委託合格檢測機構針對所有廠區進行

作業環境測定，掌握作業環境中危害性物質

的分布狀況，瞭解暴露情形，進而評估並改

   台灣神隆2014年度TOP 10 健檢異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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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作業環境。

3. 製程危害分析

製程評估小組針對生產製程或公用系統

現況的瞭解與分析，採用危害評估方法，期

能辦認出製程潛在之危害及後果，以做有效

及適當之控制處置。

4. 危險性機械設備/器具管理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建造，均經本公司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會同承造商檢查後，申請

經勞動檢查機構重新檢查及竣工檢查合格，

發給合格證後啟用。本公司對於危險性機械

設備之操作除要求操作人員為訓練合格人員

外，並於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中訂有起重

機工作安全守則、鍋爐工作安全守則、高壓

氣體特定設備工作安全守則，以規範操作人

員之作業程序。

5. 緊急應變中心

為了提升員工對危急事件的緊急應變

能力，台灣神隆在2005年成立緊急應變中

心，第一時間處理廠內危機，降低危機造成

的傷害與後續衝擊。

2012~2014年度職業災害統計資料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失能傷害(人次) 3 1 2

失能傷害(件數) 2 1 2

死亡數 0 0 0

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302 13 189

失能傷害率(%) 1.53 0.47 0.99

社會回饋及參與

製藥是良心的事業，台灣神隆本著促進

大眾健康福祉，全力投注在高品質原料藥的

研製之外，為了回饋社會，使地方社區能一

同分享我們成長的果實，台灣神隆致力於各

項公益的推動參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期

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1.藝文推廣：贊助研揚文教基金會

台灣神隆長期贊助藝文展出活動，捐助

國內藝術表演團體海外演出，促進跨國際文

化交流。藉由贊助國內公共藝術推廣者研揚

文教基金會規畫之藝文作品展出，支持國內

藝術創作活動。

A神隆安全衛生環保政策 B. 責任照顧制度管理系統架構

產品安全

環境

健康

安全

損失控制

社區關係

災害
支援系統

產品保證

廢棄物管理

員工安全

實驗室安全 承攬人安全

製程安全

緊急應變

運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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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勢扶助：捐募認養、公益棒球

在社會回饋方面，台灣神隆以扶幼濟弱

為重點，結合公司與員工的力量，每年為鄰

近社區服務身心障礙及弱勢家庭學童的社福

團體諸如蘆葦啟智中心、台南家扶中心、心

路基金會、世界和平會、向陽關懷協會、世

界展望會、瑞復益智中心、德蘭啟智中心

等，舉行捐募認養活動。2014年台灣神隆

也與統一獅棒球隊合作舉辦第二屆「神隆公

益棒球營」活動，贊助近百位弱勢家庭兒童

免費欣賞球賽，並與球星近距離接觸，體驗

台灣國球的樂趣。

3.社區發展：南科「神隆藝壇」

為提升南科園區工作者的生活美學涵養

及人文精神，連續五年舉辦「神隆藝壇」系

列講座，邀請蔣勳、吳寶春、蕭青陽、方文

山等重量級講師群，提供一連串豐富生活與

心靈的饗宴。

4.支持學術發展．鼓勵產業交流

台灣神隆一向積極支持產學交流，除了

主動派員至台大、成大、清大、高醫大等各

相關科系舉辦講習，也曾多次參與國內中研

院、工研院、中國化學會、台灣藥學會等

機構的產學研討活動。更贊助Bio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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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論壇、亞洲生技高峰論壇、美洲華

人生物科技學會在台會議、Tetrahedron 
Symposium Asia研討會之舉辦。同時，台

灣神隆也鼓勵並協助安排相關科系學生至公

司參觀，或提供實習機會，促進學子對業界

之瞭解，協助人才培育。

(資料來源：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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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出爐，台灣神

隆成為評鑑名列前5％的公司之一。台灣神

隆是國際性原料藥公司，神隆董事長鄭高輝

認為，「製藥是良心的事業，善盡社會責

任，必須用良心與道德來經營事業」。神隆

已經連續三年默默在各個角落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才能在第一次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就拿下好成績。

永遠把安全擺第一

鄭高輝指出，醫藥事業除了倚賴高度專

業，它更是一種無法投機取巧、且肩負社會

責任的良心事業。因此，必須擁有正直、誠信

的核心價值，永遠把「安全」放在第一順位。

廠內先進的CGMP生產設施分別通過

國內外藥事主管機關，包括我國衛生署、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DA)、歐盟、澳

洲藥物管理局(TGA)、日本醫藥品醫療機

器總合機構(PMDA)、韓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KFDA)、墨西哥COFEPRIS等官方的

GMP品質稽核，國際級的品質與專業服務

獲得認可。

神隆可以說是統一集團的資優生，從沒

有讓人失望過。除了擁有獨特的市場定位，

在研發、生產、品管、行銷及後勤支援等各

方面的縝密布局外，更重要的是神隆能秉持

統一集團誠信經營的道德觀，因此能夠備受

國際藥廠信賴與投資人青睞。

統一集團資優生

神隆於2011年9月順利掛牌上市，不只

要追求企業穩定經營，更要為廣大的投資人

及利害關係人負責，除了讓公司經營績效更

加彰顯外。同時也必須善盡企業公民的社會

責任，落實「經濟、社會、環境」三大關鍵

指標面向，以提升台灣生技製藥水平為己

任，並持續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這次雖然是神隆第一次撰寫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能一舉拿下評鑑前5％的名單之

一，主要還是因為過去三年(2011-2013)，
神隆一直在經濟、社會、環境各面長期精益

求精，所做的努力的成果呈現；神隆致力於

各項公益的推動參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期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回應社會大眾對

神隆的期許。

神隆秉持「製藥是良心的事業」，必須

本著促進大眾健康福祉，全力投注在高品質

原料藥的研制外。神隆研制抗癌藥物不僅供

應國外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市場，多項抗癌藥

物如Irinotecan、Docetaxel、Gemcitabine
也供應國內製劑廠，為國內癌症病患提供高

品質、供應可靠的藥物來源。

神降更積極配合國內衛生體系需求，提

神隆 用良心與道德經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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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所需藥物開發製造服務，總是在緊急時

刻，積極協助政府維護國人健康，過去曾經

配合政府禽流感防疫措施，不計成本開發提

供克流感藥物。

長期贊助藝文活動

其次，台灣神隆也長期贊助藝文相關活

動，藉由贊助國內公共藝術推廣「研揚文教

基金會」，規劃藝文作品展出，支持國內藝

術創作活動。為提升南科園區工作者的生活

美學涵養及人文精神，連續四年舉辦「神隆

藝壇」系列講座，邀請重量級講師群，包括

蔣勳、鄭愁予、小野、劉克襄、葉金川、阿

基師等，共計吸引進4,000人次，期望藉由

藝文活動的舉辦，為辛勤工作的南科人及社

區民眾增添美學欣賞的機會與生活趣味。

並且發起社區公益活動，結合公司與員

工的力量，每年為鄰近社區服務身心障礙及

弱勢家庭學童的社福團體諸如蘆葦啟智中

心、德蘭教養院、世界和平會學童營養午餐

等，舉行捐募認養活動，提供持續性關懷協

助。另於每周三免費提供公司場地，邀請附

近弱勢團體及庇護工廠至公司進行義賣。歷

年下來共舉辦超過百場愛心義賣活動，並嘉

惠數十家大台南鄰近地區的弱勢團體，包括

龍崎教養院、復健青年勵進會等。

也協助社會急難救助，歷年來重大災難

包括東南亞大海嘯、八八水災、四川大地震

等，去年度日本關東地震，本公司亦主動發

起樂捐活動，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已溺的精

神；發起「關懷受飢兒，寒假餐費募捐活

動」，共有300位神隆同仁慷慨解囊，幫助

大台南地區的弱勢家庭兒童，度過一個溫暖

寒假。

公司回饋地方不遺餘力，除了捐贈台南

大學50台盲用電腦之外，也另外整理出53
台一般的桌上型電腦，分別捐贈給蘭嶼的蘭

恩基金會、臺東縣原住民嘎屋啦瀚文教發展

協會及世界展望會所輔導的嘉義新港東教

會、白水溪教會，希望能為改善離島及偏鄉

的數位落差，貢獻一份心力。

落實製程汙染防治

在環境保護方面，神隆秉持立足台灣、

在地生根之信念，必須確保員工健康安全，

並落實製程汙染的防治。公司除每年投入

環境、健康、安全(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EHS)經費外，也不遺餘力地推動責

任照顧(Responsible Care)、高活性合成藥

物安全認證(Safe Bridge Potent Compound 
Certification)、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等國內外認證，以期提升工業

安全及汙染防治的技術能力。

神隆環境管理制度是依中華民國化學工

業責任照顧協會(TRCA)提供之管理準則而

訂定的，除了嚴格遵循主管機關環保規範

外，亦辦理各項環境管理相關之公共事務以

能提升資源有效利用，減少廢棄物產生量，

以回應公眾之關切及增加對公眾安全、健康

及環境的保護，並持續減少排放於空氣、水

及土壤之汙染物總量，提高汙染防治效率及

經濟效益。

台灣神隆公司成立17年來，不斷地努

力創新，來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產業環境變

革。神隆身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除了提供

就業機會、創造利潤、誠實繳稅外，也應該

更積極遵循國際社會對企業責任及永續經營

的期待，未來會持續在「公司治理、環境保

護、社會參與」等面向努力。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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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

總論

回顧2014年，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的

景氣雖呈現持續復甦，但力道與速度緩慢，

步調不一，亦同於台灣紙業之經濟環境。在

2014年第1季，適逢我國農曆春節假期前後，

市場需求偏弱，加上國際紙漿價格受歐美部

分地區暴風雪天候影響，連月調漲，紙業市

況表現平平；第2季起，紙漿價格漲勢逐漸

停歇，國內市場需求同時加溫，紙業開始好

轉；第3季時，國內外經濟大致持穩，國際漿

價平盤，能源(煤炭)價格開始下滑，又逢紙

業傳統旺季的到來，業績表現優於上半年及

去年同期；而邁入2014年第4季，受國內食安

問題波及，國內整體經濟略有些微影響，但

年關將近，紙業需求增加。整體而言，2014
年台灣紙業全年市況可謂漸入佳境。

正隆公司2014年的產銷概況：營業額

約271億元，造紙總產量約152萬噸，紙器

產量達6.1億M2皆較2013年增加7%~10%；

而在銷售量部份，造紙總銷售量增加7%、

紙器銷量增加9.5%，工紙、紙器在獲利方

面有明顯成長，帶動正隆公司2014年國內

整體獲利優於去年。

正隆長期致力實踐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

諾，於2014年3月發表正隆「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成為台灣紙業界首家完成的公

司，並獲得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所舉辦

的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CSR)。2014年在

綠色永續、節能減碳方面，則榮獲多項獎項

與驗證，如：竹北廠榮獲由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主辦的第15屆全國標準化獎的殊榮，后

里廠榮獲經濟部節能績優「傑出獎」；后

里、新竹、大園造紙廠皆通過FSC™COC
換證驗證，蒲公英連續四年獲得數位時代所

舉辦綠色品牌獎項。產品方面本公司亦成績

斐然，春風面紙與衛生紙榮獲管理雜誌所舉

辦的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之榮譽；並

透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環保萬用容置

袋之專利。

正隆本著「永續素養、綠色經營、友善

環境」之營運策略，順應造紙產業之特性，

為保有永續競爭力，須有效運用綠色生產資

源，已積極進行將生產過程中產出之廢棄

物、汙泥之汽化技術開發，不僅可以降低環

保成本，更藉此增加替代性能源，減少因

生產所耗費的能資源。2014年全公司能源

單耗進步率1.34%，創造可觀的節能減廢效

益。

關心生活、貢獻社會是正隆公司永續發

展之願景，透過鄭火田慈善基金會、正隆關

懷兒童基金會的運作，長期關心鄰里，幫助

各營運據點周遭居民，改善當地居民之生

活；於公司內部則運用各項溝通管道與教育

訓練，長期持續推動QCC、TQM等改善活

動，對產品品質嚴格把關，並將企業社會責



— 439 —

任的理念深植於每位同仁的心中。

然2014年對正隆而言，並非完全風平

浪靜。本公司投資的海外事業發生辰華倒帳

案件，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正隆痛定思

痛，上下一心各單位積極面對問題，強化公

司治理能力，在授信、財務等制度做完整的

改善，除內部公司治理的改善外，也藉由此

事件彰顯出海外管理及上下游供應鏈管理的

重要性。

綜觀2014年，正隆公司所面臨之企業

風險與過往大不相同，由於大環境的改變，

正隆不能再沿襲過去的做法，必須提升企業

應變能力，切合市場變動與世界趨勢。展望

未來的CSR策略目標，期許正隆能從以下三

方面落實：

經濟面(E)： 創造綠色價值，提升綠色

競爭力

社會面(S)： 關注供應鏈管理，與利害

關係人議合

治理面(G)： 強化海外單位管理，鑑別

企業風險機會

展望2015年，海內外各據點均需同心

協力、制度化管理、重視績效，包括：原物

料合理價格及庫存控管、節能及廢棄物處理

之精進；海外企業尤應精進管理、拓展市

場、控管貨款、提高產能利用率以確保合理

利潤。

正隆未來將繼續秉持友善環境的精神，

透過綠色生產、節能減排、低碳環保及貢獻

社會的經營原則，善盡企業責任，持續以成

為「綠色永續的標竿企業」為目標，帶領正

隆人不斷朝「綠能創新」、「幸福生活」及

「永續地球」邁進，為社會及新世代創造更

美好的未來。

CSR得獎紀錄

項次 榮譽摘要 主管單位

1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CSR) 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2 竹北廠榮獲第15屆全國標準化
獎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

3 Wal-Mart企業社會責任驗廠，大
林廠獲黃燈評等

台灣檢驗公司
(SGS)

4 蒲公英連續四年獲得綠色品牌獎
項肯定

數位時代雜誌

5 春風面紙與衛生紙榮獲消費者心
目中「理想品牌」

管理雜誌

6 后里廠獲TPM協會共同舉辦節
能績優觀摩示範單位

TPM協會

7 新竹廠榮獲鍋爐操作績優廠商
台灣省鍋爐協
會

8

后里廠落實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有
成，7月8日獲經濟部能源局共同舉
辦「2014年度節約能源績優獎傑
出獎系列觀摩研討會」之發表單
位，並於12月18日接受頒獎表揚。

經濟部能源局

正隆概況

正隆公司自1959年創立以來，秉持

「忠、誠、信、實」之經營理念，以提供客

戶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為宗旨，並以「忠於

股東、忠於顧客、忠於職責」的企業精神，

堅持「品質完美、價格合理、交期精確、服

務第一」的承諾，以效率、設備、技術、品

質、成本、服務之競爭力，成為台灣、亞洲

的領先紙業公司，更是國際眾多知名品牌的

重要綠色包裝合作夥伴。

產品及其用途

本公司產品種類多元，其中瓦楞紙箱單

層、瓦楞紙箱雙層、白底銅版卡紙、灰底銅

版卡紙、蒲公英/春風/情人環保擦手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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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春風/情人環保衛生紙等多項產品，

已獲得環保標章的使用授權。家庭用紙等相

關產品，亦通過正字標記驗證。此外，本公

司工業用紙、文化用紙、卡紙等各類產品，

分別符合歐盟化學品之註冊、評估授權及限

用指令(REACH)、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

(RoHS)、日本SONY公司環境管理物質標

準(SS-00259)等有害物質規範。

主要產品

紙板類： 工業用紙—裱面紙板、白面紙板、瓦

楞芯紙、塗佈白紙板、紙管紙板等。

紙器類： 瓦楞紙板、瓦楞紙箱、美粧紙箱、

防水紙箱、紙棧板等。

紙張類： 文化用紙—銅板紙、輕塗紙、道林

紙。

家庭用紙及家品—衛生紙、面紙、

廚房紙巾、擦手紙、紙尿褲、洗手

慕斯。

事務紙品： 信用卡簽單、二三聯式發票等電

腦報表印刷品、禮券、發票、藥

袋等。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性議題鑑別

參照 A A 1 0 0 0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

準(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鑑別本公司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鑑別過程係根據「依賴性」、「責任」、

「影響力」、「多元觀點」和「張力/關注

程度」五個面向作為評估標準，由本公司

CSR專案小組成員進行內部評估，最後依照

評分統計，本年度篩選出八類主要的利害關

係人：員工、供應商、政府機關、投資人、

客戶、地方社區、媒體、NGO(非政府組

織)。本公司對於各利害關係人皆保有順暢

的溝通與協調管道，並重視各利害關係人提

出的寶貴意見，以維持良好之和諧關係。

依據上述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及同業間

重大議題，透過系統化統計方式，評估各議

題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程度，以鑑別正隆關

鍵性議題矩陣(如以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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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範疇

本期報告書揭露之資料主要涵蓋正隆股

份有限公司於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間，

在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會參與之作為與

各項績效數據。報告資料來源主要是彙整台

灣地區各據點之資料，若有例外，將於報告

書內容中特別註明。

為完整說明正隆公司推行企業社會責任

的努力，包含歷來與本報告書有關聯之部分

資料，本報告書之財務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

算，關於環保、安全衛生等相關績效則依國

際通用指標表述，其餘量化數據若有特殊意

義，將另行附註說明。前一年度報告書發行

日期為2015年2月。

報告書撰寫綱領

為因應世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日益關注

與重視之趨勢，本報告書內容架構以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4綱領(GRI G4)為依據，就其指導

方針與指標進行撰寫，揭露正隆對於永續發

展之策略、目標與作為。本報告書於附錄2
提供GRI G4指標索引供參酌對照。

報告書查證與發行日期

本報告書並無委託第三方認證機構進行

查證，惟為提升資訊透明度與可信度，日後

發行之版本，將評估由合格認證機構查證後

發行。

本版次發行日期：2015年6月；下次發

行時間預計於2016年6月。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正隆公司長期以來堅持穩健經營、守法

治理、營運透明、重視員工與股東權益，並

深信有監督能力及盡忠職守的董事會是穩

健公司治理的基礎。因此先後在2006年及

2011年於董事會下成立稽核處及薪資報酬

委員會。在健全的公司治理方向下，秉持以

公平、公正、公開、守法循矩的管理模式，

遵照本公司「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

則」、「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全力執行。

內控制度與風險管理

1.內控制度

長期以來，內部稽核單位為董事會監督

公司治理的左右手，內部稽核單位的執掌即

為遵循相關法令，本著誠實信用原則，秉持

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

執行職務；其目的在實施內部稽核，協助董

事會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

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2.重大風險管理

由於在2014年5月本公司所轉投資之大

陸上海中隆紙業發生客戶倒帳案件，本公司

除了向債務人(辰華公司)提告以進行相關資

產的扣押以力求相關債權之確保外，也痛定

思痛，在集團體系內針對授信審查、合約審

查及印信管理等三項規定修改制定更加嚴格

之標準作業流程，構築企業風險的防火牆，

以防止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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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公司以製造及銷售之本業為

主，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同時

我們也責成轄下功能部門，例如財務、會

計、資訊、法務、人力資源、環安衛等單位

之專責人員進行收集、評估及管理所有相關

的營運相關風險，確保公司永續經營。

法令遵循

正隆一直以來均嚴守相關法律規定及遵

循道德規範來執行各項業務活動，致力維護

企業形象與商譽。為落實「忠誠信實」之經

營理念，透過制定相關工作規則與辦法，要

求全體同仁遵守及力行；並藉由教育訓練及

公司網站、刊物等方式加強宣導效果，將遵

法觀念深植於每位員工。

供應鏈管理

正隆公司自1959年成立以來以造紙及

紙業加工為核心，並整合橫向和縱向的產業

鏈資源，逐步發展造紙上、中、下游產業供

應鏈，並以效率、設備、技術、品質、成

本、服務之競爭力享譽國際。為貫徹到產品

品質、客戶服務、社會關懷的每一個層面，

堅持「品質完美、價格合理、交期精確、服

務第一」的承諾。

2014年綠色採購具體事項

正隆公司深刻體認採購對企業供應鏈的

環境績效影響甚鉅，而採購部門對供應商的

綠色標準要求，有助於促進綠色產品研發，

進而提升環境意識、改善環境行為、提高環

境管理水準。由於造紙業須仰賴大量造紙原

料如原生紙漿，若於原料端上採購廢紙回收

之再生紙漿，將是正隆對於環境保護的具體

作為，故依循台灣區造紙公會之資料，在

2014年正隆透過綠色採購概念，所採購之

國內廢紙量，約占台灣廢紙產生量的33%。

環境永續

正隆公司肇基之始即囿於台灣能源的貧

乏，長期秉持「珍惜資源」的綠色永續經營

理念，並深入產品服務與生產規劃之中，設

計以廢紙回收再利用作為生產的主要原料，

以及儘量使用FSCTM(森林管理委員會)驗證

之原物料，做為永續友善環境的第一步。

環境管理制度

1.管理歷程

本公司的環境管理制度，源自於過往各

項管理活動，企業管理初期強調以品質管理

為主，包含正字標記、品管圈活動(QCC)、

全面品質管理(TQM)與ISO系列等等。隨

著時代演變、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管理活動

也與時俱進，近年來更導入企業資源規劃

(ERP)、數位學習(e-Learning)、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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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及企業社會責任(CSR)，碳足跡的管理

等。

2.管理政策

本公司在系統執行上依照ISO系統之要

求，遵循PDCA的管理流程，透過政策與年

度目標、標的推動，務實的作業管制措施與

監督量測的管理，加上定期實施內部稽核與

外部追查，確保系統落實執行；而所有內部

稽核與外部追查發現的缺失，都會立刻進行

矯正及預防措施，並於各管理審查會議中提

報，檢討缺失與改進，以確保管理系統穩定

運作，以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空氣汙染管理

本公司各造紙廠應用燃煤鍋爐、再生

燃料生質能鍋爐和汽電共生系統來提升能

源效率，為有效控制其運轉時所產生的空

氣汙染物，在後段煙氣品質管控設有袋

式集塵器、靜電集塵器、排煙脫硫(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FGD)及脫硝系統

(LNB+OFA+REBURN+SCR or SNCR)等

防制設施，其中2001年在正隆大園廠完成

的粉煤鍋爐再燃燒低NOx示範技術除能有

效降低NOx外，更使大園廠成為亞洲第一

家應用此技術之造紙廠。

而在紙器廠部分，自2013年起逐步將

燃油鍋爐汰換為天然氣鍋爐，截至2014年
底已有四座鍋爐完成改造，除有效減少粒狀

汙染物、氮氧化物以及硫氧化物等空氣汙染

物之排放量外，更能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節

能減排效益明顯，因此未來將持續評估更換

天然氣鍋爐之可行性，落實綠色永續之經營

理念。

水資源管理

1.節水管理

在造紙的生產過程中，需要倚賴水做為

原料的載體，因此對於水資源的合理運用，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TOSHMS ISO 50001 ISO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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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物種類 排放量(公噸) 備　註

氮氧化物 1,480 本公司並無臭氧層破壞物質(ODS)、持久性有機
汙染物(POPs)及有害空氣汙染物(HAPs)之顯著排
放硫氧化物 543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183 

懸浮微粒(PM) 129 

2014年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始終為管理的要項之一，將製程用水進行分

級管理，以回收、循環、再利用的技術與理

念達到降低用水量效果。

2.水資源再利用

造紙廠將造紙生產過程中產生之白水經

回收過濾再生後，即可取代製程中部分清水

段，讓可應用白水的設備不使用清水，藉

造紙及紙器事業部近五年單位產品用水量

粉煤鍋爐汙染防制流程

粉塵等粒狀汙染物。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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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以生產工業用紙

為例，紙機頭箱段之紙漿濃度約為1%，即

含有99%之水分，而製成工業用紙後之含水

量約為7~8%，若蒸發量以1 m3/ton紙來估

算，約可節省90%之用水量。

2014年水資源管理成效

水資源管理指標 2014年管理績效 單位

自來水使用量 486,814 m3

河水使用量 5,658,499 m3

地下水使用量 11,354,014 m3

排放水體
田心仔溪、鳳山溪、客雅
溪、大甲溪、新街溪

-

總放流水量 15,949,165 m3

*回收再利用水的
總量

20,355 m3

*回收再利用水量
 占用水總量比例

20.3 %

*註：回收使用之量化部分僅計算紙器事業部

3.水汙染防治

在節約用水的管理的措施下，製程中產

生的廢水會不斷地濃縮，在水汙染防治上又

形成一大考驗，因此除了努力做好源頭減量

以外，本公司更在廢水處理設備的投資上不

遺餘力，以妥善處理製程廢水至符合放流水

排放標準。

本公司持續進行各項廢水處理提案改善

以有效降低環境之負荷。

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化

正隆公司長期致力於製程改善及能資源

整合，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降低廢棄物之

產生量，並以能資源利用之效益最大化與汙

染最小化的永續原則為目標來努力。

溫室氣體管理

正隆公司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積

極對溫室氣體做妥善管理，並依循國際標準

及環保署推行策略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

實施各項管理改善活動，歷年來發展歷程如

下頁圖：

碳足跡標籤認證

正隆公司未來將持續推動產品碳足跡盤

查，將品項逐步擴展至其他家紙產品系列，

除能徹底了解產品碳排放狀況，找出耗能黑

洞，作為未來開發減量技術與推動管制策略

時之參考外，更能提供民眾選購更多樣的低

碳產品，引導台灣邁向低碳社會之路。

環境會計

在綠色經營的思考下，正隆於2004年
正式導入環境會計制度，並納入公司ERP系
統內，以精確表達公司在環境面上的支出總

成本，充分展現完整的環境財務資訊，作為

2014年主要廢棄物管理成效

*廢棄物管理指標 2014年管理績效 單位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量 306,035 

公噸

委託廠商再利用 130,967 

委託廠商處理 

焚化處理 66,725 

物理處理 135 

熱處理 173 

掩埋 16,639 

自行處理
焚化處理 49,448 

物理處理 41,948 

*註：本公司並無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

2014年各造紙廠放流水之汙染物排放濃度

汙染物
排放濃度(mg/L)

實測平均值 放流水標準

SS 12.8 30
BOD 15.5 30
COD 90.1 *180

*註： 依放流水標準規定，使用廢紙為原 未達60%
者，COD法規標準值為160(竹北廠適用)；

使用廢紙為原 達60%以上者，COD法規標準值為
180(其餘各廠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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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決策依據，同年並榮獲經濟部頒發之中

華民國第1屆綠色會計獎的肯定。

綠色產品與服務

正隆公司向來積極開發省資源、低汙

染、可回收之綠色環保產品，並且結合綠色

設計、生產、採購、以及全員參與的環境保護

政策，倡導愛護地球的決心，朝向綠色企業

邁進。本公司造紙廠使用回收廢紙原料比率

達91.34%，生產符合環保標章要求的工業用

*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2011 2012 2013 2014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1) 978,498.526 1,051,591.199 1,211,551.513 1,252,533.803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2) 253,481.339 269,111.180 209,033.039 212,641.250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t-CO2e/營業額(億元)] 5,094.971 5,249.156 5,645.369 5,388.729 

*註：本公司並無計算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3)

2011~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05

2006

2010

20102009

2008

2009

ISO 14064-2ISO 14064-1

目前榮獲環保署碳足跡標籤認證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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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面原紙及瓦楞芯紙，提供下游紙器廠製作

環保標章紙製品，如瓦楞紙箱、紙板及紙棧

板；另外，家庭用紙「蒲公英」、「春風」、

「情人」、「淨世代」環保產品，也取得環保

標章的使用授權，同時「蒲公英」環保系列產

品亦獲得「第三屆台灣綠色典範獎」。

未來計劃與永續循環型的企業能資源整合

展望未來，當全球持續朝向低碳、循環

型經濟的社會發展之際，正隆除需持續不斷

精進以綠能創新的工程技術，兼顧能源、環

保、經濟三面向持續創造企業的綠色永續價

值。日後更將持續以更卓越的節能減碳績效

來回應社會大眾的期望，善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努力成為綠色永續低碳的標竿企業，並

進而朝向「GO Green地球更美麗」的企業

綠色願景邁進。

員工與社會參與

友善職場

正隆秉持對於安全衛生之最高標準，在

總經理全力支持與期許下持續推動安全衛生

紙類產品纖維回收
再生原料有效轉化
製程多元衍生性再
生燃料

企業營運
成本

環境會計

研究開發
成本

上下游供應商/
客戶關係成本

損失及
彌補成本

管理活動
成本

社會活動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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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動。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運

作、提案改善及各項自護活動之施行，在勞

工代表以及全體員工的參與下，期望給員工

一個安全、健康及舒適的作業環境，減少各

項災害之發生率，有效落實公司安全衛生政

策：「全員參與、災害歸零、安全健康」，

塑造優良的安全文化。

近年為強化安全衛生管理，以安全衛生

活化活動為中心展開系統性的安衛管理活

動，並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合作執行工

安伙伴結盟、同業觀摩及安全夥伴結盟等活

動來提昇安全衛生水準，將公司之安全文化

深植每位同仁心中。

員工關係與照顧

本公司堅信「人」乃企業永續發展之根

本，亦是正隆最珍貴的資產，秉持這樣的理

念及人力發展策略，正隆公司承諾致力於保

障同仁工作權益，提供友善安全的工作環

境，並給予員工充分的關懷與照顧。對於正

隆而言，人力資源發展的策略必須思考如何

在以成本領導策略為主、差異化策略為輔的

經營政策下，藉由組織變革、企業文化的逐

漸轉型、各項管理活動的導入及充分運用現

代化的資訊科技技術，以加強企業的核心能

力。

人力資源現況

本公司於台灣地區的員工人數截至

2014年底為止，合計約有2,990人，由於本

公司行業特性屬於傳統製造業，廠區現場工

作人員需輪班且較耗費體力，因此男性同仁

任用比率遠高於女性同仁。

員工權益與福利

1.薪資水準

在對外招募新進人員的起薪上，遠優於

法令所訂基本工資，且提供相當具有競爭性

的薪資水準，根據薪資調查資料顯示(包括

外界企管顧問公司調查、異業及同業間自行

調查)本公司薪資定位高於一般水準。

各階層男女薪資報酬比例

階層分布 職稱 女 男

高階主管 協理級以上 100 102.0

中階主管 課長級 100 110.7

基層主管 班組長級 100 105.8

一般職員 100 103.9

註：以女性同仁為基數計算

2.反歧視

為保障員工工作權益，本公司遵照相關

勞動及人權之法令，制定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及各項人事規章，以確保員工均能受到

合理公平的對待與尊重，不因其種族、階

級、健康、年齡、性別、政治立場或宗教信

仰等因素而有差別待遇或歧視。截至2014
年底，本公司僱用身心障礙之同仁計有45
人，高於法令規定進用比率1％；另具有原

住民身分之同仁計有15人，目前仍積極僱

用符合資格之人員。2014年度未有任何歧

視事件發生。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指標
*工傷率
(IR)

職業病率
(ODR)

*誤工率
(LDR) 死亡數

*2014年管理績效 0.23 0 12.96 0

2014年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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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用童工

關於僱用對象，本公司於規章辦法中明

定：未滿16歲者不得任用。各廠部均確實遵

照法令規範未曾聘用過童工。為善盡社會責

任，目前已著手進行規劃，擴大要求供應商

及承攬商不得任用童工，並將「禁用童工」

之條件納入與供應商及承攬商之契約，未來

更評估將此項條件列入供應商的評核標準。

4.員工照護

員工的身心健康為企業永續的重要指

標，因此我們非常重視員工的照護制度及措

施。全體員工每年實施一次勞工健康檢查，

同時針對從事特定危害作業之同仁，施以特

殊作業健康檢查，並依照檢查結果由醫護人

員對同仁健康問題持續追蹤管理。

為提倡同仁對於自身健康的重視及自主

管理能力，除不定期舉辦戒菸班、減重班等活

動，更邀請醫學中心等專業衛教單位，舉辦三

高族群、肝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講座。

為擴及員工照護的範圍，正隆亦制定了

優渥的同仁子女獎學金制度，殉職員工子女

亦可比照同仁申請，以善盡照料殉職員工之

家庭。每年獎勵同仁子女之人數超過1,500
人，每年總發放金額逾500萬元。

2014年合計頒給1,509位同仁子女，合

計發放5,801,000元。

5.完整福利制度

正隆除依法提供勞、健保，並依法給予

特別休假、育嬰假、產檢假等外，為提升同

仁生活品質、增加家庭休閒時間，本公司特

依據法定工時規定彈性辦理實施周休二日。

另由公司提供免費午餐、加班點心、生育津

貼、團體保險、家屬醫療補助、急難救助金

及員工子女教育獎助學金等，每年均舉辦國

內旅遊活動，及不定期選派優秀同仁出國研

習、員工持股信託。

2014年請休育嬰假統計表

男 女

請休人數 1 2

復職人數 0 1

溝通管道

正隆致力建立勞資雙方間暢通的溝通橋

樑，包含年終業務研討會、廠務會議等，使

主管得以宣達公司經營目標及願景，並藉此

公開表揚優秀同仁之工作表現。另透過勞資

會議、提案改善建議案、雙月刊等許多管道

給予同仁表達個人意見機會；若有任何申訴

事件，設有稽核專線與信箱、董事長信箱受

理相關不法或不公之情事。2014年計有三

件勞工申訴案件，其中二件有關請假及工時

問題已協調處理結案，另一件資遣爭議尚積

極協調處理中。

為保障員工自由結社之權利，本公司對

於員工籌組工會採取開放立場，目前分別有

竹北廠及新竹廠兩廠員工各自成立工會，並

定時召開會議，該廠高階主管均參與會議，

直接與員工溝通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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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關重大營運變化或攸關勞工權益等

事項，本公司均會透過公布欄或電子公告等

方式，立即告知員工。

員工職涯與發展

針對新進同仁、現有員工及不同階層之

主管人員，建立以職能管理為導向的培育體

系，並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訓練流程，提升員

工的專業管理技能及知識，同時我們亦提供

員工開放多元的學習環境，同仁可以藉由內

/外訓、OJT(On the Job Training，職場內培

訓)、e-Training(訓練E化管理系統)及TPM
活動(Total Productive Management，全面

生產管理)，不斷挑戰自我的工作極限，滿

足個人成就。

社區參與及公益

「關心生活、善用資源、貢獻社會」是

正隆公司的企業願景，也是我們對企業社會

責任的承諾。為落實關懷社會、服務大眾與

友善環境的理念，正隆透過內部資源，以及

「鄭火田慈善基金會」與「正隆關懷兒童基

金會」，長期關注「綠色推廣」、「社會參

與」、「急難救助」、「兒童關懷」四大領

域，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並號召同仁參與

社會服務工作，以實際行動關心社會弱勢，

讓社會更溫暖、更美好。以下本文將由「綠

色推廣」、「社會參與」、「急難救助」、

「兒童關懷」四大領域分別舉例說明正隆在

社會參與及公益上的努力。

人才培訓體系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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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綠色推廣

以廢紙為主要原料，50多年來正隆孕育

了「珍惜資源」，重視「環保」、「永續」

的企業文化，致力推廣綠色環保、環境教育

及響應節能減碳，為地球永續善盡一份心

力，並實現企業帶頭推行環保的社會責任。

「綠色書香 紙圖書館」公益活動
正隆台灣十個工廠所在地多屬偏鄉，當

地學童因附近缺乏大型書局，距圖書館又遙

遠，造成學習弱勢。為協助縮短城鄉知識差

距，及活化閒置教室，正隆與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文教基金會及供應商山隆通運股份有限

公司攜手合作「綠色書香 紙圖書館」公益

計畫，發動企業員工募「籍」讓書去旅行，

並將瓦楞回收紙做成的紙桌椅、紙展示架送

進校園，打造「紙圖書館」，啟發兒童學習

興趣，改變偏鄉學童未來。2014年度共捐

贈苗栗中興國小、后里內埔國小與大園五權

國小三座紙圖書館，未來將結合更多組織的

力量，將書香送至全國各地，希望以每年二

至三間的速度，於五年內打造十間以上的偏

鄉紙圖書館且長期認養，並協助升級為社區

圖書館，嘉惠更多孩童與民眾。

可愛的紙桌椅吸引學生前往觀賞，更喜

歡坐在圖書室裡閱讀，增加圖書館與書籍的

使用率，透過紙展示架方便展示主題書展，

也讓主題書能更醒目的展示在學生面前。學

校教師帶學生往圖書室閱讀的意願更大大增

加，並能機會教育學生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

2.社會參與

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理念，

正隆積極參與愛心公益活動以及回應社會重

大議題以回饋社會，並透過全省十個廠區進

行社區參與活動，舉凡社區營造、社區關

懷、教育文化、藝文推廣等，充分落實企業

公民的社會責任，且透過長期的社區參與建

立良好的社區關係。2014年我們持續透過

各種專案協助公司/工廠所在地區發展相關

藝文與休閒活動、認養路燈、宗教心靈、及

社福公益，為台灣社會打造更好的明天而努

力。

關懷災區重建

2014年高雄八一氣爆，員工自主捐款

超過66萬元，現金致贈高雄市南區家扶中

心協助受災居民兒少安學，公司同時捐贈

1,080串情人與蒲公英衛生紙給災民。

3.急難救助

關懷弱勢貧困家庭，提供經濟及物資上

2014年受訓時數(不含數位學習時數)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一般人員 合計

訓練總時數(小時) 1,592 5,773 15,924 99,296 122,584

每人平均時數(小時) 16.8 37.2 46.7 43.2 42.4

近三年教育訓練支出費用統計

年度 2012 2013 2014

經費支出(元) 2,718,100 2,943,245 2,8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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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正隆成立「鄭火田慈善基金會」，

全力發展急難救助、貧困救濟等慈善事業，

並藉由全省各地的工廠實地拜訪了解，將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理念化為實際行動，將

觸角延伸到社會角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

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鄭火田慈善基金會

感念台灣社會為正隆公司的成長茁壯提

供良好的基礎，與緬懷創辦人鄭火田先生民

胞物與的慈悲精神，正隆集團總裁鄭政隆先

生於1993年設立鄭火田慈善基金會，致力

推行急難災害救助、醫療補助、老人福利、

貧病殘障救濟等慈善公益工作。近年來，基

金會也積極與公益社福團體展開合作，擴大

服務層面，期能拋磚引玉，呼籲更多的社會

關心弱勢，啟動社會的正面能量，倍增社會

溫暖。從1993年設立運作以來，基金會至

2014年底止共捐助個別戶及機關團體等個

案多達2,200件，累積金額達新台幣5,000多
萬元。

4.兒童關懷

兒童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柱，弱勢孩童

的良好成長更需要社會大眾的關注，正隆透

過「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關懷弱勢兒童

教育、福利及健康成長，同時與家扶基金會

等社福團體合作關懷兒少議題，豐富弱勢孩

童的心靈，開拓其生活視野，支撐社會向上

的力量。

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有感於兒童受虐事件頻傳，諸多兒童未

能好好接受栽培，甚至遭受遺棄、凌虐，正

隆集團總裁鄭政隆先生於2006年成立「正

隆受虐兒童福利基金會」，秉持以辦理受虐

兒童之福利、公益活動為目的，讓受虐兒遠

離災害，並於2009年更名為「正隆關懷兒

童基金會」擴大公益服務範圍，以兒童福

利、兒童醫療服務等為服務宗旨，並協助弱

勢家庭兒童給予經濟上的贊助及頒發獎助學

金，期盼所有兒童都能有個安全的庇護所。

從設立運作以來，基金會至2014年底累積

捐助金額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

(資料來源：正隆股份有限公司2014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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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工紙龍頭正隆不僅是台灣第一家取

得國際碳權的企業，也是造紙業中，第一家

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領導廠，並

在2014年獲CSR報告書的台灣企業永續報

告獎。正隆不僅創造出綠色經濟，使用再生

紙漿代替原生紙漿，更不斷透過設備投資提

升綠色競爭力，將造紙業對環境的影響降到

最低。

正隆正視全球暖化日益嚴重的問題，

2004年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導入ISO 
14064，掌握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進

一步進行溫室氣體計畫型減量。正隆將廢水

處理產生的沼氣純化後，轉做蒸汽鍋爐燃

料，產生蒸氣供製程使用，以此取代煤炭，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由於經國際確證，每

年可達到額定減碳量，正隆在2008年取得

國內第一張國際VCS碳權確證，認證過後

的碳排放具備交易價值。

積極建置替代能源 優化結構

除了溫室氣體計劃型減量，正隆也積極

建置替代能源，利用風力和太陽能等潔淨能

源發電設備，優化能源結構。包括竹北廠開

發的風力發電，一年可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大約1,370噸，后里廠的太陽能發電，

一年可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274噸。

為了減少石化燃料使用，提高替代能

源比率，正隆並投資購置廢棄物衍生燃料

RDF造粒設備以及流體化床鍋爐設備，也

就是俗稱的焚化爐。透過將製程的殘渣壓

榨、乾燥去做造粒，可取代部分煤碳作為鍋

爐燃料。藉此並可降低造紙廠廢棄物委外處

理，除了減降成本更可減少對環境可能帶來

的影響。

正隆2014年的能源替代率是9.96%，約

節省6萬5,000多噸的石化燃料，截至2015
年上半年已經提升到11.65%，公司未來目

標是希望能將能源替代率提升到15%，主要

仍是透過設備改善及投入汽化爐作替代能

源，來持續提升能源替代率。

造紙廠主要生產原料為原生木漿和回收

廢紙，正隆從公司成立之初即使用回收廢

紙再製成紙製品，2014年約回收使用162萬
噸廢紙，其中，有將近七成來自台灣當地

回收，占整體台灣廢紙量的33%。此外，正

隆的產品使用回收廢紙原料的占比已超過

90%。

「蒲公英」家用紙 百分百回收紙

除了綠色製程以及節能低碳，正隆在環

保事業上的推動也延伸到家庭用紙。正隆家

用紙自有品牌「蒲公英」堪稱是國內環保家

用紙先鋒，也是全國唯一獲得「碳足跡」及

「 環保標章」雙標章的家庭用紙。

「蒲公英」環保擦手紙100%由回收廢

正隆減碳 化身綠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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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製造，在公司持續進行碳足跡盤查下，也

是國內首度換發新證的產品，每包碳足跡比

例高達13.59%，遠高於2010年申請碳標籤時

所宣告三年內減量5%的承諾。在政府和企

業的共同推廣下，蒲公英並曾獲2012雙十國

慶煙火節、2011年台灣燈會、2010年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獲選為國際盛事的生活用紙。

環保教育 扎根兒童

正隆董事長鄭舒云在2010年正式接下

董事長職務後，持續大力推行綠色經營策

略；在她的巧思下，正隆近年透過旗下文創

品牌「紙樂屋」推動的紙藝創作展，以及捐

贈偏鄉小學「紙圖書館」，皆引起廣大迴

響，讓公益活動增添教育與趣味意義，讓環

保意識得以透過兒童教育萌芽。

由於正隆在台灣的工廠所在地多屬偏

鄉，當地學童缺乏大型書店，距離市區圖書

館亦遙遠，造成學習上的弱勢。正隆因此結

合銀行業以及關係企業攜手合作「綠色書

香-紙圖書館」公益計畫。不僅利用瓦楞回

收紙作成紙桌椅、紙書架，將紙圖書館送進

校園，並發動二手書捐贈活動，充實偏鄉小

學的圖書資源。

正隆從2014年開始啟動「紙圖書館」

公益活動，原先目標以每年二至三間的速

度，計畫在五年內打造十間以上的偏鄉紙圖

書館，並長期認養，協助升級為社區圖書

館。不過，截至2015年上半年，正隆已打

造四間紙圖書館，進度明顯超前，且11月
還將一口氣捐出兩間紙圖書館，分別是高雄

燕巢的安招國小，以及台中的啟明學校。短

短兩年就有六間紙圖書館落成。

紙圖書館提供的可愛的紙桌椅吸引學生

興趣，也讓圖書館的書籍使用率以及書籍借

閱率跟著大幅提升，學校也藉機宣導，自然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廢紙回收再利用的實

際範例。由於兼具教育與趣味，已有不少學

校主動聯繫接洽，希望紙圖書館可以進駐更

多校園。此外，紙圖書館亦提供如何利用廢

紙DIY的實作方法，帶領學童認識廢紙不是

垃圾，而是可以不斷收回再利用，讓環保教

育往下扎根。

推動紙圖書館 進駐校園

正隆也透過紙樂屋以「紙藝創作展區」

的型式舉辦公益活動。以環保瓦楞紙作為材

料，讓兒童有機會動手做紙藝及參與各式各

樣的藝文表演活動，透過紙藝術創作、展演

與互動，不僅豐富藝術文化的多樣特質，藉

由環保與藝術的結合，也擦出不少新火花。

在社會關懷方面，正隆分別成立「鄭火

田慈善基金會」與「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其中，「鄭火田慈善基金會」以急難救助為

主，包括賀伯風災、921地震、中國川震、

八八風災，以及日本311與去年的高雄氣爆，

集團對急難災害的捐助金額已經突破上億，

希望能雪中送炭，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另外，有感於兒童是國家發展的支柱，

針對家暴、失學、棄養的兒童，正隆關懷兒

童基金會與社會公益團體台灣家扶基金會長

期合作。每年舉辦兩次家扶寄養孩童獎助學

金的捐助活動，透過關懷兒童的教育、福

利，讓弱勢兒童有機會透過教育脫貧。從

2007年發起獎助學金開始，迄今已捐助了

1,465位家扶的寄養兒少，未來更將增設正

隆獎助學金，鼓勵正隆全省營運據點所在地

的學童，傳遞正面的能量，讓這個社會更美

好。 （嚴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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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

總論

最高承諾：水平事業整合 提高裕隆集團戰力

2014年逢十年換車潮、全球經濟景氣

復甦，以及匯率與油價利多等因素，新車銷

售量全台突破42萬3,829輛。十年換車潮，

加上眾多新車款推波助瀾下，預計這波效

應仍可持續至2015年。裕隆集團2014年整

體營收達約3,500億元左右，年成長12%，

2015年我們也預期12%成長目標，裕隆集

團穩定中成長，始終努力為利害關係人創造

更大的利益。

創造資源整合效益

創新是組織發展的必要條件，雖然創新

過程會面臨艱難的挑戰與考驗，但仍要堅持

創新。2015年務必啟動集團整合，加速汽

車、紡織、營建及周邊水平事業整合，避免

資源重複配置。不只汽車事業要當領頭羊，

帶領其他事業衝鋒外，其他事業也要全力相

挺，發揮加乘效果。以集團各公司協同合

作、創造集團資源整合效益、提高集團的競

爭力與戰鬥力。

納智捷(Luxgen)
裕隆汽車謹記吳舜文女士的「幫中國

人裝上自己的輪子」使命，因此打造自主

品牌是裕隆汽車多年的夢想與堅持，雖然

總是忍受外界質疑，然而於2014年納智捷

(Luxgen)在台灣締造1.65萬輛、大陸5.2萬

輛的銷售新高紀錄，鼓舞了堅持自主品牌的

裕隆汽車。

台灣有自有汽車品牌，並且能輸出國

外，這是國人共同的榮耀，呼籲國人珍惜且

支持我們驕傲的自有品牌，進而力挺你我的

台灣經濟。

納智捷車款會愈來愈齊全，我們有信心

期待納智捷將以更快的腳步，一年以1.5款
新車的速度來穩固自有品牌根基。對納智捷

(Luxgen)新款U6 Turbo運動休旅車，我們

投入最大心力緊盯著品質管控、嚴董事長親

率高階主管試車，U6 Turbo運動休旅車加

入ECO Mode節能模式，強化節能效果。

新店裕隆城的開發

新店裕隆城開發案，2014年分別與誠

品及威秀影城簽訂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分別

負責商場與影城的規畫與招商，預計2016
年取得商業區建築執照，計畫2020年底複

合商業區正式開幕。

裕隆無限的愛

2014年5月高雄發生嚴重氣爆，造成嚴

重損失與傷亡災情，裕隆集團於第一時間

表達關切，心繫黃金救援時間，捐贈新台

幣1,000萬元及其他關懷作為，希望協助受

災民眾早日重建家園。2014年8月桃園市新

屋區亞洲保齡球館大火造成六位年輕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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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隊員不幸罹難，裕隆集團旗下捐助300萬
元(裕隆汽車、中華汽車、台元紡織共同捐

贈)。2014年9月裕隆汽車為感謝地方對裕

隆的支持及表達公司對地方的回饋，捐贈三

義七輛電動車，將投入社區巡守、弱勢接送

及遊客接駁，總價逾千萬。全電動的車輛主

要就是要環保、綠能，台灣相當適合推動清

淨能源交通工具。

展望未來

在此，特別感謝員工、協力商及經銷商

的努力，也感謝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唯有你

們，裕隆才能做得更好。裕隆將持續致力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營運目標結合，據以

訂定未來發展策略，並實際回饋社會。未

來，雖然裕隆仍會面臨更多的挑戰與機會，

如汽車事業、新車研發與上市等將與全球車

廠同步競逐，裕隆更要提升所有事業體經營

品質，加強產品差異化、價值創新，將所有

細節做到比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及肯定更高。

CSR得獎紀錄

2014年
(1)4月LUXGEN榮獲「經理人月刊

─2014影響力品牌大調查」汽車(國產類)

特優。

(2)9月裕隆榮獲「2014第四屆幸福企

業獎」三顆星榮耀。

(3)10月本公司榮獲《數位時代》2014
台灣創新企業20強。

裕隆概況

裕隆汽車配合集團積極且導入「移動價

值鏈」概念，已成功從「傳統製造業」跨業

整合後成為「製造服務業」。裕隆汽車持續

進行自主品牌LUXGEN的發展，陸續推出

新的車款，在極致動力與環保節能上不斷精

進追求，產品力廣獲消費市場的肯定。裕隆

汽車將來規劃能分別在當地施行一貫營運模

式：新市場行銷→建立生產基地→擴展營運

據點→最終拓展事業版圖。未來，裕隆汽車

將落實全球採購(Global Sourcing)、結合內

外部資源，導入差異化及優質商品，滿足消

費者需求，實踐「自主品牌、行銷全球」的

經營目標。

經營理念

「追求顧客滿意、創造企業繁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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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祉」這樣的經營理念數十年如一，未

曾動搖過，這個堅持成熟了現在的裕隆汽

車，帶領著我們朝向積極自創品牌，發展智

慧科技車及綠色思考為導向之產品及服務，

以成為國際級全球車廠之目標。如下頁表

多品牌製造與服務

裕隆汽車在原本的經營體系內，延伸出

服務的體系，轉型為製造服務，是除了強化

製造，更將原來的資源建構成一個服務體

系，為所有的品牌服務。裕隆汽車擔任整體

控股的角色，在股權、經營面、製造與服務

等在全價值鏈活動中提供自己的優勢供多品

牌使用。裕隆汽車營運模式包含：(1)多品

牌經營(2)多品牌專業製造(3)多品牌服務

價值鏈。

營業範疇

2014年裕隆汽車除了以台灣三義、中

國杭州為生產基地外，更將菲律賓成功轉型

為第三個生產基地，計畫從生產基地為原點

紛紛擴展當地營運據點，複製在台灣的成功

營運模式，從點到面進駐海外市場，以穩健

的腳步拓展裕隆汽車版圖。除了開拓中國、

台灣、菲律賓市場以外，行銷亦遍及中東地

區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以及南美洲的多明

尼加等國家。

CSR管理與推行

要做為一個兼具道德與負責任的企業，

裕隆汽車以此為目標不斷地努力與邁進；我

們深信做好對利害關係人及環境關心的責

任，最終將有助於公司長期的成長與獲利。

隨著成長與獲利的達成，裕隆汽車將持續秉

持回饋社會的精神，持續地發展綠色產品及

社會責任。

1.誠信經營

裕隆汽車一直以來秉持高標準的誠信經

營承諾保障公司各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基本。

多年來本公司都不曾發生任何不誠信、不守

法的情事。

2.成立CSR專案組織

為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裕

隆汽車成立CSR專案組織，由總經理與副總

經理擔任召集人，本組織主要工作是協助裕

隆汽車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除了持續

朝「公司治理」、「環境政策」、「社會參

與」等三大領域努力外，更希望加強國際所

關注的水資源、勞動人權、性別平等、顧客

關係維護等議題。組織中各單位需負責提供

裕隆汽車在企業社會責任努力與承諾的事項

資料。透過該組織使裕隆汽車的員工更重視

企業社會責任意義與重要性。

重大性議題分析

裕隆汽車藉由多元的溝通方式及溝通管

道後，彙整出27項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

裕隆汽車CSR核心小組將彙整27項利害關

係人關切議題後，根據會議討論結果依分析

排列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的關注程度，再由

裕隆汽車CSR核心小組評估議題對企業營運

的衝擊程度，據以分析最終議題之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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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說明

裕隆汽車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CSR報告書)，這是我們呈現給裕隆汽

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第九本CSR報告書。

2015年裕隆汽車持續揭露、回應利害關係

人關注的議題，希望能以此方式，讓裕隆汽

車的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得以被看見，也讓利

害關係人瞭解裕隆汽車在企業社會責任上

的努力，使集團內外有更多交流。裕隆汽

車延攬各單位部門代表組成「CSR核心小

組」，蒐集資訊並編撰本CSR報告書，亦

規劃未來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向。這

本報告以中文發行，歡迎蒞臨本公司網站瀏

覽互動或下載完整報告(PDF檔案形式)。請

大家輕鬆閱讀裕隆汽車2014年在經營、環

境、社會方面的成績。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期間為2014年(2014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求相關專案及活

動成果的完整性，有關上述期間前後的事例

以及今後的方針、目標和計畫或部分績效等

內容也有部分刊載。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的組織邊界，以裕隆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為主體(簡稱裕隆汽車)，視內

容需要，若涉及其他裕隆集團相關公司如納

智捷、華創車電等公司時會加以說明。另

外，因今年改採G4報告書綱領，故本報告

書的組織邊界與往年不同，涵蓋了所鑑別出

重大性議題的內外組織，也加入了相關子公

司資訊。未來我們會陸續納入子公司重要資

訊，更全面性揭露裕隆汽車在價值鏈上的

CSR影響力及成果。

數據統計範圍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公司，大部分指標

內容涵蓋台灣廠區製造據點，若有涉及其他

區域的指標，則另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

除了以裕隆汽車為主，其他相關業務中亦部

份述及裕隆日產、華創車電技術中心和自主

品牌納智捷等。本報告中，裕隆汽車製造股

份有公司，將簡稱、「裕隆汽車」、「本公

司」或「我們」。本報告書對於未能刊登在

本報告中的事項和數據以及本報告內容的相

關資訊，歡迎參訪本公司網站(http://www.
yulon-motor.com.tw)

參考指導綱領與原則

．GRI/G4版核心選項之要求

．AA1000當責性原則

．ISO 26000指引及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

發行時間

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現行版本：2015年6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2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6年6月發行

計算依據

財 務 報 表 已 依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彙總各轉投資企業挹注

的財務績效，財務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算；

環保安全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上通用的指標

來呈現。

報告書之審查與查證

內部審查：

由CSR核心小組負責整體規劃，實際

進行資料彙整、溝通整合及編輯修訂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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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報告內揭露的資料及數據在各部門提供

時，已由各一級主管初步核定，完成的初稿

經CSR核心小組成員依其分工項目校閱及修

訂，確認後敬呈副總複核，再敬呈總經理核

閱，係逐層審閱及核定後定稿出版。

外部查證：

今年本報告書因為出版時間緊迫，未

針對報告書查證，我們仍然以符合GRI/G4
指引及AA1000保證標準第一類型的高標準

編製本報告書。其中，已列入公司財務報告

之成本及會計資訊均已經由會計師查證；環

境及安全衛生之管理系統則除定期進行內部

稽查外，每年都接受ISO 14001及OHSAS 
18001的外部稽核。近年的溫室氣體盤查資

料已通過第三者外部查證。

公司治理

裕隆汽車秉持誠信經營的精神，不僅強

調財務績效資訊透明，更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並充分揭露企業的非財務績效資訊。為

符合國際公司治理發展趨勢，並因應我國近

年社會關注議題之發展，於2015年3月23日
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將董事

會成員組成多元化、加強董事會績效評估及

設置吹哨者管道與保護制度，等增修編入。

雖然本公司目前尚無公司治理自評報告

或委外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但是我們仍致

力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編製，將完全揭露

公司誠信經營、愛護地球、永續社會的透明

誠信治理。為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司於董

事會召開後均即時將重要決議公告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同時，亦於本公司網頁上更新相

關組織規範，以維護股東權益，提高投資人

對本公司之了解與認同。

公司治理架構

1.董事會

裕隆汽車董事會是由14位(含二位獨立

董事、三位監察人)具有豐富的產業經營經

驗與學術經驗人士，董事會成員無性別、國

籍等人權考量，董事中一名女性成員，董事

會男性比率為93%。自律、健全的董事會是

公司治理的根本，裕隆汽車持續強化公司治

理的運作、重視股東的權益。本公司董事利

益迴避之遵守，董事及監察人均本著忠實誠

信原則及注意義務執行職務，並未發生訴訟

事件或違法行為之情事。

2.薪資報酬委員會

裕隆汽車於2011年8月經董事會通過成立

薪資報酬委員會，主要負責訂定及定期檢討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長期的績效目標與薪

資報酬的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定期評

估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的績效目標達

成情形，訂定個別薪資報酬的內容及數額。

3.稽核單位

裕隆汽車內部稽核單位隸屬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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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稽核主管一名，稽核人員二名，而內部

稽核主管的任免，必須經過董事會過半數的

同意而為之。

風險管理

本公司為了穩健營運，在公司經營、安

全衛生、環境方面皆有相關當責單位負責管

理、查核，並由稽核室依風險評估結果，

將主要稽核項目列為年度稽核計畫，執行

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並將稽核結果據實

揭露於稽核報告，加以Plan、Do、Check、
Action(P.D.C.A.)追蹤改善。

尊貴服務

1.健全的產品保證體制

每售出一部車均隨車附上詳實的使用手

冊，手冊中皆明列有保證保固條款，並清楚

告知消費者應享權益及協助處理方式。裕隆

汽車始終以消費者的權益為最優先考量，如

產品責任事故的處理原則，除制定有相關處

理準則，並遵循政府法令規範，以期協助消

費者即時解決，使產品責任相關事故能迅速

妥善處理完畢，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2.真實訴求、詳細標示

裕隆汽車車輛產品之相關數據除依法令

規定標示於產品適當位置清楚告知消費者

外，並於車輛使用手冊中詳細說明產品之規

格、性能、操作方式、定期保養及注意事

項，使消費者充分及便利瞭解。

3.客戶隱私保護

裕隆汽車對於客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採取標準防護措施，確保客戶個人資料的安

全。近三年均並未發生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

客戶資料的抱怨事件。

4.客戶滿意度

客戶的寶貴意見與需求才是裕隆汽車產

品與服務更臻完美的驅動力，所以我們非常

重視客戶滿意度調查之資訊，將之作為裕隆

汽車日後產品與服務改善的方向之一，各項

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於管理審查會議中提報

高階主管，將調查結果中不滿意的項目，提

交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由主管審核改善

相關佐證資料，並主動與客戶確認改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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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夥伴

裕隆汽車的好夥伴包含零件供應商及遍

布全省的經銷商，裕隆汽車的供應商僅包含

零件供應商，除了零件以外的供應商均由裕

隆集團之裕隆日產公司負責一系列完善的採

購與管理，再供應非零件以外之物料給裕隆

汽車，裕隆汽車的供應鏈系統包含零件供應

商及經銷商。

1.供應鏈管理架構與系統

，

2.供應商的綠色採購

裕隆汽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要求各

供應商配合相關之管理，尤其必須意識綠色

管理的重要性。管理方案有：供應商的綠色

採購、供應鏈管理系統(SCM)以及綠色供

應商管理。

3.凝聚綠色共識

裕隆汽車推行綠色供應鏈專案已行之有

年，這段期間內除了不斷積極輔導供應商取

得ISO認證之外，同時在協力大會中對主要

供應商進行政策的宣導，並以問卷調查或聲

明書簽回之方式進行社會責任之稽核，截至

本報告書之刊印日止，已有45家協力廠同意

簽訂此聲明書(占國內零件採購金額87%)，

同意配合供應商永續發展專案所要求的「綠

色供應鏈」、「安全、衛生與風險管理」以

及「勞工人權與道德」等相關事項。

環境永續

裕隆集團希望經由開發與經營電動車的

努力，以「零排放」的環保理念作為發展願

景，期望藉由智慧科技的運用與綠色能源車

的發展，創造共同的綠色未來。在環境管理

的理念為：

1. 透過內外部的檢討機制，達到環境監督的

要求。

2. 藉由環境會計制度下的各種指標，以有效

的達到環境管理。

3. 持續投入電動車的發展，配合我國節能減

碳的綠色經濟發展。

管理系統架構

1.綠能專案小組

裕隆汽車在2007年成立「綠能專案小

組」，主要是負責管控節能成效，並且以降

低碳排放與製造成本，針對「運轉超時」、

「供給過量」、「低運轉效率」三大能源耗損

進行問題改善，兼顧生產效能與減碳效益。

2.環境管理系統

裕隆汽車認為減少汙染排放是企業的首

要責任之一，所以裕隆汽車以ISO 14001作
為依據的指標，建立「環境管理系統」。此

外，每半年裕隆汽車會透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負責外部稽核，針對執行結果提出缺

失與改善建議。

3.環境會計

2014年底，裕隆汽車在環保支出與

投資上總計達7,218萬元。其中空氣汙染

防治占53.43%，水汙染防治占10.33%，

廢棄物處理占4.87%，繳納汙染防治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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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其他占11.14%。近三年環保支出

與投資金額如上表：

4.法規遵循

裕隆汽車在環境保護上持續的努力，雖

然2014年因違反環保法令而受到罰鍰，但

並未造成環境汙染案件的發生，也沒有因運

輸造成重大環境衝擊。

原料與能源

裕隆汽車將「綠能專案小組」於2014
年的整體作為與實際績效，以圖表與數據的

方式予以呈現，展現裕隆汽車在環境管理層

面上的努力。

1.能源

汙 

汙 

汙 汙 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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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料

裕隆汽車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輕環

境負荷，將全車系導入可回收塑材，並針對

歐盟制定的「零件材質刻印規範」，於汽車

零件上清楚標示主要材質及添加物，提升汽

車零件的回收率。

綠色製程

1.綠色製程管理與節能標章

隨著全球氣候的變遷，環境保護的議題

已經受到各國的重視，國際之間各大企業也

開始思考如何將環保概念與企業的製程與產

品做結合。綠色製程，就廣義而言是指生

產、使用及處理過程符合環境要求，對環境

無害或危害極小。裕隆汽車在綠色製程上，

進行規劃與檢討，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2.空氣汙染防治

政府為改善環境空氣品質，環保署參考

歐盟及美國管制標準，公告汽油車第五期排

放標準，並於2013年10月正式上路。裕隆

汽車在新車款開發中，致力於使產品排氣汙

染情形能更加以改善，且各項車款必須符合

五期排放標準，其排放實測結果均低於法規

標準值。除了產品端上的努力，在裕隆汽車

在製程上也規劃出一套防治措施，包含使用

天然氣作為能源以減少空氣汙染物的產生、

透過設備更新來改善製程技術、尋找新資源

代替有害物質等。

裕隆汽車相當重視空氣汙染的問題，截

至2014年其排放標準遠優於政府所規定(排

放廢氣溫度102℃，標準120~160℃)，但因

承辦單位未及時進行資料更新，並向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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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許可證操作參數變更，導致於2014
年5月6日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第24條
第2項規定，未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並

依該法第56條第1項處罰鍰新台幣100,000
元。後來經申請許可證操作參數變更，已經

在2014年5月30日向主管機關核備完成。

節水與水汙染防治

1.節水措施

從原料到生產到製造完一部車，其製程

中會用水量相當大，對於珍貴的水資源，裕

隆汽車希望盡可能做到一滴都不浪費。因

此，研究各種節約方式，包含鈑材較乾淨的

後段沖洗水回收再利用於前段的清洗水使

用、成車試漏設備增設沉降過濾槽進行廢水

回收再利用等。

2.水汙染防治

全廠廢水汙染防治工作重點在於實施

「廢水源頭與製程減量」、「雨汙水分流處

理」、「設置雨水截流設施」、「擴充及維

護既有的廢水處理系統」以及「落實廢水回

收再利用」；且對各項水質指標作定期量測

並建立趨勢圖追蹤，以期維持最佳的運轉狀

態，達到廢水處理效率提升與節能減廢的目

標。裕隆汽車將製程及生活廢水經由廢水場

處理後，最終流入海域中，不因用水而影響

水源。

廢棄物處理

裕隆汽車所產出廢棄物以汙泥、漆渣、

廢金屬、鐵鋁屑、廢車材、生活垃圾、廢機

油及其他廢棄物為主，均集中於廢棄物暫存

區。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量約5,131公噸，廢

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高達約100%。見上表

員工與社會參與

幸福員工

裕隆汽車關心、尊重、平等地對待員

工，對於各項法規我們絕對嚴格遵守，按勞

動相關法令訂定勞動條件，在員工權益遭到

侵犯或不正確對待時提供申訴管道，也訂有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及「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維護員工基本權益。2014年裕隆汽車並無

因身分歧視而造成的公開或法律事件，亦無

涉及侵犯當地居民人權事件。

幸福企業

裕隆汽車員工之薪資除了基本薪資及三

節獎金之外，亦根據每年公司營運狀況進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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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變動薪酬發放，包含績效獎金、員工分

紅、加發年終獎金等，以適時激勵士氣並留

任優秀員工。近五年已有三年進行全體同仁

年度調薪。

裕隆汽車福利委員會除提供旅遊、子女

教育、購車彈性福利補助外，也依據婚喪喜

慶、進修、住院、職業傷害等不同事件提供

額度不等的津貼補助。裕隆汽車除了勞基法

規定的假別外，將假期做妥善安排，讓員工

得以享受較多長假，增進家庭親子關係。往

年暑假平均都有為期九天的假期，過年也放

較多天假期，從小年夜即開始休假，特別讓

人稱羨。另外，也調整農曆正月十六「客家

掃墓節」放假，讓本地客家人可以按習俗掃

墓。另還有禮俗假，如子女上小學、兄弟姊

妹或子女結婚等都給假且不影響全勤。

人力發展

1.培訓與教育

裕隆汽車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以能力發

展與績效管理為主軸，緊密連結其他各項人

力資源功能，透過持續不斷的績效管理及多

元化能力培養計畫，以持續精進人力素質；

並且依照個人績效與能力決定人員未來的發

展與報償，積極提供員工學習發展的環境與

協助，促使員工不斷的成長並貢獻於組織。

2.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

「學習」是除了企業文化「創新、速

度、團隊」外，裕隆員工不可或缺的核心價

值，裕隆汽車員工透過在職訓練完成工作專

業技能或管理能力的提升。

三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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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紀律

凡任何形式的貪汙、敲詐勒索及挪用公

款或偷竊的行為都嚴格禁止，裕隆汽車於新

進人員報到時，會依據工作規則告知從業人

員應遵守的各項行為規範與相關獎懲規定。

除了在工作規則中明定應遵守的行為規範與

懲處規定外，裕隆汽車內部也定期辦理內外

部稽核，並規劃設置檢舉電子信箱與專線，

讓員工可以不具名的方式檢舉不良行為。

職業安全衛生

我們提供資源與訓練，從所有產品的設

計、施工、生產及服務過程中強調安全衛生

工作，符合法規要求，嚴謹於「PDCA」的

循環管理機制，持續改善人員、設備及環境

之風險，注重損害防阻及促進員工身心健

員工滿意度調查結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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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安全衛生做為企業經營核心價值，並

強調員工自我安全意識，共同達成零事故零

災害之目標。

1.安全衛生

裕隆汽車設置適當的管理制度因應，並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安全衛生委員

會，透過各項制度的完整納管並環環相扣，

才能有效掌握實質風險。實際作為包含工安

查核制度、工安教育訓練、設備管理、承攬

商管理等。

2.健康促進

裕隆汽車除了提供診療服務以外，並依

循法令規範為員工進行各項健康檢查，同時

藉由職業病預防(revention)、復工(return 
to work)及補償(compensation)等三個角度

(簡稱PRC)來達到公司對員工照護的最終目

標。

3.工安與衛生支出

對社會的愛

裕隆汽車秉持著拋磚引玉的理念，在各

個角落支持藝文及體育活動發展、活化周遭

社區、幫助弱勢族群、災情捐助，希望能為

社會盡一份裕隆人的愛。

1.配合公共政策並參與社團組織

裕隆汽車積極參與各項社團組織與公共

政策，參與的社團包含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等。配合公共

政策的實際作為則包含推動兩岸產業交流及

國內外車輛及零配件專業展覽、配合政府政

策推動智慧電動車產業生根等。

2.社會貢獻

裕隆汽車在社會貢獻上做了許多努力，

其中除了長期最大的特色是：持續且長年堅

持的贊助裕隆籃球隊、長期推廣木雕特色文

化、為市民臨時清潔工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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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幫助弱勢族群：臨時清潔工投保雇主意

外責任險

鑒於勞苦的清潔隊員在工作中遭遇車禍

時有所聞，因此自1998年起每年贊助100萬
元為維護市容的市民臨時工提供雇主意外責

任險的保障，截至2014年為止共22,537人
受惠。

僱 

苗縣府官員代表與三義鄉長代表受贈 裕隆捐贈三義鄉電動車大合照

裕隆長期提供三義各級學校獎學金

(1)社區發展：愛家愛鄉

裕隆汽車與裕隆日產汽車為台北市環保局市民臨時工
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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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贊助藝文及體育活動：裕隆籃球隊
裕隆集團1965年創建了裕隆籃球隊，

至2014年止共四次奪冠，並持續舉辦暑期

籃球營培養青少年對籃球的興趣。

 
 

升 

造  
 

 
畫

(資料來源：裕隆汽車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3.社會貢獻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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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汽車發展60多年，也是台灣唯

一一家投入汽車自有品牌的車廠，在建構自

有品牌之前，必須投入的工作更多，企業本

身的精神、內涵與社會責任，更與發展自有

品牌，同樣都是裕隆建構汽車產業的核心價

值。

裕隆投入台灣汽車工業，一步一腳印奠

下堅固的基礎與發展，同時也帶動國內汽車

相關工業的起飛。裕隆汽車以扎根台灣、強

化企業體質、協助產業發展，持續為台灣汽

車工業貢獻專業與價值。裕隆汽車珍惜台灣

這塊土地，除了持續專注推動台灣汽車工業

發展的本業，同時，秉持著企業社會責任，

以永續發展為經營目標與使命，持續掌握經

營契機，朝向自主品牌研發與綠色能源車

發展，提高CSR經營品質，讓產業永續發

展，實踐企業公民的責任。

積極研發綠色能源車

裕隆集團副執行長陳國榮在擔任裕隆公

司總經理時，即強調CSR的重要，裕隆以企

業核心價值率先實踐CSR，以環境會計制

度，內化CSR精神裕隆汽車以創新產業價值

鏈為策略，帶動集團汽車事業布局與汽車價

值鏈發展。

裕隆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持續掌握

市場的「趨勢」與「商機」，但近十幾年

來，環境生態的問題愈發嚴重，國內外政府

及企業也更加同心協力針對此項問題改進，

2006年政府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環

境資訊強制揭露及全國產業建立環境會計帳

等各種政策宣示，而民間大型企業也積極引

進及推動各項改善措施，裕隆汽車在各階段

率先施行及落實各項政策，符合國內相關環

保法規及國際公約要求，積極投入減少各項

減廢目標，多年來獲得國內外多項認證及各

種獎項的肯定。

建立環境會計系統 降低成本

2001年，裕隆汽車推出國內第一套環

境會計制度，兩年後成立協會輔導30多家

企業，建立出自己的環境會計系統，降低不

必要的成本。將過去企業推行環保活動沒有

量化的營運成本、上下游關聯成本、管理活

動成本、研究開發成本、社會活動成本與損

失補償成本等項目，透過量化指標進行管

控，期待從環保角度強化企業永續經營之競

爭力。

裕隆汽車將C S R精神內化到企業內

部，在當時台灣只有少數企業主動編列永續

報告書，風氣尚未成形時，當時裕隆汽車總

經理陳國榮認為裕隆汽車實踐CSR要能堅

持，也唯有訂定CSR的策略方向、長期經

營，才能將CSR的精神內化，不會讓CSR
隨著企業盈虧而搖擺不定，出現三天打漁、

兩天曬網的情況。

裕隆擘劃綠色未來 一步一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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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起，裕隆汽車成立CSR核心

小組，每年固定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向關心裕隆汽車的各利益關係人說明公司在

經營、社會、環境、人權、員工照顧與產品

責任等議題上的相關作為，2009年更率先

響應國際趨勢，成為國內第一家針對CSR報

告書導入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驗證的汽車公

司。

CSR獲第三者驗證 汽車業首家

2007年，首次發行永續報告書(2006年
版於2007年發行)，首次依據全球永續報告

協會(GRI)2006年所發行之第三版永續報

告書綱領(G3)編製而成，之後逐年編列至

今。2009年為獲取公信，特別延請外部查

證單位針對報告書內容進行驗證，是國內第

一家CSR報告書經由第三者驗證的汽車公

司。

裕隆汽車很早就體認企業社會責任是未

來必然的潮流，也是通往全球市場的必經之

路，企業在追求利潤與營收之際，必須同步

負起社會責任；滿足顧客、股東、員工、供

應商及社區大眾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才能

永續發展，也才能提高公司的聲譽與價值。

裕隆汽車結合本業及環保理念，在開發

與經營綠能電動車的發展上，積極投入大量

資源研發綠能電動車輛，不僅配合政府的先

導運行計畫，提高民眾對於電動車輛的瞭解

及使用意願；更透過公務用車、低碳旅遊及

企業用車等多面向的推廣，努力建構以綠色

能源、綠色交通打造的永續生活環境，創造

共同的綠色未來。

陳國榮指出，多年來裕隆汽車對於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投入企業資源，同時擴大

整合裕隆集團旗下各公司資源，裕隆汽車內

部以「事業企劃部」為主要單位，統籌所有

的對外溝通、公益贊助及社會參與等事項，

關注國內藝文、體育、環保、弱勢、急難救

助等各領域福祉，投身企業公民行列講究長

期經營，而非炒短線、搏名聲，數十年來不

隨外在環境衝擊有所動搖。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環境保護議題備受

重視，國際間各大企業也開始思考如何將環

保概念與企業的製程與產品做結合，裕隆汽

車在綠色製程上政策及作為包括：

(1)綠色設計：針對產品設計及開發

時，預先進行產品環保評估及設定具體目

標。

(2)生產零件：將全車系導入可回收塑

材，並針對歐盟制定的「零件材質刻印規

範，於汽車零件上清楚標示零件的主要材質

及添加物，以提升汽車零件的回收率。

(3)節能標章：截至目前裕隆集團旗下

汽車品牌(含裕隆日產、中華汽車、納智捷

汽車)共有35款車型取得經濟部能源局節能

標章。

(4)2012年參與經濟部「集團企業節能

服務團」活動，藉由裕隆既有的多元節能改

善經驗及團隊資源，推廣至集團協力廠，與

其共享節能技術成果。

成立供應商節能減廢小組

裕隆成立「供應商節能減廢服務小

組」，透過不斷交流、研討、診斷、並舉辦

各項種子訓練，改善案例發表等方式，系統



— 473 —

化的協助各協力廠推行節能減廢專案，降低

其能源成本，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積極

打造「綠色製造供應鏈」。在裕隆汽車不斷

推動與輔導下，共有八家協力廠商力行節能

減廢，至今節省效益已達3,700萬元。

2015年6月，裕隆汽車響應經濟部倡導

之「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以節電成果等額

主動認購189萬度綠色電力，成為國內首家

認購綠電之汽車業者，總計這189萬度綠電

可減少將近99萬公斤的碳排放量。

投注資源扶植木雕藝術

裕隆汽車自1997年起，積極扶植台灣

木雕藝術，每年辦理「裕隆木雕創新獎」獎

勵優秀的木雕創作，一直不斷地幫木雕藝術

工作者進行「品牌化」的動作。自2014年
起，裕隆汽車轉為贊助苗栗縣國際文化觀光

局擴大辦理「台灣國際木雕競賽」與「三義

國際木雕藝術節」等地方特色文化活動，希

望能與苗栗縣政府共同攜手，為推升台灣木

雕藝術邁向國際化不斷努力。

陳國榮認為，扶植地方傳統文化就像植

樹一樣，要持續灌溉、不斷滋養，耐心等待

開花結果；因此裕隆汽車長期投注企業資

源，耕耘木雕藝術的福田。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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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

總論

為了奠定永續經營的基業，貫徹「成本

為首，工期為要，品質為重，安全為先」的

經營理念，工信工程立下了「立足台灣、胸

懷大陸、展望世界」的遠大目標，期勉全體

同仁能朝著這個目標凝聚力量與熱忱，戮力

實現、創造成功獲利的商機，使公司更加壯

大。

落實施工管理之自我提升，工信工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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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並於2013年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CNS 15506及OHSAS 18001證書，在安

全衛生管理上更進一步。

基於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回饋精神，

在921大地震發生時，工信團隊率先進入災

區，調派所有重型機具及人力投入救災行

列，且在第一時間內運送可供急難救助用之

貨櫃屋協助成立臨時救治醫院，並協同國內

各大工程公司不計成本趕工完成南投縣中寮

鄉、名間鄉、水里鄉及集集鎮與台中縣東勢

鄉、大里市及太平市等所在地之40餘所學

校簡易教室，供學生及早復學上課使用。

八八水災、納莉風災以及近年蘇拉颱風為南

澳地區帶來的災情，工信工程亦皆於災後第

一時間調派機具至災區進行搶修、搶救工

作，投入人力、物力充分發揮貢獻社會、服

務社會之精神。

除急難救助外，於環境保護、社區服

務、社會公益上，工信工程均積極響應，善

盡企業之社會責任，達到促進經濟、社會與

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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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獲得獎項 
 

 

 

 

 

 

 

第二屆公共 

工程金安獎 

第11屆公共

工程金質獎 

機場捷運CE02 標

綜合評比第一名 

機場捷運CE02 標公共

工程品質優良獎特優 

台九線蘇花公路觀音隧

道施工查核成績優良 

本公司機場捷運CE02 標參加交通部

高速鐵路工程局102年度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查核計畫評選，榮獲優等。 

本公司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102

年度「交通維持、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觀摩會，圓滿完成，獲頒感

謝狀。 

本公司KCL211 標麟洛、竹田段鐵路

高架化工程獲環保優良營建工程。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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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概況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1941年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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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1999年股票上櫃，2012年12月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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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工程具有豐富之施工經驗、高水準

之施工技術、靈活的資金調度能力、優良的

施工品質、優秀的營造工程人才、專業的工

程管理及界面整合能力等之多項優良條件，

歷年參與國家重大建設，承建高速公路、橋

樑、隧道、捷運系統及建築等各項公共工

程，對國家重大交通與地方建設及區域發展

以及工程技術之提升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且多次參加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各地

方政府舉辦之品質評鑑獲頒優良營造廠商或

最佳營建商。

就以承建台北大眾捷運系統路網為例，

本公司在淡水線、新店線、板橋線、南港

線、新莊線、文湖線、機場捷運等各路線皆

有參與，各標案於施工期間雖遭遇許多困難

及障礙，唯賴縝密規劃、專業技能及堅定毅

力與團隊精神之發揮，得以逐一克服，除目

前仍在建之機場捷運線外，每路段標案均已

圓滿完成並通車營運，足證施工品質確能符

合工程主辦機關之嚴格要求標準，本公司亦

同時達成善盡社會責任之經營理念。

主要業務：捷運工程、隧道工程、建築

工程、橋梁工程、機場工程、道路工程、海

事工程。

財務資訊

2014年工信工程個體營收為58.6億元，

集團合併營收為58.5億元。主要工程收入

為；台九線蘇花公路谷風隧道新建工程、

台九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林口電

近三年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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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更新擴建計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林

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出水口導流堤、北防波

堤、卸煤碼頭、連絡橋及相關設施新建工

程、KCL211標麟洛、竹田段鐵路高架化工

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CE02施工標工程。主要支出在工程成本

及勞務支出。

工信工程組織與在建工程

利害關係人範疇

工信工程將可能影響本公司或被本公司

所影響之個人、族群或組織，皆列為利害關

係人之範疇。由前述原則，本公司優先考量

之利害關係人為：

1.組織內：員工。

2.組織外： 股東、社區居民、供應商／協力

廠商、業主及政府相關單位。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林口施工所(機場捷運CE02 標)

●林口電廠施工所(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

畫出水口導流堤、北防波堤、卸煤碼

頭、連絡橋及相關設施新建工程 )

●林口煤倉施工所(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

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

南澳施工所(台九線蘇花公

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 ) 

漢本施工所(台九線蘇花公

路谷風隧道新建工程 ) 

竹田施工所(KCL211 標麟

洛、竹田段鐵路高架化工

程 ) 

雲林施工所(新闢斗六

聯絡道路改善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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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措施、交流與回應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的溝通，是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件。因此本公司於

2011年，即於公司網站設立發言聯絡人之

聯絡窗口及建置投資人專區，供利害關係人

得隨時與本公司進行聯繫，如有任何意見及

建議，可立即與本公司發言人進行交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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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並預計於2015年底前完成設立，相

信對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將更有助益。

CSR推動

本於加強本公司對CSR(企業社會責

任)的重視，且深信CSR之推動能為公司創

造更好的競爭力，因此在公司最高治理機構

(董事會)之監督下，由總經理命令行政部組

成CSR工作推動小組，負責協助及組織其他

部門進行CSR相關工作之推動、資料收集與

執行，並向公司最高治理機構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工信工程於2012年首度編纂CSR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2014年正式依照全球永

續性報告協會(GRI)報告指南訂定之指標編

製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將以每年固

定編製此報告書為公司政策，作為向利害關

係人報告公司永續發展之目的。

編輯概述

本報告書內容包括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於2014年1月至12月之活動，部分內容含

括工信工程之關係企業，將於報告書中加註

說明。報告書共分為四大主題：治理篇、經

營篇、環境篇、社會篇，各篇內容務求與

 

工信工程為奠基永續經營的基業，誠信履行「成本為首

、工期為要、品質為重、安全為先」之經營理念，以及

「安全、品質、進度、環保、成本」之公司經營方針，

並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使命，致力實現對投資人、政

府、消費者、員工、社區等利害關係人之企業社會責任

，謹揭櫫以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工程施工零事故，全員安全有保障。 

●提升品質管理，增進客戶滿意度。 

●整體工進控管，如質如期完工。 

●與自然為友，致力環境保育實踐。 

●精確成本管控，資訊公開透明，確保投資人的權益。 

●長期培育人才、照顧員工福祉、創造優質工作環境。 

●關懷社區發展，推動社會公益，保持良好鄰里關係。 

工信工程CSR政策  

董事會 

行政部 

CSR 工作推動小組 

治 

理 

經 

營 

組 

社 

會 

參 

與 

組 

環 

境 

保 

護 

組 

各相關議題執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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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書中揭露之各項資料及統計數據係

來自工信工程自行調查與統計之結果，其中

財務資料之數據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簽證並依法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

司網站進行揭露。

與201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相較，

本年度報告書正式依照GRI訂定之指標進行

編製，無論於公司治理、經營財務、社會參

與及環境保護各項議題上，皆加強相關資訊

之揭露，使內容更加豐富化、多元化，提升

本公司向利害關係人報告公司在永續經營發

展上之作為，並對公司之經營管理做更完整

之陳述，以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公司治理

工信工程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理

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

之公司治理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特訂定誠信經營守則，用以建

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本公司

平時依照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精神

處理經常業務，將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理念

落實於日常運作中，除可減少企業發生危機

之可能性外，並保障投資者與債權人的權

益，長期培養優良企業體質及競爭力。

董事會運作與功能

工信工程之董事會係依據公司法及證交

法等相關法令設置，為公司之最高治理機

構，負責公司營運政策、監督管理階層執行

職務之成果。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五名(含

獨立董事二名)及監察人三名，由股東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董事組成多元化，具備不

同專業背景，藉由其相關產業經驗及經營、

財務方面之專長，提升公司營運制度及績

效，保障投資人權益，並規定議案如有涉及

董事個人之利害時，應自請迴避，且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其報酬方面，於公

司章程規範，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送

交薪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報董事會議

定。本公司並預計於2015年董事改選時，

增設獨立董事席次，將原本五席董事增設為

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名)，並由三名獨立董事

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能，獨立董事

的增設，相信更能加強董事會運作功能。

薪資報酬委員會

工信工程於2011年12月28日，董事會

通過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為董事會下之功

能性委員會，設薪酬委員三人，職責在訂定

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

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定

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

報酬，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成立，更加強化董事會功能，

也使公司治理更為嚴謹。

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

工信工程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將內部控制制度劃

分為五個組成要素：

1.控制環境。

2.風險評估。

3.控制作業。

4.資訊及溝通。

5.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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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五要素之檢查結果，對營運之

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

等)、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

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本公司稽

核室直接隸屬於董事會，設置稽核主管一

人，稽核人員一人，稽核主管除按月向監察

人報告稽核業務外，並列席董事會報告，遇

有異常事項及缺失現象時，督促相關單位修

正，至少按季追蹤至完全改善為止。

落實資訊揭露

2014年，本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成績為

A，在所有上市公司營建產業中名次排列占

前20%。又2014年辦理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本公司成績也在所有上市櫃受評公司

(共1,000餘家公司)中名列前20%，營建產

業中僅四家上市公司進入前20%，足見本公

司對於公司治理實施成效成績斐然，對資訊

揭露的公開、透明積極落實。

風險管理機制

1.產業風險

營造工程所需大宗物料來源及價格不

穩，易使工期延宕及成本增加。本公司為減

少此一風險，故所承攬之工程仍以公共工程

為主，主要係因大型公共工程均訂有預付

款，且行政院目前仍有物價指數調整，使工

程案可於得標後運用預付款與大宗物料廠商

簽訂供料契約，或由物調款彌補所增加之成

本支出，減少原料價格上漲之不利影響。

2.營運風險

(1)勞工安全衛生標準日趨嚴格，勞工

安全費用增加本公司為減少此一風險，特別

加強本身之勞工安全教育訓練，且對協力廠

商加以管理及宣導，以強化勞工安全觀念，

並施以自主檢查制度，確實遵守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以減少罰鍰並增進安全。

(2)氣候變遷、國人環保意識高漲，環

保支出增加本公司為減少此一風險，除積極

從事研究資源再利用、節能減碳措施，並落

實敦親睦鄰，力求建立共同生活體著手，減

少雙方對立，更積極增置防汙設備、增加環

保作業人力、加強員工環保教育訓練等配合

措施，輔以稽核及辦理環評獎懲著手，且本

公司已於88年取得ISO 14001國際環境管理

認證，以有效因應現行社會生態環境之變

化。

3.其他風險：經營團隊穩定性

為降低經營管理階層出現斷層之風險，

本公司除積極透過在職教育培養公司所需人

才外，並致力提供良好完善之工作環境，鼓

勵員工在本公司長期發展，以建立共同學習

及共同成長之企業環境，並藉由良好的福利

制度及員工分紅制度來留住人才，以強化經

營團隊之實力。

供應商管理

採購發包方面，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中

有嚴格規範，建立供應商資料之管理模式，

促進供貨來源順暢及品質之確保，以滿足客

戶需求，並以嚴格的稽核標準對各部門進

行抽查。2014年工信工程材料供應商及工

程分包商共計176家廠商接受評鑑，全部合

格，皆繼續合作。

未來發展方向

公司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維持一貫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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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強化本身之專業能力，擴展多元化的企

業價值，展現公司整體實力與持續動力，進

而凝聚員工向心力與股東認同感！

環境永續

本公司主要從事土木與建築工程之興

建，為落實汙染防治、整合各項環境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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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汙染防治、持續改善」之原則，致力於

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立、實施及維護。為此，

我們承諾做到：

(1)遵守政府環保法令規章。

(2)配合業主環保要求。

(3)加強各項監測措施。

(4)持續提升績效。

2014年，工信工程在環保支出費用

上，共計8,759,115元，包含環境影響評

估、汙染防治設備、廢棄物清運處理及水費

之清潔處理費用等。

資源再生利用，實踐環境保護

本公司承攬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

系統建設計畫CE02施工標工程，均致力於

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

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例如：

1. 再生瀝青混凝土回收、再生瀝青混凝土製

造以及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

2.預鑄原件使用。

3.鋼筋採用定尺料，以減少鋼筋裁切餘料。

4. 混凝土摻拌高爐石粉，以高爐石粉代替水

泥，減少水泥使用量。

節能減碳

工信工程以永續經營為理念，對環境保

護、節能減碳措施向來重視，積極落實工

作區域之節能。為加強能源管理、減少能

源損失和浪費，並因應台電全面調漲電費

的趨勢，工信總公司更換辦公室LED照明

設備，以期更有效益的減少電費支出，落實

「節能減碳」政策，並達綠色企業目標。

執行業務時因地制宜的環保措施

工信工程承攬台9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

新建工程，本工程開發主要目標：

1. 提供東部民眾往返北部區域一條安全、可

靠的聯外道路。

2. 以永續工程與環境保護進行建設，促進花

東觀光、產業及社會經濟之永續發展。

3.活化型塑既有蘇花公路成為景觀廊道。

計畫主要改善區域為南澳到和平路段之

觀音隧道新建工程，係為改善因颱風豪雨常

造成坍塌阻塞之計畫路段，本公司因地制

宜，依照相關法令規章(水汙染防治、空氣

汙染防制、噪音振動防治、廢棄物及土石資

源管理等)研擬提出環境保護管理暨執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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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作為日後執行環保工作之執行依據。

項目包含：

1.空氣汙染管制措施。

2.噪音振動管制措施。

3.廢棄物及土石方清理管制措施。

4.水汙染管制措施。

5.生態保護管制措施。

6.文化資產管制措施。

7.景觀遊憩維護管制措施。

8.交通維護管制措施。

環境保護榮譽

工信工程1999年即通過「ISO 14001」國

際環境管理系統驗證。ISO 14000環境管理系

統，主要規範產品生產或服務過程中，減少

對環境的影響，兼顧與環境有關的各種利害

相關團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社會上對環境保

護演變中的需求，避免工程施作對生態環境

造成的影響。對內公司亦不斷進行對職員的

環保觀念宣導，務求讓環保不只是一種理

念，更能成為自發自省的行動。

員工與社會參與

建立優質工作環境

良好的工作環境，能讓員工身心健康，

不但提升工作效率，讓員工得到適時、適當

的職能發展，同時讓員工樂在工作，與公司共

同成長。因此，工信工程著重人才培訓計畫

的同時，在員工健康管理、福利計畫上也同等

重視，務求打造一個健康、優質的工作環境。

健全的人才培訓計畫

教育訓練為本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重點之

一，新進員工從通識教育至專業技術之養

成，皆依計畫階段性的進行，並按性別與職

級分別有不同的訓練課程。透過在職及外派

訓練，以提升其技術能力、領導統御能力及

職涯發展。公司並設有證照加給之獎勵措

施，鼓勵員工積極進修，強化其管理技巧並

培養其專心、誠心之工作態度。秉持本公司

任務，辦理教育訓練之政策目標為：持續進

行人員培訓計畫，期使員工之職涯規劃能與

公司整體利益共同成長。

保育類動物保護對策(局部摘錄)

物種名稱 工程影響情況 保 護 對 策 項 目(註1) 備註 

鳥類 

八哥 1.施工噪音、振動等干擾。 A、H 

赤腹山雀 1.施工噪音、振動等干擾。 
2.棲息環境的破碎化與阻隔。 

A、B、C、E、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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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E、F、H 

註1： A＝施工前、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進行定期監測工作；B＝避免於森林棲地開闢施工運輸道路；C＝利用場鑄

及相關減輕干擾工法進行工程，減少植被與棲地的破壞；D＝於施工區域設置工程圍籬或隔離綠帶；E＝施

工後補植當地原生樹種；F＝避開清晨與黃昏活動高峰期進行施工；G＝在高架路段架設隔離設施，減低道

路致死機率；H＝辦理施工人員生態教育訓練，教導認識保育類動物習性及其相關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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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不足的部分，鼓勵員工接受外

部課程的訓練，提升職能發展，課後將由部

門主管對接受派訓的學員進行學習狀況的評

估，評核學員於工作績效上是否有所提升。

內部教育訓練部分著重於管理、通識與核心

職能。無論內訓、外訓，都希望同仁能透過

學習與公司共同成長，能夠建立起持續學習

的企業文化，才能提升公司競爭力。

豐富完整的福利措施

本公司於1993年6月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每年皆訂定年度計畫及預算辦理各項

活動，包括：急難慰助、婚慶補助、獎助

學金、年節禮金、員工旅遊及定期健康檢

查(2014年健康檢查於7月份完成)，提撥每

年每人1,500~12,000元健康檢查費用，持續

監控員工健康，並辦理與健康相關講座。除

勞工保險外，另為員工投保團體意外險及醫

療險，使同仁享有多重保障。為使全體員工

能同心協力共創利潤，公司於會計年度結束

後，如有盈餘，除優先彌補歷年虧損並依法

提列法定公積外，再從盈餘提撥3%紅利予

全體員工分紅，並於每次現金增資時，依法

提撥一定比例供員工入股。

兼具健康與紓壓的社團活動

為讓員工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能放鬆心

情，紓解壓力，並生活得更加健康有活力，

工信工程特成立運動性社團──羽球社與桌

球社，工地亦設有籃球場和視聽娛樂室，供

員工於休息時間進行收看電視、歡唱卡拉

OK等休閒活動。未來也將結合員工們的興

2014年教育訓練統計 

項　　目 課程名稱 人　數 時　數 訓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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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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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會、董監事教育訓練課程 董監進修及員工外訓 6 48 21,329 

內部教育訓練 中高階主管領導與通
識課程 75 12 4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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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豐富，並可增進同仁們彼此間之交流，讓

溝通更加和諧活絡。

重視人權的管理制度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工信工程本

國籍員工共計256人，依照正式的聘僱程序

成為員工，受僱當日即進行加保，受到保

障，且無論職務的獲得與職位的升遷，以及

加薪制度，均無分性別、年齡、種族、宗教

信仰、政治傾向，只要能力符合、達成績

效，人人皆享有平等的機會。而在外籍勞工

方面，至2014年12月31日止，外籍勞工共

計384人，對於外籍勞工的管理，皆依照政

府相關規範執行，並榮獲泰國勞工部頒發專

業管理、細心照顧泰籍勞工感謝狀之讚譽。

同時依照勞基法有關聘僱年齡的限制，工信

工程未曾發生聘用童工之事宜。

落實兩性平等及避免職場性騷擾

為落實兩性平等及避免職場性騷擾事

件，除平日加強宣導外，並訂定「工作場所

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針對性

騷擾事件之處理設置專線電話，明定申訴案

件自接獲時起，兩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且需善盡保護申訴人之保密責

任。2014年並未發生任何性騷擾事件。

勞資溝通

為保障員工權益，避免不法與不合理情

事之發生，本公司設員工意見信箱及「員工

申訴處理制度」，提供員工建言管道，以加

強勞雇合作關係。根據統計，2014年並未

發生任何申訴案件。

安全工作環境

本公司為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及基於「生

命不能重來，安全不容打折」之體認，並秉

持「對傷害疾病預防、持續改善及符合法

規」之承諾，致力於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建

立、實施及維護。為此，我們承諾做到：

1.尊重生命，體認生命的價值，安全優先。

2.管理階層的支持、承諾，提供適當資源。

3. 安全衛生工作持續不斷改進，達到優於法

規之成就。

4.全方位安全衛生預防策略。

5. 落實全員參與，達到「人人皆安衛」目

標。

嚴格的環安衛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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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職業安全衛生的管理上更邁進一步。工地

除了遵照業主對環境及安全衛生方面之規範

外，團隊人員每日早上進行工具箱會議、填

寫施工日誌、自主檢查表，並定期召開檢討

會議，檢討事項包括工作進度、遭遇的困

難、品質缺失、安衛缺失、工作分配、跨界

協調、各廠商之配合，以及改善的方案等，

務求做到能即時發現問題、處理問題，避免

發生延誤工程進度之情事。本公司曾榮獲第

二屆公共工程金安獎、屏東縣政府頒發環保

優良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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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工程施工品質

工信工程向以承攬政府公共工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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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品質管理制度，謹慎按照各項標準作

業程序檢驗施工及材料品質，曾獲得混凝

土工程優良獎、第九屆及第11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第八屆國家建築公共工程類土木

工程組金質獎、公共工程類全國首獎、金

安獎等多項榮耀，在在顯示工信工程施工

品質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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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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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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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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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SAS 18001: 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證書 

‧CNS 15506: 2011 台灣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ISO 14001: 2004 環境管理系統證書 

‧ISO 9001: 2008 品質管理系統證書 

2014 年工信已取得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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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參與及社會公益

工信工程除在工程專業上服務社會之

外，也主動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發揮敦

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關懷扶助弱勢，並

提供就業機會給身心障礙者。

專業參與學協公會

擁有工程專業背景，工信工程一直以

來均積極參與專業性質的學協公會組織。

2014年，工信工程共計參與21個學協公

會，為協助各學協公會之會務運作更順暢，

工信工程在廣告刊登費、會費及贊助費上共

計投入213,600元。

積極落實社會公益

近三年工信工程參與社會公益之活動舉

例如下：

發揮敦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

1.機場捷運CE02標林口施工所，為桃

園縣外社國小校外教學提供補助。

2.南澳施工所熱心捐助南澳鄉貧困鄉

民。

捐助醫療機構，促進醫學發展

1.微窗醫學基金會。

2.惠眾醫療救濟基金。

3.臺北醫學大學。

參與捐鞋到非洲，舊鞋救命計畫

2014年12月，工信工程行政部在得知

網路上有募集二手鞋並捐助給需要的組織與

第三世界的朋友的「舊鞋救命計畫」(活動

網址：http://www.step30.org/)，立即發起

向全公司同仁募集舊鞋的活動，並將募集到

無嚴重破損之舊鞋整理封裝，寄送至該活動

指定寄送地。

(資料來源：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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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於1947年的工信工程是全台灣最

老的營造公司，不少大台北地區的道路、橋

樑都是由工信工程施作，工信董事長陳煌銘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任何企業都要作的，

造橋舖路的公共工程能夠如期完工、嚴格要

求品質與勞工安全，促進城市與經濟的發

展，就是營造公司最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

身為工總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召集人、

始終相信因果論的陳煌銘表示，一旦工程延

誤，對於社會發展和資金流動，都會產生一

定程度的衝擊，工程品質不佳而造成公安意

外，也會造成家庭破壞，營造公司除了維持工

程品質之外，工程重視環保、避免對環境的

破壞，也是營造業者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

陳煌銘表示，工信20幾年來包括高速

公路、隧道、橋樑、捷運等工程，都是在這

個出發點上施作，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工程就

是捷運內湖線。當時馬特拉退出，台北市政

府決定由本土營造廠施作，當時馬特拉的自

動控制、號誌等系統都有其專利，進場的工

信工程必須在木柵線不停止運作的情形下，

將捷運內湖線與木柵線整合成一套系統，最

後工信總算順利完工，而且顧及進度、品質

及安全，讓社會大眾能使用便捷的捷運系

統，就是企業經營者為社會盡一點心力。

對協力廠定期評鑑

工信工程向以承攬政府公共工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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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謹慎按照各項標準作業程序檢驗

施工及材料品質，在採購發包方面也建立嚴

格規範的內控制度，並以嚴格的稽核標準對

各部門進行抽查，定期對協力廠商實施評

鑑，2014年工信工程材料供應商及工程分

包商共計176家廠接受評鑑，全部合格，皆

繼續合作。

重大災難 機具率先駛入災區

在重大災難發生時，營造業者因工地遍

及各地、擁有大型機具等資源，率先進入災

協助救援與重建，工信工程在台灣重大災害

發生時，都第一時間發動營造業者的機具，

協助救災與重建。例如在1999年921地震發

生時，工信就與營造公會聯合發動國內營造

業者，率先進入災區，共捐助267個貨櫃到

最嚴重災區南投縣中寮、竹山，除了作為災

民居所外，也提供秀傳醫院作為暫時安置急

症傷患的醫療場地和臨時救治醫院，同時也

與全國的營造廠在二周內在南投及台中東

勢、大里、太平等地興建了3,000多間的教

室讓學生能夠持續上課，學業不受震災影

響。

又如在近年來納莉、莫拉克等重大颱風

造成全台災情時，工地遍及台灣各地的工信

工程，透過營造公會的力量動員全國營造業

者，出動挖土機、調動機具至災區進行搶

工信把關營造 注入公安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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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快速清除垃圾，幫社區維持清潔。

陳煌銘表示，投入人力、物力協助救

災，充分發揮貢獻社會、服務社會的精神。

事實實，集合民間力量來救災的力量很大，

只是企業有心，但政府沒有完善的救災體

系，像近期的蘇迪勒颱風台北市吹倒了許多

路樹，恢復時程拉了很長，政府就是欠缺帶

頭整合民間與企業的力量來重建。

2012年蘇拉颱風侵襲狂風挾帶的暴

雨，造成多處地方道路中斷、土石流甚至地

基掏空，形成道路坍塌。工信工程承攬台九

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在風災過

後，第一時間派出機具，搶救受土石流侵襲

及道路坍塌的金岳村道路和金洋產業道路，

並圍起坍塌路面，減少鄉民夜間出入風險。

主動參與社會公益 關懷弱勢

工信工程除在工程專業上服務社會之

外，也主動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發揮敦

親睦鄰，積極社區參與，關懷扶助弱勢。

2014年底工信工程行政部的同仁得知網路

上人有募集二手鞋、捐助給有需要的組織與

第三世界的「舊鞋救命計畫」，就立即發起

向全公司同仁募集舊鞋的活動，將募集到無

嚴重破損的舊鞋整理封裝，寄送至該活動指

定寄送地點。

陳煌銘表示，在戰亂或發展較落後的國

家，常可以看到自殺、饑荒等畫面，對台灣

人來說，有不少物品都是隨手丟棄的，但如

果把它們拿來助有需要的人，其實都只是舉

手之勞。

此外，在工程施作時對於環境的保護、

減少對生態造成影響，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要環節，不但要遵守政府的環保法令，也

要配合業主環保要求、加強各項監測措施。

透過資源再利用、節能減碳、碳足跡推估調

查分析來達到對環保的要求，並且制定因地

制宜的環保措施。

工信工程在 1 9 9 9 年即通過「 I S O 
14001」國際環境管理系統驗證，2014年工

信工程在環保支出費用為875.9萬元，包含

環境影響評估、汙染防治設備、廢棄物清運

處理及水費的清潔處理費用等。以工信工程

承攬台九線蘇花公路觀音隧道新建工程為

例，工信除了制定空氣汙染管制措施、噪音

振動管制措施、廢棄物及土石方清理管制措

施、水汙染管制措施之外，也制訂了生態保

護、文化資產、景觀遊憩維護、交通維護的

管制措施。

加強施工人員生活管理 嚴禁狩獵

工信工程不僅加強施工人員的生活管

理、嚴禁狩獵與騷擾動物行為，也派員監看

施工路段沿線鄰近的「武塔遺址」、「漢本

新生地遺物出土地點」、「漢本清軍營盤

址」，使施工不會影響遺址保存或干擾文化

遺跡。而台九線屬於聯結宜蘭與花蓮的重要

交通動線，因為沒有替代道路，在施工運送

時，優先使用台鐵運輸及舊北迴隧道行駛貨

車、避免連續假日運送土方，才不會影響鄰

近的交通及觀光活動。 （郭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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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

總論

歡迎大家藉由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一起來分享長榮海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一些

想法和做法。長榮海運公司自1968年創立

以來，憑藉著「誠信經營、照顧員工、回饋

社會」的經營理念，努力打拚提供貨主優

質、安穩的運送服務，滿足客戶對國際貿易

航運的需求。發展至今締造了許多航運史上

的佳績；共經營約200艘全貨櫃輪、總艙位

約100萬TEU，不論船隊規模或貨櫃承載量

皆位居全球重要地位。

員工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長榮海運關

懷員工，重視海洋人才培育，富挑戰性且全

球化的工作環境，福利制度優渥，是嚮往成

為具國際觀青年最理想的工作職場。我們深

信企業照顧員工將可轉化員工對企業的向心

力，同時也可提升員工對客戶的服務熱忱和

品質，更有利於企業永續經營。

為確保船舶的航行安全，防止海難及汙

染事故的發生，長榮海運於1999年成立了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該中心備有全世界

最大的一比四「主機模型」、全世界第三部

的「主機控制系統」、「360度全功能船橋

訓練模擬機」等。除了新穎完善的實體機

具、模擬機室之硬體教學設施外，該中心亦

提供船上醫療實作訓練及電腦輔助教學，

針對船員進行專業嚴格的訓練，達成「人

安」、「船安」、「貨安」三大海洋運輸使

命。

由於地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長榮海運

責無旁貸對環保善盡責任。公司一向重視節

能減碳，為了加速船隊汰舊換新，2012年7
月公司集團訂造之30艘全新L型船，不論材

質、結構、設備等及航行安全方面，均採用

最新技術環保船之設計經驗，秉持「最優化

船型」概念，採用節能效率與環保兼俱之新

一代設計，包括電子控制噴油引擎、主機低

速航行控制裝備、壓艙水處理設備、船舶最

少壓艙水設計等，以提高推進效率，使L型
船可較前一代S型船減少15%之二氧化碳排

放率。長榮集團長期致力於積極、前瞻性的

規劃，採用最新的船舶技術保護環境，為海

洋生態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

長榮海運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也非

常重視社會責任，歷年來積極的投入社會關

懷活動回饋社會，帶動社會良善向上的力

量。我們將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與經營策略

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和諧、協調發展的關

係，這是公司未來更具永續經營的動力來

源。

面臨全球經濟成長持續放緩，航運界面

臨貨量低成長、低運價、運力供需嚴重失

衡、航商競爭貨載更加劇烈之經營環境，然

本公司團隊彈精竭慮地採取多種興利減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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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策略：打造年輕船隊、積極聯營、成本

單位結構性調整、落實航線績效管理等，力

求營運之穩健發展，以讓我們為社會繼續培

養更多的人才，並發揮更大的社會責任。

盼此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能呈現、傳

達長榮海運所作的長期努力。未來我們在環

境保護、社會關懷活動以及追求公司治理卓

越方面將持續貢獻心力，以實際行動加以深

化。期許對社會、大眾能有所助益。

CSR得獎紀錄

長榮「長旺輪」獲頒年度船舶獎

長榮集團委請台灣國際造船公司承造的

第一艘「L」型環保船「長旺輪」於2014年
3月15日獲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頒發

「年度船舶獎」。

長榮獲選為「亞洲近洋最佳航商」

航 運 媒 體 「 亞 洲 貨 運 雙 週 刊 」

(Cargonews Asia)主辦的第28屆「亞洲貨

運供應鏈獎」，2014年6月17日於上海評選

出長榮海運為「亞洲近洋最佳航商」(Best 
Shipping Line-Intra-Asia)。「亞洲貨運供

應鏈獎」獎項的評選標準，包括船期準確

率、電子商務系統、客戶服務與航運網路的

範圍等項目，各獎項是由「亞洲貨運雙週

刊」一萬多名讀者票選產生，除了表彰運送

業者在服務品質的提升與創新，亦突顯出貨

主心目中理想航商的排名。

長榮獲勞氏訓練獎

長榮在人員訓練方面，除了透過各項紮

實的專業課程，更積極落實輪調制度，藉此

培訓員工的專業職能及國際視野，更可確實

掌握全球市場脈動，強化營運績效。船員訓

練方面，透過「長榮船員訓練中心」全功能

船舶訓練模擬機等多項先進設備與嚴謹的專

業訓練課程，大幅提升了船員的專業技能。

全球航運權威媒體勞氏報業集團2014年10月
30日舉辦的「勞氏亞洲大獎(Lloyd’s ListAsia 
Awards)」，長榮獲頒「年度訓練獎」。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方針

本報告書含括期間自2014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為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次完整發行，內容包含公司治理、經濟、社

會及環境面等永續指標之揭露；2013年報

告書已於2014年12月發行。

為了完整揭露長榮海運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的成效，並呈現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結

果，報告書編輯架構係依據

●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 G R I ( 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iative)G4.0之「核心」選

項。

●ISAE 3000確信準則。

向利害關係人報告本公司在經濟、環境

及社會上的策略及活動，及展現對社會落實

永續發展的決心。

外部保證

本報告書內容經由資誠會計師事務

所完成確信，符合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4.0「核心」選項依據及ISAE 
3000確信準則。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長榮海運公司蒐集國際間重要的經濟、



— 491 —

環境及社會議題，透過分析來鑑定利害關係

人會關切的議題，並參考本公司營運策略邀

集相關部門討論並篩選重要議題，議題之執

行結果已呈現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揭露主要以長榮海運台灣地區

為主，包括船隊管理，但海外據點未納入本

報告範圍內。

報告書發行日期與週期

本公司預計每年發行，下次發行時間預

定2016年9月。

長榮概況

長榮集團始於長榮海運公司，由長榮集

團總裁張榮發博士創立於1968年9月1日。

成立之初，僅以一艘15年船齡的雜貨船刻

苦經營，憑藉著「創造利潤、照顧員工、回

饋社會」的經營理念，締造了許多航運史上

的佳績；發展迄今，服務網路已遍及全球五

大洲，在114個國家設立315處營業據點，

無論是船隊規模、貨櫃承載量與造船理念皆

位居全球領先地位。

長榮海運在世界貨櫃航運史上寫下了許

多輝煌的紀錄。1975年，正當能源危機衝

擊全球，海運市場衰退之際，長榮海運即洞

察趨勢，毅然展開船隊貨櫃化之計畫，以新

造的快速全貨櫃船隊，開闢遠東╱美國東岸

全貨櫃定期航線，是臺灣第一家開闢全貨櫃

航線的船公司。1984年，以全新打造的24
艘G型船，成功開闢了史無前例的環球東西

雙向全貨櫃定期航線。1985年長榮海運榮

登世界排名第一的貨櫃船公司。

長榮集團張總裁榮發先生有感於優秀

航海人才培育不易，遂於1999年8月特別於

桃園南崁自行斥資興建「長榮船員訓練中

心」。希望藉由密集、系統化的實際操作訓

練課程提升集團船員之各項專業技能，達成

人安、貨安、船安的「三安」目標，積極預

防海難事故與環境汙染之發生。該中心除了

承辦各項換證訓練外，亦承辦交通部與其他

機構委託之各項專業船員訓練。

此中心為臺灣第一家榮獲挪威驗船協會

ISO-9001：2000認證的船訓單位，所提供

的訓練課程不但符合國際海事組織(IMO)

的標準，並獲得新加坡海事局、英國海事

局、香港海事處及日本海事協會等專業機構

的認可。

為便利全球貨主掌握貨物運送進度及運

輸時程，長榮海運在電子商務上，建置有專

屬電子商務網站ShipmentLink.com，並提

供海關訊息(Customs Information)，方便

各國進出口商能隨時掌握海關申報狀況。同

時亦推出「ShipmentLinkMobile」，方便

貨主透過智慧型手機，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隨時隨地輕鬆掌握船期資訊與貨物的載

運進度。

2007年起，長榮海運公司整合長榮集

團旗下的意大利海運公司、長榮海運英國公

司、長榮海運香港公司及長榮海運新加坡公

司(2009年加入)共同組成Evergreen Line，
以單一品牌提供全球貨主完善的運送服務。

並透過航運聯盟、航線聯營或艙位互換等方

式，積極與同業進行策略合作，以期提供貨

主綿密的運輸服務網路與提升營運績效。

在企業永續經營的發展歷程中，長榮更

以「綠色地球的守護者」自我期許，長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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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總裁張榮發先生曾說：「航商們不能只是

消極地等待法律來規範我們的行為。應該更

積極、更前瞻地使用最新的船舶技術，盡一

切的可能來維護海洋生態、港區安全與人類

幸福。」

在張總裁的指示之下，長榮以先進的造

船技術，打造新一代環保船隊，2005年起

投入營運的S型環保船具有「雙層船殼」、

「內置式油艙」與岸電系統等超越當時法規

要求的前瞻性設計。S型環保船於2006年榮

獲第八屆勞氏亞洲海運獎之「年度最佳船舶

獎」。此外，2012年起陸續交付的新式L型
船，除了以最新科技提升各項環保設備的效

能之外，更具備最佳船型設計，可提升主機

推進效率，降低燃油消耗，並藉此減少溫室

氣體的排放。

為提供客戶一貫、高效率的服務，長榮

在亞洲、美洲及歐洲等地重要港口設立區域

轉運中心，例如在台灣的高雄港、台北港與

巴拿馬的箇朗港等地皆有設立貨櫃碼頭，進

一步優化服務品質。

CSR推行委員會

為順利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事務，

並確保與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及良好回應，

長榮海運公司已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委員分別由人事室、企劃室、國際營業本部、

國際業務本部、船務本部、工務本部、財務

本部、車櫃聯運本部、總務部、高雄貨櫃本

部、廣報室、長榮國際服務本部、資訊管理本

部等部門最高主管組成，總經理擔任主任委

員，稽核室室主管擔任總幹事，除推動有關

企業責任報告書之編製外，並將企業責任相

關事宜列為長期性之作業，定期檢討追蹤、

檢討成效，以展現公司永續經營之績效。

利害關係人溝通

1.利害關係人經營

為適時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掌握利害

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性議題，使之融入企

業永續發展策略中，並與之建立順暢之溝

通與回應機制，長榮海運公司採取開放

及嚴謹態度，依據GRI4.0與AA1000AS
標準的方法，以符合三大原則—包容性

(Inclusivity)、實質性(Materiality)及回應

性(Responsiveness)的具體作法進行利害關

係人之溝通。

2.關注議題之重大性

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各項重大議題，經

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委員及執行秘

書，分別就各議題再以重大性分析，針對議

題受到利害關係人關切程度與對本公司產生

立即或潛在的衝擊程度分別給予1~10分之評

分，彙總各成員之評分結果置入「重大性的

矩陣圖」，再依評估準則，將其區分為主要、

次要及一般關注議題三種等級，主要關注議

項目 關注議題

主要關注議題 1.公司治理及營運績效
2.投資成本與風險管理
3.倫理道德與誠信經營
4.國內外法規遵循
5.反壟斷法規遵循與因應
6.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7.工作環境安全
8.員工薪資、福利、晉升管道
9.船舶及設備維護與改善
10.船舶設計與建造
11.航線規劃及船隊管理
12.船隊汰舊換新
13.海洋環境汙染與防治
14.提升競爭力
15.市場競爭與行銷
16.客戶滿意度
17.擴充航線網路
18.供應鏈管理
19.危險品儲運管控
20.海陸勤員工訓練與人才培育
21.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排放
22.勞工安全與健康



— 493 —

題則為公司所應重視及揭露之重點，而次要

及一般關注議題僅於報告書內容概述之。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1.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主

要營業項目為定期貨櫃運輸、船務代理業及

經營貨櫃集散站等業務。本公司於1982年
11月2日經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為公

開發行公司，並於1987年7月6日核准通過

為第一類股上市公司，同年9月21日在台灣

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

2.組織架構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有董事會、薪

資報酬委員會、稽核室、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等各單位，以執行相關業務。

董事會為本公司最主要的治理單位，本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相關法令或本章程另有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由董事會

決議行之。同時，為落實公司治理及健全本

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

本公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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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

程」規定，於董事會下設「薪資報酬委員

會」。

3.內稽內控作業

本公司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訂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已建立「長榮海運公司內控制度自行

評估作業辦法」及「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落實部門作業自我監

督機制，及時因應環境的改變調整內部控制

制度，有效提升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品質及效

率，透過內部稽核作業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

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及衡量營

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

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4.道德與誠信

本公司居於全球貨櫃運輸業領導地位，

向來秉持廉潔、透明及負責的態度從事業務

活動，為貫徹公司經營理念與核心價值，制

定「道德行為準則」，導引所有員工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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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利益衝突、避免圖

私利之機會。

5.參與的公(工)協會

長榮海運公司參與各種與船舶營運、管

理相關之公會組織，或同業組織、協會。公

司確切遵守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與社

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6.法規遵循

本公司對於主管機關所訂之相關法令均

確實遵守，並隨時注意相關法令之調整與變

動，且本公司對外資訊揭露及申報作業均符

合法令規範。2014年度，本公司未有受主

管機關處以巨額罰款之情事。

經營管理與風險

1.經營管理

公司依據市場整體貨量發展趨勢，以系

統分析規劃船隊中、長期發展方向，滿足客

戶未來發展需求為首要目標，使公司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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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客戶穩定可靠的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公

司全球綿密的服務網路可提供客戶一站式服

務，便利而有效率，電子化服務更可協助客

戶掌握即時貨物動態、迅速因應客戶各項需

求。藉由推動各項優質服務計畫，長榮海運

公司在全球貨櫃運輸市場上已位居主要領導

品牌，服務品質深獲眾多客戶長期信賴。

公司對2015年營運結果抱持審慎樂觀之態

度，主要營運方案包含最佳裝載率與貨載結

構、、擴大聯營布局、持續降低營運四大成

本、優化船隊配置等。

2.風險管理

本公司設置稽核室、制定年度稽核計

畫，以檢查並評估各項內控制度執行情況，

以確保風險管理政策有效實施。

風險管理 負責部門 風險業務事項

策略及營
運風險

企劃室

負責擬定公司經營方
針、評估成本效益、規
劃航線船隊及督導營運
等。

市場風險

企劃室
航線經理人
成本控管小組
燃油採購小組
船期協調中心
各單位最高主管

就業務範圍專責並跨部
門協調相關策略規劃與
風險 評估。

財務風險 財務本部

就各項重大財務風險事
項之匯率、利率及價格
等潛  在風險之防範機
制設定。

風險管理
稽核

稽核室
檢查各部門風險管理執
行情形。

營運績效

2014年全球政經情勢依然險峻低迷、

經濟景氣復甦不如期待，無法強力帶動市場

貨量成長。而海運業在船舶大型化之趨勢

下，船舶運力增速始終高過實際需求，市場

運費上下動盪頻繁，航運業經營慘澹如昔。

為更強化經營競爭力，本公司在船隊結

構及航線布局上作了重大變革，大量性能優

異新船加入，使船隊更年輕化，裝載量極大

化，極致發揮節能省油功能、省錢兼具環

保。同時更積極聯營，與同業共組聯盟，優

化航線網路，充分利用艙位，為今後營運打

下良好基礎。全體同仁亦秉持團隊精神及熱

忱專業服務態度，在公司經營方針和正確策

略的引導下，本著永續經營之理念，落實客

戶服務。

2014年業績已轉盈，相信以新調整之

結構更能對應2015年市場充滿變化之考

驗。

最近三年度合併公司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營業收入 141,026,391 139,216,384 144,284,374
營業成本 136,864,018 138,827,639 136,937,563
營業毛利 4,162,373 388,745 7,346,811
稅前淨利
(淨損)

45,000 (1,589,147) 3,239,358

所得稅費用 256,671 457,657 1,184,694
本期淨利
(淨損)

(211,671) (2,046,804) 2,055,164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312,544 (1,497,304) 1,176,039

淨利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524,215) (549,500) 879,125

每股盈餘 0.09 (0.43) 0.34

資料來源：擷取本公司2012-2014年度IFRS合併財報

客戶關係

長榮海運一直以提供客戶完善優質的服

務為努力的目標，我們重視客戶的需要，並

且以行動提供客戶最滿意的服務，我們的服

務航線遍布全球。我們深信服務品質是鞏固

客戶滿意及忠誠度的最重要關鍵，長榮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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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斷超越自我為努力的目標，秉持永續經

營的企業理念，在誠信務實的基礎上，以高

素質的人力資源、專注熱忱的工作態度、前

瞻宏觀的視野，將一流的服務品質積極落實

在每個業務環節上，秉持長榮集團「挑戰、

創新、團隊」的企業精神，為社會大眾提供

最卓越與滿意的服務為目標。

1.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

為不斷提高服務品質，長榮海運於內部

執行「客戶服務管理專案」，持續不斷的進

行人員訓練(包含專業實務及服務禮節)及品

質的稽核；另一方面，我們堅信客戶的寶貴

意見是精進服務品質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因此定期進行外部客戶滿意度調查，從客戶

的回饋中，了解客戶的需求及需要改善之

處，藉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來滿足客戶的需

求。

依據客服人員之專業實務及服務禮

節，執行「客戶服務管理專案」，依Plan、
Do、Check、Action之管理循環模式，自訓

練開始，至線上實務操作，建構相關作業指

標及其標準、定期檢測各層面作業品質、持

續改善作業缺失。同時，定期客觀紀錄各階

段服務品質曲線之變化，並與外部客戶滿意

度調查交叉比對，創造優於其它同業的服務

品質，進而贏得客戶的信賴與長期支持。

2.客戶服務績效

(1)自評

2014年度針對台灣地區服務本部全體

人員，定期每季稽核。

●評鑑項目：專業實務評鑑與服務禮節

評鑑。

●受稽人數：總抽樣人數146人次。

●評鑑結果：專業實務與服務禮節評兩

項評鑑成績總平均等級4.99，達燈號管制綠

燈合格標準。

●矯正措施：

─本年度個人成績未達標準0人。

─ 稽核中發現疏忽錯誤，要求即時改

善，並持續辦理內部控制宣導訓練、

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並逐級督導

落實執行制度，以期減少類似錯誤重

覆發生。

(2)外評

2014年度藉由客戶訪談、E-mail或傳

真，送出問卷調查表，針對台灣地區客戶進

行滿意度調查。

●問卷內容：分「專業實務」與「服務

禮節」兩大項。

●送出樣本：1,069份，有效樣本：

1,069份。

●評鑑結果：客戶對於服務整體表現

之滿意度平均分數為4.71，高於合格標準

4.5。其中以「服務態度」與「運費資料的

正確性」兩項最受肯定，其次為「專業能

力」及「櫃台發單速度」，最低分為「訂位

確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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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矯正措施

客戶較不滿意的項目為「訂位確認速

度」，經分析結果，大部分原因為運費問

題、艙位供給、貨櫃短缺、審核超重、危險

品特殊貨物等作業問題導致訂位確認延遲。

此問題已請內部相關單位改善。同時要求客

服人員在發現上述問題時，除應立即通知相

關單位處理外，亦應書面告知客戶該筆訂位

正在處理中。在未取得有效訂位前，客服人

員務必每日回覆客戶處理進度，避免客戶久

候。

另一項「櫃台發單速度」客戶評價雖然

不差，但多數反應仍具有改善空間。經長期

分析其原因多為客戶臨櫃欲繳交的費用與系

統資料不符，或內部相關單位尚未維護正確

資料。此外，客戶端尚未被告知提單已完成

確認就臨櫃要求領單等因素，服務本部將再

針對個案積極進行宣導，力求改善，以期

內、外部客戶共同配合讓「櫃台發單速度」

可以更為順暢、快速。

3.客訴處理

2014年度本公司台灣地區經由公司網

頁管道收集之客戶指教案件共有六件，主要

為「日常聯絡人員的處理效率之表揚和抱

怨」，相關權責單位除依本作業規定處理回

應客戶外，亦針對客戶抱怨信息進行分析暨

執行適當矯正措施。

4.電子商務服務

長榮海運以「思考全球化，服務在地

化」的創新思維，整合全球服務據點及上下

游協力廠商的電腦資訊，推出多項電子商務

服務，「All-in-OneService」(全方位整合服

務)使客戶可經由單一入口操作線上訂位、

提單製作及提單更正等服務，輕鬆掌控完整

的貨載運送資訊及文件處理的最新狀態。

供應鏈管理

本公司針對供應商訂定評鑑作業辦法，

針對有實際業務往來並會影響公司服務品質

之合格供應商每年至少評鑑乙次，若因供應

商業務性質的特殊性，或產品性質的特異性

不能定期作評鑑者，亦依實際往來作業之日

起，於當年度給予評鑑乙次。目前評鑑內容

主要以下列品質、服務、檢驗、價格之評鑑

分數作為與其業務往來之依據，惟自2015
年後將加入環境評估、勞工實務及人權評

估、社會衝擊評估之評估結果做為評估要

項。

2014 滿意度調查項目 全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專業實務

1. 訂位確認速度 4.63 4.71 4.60 4.58 4.65
2. 文件資料正確性 4.73 4.75 4.70 4.73 4.71
3. 櫃台發單速度 4.73 4.71 4.75 4.71 4.75
4. 傳送到貨通知及時性 4.73 4.77 4.73 4.67 4.74
5. 運費資料的正確性 4.76 4.78 4.78 4.75 4.74
6. 網路查詢便利性 4.65 4.70 4.62 4.59 4.68
7. 專業能力 4.72 4.73 4.70 4.72 4.72
8. 提單核對提供的時間點 4.68 4.66 4.66 4.71 4.69

服務禮節 9. 服務態度 4.77 4.77 4.76 4.78 4.76
總平均 4.71 4.73 4.70 4.69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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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本公司為維持美好的環境，積極實踐環

保工作，積極檢討和評估日常運作對環境造

成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並實施創新和務實的

解決方案以減輕公司運作對環境的影響。

節能減碳

長榮海運透過以市電提供電力替代柴油

引擎帶動發電機、提高節能燈具使用量等方

式響應政府目前所提出的節能減碳政策因應

全世界石油短缺，減少空氣汙染排放二氧化

碳降低地球暖化等之問題及響應高雄綠色港

口，降低因環保相關費用之支出。

能源使用

1.能源消耗量統計

本公司近三年陸上能源消耗統計量如下

表

2.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本公司近三年陸上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

數據(單位為公斤)如下表

汙水處理

廢(汙)水處理設施之廢水來源，主要為

貨櫃清洗廢水，申請最大量(四、五櫃)合

計50立方公尺(CMD)/日，本公司已於高雄

貨櫃中心四櫃建置洗櫃專用區及廢水處理

設備，預計於2015年取得環保單位排放許

可，五櫃洗櫃專用區和廢水處理設備目前正

進行建置，尚未有實際年排放量。

廢棄物處理

維護辦公室環境清潔，讓大家能在乾淨

的環境中工作，辦公室各置有一般垃圾、紙

類、金屬、玻璃，塑膠等各類回收箱，供同仁

依垃圾類別分開放置，進行資源回收作業，

以節省垃圾處理費及提高回收再生品質。本

公司報廢之文件銷毀作業定期由專業廠商進

行，並簽署文件保密協定，文件銷毀過程全

程錄影監控存檔，確保文件確實完成銷毀。

航運節能減碳及具體措施計畫

長榮海運致力發展一套具體可行的全球

年份
能源消耗項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柴油年使用量 847,500 L 1,290,000 L 1,725,000 L
汽油年使用量 31,766 L 45,584 L 46,312 L
電力年使用量 41,144,140 度 42,546,004 度 44,734,505 度
自來水年使用量 46,340 度 44,941 度 62,252 度

年份
溫室氣體排放項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柴油 2,616,585.57 3,400,626.73 4,523,839.00
汽油 71,889.64 103,161.15 104,808.70
電力 21,477,241.08 22,209,014.09 23,351,412.00

空調耗量 (Kg)
R22 冷媒 25,303.8 9,122.4 923.1
R134A 冷媒 32,643.00 36,387.00 46,332.00
R404A 冷媒 42,640.80 45,868.20 1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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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運送體系，並兼顧環保、社會、經濟，

我們無疑是站在時代的前端。我們非常清楚

在國際社群中，身為指標企業所需肩負的責

任；並要建立一套專業的航行安全、品質暨

環境保護管理系統照顧我們的船員及船舶。

本公司遵守各項國際安全及環保公約，

致力於船舶各項管理，以減少海洋、空氣及

陸地的汙染，透過先進的軟、硬體設施，將

船舶產生的廢棄物、汙水及廢氣排放降到最

低。並採行標準作業流程，監控硫化物及氮

化物之排放，並對壓艙水、汙水及垃圾做一

妥善管理，防止油汙染及冷媒洩漏等；同時

也要節能減碳，愛護我們的地球，以提供安

全、高品質暨有效率的運送服務。

船舶設計與建造

航商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亦需善盡企業

的社會責任，建造新船除了日後運航成本的

考量外，並需就環保、節能、船員居住環境

及航安等社會責任，於建造初期即進行規劃

設計，以求新船日後營運時能有優越的節能

環保、航安及勞安表現。本公司2014年新

造的8,000TEU L型船為例，於建造時即充

分考慮上述因素，並榮獲2014年中國造船

暨輪機工程師學會「年度船舶獎」。

船舶排放管理

我們積極降低船舶廢氣、廢油水之排

放，例如在二氧化碳(CO2)排放部份，若

以長水路越洋航線所使用的L、S、E、U、

D、R型船為例，2014年度CO2平均排放率

每一20呎貨櫃於海上行駛一公里為64.4克，

年減率11.01%。其他氮氧化物(NOx)、硫

氧化物(SOx)、塑膠類垃圾、廢油水等排放

比較往年亦大幅度的降低。

船舶維修保養

為達成「人安」、「船安」、「貨安」

三大海洋運輸使命，並積極預防海事意外的

發生，長榮海運於組織中配置工務本部/保
船部，專責全船隊輪機、航儀裝備以及船體

結構之維護保養工作與推行。並於亞洲各主

要港口建立長榮船隊港口維修站，確保能及

時安排岸上修理廠商登輪協助船上人員維修

船舶機器、設備，使其恢復原有性能。

參與國際組織溫室效應研究計畫

人類一年約排放300億噸的二氧化碳到

大氣中，所排放的CO2當中約有一半留在大

氣中持續累積，另外的一半則是靠自然的過

程如地表和海洋的吸收。這些人為二氧化碳

的自然移除過程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情形仍

然是個未知數。因此，搜集全球海洋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濃度分佈資料，將能幫助瞭解大

氣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過程。

歐美先進國家紛紛投注大量資源從事相

關研究。台灣於2008年啟動「太平洋溫室

效應氣體觀測計畫(PacificGreenhouseGase
sMeasurement(PGGM)Project)」，在相關

單位支持下，由中央大學執行，建造全球最

大的空中和海上溫室效應氣體觀測平台。長

榮集團提供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海上觀

測平台協助蒐集100公尺以下海洋邊界層的

觀測資料，以蒐集大氣資料作為全球暖化和

全球氣候變遷之研究，至2014年底為止已

歷五年六個月，共已投入九艘遠洋船舶協助

此觀測計畫，協助搜集245個航次的海洋大

氣邊界層上的二氧化碳濃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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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之組成與權益

1.員工組成

至2014年12月31日，長榮海運員工人

數為1,517人，長榮海運所有員工皆為正式

聘僱員工，受到勞動基準法的保障。

2.整體薪酬

為吸引暨留任優秀人才，強化全球營運

團隊，在薪資政策的制訂上，我們遵守相關

勞動法令規定，符合履行船員團體協約要

求，提供陸勤及海勤人員具競爭力的整體薪

酬，且不因性別、宗教、種族、黨派之差異

而有所不同。此外，依公司當年度的獲利狀

況及個人績效表現，發給年終獎金，以獎勵

績效優良的員工。

為達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社會責任，本公

司將船舶環保與節能、省油政策納入相關部

門目標及員工績效，充分進行目標管理與個

人績效評估，並連結獎酬制度，提升永續經

營目標達成情況。

3.考核機制

本公司陸勤暨海勤所有的員工自晉用日

起，即須進行定期之績效考核，以檢視其工作

績效成果，並作為其未來職涯發展之參考。

員工福利

1.福利項目

長榮海運提供員工週休二日、特別休

假、保險、膳食、年終獎金、營運績效紅

利、教育訓練、洗衣服務及各式輔助費等福

利項目。

2.退休制度

長榮海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成

立於1986年12月24日，本公司訂有「員工

退休辦法」，該辦法涵蓋所有全職正式員

工，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二

條之最高級距，每月按薪資總額之15%提撥

退休準備金儲存於銀行。2014年實際支付

退休金總額為NT$46,675,769，目前退休準

備金餘額約為NT$453,293,554元。

因應2005年7月1日施行之勞工退休金

條例退休金制度，本公司已依規定辦理所屬

勞工參加勞退新制或舊制之意願徵詢、勞工

舊制年資之處理、新制之申報及退休金提繳

等相關作業。

3.船員傷亡撫卹

在船員傷亡撫卹方面，船員於服務期間

最近三年度合併公司員工福利費用比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薪資費用 4,306,065 4,775,152 5,305,538
勞健保費用 293,962 315,607 350,872
退休金費用 357,551 373,076 373,680
其他用人費用 269,130 298,532 339,138
總計 5,226,708 5,762,367 6,36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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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受傷或死亡，本公司根據交通部公佈

的標準船員僱用契約規範，負責將船員送醫

治療、遣送回國，並支付相關醫療費及傷病

薪資、殘廢補償金及死亡撫卹。

4.友善職場

長榮海運的辦公大樓具有整潔明亮、井

然有序的工作環境，並提供員工營養、美味

的膳食。在每個辦公樓層也會增設研磨咖啡

機，提供員工免費飲用。

5.休閒活動

長榮海運透過各種方式鼓勵員工紓解工

作壓力、聯絡感情並促進身心健康。內容包

含在台北、南崁與高雄等地區分別設有「球

類運動、健康養生、戶外休閒」等三個類別

共24個社團及健身設備。同時也會不定期

辦理家庭日、音樂會等活動，邀請同仁一同

參與。

健康檢查

員工是公司珍貴的資產，本公司除了對

員工施行體格檢查及一般健康檢查外，亦僱

用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辦理健康管理、

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

項，另於工作場所設有運動休閒設施，以促

進員工健康體能，提升公司競爭力。

勞資關係

我們非常重視與員工的溝通，透過每月

部門會議、公司NOTES作業系統、員工訓

練、船員座談會、官網「利害關係人專區~
員工專區」等管道，建立員工定期或雙向溝

通之機制，強化溝通成效；高級主管經由每

月經營會議指示以及不定期精神講話，將公

司經營環境、績效變化與營運方向傳達予各

級員工。

為維護勞資和諧、保障員工權益，本公

司同時訂定有「員工申訴處理辦法」，規範

本公司員工因權益受損、受到不公平待遇或

檢舉其他員工違法違紀案件之救濟管道。本

公司2014年未有經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

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人權問題申訴或

社會衝擊申訴的案件。

教育與訓練

2014年10月30日全球航運權威媒體勞

氏報業集團舉辦「勞氏亞洲大獎(Lloyd’s 
List Asia Awards 2014)，長榮獲頒「年度

訓練獎」(Training Award)，此項殊榮肯定

了長榮在訓練方面的努力，我們長期致力於

海陸勤人員的專業職能訓練，以提供優質的

航運服務，並確保作業安全。

長榮海運提供同仁完整的培訓，給予社

會新鮮人平等的工作機會，耐心教導有志青

年從頭學起。此外，對於在職員工除了各項

紮實的專業課程訓練外，更積極落實輪調制

度，藉此培訓員工的專業職能及國際視野，

強化營運績效。

此外，長榮更實施業界首創的「海陸輪

調」制度，提供海勤人員到陸上工作的機

會，借重優秀海勤人員的專業知識，使得陸

勤的船期規劃、艙位配置、碼頭裝卸及船舶

維修等工作能夠兼顧海勤作業需求，以提升

服務鏈的整體運作效率。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

長榮海運在1999年成立「長榮船員訓

練中心」，配備360度全功能船舶訓練模擬

機、1:4柴油主機模型等多項先進設備，以

完善的設備與嚴謹的專業標準為提升船員的

專業技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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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 挪威DNV的海事訓練中心與海事模擬機中

心認證

● 日本海事協會ClassNK的海事訓練中心認

證

● 英國海事局MCA認證的海事教育訓練課

程之一保全職責訓練

● 香港海事局MARDEP的海事教育訓練課

程認證

環安衛的管理系統

1.政策與目標

長榮海運為全球性海運貨櫃運輸業，在

國際運輸事業已發展一套具體可行的全球貨

櫃運輸體系，並建立一套專業的航行安全、

品質暨環境保護管理系統，來照料我們的船

舶及人員，秉持挑戰、創新、團隊之企業經

營理念，創立優質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致力

工作場所安全，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員

工安全與健康。

我們承諾：重視安全紀律、尊重生命價

值、落實全員參與、承諾持續改善。

2.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負

責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另成立「安全衛

生委員會」，負責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

生有關業務，討論職業安全與健康有關的議

題。

3.認證

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已通過

CNS-15506及OHSAS 18001認證，秉持

『P-D-C-A』持續改善原則，藉由定期辦理

公司內部稽核、管理階層審查及驗證公司稽

核，以確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其持續適

用性、適切性及有效性。

工作的安全

本公司訂定嚴謹之環境管理程序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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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以維持辦公環境安全無虞。

1.消防

為落實消防防護訓練之成效，所有員工

均須參加疏散演練，公司定期舉辦大樓各樓

層全員參與之消防疏散演練，演習項目包含

滅火器操作及滅火要領、疏散路徑、集合地

點及位置，以及疏散後人員掌握等，相關紀

錄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室彙編成冊，並陳報

市府消防單位核備。

2.事故傷害調查統計分析

年份
項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總經歷工時 2,563,502 2,715,371 3,043,181
事故發生總件數 5 3 5
事故死亡件數 1 0 0
失能傷害人次數 5 3 5
失能傷害損失日
數

6,179 251 327

失能傷害頻率
 (FR) 1.95 1.10 1.64

失能傷害嚴重率
(SR) 2,410 92 107

註：
．員工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不列入統計分析。
． 失能傷害頻率(FR)：每一百萬工時中，發生失能的

次數，FR=(失能傷害人次數×1,000,000)/總經歷工
時。

． 失能傷害嚴重率(SR)：每一百萬工時中，發生失能
傷害所損失的日數。SR=(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 
1,000,000)/總經歷工時。

3.緊急應變教育訓練及演練

天然災害可能對員工及作業環境、工作

場所周遭環境造成生命、財產、環境重大的

損害。各部門依據作業安全規範，製訂緊急

應變流程，實施緊急應變教育訓練及現場演

練。

4.保全安全管制

本公司委由集團企業負責門禁安全管

制、機電設備維護及環境清潔等工作。

5.機電設備維護

長榮機電公司機電駐點人員每日定期巡

檢作成紀錄備查，各項設備均訂定維護合

約，依設備類別按月、季、半年、年等頻率

進行保養維修以確保設備安全運作。

社會的參與

1.社區關係

本公司於2014年向市政府提出辦公大

樓前方路段鄰近新南路人行道認養及維護，

配合鄰近公園及社區之整體景觀，進行人行

步道地磚重新鋪設、路緣美化及行道樹栽植

綠化工程。

2.公益活動

長榮海運公司於2014年度經董事會決

議捐贈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新台幣

20,146仟元，作為慈善救助之用，以協助其

落實在地服務，以達及時救助功效、擴展社

會救助志業。

(1)推廣海洋文化

長榮海事博物館以保存、傳播船舶的歷

史、藝術與科學為宗旨，希望喚起民眾對海

洋文化的興趣與關懷，進而激發其探索求真

的精神。館內收藏張總裁多年來從世界各地

蒐集及拍賣會上標到的作品，包含各式各樣

的模型船、海洋畫作和航海儀器約4,000多
件。希望藉由寓教於樂的展示，做為社會大

眾接觸海洋歷史、藝術與科技的橋樑。長榮

海事博物館商店將珍藏的館藏，複製、開發

成多項精美商品，商店所得與門票收入均做

為張榮發基金會慈善救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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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行「道德月刊」

2008年1月發行《道德月刊》，發行量

已經超過26萬份，讀者遍布全世界各地。

該刊物內容淺顯易懂，藉著人生12堂道德

課程喚醒人性的真善美。2014年承續本會

免費發行「道德月刊」，協助全台1,700所
各級學校及機關等行號推動品格道德教育，

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啟發。每月發行量

約36萬本。

(3)行善足跡遍及海外

長榮的「長峰輪(EVERSUMMIT)」

於2014年1月20日在南中國海收到巴拿馬籍

貨輪BITUGULF發出的求救訊號，船長立

即指揮全體船員待命救援，並迅速前往海難

事故地點，並在越南外海約40海浬處發現

該艘沉沒貨輪的救生艇，成功救起全船16
名遭遇船難的印度籍船員，充分發揮海上人

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

3.關懷弱勢與協助

張榮發基金會成立於1985年，在過去

30年來，長榮海運與基金會共同從事各項

慈善與文教公益活動，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與使命。在慈善救助方面，透過全台八大聯

絡處提供急難及醫療救助、震災重建、清寒

助學等，提供在地、及時的救助與關懷。

(1)大陸地區清寒助學

基金會在1988年設置「清寒學生助學

金」，幫助家境清寒、有心上進的青年學

子完成學業，除了關懷台灣學子外，也在

海外提供獎助學金，20多年來，已有數萬

名國內外清寒學生受惠。2014年11月從全

中國20所重點海事學校中評選出143位優秀

清寒學生頒予「中國航海學會-張榮發助學

金」。

(2)持續推動釣竿計畫

張榮發基金會秉持除給魚吃、教釣魚，

更要給釣竿的想法，推動各項釣竿計畫，同

時廣宣張總裁「航海脫貧」理念，辦理講座

鼓勵弱勢學子上船工作，快速改善家計。

（資料來源：2014長榮海運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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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四大的貨櫃航運公司─長榮海運

(2603)成為國內第一屆上市公司治理評鑑

前5%公司之一。創辦人長榮集團總裁張榮

發曾經說，「人活著就是要積功德，做善

事，一個企業家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賺了錢

應該要心存感恩的心，不能忘本，並要適時

行善布施，回饋社會」。長榮海運多年來在

社會的各個角落，悄悄的貢獻心力。

長榮集團在張榮發回饋社會的理念下，

長期以來一直非常注重企業社會責任，積極

回饋社會，1984年成立張榮發基金會推動

各項業務，包含慈善醫療救助、清寒學子獎

助學金等，之後也成立長榮交響樂團、長榮

海事博物館，並發行道德月刊。

行善觸角 遍及海內外

「心存善念、多做善事」的道理，一直

是張榮發一生的行為準則。懷抱慈悲心，張

榮發發願要幫助更多人，自1996年起擴大

基金會編制，以長榮企業文化嚴謹的精神與

組織，從事各項社會公益及文教工作，包括

慈善醫療救助、賑災重建、清寒助學等，行

善的腳步從未停下，觸角更遍及海內外。張

總裁出身貧困，但靠著自己努力，成為一位

船長，後來開創長榮集團，所以他希望透過

教育開展偏遠偏鄉學童視野，秉持「航海脫

貧」理念，向弱勢家庭同學介紹海上工作及

生活環境，希望幫他們建立職涯願景。

長榮集團也鼓勵年輕學子可以考慮從事

海上工作，這也是為家庭脫貧脫困最快的方

法之一，透過張榮發基金會安排長榮海運資

深船長也到偏鄉去辦理講座，提供同學更多

種職涯選擇，並鼓勵把握學生時期努力充實

自己、勇敢築夢，將來才有機會上船工作，

跟著船舶航行全球各大國家。

前進部落 分享海員心得

為了讓阿里山鄉鄒族部落孩子對未來職

涯有更多選擇，曾經由長榮海運現役船長至

嘉義幫孩子上課，除現場攤開航海圖繪製航

路外，亦分享從事海上工作的心得與月領

270K的秘訣，讓準備拚大學的高三生直呼

「好想要當船長！」

另外，長榮海運現役貨櫃船船長也到宜

蘭縣冬山鄉，向中低收入家庭同學介紹海上

工作及生活環境。船長林沛樵，曾用精彩有

趣的簡報，向在座學生說明商船如何航行全

球五大洋，及大船通過巴拿馬、蘇伊士運河

奇景等，後更透過精彩影片，呈現駕駛萬噸

船舶的實況。

林船長同時指出，同學只要考上三副或

三管輪等甲級船員，月薪就有12萬，往上

升到船長更可達27萬。一般非航海科系的

高中畢業生，役畢後接受兩個月訓練，也可

上船擔任乙級船員，月薪也可達6～7萬，

現場學生與家長都十分嚮往。

長榮下鄉 宣揚航海脫貧理念



— 505 —

長榮海運不只是協助年輕學子脫貧，也

因為海運的裝載專業，總是默默的為社會盡

一份力。

協助運送乳房專用MRI

2013年長榮海運在得知台東聖母醫

院，獲美商奧羅瑞公司(Aurora Imaging 
Technology, Inc.)贈送乳房專用磁振造影系

統(MRI)行動車一部設立「台東乳腺健康

中心」，以利進行偏遠地區醫療義診服務，

但後續從美國洛杉磯運送回台之運送費用高

昂無下落，運送過程的複雜性及高難度，也

讓承運的海運及物流業者不願意冒著風險接

手，此一美意面臨極大的困難，長榮海運全

力協助設備運送事宜，並由長榮海運承運、

長榮物流進行運送作業協調規劃。

很少人知道，到目前為止，這部行動車

對台東地區偏鄉婦女的健康發揮了很大功

效，至今年7月底，有約3,000位婦女接受檢

查，結果發現68位乳癌患者，其中91%是在

二期以前發現，若經由適當治療，早期乳癌

的治癒率高達60～90%，等於拯救了60幾
個家庭面臨巨變。

安排聽障者參訪海事博物館

長榮海運也常關心許多弱勢的孩子，當

他們發現許多身障的孩子們，跟大家一樣，

有夢想，有渴望，但苦無機會聽音樂表演和

親近舞台；考量到聽障人士因一般社會大眾

對其印象為聽力狀況不佳，甚少有機會受邀

參與音樂活動，長榮海運了解聽障有分輕重

等級，輕者可帶助聽器、重者可透過低頻振

動及觀賞方式感受音樂後，為持續關懷社會

弱勢，豐富心靈層次，透過張榮發基金會安

排數個聽障團體與啟聰學校學生，參訪海事

博物館及聆聽長榮交響樂團於國家音樂廳的

演出，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讓社會各界多

關注身邊的聽障孩子或朋友，讓他們有更多

學習及與社會互動的機會。

2015年4月，長榮海運安排台北啟聰學

校、台北市聲暉協會、重聽協會、聽障人協

會等合計約170人，參訪海事博物館及聆聽

交響樂團於國家音樂廳的演出，由長榮海運

董事長張正鏞親自主持有獎徵答與海事文物

介紹，長榮交響樂團也派專人協助，長榮集

團的用心接待，讓當天參加的人都直呼「不

可思議」，獲得現場全體觀眾一致熱烈的鼓

掌回應，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聆聽一場

專業的音樂表演。

長榮海運為讓這些朋友感受溫暖，大門

警衛、工作人員及樂團全體均以手語問候及

歡迎；同時，長榮交響樂團的外籍指揮上台

後，出乎觀眾意外，先用手語秀出「謝謝你

們來，希望你們喜歡」手勢，並由司儀補充

及透過手語翻譯，介紹這一場具特殊意義的

音樂會，希望透過音波的跳動、近距離的觀

賞，大家都可以一起用心來感受音樂帶來的

感動。啟聰學校教務主任戴素美表示，「感

謝長榮集團所有工作人員，為我們安排細緻

的藝文饗宴活動，讓本校師生家長及所有聽

障朋友深受感動；美妙旋律，令人如癡如醉

外，更讓我們聽損孩子發現原來自己也能藉

著音波傳導，聆聽或感受美妙的音樂，激發

他們願意持續接觸音樂的意向，我們的感動

久久無法平息，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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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

總論

華航自1959年成立以來，即將邁入第

56年，我們秉持著「滿意的顧客、快樂的員

工、創造股東與社會的最大價值」之經營理

念，致力於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國際級航空公

司，以最好的飛航品質，滿足每一位乘坐的

旅客。截至2015年6月30日，我們的客貨機

隊已擴張至86架，營運航線分布全球29個國

家、115個航點，在大家的努力下，華航及

關係企業去年表現績效十分亮眼，2015年在

國際油價平穩、日圓走貶及陸客中轉可望開

放等因素帶動下，客運持續穩定成長，貨運

市場亦逐步回溫，我們感謝每一位同仁、旅

客、股東及合作夥伴所給予的支持與鼓勵。

2014年，華航訂為「企業永續元年」，

領先業界發行第一本企業永續報告書，設置

企業永續網，成立企業永續委員會，逐步落

實「用誠信滿足股東、用熱忱感動客戶、用

行動支持夥伴、用永續呵護地球、用關懷照

顧員工、用文化回饋社會」等六大華航永續

使命。我們相信，面對全球化發展及氣候變

遷日遽的環境，永續發展是企業面對多元競

爭環境下必然且唯一的發展路徑。

企業永續元年的奠基作業，對中華航空

公司的企業成長意義非凡。2014年，華航獲

得民航局頒發國內民航企業視為最高殊榮的

「金翔獎」，全新引進的環保節油波音777-

300ER客機，更接連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

獎、全球華人頂尖的金點設計獎以及國家產

業創新獎等肯定；特別在環保永續方面，華

航蟬連環保署企業環保獎，同時獲得亞洲生

產力組織2014年國際綠色產品展(EPIF)國際

綠色服務典範獎，首度參加「台灣企業永續

獎」即榮獲四項大獎：創新成長獎、氣候領

袖獎、創意溝通獎、永續報告獎大型企業服

務業金獎。我們將從「精進安全管理、創造

友善環境、保障員工福利、投身企業公民」

等四大面向，持續落實企業永續發展方針。

精進安全管理

在安全管理作業，我們已將安全價值融

入每位員工的日常作業、系統設計及組織架

構中，透過各項安全管理作為管控作業安全

風險，形成正向的安全文化；2014年我們

更進一步以「公正文化」健全風險管理內

涵，啟用飛航組員訓練管理系統(Integrated 
Pilot Training System, IPTS)，以精進飛航

訓練，深化安全文化，讓我們成為台灣第一

家提前通過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強

化作業安全查核(Enhanced IOSA)系統」並

持續獲得認證的航空公司。

創造友善環境

在友善環境及因應氣候變遷工作上，華

航從2009年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制度，近年積極建構企業環境暨能源管理機

制，分別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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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1能源管理系統，成為全球第二家獲得

雙重系統驗證的航空公司。在2014年，我們

持續推動60項環保專案，三年(2012~2014)
來，已累積碳排放削減量達 4 1 , 8 0 4噸

CO2e(二氧化碳當量)，節省近18,782噸用

水，亦積極展開稽核能量建置，確保執行品

質，進一步保障內外部環境與生態安全，同

時也開始規劃永續供應鏈管理推展策略。

保障員工福利

在員工福利與安全保障方面，我們持續

落實提供員工友善、安全與健康職場的政

策，與企業工會協商，定期審視、修正團

體協約，對員工的直接福利連續五年已累

計突破6億元。2015年華航進一步推動「員

工年-Employees First」，公司將遵照四大

原則：強化溝通機制(Communications)、
擴大同仁參與(Participation)、健全工作

環境(Working Condition)、提升職涯發展

(Career Development)，推動Town Hall 
Meeting，由主管和員工直接面對面溝通，

打造優質和睦的工作環境。

投身企業公民

作為先進的企業公民，我們維持力行社

會公益的優良傳統，員工自發性從事慈善及

環保公益行動，從777-300ER機隊陸續上線

到接下來引進的A350新機隊，持續運用本身

的產業特性，以機艙設計、服務流程等方式

推展台灣環保、觀光及文創亮點，打造新世

代產品，支持台灣及國際間重要科學技術研

究與機動支援重要急難救助；我們期望，透

過華航全球航網，讓台灣「真、善、美」的人

文價值意象及文創精神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展望2015年，華航除了持續致力於提升

服務品質與品牌價值外，將依據2014年規劃

的永續發展藍圖，深化永續治理作業，在員

工年-Employees First目標下，透過「健全企

業永續委員會運作」、「發布永續供應鏈政

策與策略」、「參與國際永續評比」等做法

繼續推展執行，讓永續治理成為公司經營管

理的核心，邁向國際級的永續標竿企業。全

新的目標將帶來全新的挑戰，中華航空已做

好準備，我們堅持做對的事，逐步落實「值

得信賴、邁向卓越」的企業發展願景。

CSR得獎紀錄
獎項與肯定

2014年1月

第125屆美國

玫瑰花車遊行國際首獎

連續三年獲選

「Young世代最常使用品牌」

第一名

榮獲美國《 全球旅行家 》

「機翼上的美酒」 殊榮

華航國際航空貨運量

排名全球第六

遠見雜誌「遠見五星服務獎」

國際航空類別冠軍

榮獲民航局

「103年度金翔獎」

榮獲「2014台灣企業

永續獎 TCSA」四項大獎

連續三年榮獲

「Super Green 評審團大獎」

及「綠色品牌首獎」

亞洲生產力組織(APO)

「綠色典範服務」獎

連續十四年獲頒

亞洲《 讀者文摘 》

「信譽品牌金獎」

獲環保署第23屆

「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華航新世代777-300ER新機

客艙設計榮獲「金點設計獎」

美國知名旅遊雜誌《 環旅世界 》 

評選為「北亞最佳航空公司」

2014年3月

2014年4月

2014年5月

2014年8月

2014年10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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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4中華航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符合GRI G4核心(Core)選項，經由外部查

證單位透過AA 1000AS TYPE II-高度保證

等級之保證標準，確保資訊揭露可靠度。

關於本報告書

從2013年起，華航已經連續三年發行

非財務報告書，是國內最早出版環境與永續

報告書的航空公司。2014年8月發行第一本

企業永續報告書，2015年華航遵循政府的

規範，將企業永續報告書更名為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持續提升永續資訊的透明度，向

所有關心華航的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未來

我們將每年發行報告書，主動向利害關係人

說明華航的永續使命、承諾、作法、績效與

未來目標。下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預計

在2016年6月發行。

資料範疇

組織內

組織內範疇主要包含華航園區(公司總

部)、松山園區、修護廠區、台北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部分資料亦包含海外地區營組

織業點。在組織內子公司之資訊揭露範疇

上，本報告書納入華信航空，因華航與華信

兩者占整體合併營收高達約98%，且其營運

核心相同。台灣虎航則因2014年9月才正式

營運，故予以排除。

組織外

在組織外實體，主要包括投資人、客

戶、社區、供應商。除此之外，華航子公司

之華航飯店、華夏、華膳、華潔等子公司，

組織外因占合併營收比例低，且同時具備供

應鏈特性，故劃分為組織外之供應商利害關

係人，揭露其實質性永續資訊。

審查

內部審查

本報告書資料及數據經由各部門同仁蒐

集與彙整，先由部門主管進行審查，再提交

至報告書工作小組確認，同時委由外部輔導

團內部隊提供改善建議。待所有數據與資料

完備後，由各部門副總逐層審查審閱，最後

由董事長與總經理核定。本報告書的資料與

數據皆建立標準化規格表，作為內部管理的

標準流程，確保數據與資料品質之可信度。

外部審查

本報告書之財務數據，係經勤業眾信

(Deloitte)簽證之財務年報資料，以新台幣

為計算單位。有關品質管理系統ISO 9001
與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1通過DNV(立

恩威)驗證；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與能

源管理系統ISO 50001通過BSI台灣分公司

驗證；報告書其餘資訊則由SGS(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查證。

報告書編撰原則

華航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編撰

聯繫窗口

中華航空公司

企業安全室環境部

地址：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一號

Tel:886-3-3993259

Fax:886-3-3993210

Email:environment@china-airlines.com

數據品質管理資料蒐集範疇-組織外資料蒐集範疇-組織內資料揭露時間範圍

供應商(涵蓋華航子公司)

客戶

社區

投資人

華航：華航園區(公司總部)、松山

         園區、修護廠區、台北分

         公司、高雄分公司

華信航空

一般資料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重大事件

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

財務數據-勤業眾信 (Deloitte)

品質資訊-ISO 9001-DNV

環境數據-ISO 14064-1-DNV

環境資訊-ISO 14001-BSI Taiwan

環境資訊-ISO 50001-BSI Taiwan

永續數據-AA 1000AS-SG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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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主要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RI)的
G4版指引，建立一個涵蓋七大步驟的實質

性分析方法(委由東南科技大學許家偉博士

協助開發)，決定今年度報告書欲溝通的利

害關係人、優先揭露的實質性議題與資料蒐

集的邊界。

鑑別階段--步驟一&二

華航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目的，是

希望跟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因此，我們首

先確立了要溝通的對象，包括員工、客戶、

投資人、政府、夥伴與社區。為能夠了解這

些利害關係人對於華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的揭露期望，我們從內外部蒐集跟華航相關

的永續脈絡與資訊，據此作為後續調查利害

關係人對於議題關注程度的基礎。

分析階段--步驟三至五

在蒐集華航永續議題後，先向利害關係

人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其對於各個議題的關

注；另一方面也透過公司報告書小組成員決

定各議題對於公司永續經營的影響，最後選

出24個實質性議題。除此之外，華航也蒐

集媒體關注的聲音，找出五個主要的正負面

新聞，作為我們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基礎。

確認階段--步驟六&七

根據選出的重大實質性議題，華航從

GRI G4中找出35個重大考量面，加上一個

航空產業特性的重大考量面，總共有36個
考量面。依據每個考量面的指標，由公司報

告書小組的同仁進行會議，逐一討論每個指

標要揭露的邊界，包含組織內(華航、華信)

與組織外(客戶、投資人、社區、供應商)，

作為今年報告書資訊揭露的邊界。(參考對

照表)

華航公司概況

華航公司自1959年12月16日創始以

來，即致力以最好的飛航品質，滿足每一位

乘坐的旅客。1993年2月26日，華航(2610)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正式掛牌上市，是中

華民國的國家航空公司，也是台灣最大的航

空公司。

1959年12月16日，一批中華民國退伍

空軍專業人員，共同創建了我國第一家國人

自營的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

航)，改變了我國民航業向來為外國人壟斷

的局面。現今，華航已是台灣規模最大的民

用航空業者，擁有台灣各航空業者中最多的

國際線航點及搭乘人次，總部與主要轉運中

心設在桃園國際機場。華航主要為經營國際

航空客運與貨運的航線為主，也經營台灣機

場的地面代理、航空貨運、空廚餐飲、飛機

維修、飯店經營、機上免稅品販售等周邊事

業，國內航線則從1998年起全部轉由子公

司華信航空經營。同時，為因應低成本航

1.風險評估與管理

2.法規符合性

3.道德與倫理行為守則

4.營運財務績效

5.機隊管理與規劃

6.永續發展策略

7.飛航安全

8.客戶服務管理

9.食品安全管理

10.隱私權

11.品牌行銷

12.職業安全與衛生

13.勞工權益

14.勞資關係

15.人才招募與留才

16.人權

17.員工福利與薪資

18.職涯發展與教育訓練

19.飛機燃油效率

20.空氣污染管控

21.環境政策與管理系統

22.溫室氣體與氣候調適

23.廢棄物管理與回收

24.能源管理

實質性議題 GRI G4 重大考量面 章節

經濟績效、間接經濟衝擊、反貪腐、公

共政策、反競爭行為、法規遵循、社會

衝擊的申訴機制、投資、採購實務、機

隊管理與規劃*

市場形象、僱用、勞工/管理關係、職業

健康與安全、訓練與教育、多樣性與機

會平等、男女員工同酬、勞工申訴機制、

無歧視、集會自由與集體談判、童工、

強迫勞動、人權評估、人權申訴機制

產品與服務、能源、排放、廢水與廢棄

物、法規遵循、運輸、環境問題申訴機

制

經營治理

員工關懷

環境永續

*華航特定之重大考量面

顧客健康與安全、產品與服務的標示、

行銷溝通、客戶隱私、法規遵循
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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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個

航線分布國家(2015年2月)

121個
航線(2015年2月)

56年

華航成立歷史

520億元

資本額

11,319人

2014年底員工數

84架

飛機數(2015年2月)

30.2%
客運市占率註

28.9%
貨運市占率註

註1:客運市佔率資料來源為交通部民航局

(http://www.caa.gov.tw/big5/content/index01.asp?sno=1855)。

註2:計算方式係以上述網頁各年資料為基礎，計算華航/華信

載運出境乘客數占整體出境乘客數之比例。

註1:貨運市佔率資料來源為華航CMS系統(Cargo Management 

System，該系統資料來自四大倉儲-華儲、榮儲、遠雄、永儲)。

註2:計算方式係以上述四大倉儲出口貨量為基礎，計算華航/

華信載運貨量占整體貨量之比例。

華航成長歷程

1959

1961 代行寮國戰地運補工作。

1986 業務處劃分為客運處與貨運處，拓展營運。

1988

1991 落實企業民營化，籌備申請股票上市。

1993

2006

2007

2008

與農委會攜手打造全球首架水果彩繪機。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事業營運中心計劃案正式啟動，預計3年興建及47年營運

期。

2009

宣布與法國雅高旅館集團簽約機場旅館。

桃園國際機場設置行動櫃檯，縮短旅客於固定櫃檯前報到時間。

2010
與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與印尼航空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大陸福州市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華航園區企業總部正式啟用並榮獲國家建築金質獎及全國首獎。

正式成為IATA e-Freight航空公司。

啟用全台最大型12萬磅發動機試車台。

與中國南方航空簽署合作備忘錄。

1998

2000
大陸地區設立「上海辦事處」。

獲得ISO-9001國際品質認證、完成網際網路線上購票。

成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關島分公司。

完成新版「中華航空公司策略規劃書」，確定公司新願景為「最值得信賴的

航空公司」。

1995 更新「企業識別系統」(CIS)為「紅梅揚姿」。

2001 引進A340-300客機。

2004 引進3架A330-300客機，2架B747-400客機及2架B747-400貨機。

2005 與德國鐵路共用班號陸空聯運。

協助推廣台灣農業，推出全球首架蝴蝶蘭彩繪機。

推出SkyPriority天合優享服務。加入天合聯盟貨運。

與GE航空集團簽署OnPoint燃油減碳解決方案協議。

推出電子登機證，操作智慧型手機即可完成訂位購票、預辦登機及通關搭機。

全球首架跨太平洋氣候觀測機。全球首家標示餐點碳足跡及熱量的航空公司。

9架747客機改艙完成，全面更新座椅及影視系統。

與中國東方航空、上海航空共用班號

與浙江省旅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正式加入天合聯盟「SkyTeam」，成為台灣第一個加入國際航空聯盟的業者。

2012

2013
與南航、東航、廈航結盟成立「大中華 攜手飛」。

與俄羅斯全祿航空、夏威夷航空合作共用班號，與南方航空擴大共用班號合作。

推出溫控產品貨運服務。

2014

Next Generation新世代服務大架構展開。

永續治理組織正式成立。

台灣虎航正式加入集團營運。

引進3架737-800型客機、1架A330-300型客機及3架777-300ER型客機。

成功通過Enhanced IOSA(E-IOSA)查核標準，成為我國首家成功申請E-IOSA之

航空公司。

啟程翱翔  -  華航創始

2011

「中華航空公司」創立。資本額新台幣40萬元。員工26人。C54飛機1架及 

PBY型飛機2架。

27位股東捐出股權，成立「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將監督

管理權交給社會。

正式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成為我國第一家上市的國際航空公司。

翱翔天際 - 成長茁壯

翱翔天際 - 成長茁壯 航向未來 - 永續華航

永續績效

氣候與能源管理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飛航用油量(噸)

飛航用油密集度(噸 / RTK)

飛航用油GHG排放量(噸CO 2e)

飛航用油GHG排放強度(噸CO 2e / 1000 RTK)

飛航節油減碳量(公斤CO2e)

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地面作業用電量(度)

地面作業電力節省(度)

地面作業車輛用油量(公秉)

地面作業車輛節油(公秉)

-
＝
-
-
+
-
+
+
+
+
+

2,176,178

0.26

6,885,712

0.82

21,138,926

68,91,110

20,884

40,002

1,920

1,145

136

2,010,522

0.26

6,456,480

0.81

6,583,924

6,462,069

22,113

42,363

1,898

1,479

134

1,966,062

0.25

6,220,878

0.80

8,990,658

6,227,163

23,197

43,603

2,024

1,549

209

綠色營運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全公司節電(度)

全公司節水(度)

全公司節紙(張)

用水量(度)

修護廠區廢水排放量(噸)

廢水回收量(噸)

生活廢棄物(公斤)

有害事業廢棄物(公斤)

含鎘電池(公斤)

環境設備投資金額(仟元)

綠色採購(仟元)

-
-
+
+
+
-
-
+
+
+
+

1,919,512

6,900

583,000

149,517

18,115

6,900

387,948

17,673

1,110

25,935

9,634

1,898,116

8,210

497,174

157,773

22,713

8,210

134,035

18,398

1,328

22,260

8,013

2,023,868

3,672

1,915,000

163,068

23,944

3,672

113,450

19,070

1,717

23,407

9,423

ECO服務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旅客使用自助報到櫃台旅客數(人次)

旅客下載APP-CI Mobile(次)

使用APP預辦登機旅客數(人次)

貨運作業採用無紙化的數量(筆)

+
-
+
+

3,163,414

120,884

129,064

69,970

2,074,823

132,508

59,148

55,083

改變：比較2013年與2014年的績效變化     ＋：績效呈現正向表現    -：績效呈現負向表現    ＝：績效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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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績效

氣候與能源管理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飛航用油量(噸)

飛航用油密集度(噸 / RTK)

飛航用油GHG排放量(噸CO 2e)

飛航用油GHG排放強度(噸CO 2e / 1000 RTK)

飛航節油減碳量(公斤CO2e)

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噸CO2e)

地面作業用電量(度)

地面作業電力節省(度)

地面作業車輛用油量(公秉)

地面作業車輛節油(公秉)

-
＝
-
-
+
-
+
+
+
+
+

2,176,178

0.26

6,885,712

0.82

21,138,926

68,91,110

20,884

40,002

1,920

1,145

136

2,010,522

0.26

6,456,480

0.81

6,583,924

6,462,069

22,113

42,363

1,898

1,479

134

1,966,062

0.25

6,220,878

0.80

8,990,658

6,227,163

23,197

43,603

2,024

1,549

209

綠色營運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全公司節電(度)

全公司節水(度)

全公司節紙(張)

用水量(度)

修護廠區廢水排放量(噸)

廢水回收量(噸)

生活廢棄物(公斤)

有害事業廢棄物(公斤)

含鎘電池(公斤)

環境設備投資金額(仟元)

綠色採購(仟元)

-
-
+
+
+
-
-
+
+
+
+

1,919,512

6,900

583,000

149,517

18,115

6,900

387,948

17,673

1,110

25,935

9,634

1,898,116

8,210

497,174

157,773

22,713

8,210

134,035

18,398

1,328

22,260

8,013

2,023,868

3,672

1,915,000

163,068

23,944

3,672

113,450

19,070

1,717

23,407

9,423

ECO服務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旅客使用自助報到櫃台旅客數(人次)

旅客下載APP-CI Mobile(次)

使用APP預辦登機旅客數(人次)

貨運作業採用無紙化的數量(筆)

+
-
+
+

3,163,414

120,884

129,064

69,970

2,074,823

132,508

59,148

55,083

改變：比較2013年與2014年的績效變化     ＋：績效呈現正向表現    -：績效呈現負向表現    ＝：績效無改變職能發展與人才招聘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教育訓練開課總課堂數(堂)

訓練總時數(小時)

每位員工平均訓練時數(小時)

外包訓練補助金額(元)

包含外站之訓練總經費(元)

每位員工平均訓練經費(元)

完訓率(%）

-
-
-
+
+
+
-

22,247

496,306

43.8

3,283,000

310,422,359

27,425

98.6

23,715

556,400

49.9

2,854,450

264,733,181

23,762

98.8

24,926

578,643

53.3

2,490,630

247,723,097

22,798

98.5

新進員工數(人)

身心障礙人員進用人數(人)

原住民進用人數(人)

員工聘用當地居民(%)

管理階層聘用當地居民(%)

全體離職率(%)

新進員工離職率(%)

+
+
-
-
-
-
+

1,054

85

77

68.4

33.4

7.20

4.9

1,007

82

78

89.1

45.3

6.40

5.6

948

86

79

88.8

45.9

5.86

5.5

員工權益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2012

員工參與工會比率(%)

勞資糾紛損失金額(元)

福利金額(元)

員工申訴(件)

+
-
-
-

99.1

2,990,000

1億32,86萬

33

96.4

1,240,000

1億5,926萬

18

98.5

4,400,422

1億1,216萬

20

健康與安全職場

指標 改變 2014 2013

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健康檢查到檢率(%)

員工心理諮商(人次)

-
-
=
+

3.94

51

98

125

3.59

48

98

66

2012

3.16

26

95

59

改變：比較2013年與2014年的績效變化    ＋：績效呈現正向表現    -：績效呈現負向表現    ＝：績效無改變



— 512 —

空公司(LCC)的競爭，符合不同客群的需

求，遂與新加坡欣丰虎航(Tigerair)共同設

立「台灣虎航」(Tigerair Taiwan)，並已於

2014年順利開航，將持續擴增航點，期藉

不同經營模式、開拓不同客源，提升集團整

體綜效。

公司治理

董事會運作

華航股東於股東會依據「董事選舉辦

法」選任13席董事(含三席獨立董事)組成

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由董事互選一位擔

任董事長及會議主席。董事會依據「董事會

議事規範」召集會議，每季至少一次，制定

公司策略方針及決議重大業務。董事會轄下

設置有「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及「風險委員會」等三個功能性委員

會，依照董事會通過之組織規程召集會議，

行使法令及董事會授予之職權，審議及討論

相關議題，並將結論與建議提報至董事會決

議，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使董事會的組

織功能更臻完備。另，設置有直屬董事會的

總稽核室，依據相關法規及董事會之指示，

規劃及執行公司的內部控制與稽核業務。因

落實公司治理制度成效優良，華航於2010
年獲得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頒發「CG6005公
司治理制度評量」證書，成為國內航空業首

例；並於2014年獲得「上市櫃公司資訊揭

露評鑑」評鑑為A+級公司。

永續治理

華航瞭解航空業面臨許多永續性風險，

為強化並且落實永續治理，特別成立企業永

Highlights

1st

國內航空業首家設置正式永續治理組織

華航為追求企業永續，成立企業永續委員會，設置六大工作小組，為華航永續發展最高治理組織。

A +

華航獲得第十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評鑑為A +級公司

資訊揭露與透明化是OECD六大公司治理原則之主要一環，亦為全世界各國及公司與投資人對公司治理政策制訂之基準

1st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
2010年獲得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頒發「CG6005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證書的國內第一家航空公司

華航以追求公司與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為目標，秉持落實公司治理制度之精神，強化風險管理。

前20%
獲得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為前20%優良廠商

華航積極增進公司治理，並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各項自我監理措施，更以「追求最高公司治理水平」為目標。

1st

企業永續報告書
國內航空業首家發行企業永續報告書

華航採用國際指引GRI撰寫永續報告書，並且通過AA100 0 AS標準的查證，向所有關心華航的社會大眾揭露公司在永續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推

動做法。

用熱忱
感動客戶

用誠信
滿足股東

用關懷
照顧員工

用行動
支持夥伴

用文化
回饋社會

用永續
呵護地球

永續發展使命



— 513 —

續委員會，為最高階的永續治理組織。統籌

全公司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擬定，並透過執

行秘書，進行細部永續執行方案之規劃，並

交由各工作小組執行，每半年由主席檢視工

作小組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委員會依照航

空業主要永續議題，設有六大工作小組：永

續經營暨整合性風險小組、永續供應鏈小

組、環境小組、社會參與小組、勞動權益暨

人權小組與服務品質小組。

法規依循

華航為建立良好公司治理制度，訂有中

華航空公司治理守則、董事道德行為準則、

高階主管道德行為準則與中華航空內部重大

資訊處理作業程序，除遵循現有法令外，並

具體承諾包含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

職能、董事會議事規則及決策程序(含董事

利益迴避等)、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以及提

升資訊透明度等六大原則。而為求全體員工

皆能依循相關法規，華航更訂有員工行為準

則。

風險管理

華航了解風險管理之重要性，並且重視

風險之間可能的相互影響關係，特別於董事

會轄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強化風險管理

體質，並針對各主要類型之風險要求所屬單

位負責控管。華航體認飛航安全為航空公司

最重要之首要目標，因此針對飛航安全、航

空保安與環境風險等重要營運上可能產生的

風險，交由企業安全室進行統合管理。法

律、金融等相關風險，也都依照專業特性

設有管理單位。華航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狀

況，都已訂定各種相關的緊急應變計畫，並

在緊急應變手冊中詳細的劃分所有行動的方

式，同時透過匯集各種專業人才進行任務編

組，定期進行嚴格演練。

產業概況

展望2015年，IATA預估104年全球航

空客運需求將增加7.0%，高於2014年之

5.9%，亞太地區客運需求成長預計更將高

達7.7%，全球僅次於中東地區。以淨獲利

率而言(EBIT margin， % revenues)，2015
年全球航空公司平均將達6.0%，2015年
亞太地區則預計將達7.7%，皆為近五年新

高。面對2015年，華航將持續秉持著「穩

健經營」、「審慎樂觀」的態度，以臺灣作

為發展基地，構建東亞轉運樞紐，建構更為

堅實的區域與長程航網。

客戶服務

1.邁向航空服務新標竿

2014年在「新世代計畫」與「永續元

年」的推動下，華航極力邀請各領域表現卓

越的華人設計師，發揮台灣文創精神，共同

打造華航各項新世代產品，同時結合「用

心、細心、主動、互動與感動」的再優化服

務，用其熱忱來感動顧客；加上華航的永續

使命：用誠信滿足股東、用熱忱感動客戶、

用行動支持夥伴、用永續呵護地球、用關懷

照顧員工及用文化回饋社會，將為所有的

「投資人、客戶、夥伴、環境、員工、社

會」尋求永續利益之極大化，引領台灣航空

服務業邁向國際的新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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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戶服務

華航為追求最高服務品質，達成值得信

賴、邁向卓越的願景，特別制定品質政策-
紀律安全、以客為尊、綠能環保、追求卓

越；要求在服務上務必做到盡善盡美，給客

戶最滿意的感受，因此華航致力於提供創新

服務，包含近年來透過e+M化的即時無限

制的便捷服務，提高顧客服務的效率與便捷

性，同時也透過提高客艙服務的SOP+、兩

心三動-用心、細心、主動、互動、感動及

當責的服務「心」元素等創新服務，要提供

顧客最貼心的服務。

3.飛航安全

華航是台灣第一家取得 I O S A認證

之航空公司。IOSA安全查核標準(IATA 
Operation Safety Audit, IOSA)是由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所訂定的安全檢核機制，提

供航空公司檢視自身安全等級之參考，並

頒發IATA認證予通過查核之航空公司，為

一套客觀且具公信力之航空公司安全檢核

機制。華航於2005年取得首次IOSA安全

認證，至2012年已連續取得五次認證。自

2015年9月起，IATA為使安全查核標準深入

國際航協所有成員，並強化航空公司內部

稽核系統，成員辦理重新認證時，必須通

過更進階的Enhanced IOSA(E-IOSA)查核

標準。查核重點主要在於確認航空公司之

自我督察及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是否

能持續符合IOSA之標準。有鑒於此，華航

於2014年10月份提前以Enhanced IOSA(E-
IOSA)查核標準主動申辦重新認證，除確

保本公司IOSA認證持續有效、落實自我

督查機制外，並使本公司安全標準符合國

際規範。目前認證有效期限從2015/2/25，
延至2017/2/25止，成為我國首家成功申請

E-IOSA之航空公司。

Highlights
「Family Couch」客艙座椅
亞洲唯一 

為提供多元的服務產品及提升客艙舒適，於新機上提供亞洲

唯一的「Family Couch/親子臥艙」座椅。透過3個經濟艙座

位，升起腿靠墊與收起座椅扶手等方式，成為一張沙發床，

讓長途旅客能擁有更舒適的空間與睡眠品質。

e-AWB 使用量台灣第1 
全球使用量第11名

降低貨物運送時間約1.5天，並減少相關單據遺失的機率，提

高貨物運送效率。華航成為全球第 2 2個「貨運少紙化

(e-Freight)」的航空公司。華航進一步將年度目標提高至

25%，歷經整年度全線各站之推廣，經IATA公告，本公司於

2014年12月滲透率已達29.9%。

(註：滲透率為e-AWB總量/Trade-lane各場站AWB總量之比例)

中華航空App 
超過40萬次下載

CI Mobile是一套快速而簡便的行動網路工具，只要一機在手，

即可通行無阻地獲取由中華航空提供的即時性訊息，為商旅

人士在行程規劃或旅途中不可或缺的旅遊工具。包含訂位購

票、預選餐點、預定免稅品、航班資訊、行程管理、會員服

務、預辦登機等功能，提供最便利的行動化服務。

七彩式語言 
提供「聽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客製化服務

七彩式語言係指所有運務同仁面對旅客時，因時制宜主動與之交談，

藉此製造正向話題產生共鳴，不吝讚美溫馨接待，讓旅客在言語間感

受誠摯的關懷，在親切有禮的應對進退中感動旅客的心。服務同仁穿

梭機場各處，提供「聽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客製化服務，化

以往被動的「定點服務」為主動的「走動式服務」，進而達成最佳服

務效益。

E-IOSA 台灣第1 
台灣首家通過認證之航空公司

華航於2014年10月份提前以 Enhanced IOSA(E-IOSA) 查核標準主動申

辦重新認證，除確保本公司IOSA認證持續有效、落實自我督查機制外，

並使本公司安全標準符合國際規範，成為我國首家成功通過E-IOSA認

證之航空公司。

機上聊天 Seat Chat 全球唯1 
全球首家有中文聊天室之功能

機上娛樂系統提供社交聊天功能，並可分享喜愛的影片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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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採購

華航將供應商視為商業夥伴，攜手邁向

永續，並且遵循華航企業永續使命-用行動

支持夥伴，因此於2014年展開供應鏈永續

管理，訂定「中華航空永續供應鏈管理政

策」。內容適用於全體供應商、承攬商、集

團子公司及合資公司，同時鼓勵供應商將永

續發展思維落實至其日常管理與供應鏈管理

中，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在日常營運中，風險無所不在，而在供

應鏈永續管理上，首先必須瞭解供應鏈所

面臨之風險，因此華航於2015年展開供應

鏈永續性風險評估。透過與外部專家的共

同研析，參考各主要國際標準如GRI G4、
CDP與DJSI供應鏈相關議題與相關國際規

範，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聯合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全球盟約

(Global Compact)等，將其主要精神與要求

納入供應鏈永續性風險評估問卷的評估內

容，問卷內容涵蓋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構

面，於未來將同步考慮供應商之規模、所在

地區與避險能力，以求完善永續供應鏈的管

理機制。而問卷的展現方式，採取具層級性

之選項以及開放性的題項，方便供應商循序

漸進地填寫，同時兼顧中小型企業之權益。

除此之外，為了使台灣的環境能夠永續

發展，華航除了在自身的環境管理上努力，

同時也響應政府的相關政策，將綠色採購放

在第一順位，就是希望華航能夠為台灣的環

境盡一份心力，帶動更多綠色產業的發展。

環境永續

環境管理

1.環境政策與專責單位

自2007年起，華航制訂「環境暨能源

管理理念」，落實環境保護工作及善盡社會

責任，將「環保」列為經營核心元素，並於

2011年設置環境部及環境委員會，由各主

Highlights

1st

揭露國際航線碳足跡

國內第一家引用ICAO與IATA碳足跡計算方法，揭露國際

航線碳足跡之航空公司。

1st

集團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國內第一家規劃集團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之航空公司，協

助供應商碳盤查輔導與節能減碳技術服務。

1st

量化溫室氣體範疇三排放量 

國內第一家啟動範疇三排放量量化計算的航空公司，公司

委外辦理的員工通勤交通車輛排放量為4,616噸CO 2e。

1st

中長期自願減量目標

優先國內同業宣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目標，2020年前平均

每年提升1.5%用油效率，2020年達到零碳成長，2050年

達到2005年排放量之50%。

1st

能資源減量目標

國內第一家制訂年度能資源減量之航空公司。

500萬人次
旅客使用自助櫃臺

旅客使用自助報到櫃台的累計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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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營運部門組成五個環境管理委員會及一個

碳管理專案小組，每季由總經理或其代理人

檢討公司環境及能源管理績效，成為國內第

一家成立環保專責單位的航空公司。2014
年，華航成立企業永續委員會，並將原企業

環境委員會納入為環境小組，提升環境管理

之推動能量。

2.環境與能源管理系統

為進一步建立系統化的環境管理制

度，華航領先國內航空業於2012年導入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建置，並且逐步於

各部門與作業流程推動，提升環境改善績

效；2013年更是國內航空業第一家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公司，成為台灣首家、

全球第二家同時通過ISO 14001與ISO 50001
雙系統認證的航空公司。此外自2009年起，

華航依據ISO 14064-1標準建構溫室氣體管

理系統，每年針對全球飛航用油與臺灣地區

所有地面營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盤查作

業，並通過第三方驗證獲得最高等級之「合

理保證等級」證書，顯示華航溫室氣體盤查

與管理作業品質符合國際標準之水準。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1.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華航已連續四年受邀參與CDP碳揭露

作業，為國內唯一進行CDP填報評選作業

的運輸服務企業。另外，為落實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IATA)三階段目標與響應我國國家

溫室氣體減量規劃，華航於2014年10月宣

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目標。此外，華航進一

步依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與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IATA)所提出的飛航碳足跡計算方

法，計算提供每位旅客飛行服務所產生的碳

足跡，並於華航企業永續網揭露公司主要航

線碳足跡資料計算，提供每位旅客飛行服務

所產生的碳足跡，以期讓公司同仁及華航旅

客瞭解空中旅程可能對環境的影響，進而共

同重視環境保護、珍惜資源愛護地球。

用油效率

華航三階段減碳目標

2009年至2020年前
平均每年提升用油效率

1.5%
20202009

碳排放成長量

2020年起零碳成長(CNG)

0
20502020

減碳量

2050年碳排放量
減至2005年的50%

50%
205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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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華航能源管理的重點主要包含飛航用油

使用減量及碳減量、地面作業電力節省等，

詳細管理及改善數據詳見前載華航永續績效

圖。更多的資訊，詳見2014中華航空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完整版，以及中華航空企業

永續網。

ECO服務

華航針對臺灣及大中華地區提出

「ECO服務」概念的品牌形象，更以「文

創、科技、環保、感動、信賴」為主軸內

涵，透過e化、M化及文化的創新服務，向

顧客傳遞珍惜地球環境的意識。此「ECO
服務」榮獲了 2 0 1 4年亞洲生產力組織

太平洋溫室效應氣體觀測計畫

IAGOS計畫航機飛行圖

華航貢獻

數據蒐集

環保教育

圖中粉紅色的航線，乃為華航編號B-18806空中巴士A340-300型航機搭載IAGOS全球觀測儀器系統(In-service Aircraft for a 

Global Observing System)協助蒐集高空氣體的區域，飛航範圍涵蓋太平洋與歐亞地區。

華航參與由國立中央大學主導、行政院環保署支持的「太平洋溫室效應氣體觀測(PGGM)」計

畫，在編號B-18806的空中巴士A340-300型航機上搭載歐洲研究組織提供之IAGOS全球觀測

儀器，於2012年6月26日正式啟航，為全球第一架跨太平洋IAGOS載具，於飛行過程中同步執

行太平洋高空大氣之觀測與科學數據蒐集工作，協助全球科學家揭開太平洋高空大氣變化之

神秘面紗。

華航於飛機電子艙內安裝IAGOS(In-service Aircraft for a Global Observing System)儀器系統，

藉由伸出機身的採樣口，每一航程均可蒐集高空氣體資料，觀測水汽、臭氧、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等數據，飛機降落後以自動衛星通訊模式傳輸至歐洲研究中心。

自2012年首航截至2014年底，共投入1,505個航次，其中有182個航次屬於跨太平洋航次(台

北-溫哥華來回)，於飛航中匯集的大氣資料，協助全球科學單位運用在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

研究，並提高台灣科研成就國際曝光度。

於編號B-18806的A340-300客機兩側貼有「The Official Airline for Climate Monitoring」字

樣，並彩繪空服員懷抱地球的形象，呼籲齊心協力做環保愛地球。

2.太平洋溫室效應氣體觀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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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EPIF 2014國際綠色典範獎」之

「綠色典範服務」獎項，並成為國際綠色產

品展(EPIF)參展商。

除了上述各項努力，華航同時也執行了綠

色環保營運計畫。綠色環保營運包含廢棄物

管理、水資源管理、廢水廢氣與噪音管理、環

境投資與綠色採購、生態關懷等。上述華航都

訂有明確的管理辦法，而2014年環保設備及

綠色採購金額，也達到新台幣近3，560萬元。

強化溝通機制

員工年的推動四大要項

每月董事長與總經理發布公司重大訊息。

主管善用公司內部Team+系統與單位內同仁意見溝通及交流。

確保人力充足的中、長期招募計畫。

滿足同仁停車場與交通車等需求。

擴大同仁參與

提升職涯發展

健全工作環境

鼓勵同仁參與工作規則修訂與獎懲作業機制。

成立排班小組邀請同仁檢視。

開放管理職缺網路公開報名。

提供表現優異的基層同仁快速升遷機會。

Highlights

員工年
2015年正式啟動

以強化溝通機制、擴大同仁參與、健全工作環境及提升職涯發展，做為員工年之推動要項。

111億元
薪資與福利投資金額

2014年華航薪資總額，以及各項福利投入金額。

3.1億元
員工教育訓練經費支出

華航規劃各項訓練活動，透過多元訓練與學習，提供同仁所需知識、技能，以精進學習並強化職能聯結。

5.4%
育嬰留停申請占全國比率

依勞動部統計，2014年全國育嬰留停初次核付件數為73,899件；華航有398人申請，占全國申請人數的5.4 % 。

6次
公司付費的專業心理諮商服務

提供有需求的員工能適時地獲得心理諮商服務，以面對社會型態的轉變及日漸複雜的問題，解決心理壓力。

啟動員工年

員工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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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爭議事件說明

華航2014年勞資雙方之爭議事件以工時

與休假日、薪資與留停議題為最多數。針對各

項爭議經由勞資代表們多次討論，集體協商

方式由勞資雙方取得共識。華航以定期或不

定期召開協商或專案討論會議，或於團體協約

協商約定之方式，進行勞資溝通，使雙方互相

了解立場，尋求雙方皆可認同之解決之道，以

化解爭議。除了強化溝通機制、提供健全的工

作環境與提升職涯發展等外，更將通盤檢視

全體同仁的薪資結構後，依據相關法規之規

範、團體協約的內容、對營運之衝擊程度，以

及受影響之人數等因素，進行分階段性調整。

員工權益

1.華航工會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正

式成立於1988年，後經2011年更名為「中

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為全國

總工會直屬會員工會之一。2014年全體員

工具參與工會資格者有9,466人，實際參與

人數為9,380人，平均參與率為99.1%。自

2002年與工會首次簽訂團體協約開始，包

含有關工會組織活動、勞資會議與爭議協

約、進用及離職、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

工資、津貼及獎金、人事異動與獎懲、福

利、訓練及安全衛生等條款，逐步推動落實

對勞動者權利之保障。本公司之團體協約

為三年定期之協約，分別於2005、2009、
2012及2015年又再簽訂續約。

2.薪資與福利

我們積極提供適用於全體員工的完善制

度，並於1967年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

負責辦理各福利事宜。華航員工薪資標準不

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

而有差別。全球各地最低工資調整時，華航

亦同步檢視相關薪資標準，並適時調高。

3.育嬰留停

華航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育嬰留停作業，

且為鼓勵具申請資格之員工辦理，提供育嬰留

停之員工皆獲得年度考績不低於甲等之保證。

同時華航優於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男性同仁

可於配偶分娩前後，申請五日全薪之陪產假。

4.人權與反歧視

華航2014當年度並無發生人權、歧視

年終獎金/紅利發給

營業年度結算時，提撥盈餘作為年終獎金。

另為感謝員工年度工作績效，並結合公司階

段性管理目標分配提撥之員工紅利。

退休聯誼會
協助退休、職員工成立全球華航退休退職人員

的聯誼組織，並建置完成「中華航空退休退職

人員聯誼會網站」。

職工福利
結婚禮金、生育祝賀禮金、災害補助、旅遊補

助、職工與子女獎學金、重陽敬老金、急難貸

款、生日禮金、勞動節禮卷/禮金、喪葬補助。

特休制度

優於勞基法之規定。

托兒優惠

與全台13家幼兒園所簽訂合約，協助解決員

工子女托育問題。

團體健康保險

醫療、意外、重大疾病險，眷屬亦得以優惠

價格加入團體保險。

通勤交通
定時定點上下班交通車外，尚有輪班員工特班

交通車、空勤組員接送專車、身障員工專車等，

涵蓋地區自基隆、台北市、新北市至桃園、中

壢等地。

優待機票
員工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皆同步享有華航

免費機票及各式折扣機票，飛遍全球超過50個

航點。還可串連各航空公司的聯航優待機票，

悠遊世界與臺灣的各個角落。

員工持股信託

依個人意願參加，針對參加持股信託之員工分

別按職等自每月薪資中扣繳一定金額。2014 年

之在會人數共計2,029人，持股比例約0.9%。

退職制度

服務年資滿十年之一般職系類員工，以及服務

年資滿十年且年滿54歲之專業職系類員工。

照顧親屬

員工於配偶、直系親屬罹患重病

或需要時，可申請留職停薪。

因病

員工因患有疾病，且依規定請完

相關假別後，身體仍未康復時，

可申請留職停薪。

進修

全體員工，不限學校、科系。

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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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訴案件，也沒有侵犯原住民人權之情

事。為了尊重員工的意見反應，當權益遭受

侵害或不當處理時，員工可依「員工申訴辦

法」，依據案由及內容向業務權責單位或人

力處提出申訴。近四年內，申訴案件最多為

優待機票相關情事。

人才招聘與留任

華航近年積極延攬各領域高學歷的優秀

人才，共同提升飛航品質及安全。至2014
年止，華航公司全球員工總數為11,319人；

其中正式員工有11,178人，占98.7%；約聘

員工有141人，占1.3%。各分公司依據業務

需求適時辦理徵選作業，並經過嚴謹與公平

的甄選程序，選擇最適任之應徵者。絕不因

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學歷與社經

背景等而有差異。職缺招募方式採公開徵

才，外籍機師則透過人力仲介。針對臺灣地

區法令進用身心障礙人士之規定，我們持續

進行內部職位調整與工作內容評估，一般行

政庶務人員進用，均將身心障礙者列為優先

考量，不斷努力以達到法規要求為目標。

職能發展與人才培育

為能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配合公司整

體策略目標，公司規劃各項訓練活動，透過

多元訓練與學習，提供同仁所需知識、技

能，以精進學習並強化職能聯結，並培育公

司各階管理職人員及提升潛力人才管理職能

與視野。

健康與安全職場

我們依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

生相關事項，以預防職業災害，保障員工的

安全與健康為目標。

2014年之全體失能傷害頻率(FR)為

3.94，失能傷害嚴重率(SR)為051，缺勤率

(AR)為1.12%，2014年職災受傷人較2013
年多三人，損失天數多158天；分析原因多

為員工之不安全行為，但仍比我國2014年
航空運輸業之平均FR(5.15)及SR(63)低。

策略職能

依據公司競爭策略，

員工執行方案所需的能力

共通職能

每位同仁均具備

應展現的技能知識與行為風格

專業職能

擔任特定職務或工作

所必需具備之特質知識或技術

管理職能

擔任主管應具備之特質知識或技術

策略職能

共通職能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

華航大講堂課程設計架構圖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2014-2015年推動重點

項目 實施內容

規劃整體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項

安全衛生管理及安全衛生檢查

職災管理系統重建

訂定2014-2015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推動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訂定2014-2015年設備自動檢查計畫，防範因設備缺失造成職災。

職業災害案例宣導>=12則/年。

實施工作場所安衛巡檢次數>=90次/年。

每季召開一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針對安衛相關事項之缺失進行檢討改進。

委請資管處研發中(預計2015年7月起試用)。

工作場所設置AED緊急救護設備 設有17台的AED，並對相關人員實施急救訓練及AED的使用與管理。

自動檢查督檢次數：2次/年。

職業災害統計分析及申報=12次/年。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次數：2次/年。

強化e化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新進與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道路防禦駕駛教育訓練。

認識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修條文須知。

職災認定申請行政流程說明會。

一般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場風險評估輔導計畫
依職安署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擬訂推動計畫。

協助相關單位辨識及評估危害。

執行相關危害控制措施。

辦理職場暴力危害預防訓練。

執行成效評估及改善。

成立關係企業工安促進會
草擬組織章程及架構。

擬定工作計畫及協調締結合作事項。

工作協調會及促進會成立。

與檢查機構締結安全伙伴。

辦理促進會2015年工作計畫事項。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依職安署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擬訂推動計畫。

協助相關單位辨識及評估危害。

執行相關危害控制措施。

辦理職場暴力危害預防訓練。

執行成效評估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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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健康檢查與心理諮商服務

華航提供同仁優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

健檢項目及參檢頻率，每年並辦理四~六場

次健康促進活動。2014年的國內地勤員工

到檢率達98.2%；其中1.8%未參檢多為已自

行自費在其他醫院檢查或因病服藥治療中。

2014年辦理「叫叫CABD，讓心動起來」

e-learning課程，總完成率為99.78%。為妥

善照顧員工的心理健康，公司同時提供心理

諮商服務。

企業公民

在社會參與上，華航主要著重在以下幾

個部分：體育推手、教育分享、觀光推廣、

弱勢關懷、救援任務以及華信公益六個面

向，以下試舉例說明：

1.體育推手：支持運動賽事

華航身為臺灣最大的航空公司，支持中

華英雄參與國際體育盛事當仁不讓，在航空

運輸的專業上以最誠摯的熱情與服務接待中

華代表隊。華航除榮膺各種國際賽事指定的

航空公司外，也贊助各種體育活動，積極結合

各項資源，參與國內外各項重要體育活動。

Highlights

總計24次
美國花車遊行國際首獎

第126屆美國玫瑰花車遊行，在洛杉磯帕薩迪那市盛大舉行，中華航空再度榮獲第24次國際首獎。

1923人
參與英語課程與飛行經驗分享學生數

空服、航務、地服、機務等志工人員到桃竹苗、宜蘭與高雄等原鄉部落的偏遠小學教授英文課程與分享飛行經驗，共1923位學生參與。

1000萬元
高雄氣爆事件捐款

因應高雄氣爆事件，華航集團捐贈1,000萬元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金專戶『81氣爆』專案」，協助高雄進行災後復原工作。

100餘萬元
百圓深耕計劃捐款

志工推動「華航百圓深耕計劃」資助育幼院童課後輔導，及提升偏遠地區學童閱讀能力和鼓勵持續閱讀，累計捐款金額超過100萬元。

16架
華航為國內擁有最多彩繪機型的航空公司

以飛機的機身為平台，宣揚台灣最美好的特色，推廣台灣文創的特色與力量；歷年來華航正式公開推出11款彩繪機，總計16架。

華航通過環境管理相關系統

ISO 14064-1:2006
溫室氣體盤查系統

2009年

全球飛航用油

臺灣地區地面營運作業，包括華航園區、修護廠區、

台北分公司、松山園區、高雄分公司

飛機修護服務

航空相關行政業務

航空貨運服務

ISO 14001:2004
環境管理系統

2012年
ISO 50001:2011
能源管理系統

2013年

航機/發動機維護作業

飛航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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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分享：志工授課

2011年4月成立「中華航空公司志工

社」後，招募華航員工自動自發參與，藉由

不定期舉辦各類公益活動，以實質行動回饋

社會及社區。除寒暑假外每月前往公司鄰近

學校，利用個人休假時間教授各年級小朋友

航空英語及分享飛行常識。

3.觀光推廣：美國花車遊行、彩繪機等

華航自1987年開始參加美國玫瑰花車

遊行，已經連續28個年頭與會。每年切合

大會主題並展現臺灣特色，連年獲得國際首

獎肯定，將臺灣之美展現於國際舞台，讓更

多人認識臺灣及華航。2015年元旦登場的

第126屆美國玫瑰花車遊行，在洛杉磯帕薩

迪那市盛大舉行，中華航空再度榮獲第24
次國際首獎。

華航彩繪機多年來以行銷臺灣及推廣

在地價值為主要訴求，藉由彩繪機航行全

世界，將華航愛臺灣、愛地球的意念傳遞

給全世界。歷年來正式公開推出11款彩繪

機，包括原民彩繪機(2014)、雲門彩繪機

(2014)等，總計16架。

(資料來源：2014中華航空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航空英語教學─竹圍國小 航空英語教學─溪海國小

Time for Taiwan 
旅行台灣，就是

現在
以玉山、阿里山和台北101

為布置基座，輔以蘭花、鳶

尾花、玫瑰花及菊花多彩裝

飾，襯托七顆升空的熱氣球，

包括鳳凰呈祥、金玉滿堂及

美酒相迎等古典圖案，展現

台灣觀光亮點。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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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台灣航空業的龍頭，中華航空董事

長孫洪祥認為，飛機是國土的延伸，華航努

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永續發展及環境

保護，希望引領台灣邁向新的國際標竿。

「值得信賴，邁向卓越」是華航企

業發展的願景，華航將2014年訂為「永

續元年」，領先業界發行第一本企業永

續報告書，並參與國際「碳揭露專案

（CDP）」，主動向國際主流投資機構揭

露華航整體企業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管理與

推動作為，為華航企業永續發展治理立下重

要的里程碑。

華航並且建置CSR企業永續網站，針

對投資人、客戶、員工、夥伴、社會、環境

等各利害關係人，落實「用誠信滿足股東、

用熱忱感動客戶、用行動支持夥伴、用永續

呵護地球、用關懷照顧員工、用文化回饋社

會」的永續使命，展現善盡社會責任的績效

成果，與追求永續企業的決心。

推APP 訂位購票、登機、通關一網打盡

服務方面，華航領先推出「中華航空

APP」的行動及電子商務服務，透過網路就

可以完成訂位購票、預辦登機及通關搭機等

手續，旅客可以縮減排隊等待時間，體驗節

能環保的無紙化服務，完成一機在手、暢行

無阻的旅程。

另外華航也是全球首家同時標示餐點碳

足跡及熱量的航空公司，機上主菜餐點主動

揭露碳足跡及熱量，讓旅客瞭解機上餐點對

環境及健康的相關訊息，提升環保意識。

華航機上餐點多採用在地食材，減少運

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助益環境保護及旅客

健康。華航並與工研院合作，專業計算餐點

的碳足跡，讓旅客在享用美食之際，可以了

解環境及健康的相關資訊。

華航往返法蘭克福的航班上，經濟艙

菜單已經率先電子化，商務艙菜單也選用

100%可回收紙張，以環保大豆油墨印刷；

並推廣機上使用綠色產品，例如枕頭套等機

上用品已獲得環保標章認證；礦泉水亦選擇

輕量瓶裝，瓶身、瓶蓋塑料使用。未來更將

推廣到其他航線，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參與綠色造林、淨灘活動

環保永續是華航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之

一，華航近年積極參與各項「綠色造林」、

「淨灘活動」等環保計畫。2011年開始，

華航就響應桃園縣大園鄉的淨灘活動，號召

華航員工及眷屬參與志工，挽起袖子加入淨

灘行列，現場並準備環保袋，讓環保落實，

留給下一代乾淨的地球。

而在公益方面，華航長期關懷長者、弱

勢、兒童，每年舉辦圍爐與空服體驗營送

華航機上餐點⋯揭露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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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華航空公司志工社」不定期舉辦各

類公益活動，包括「愛心趴趴走」，每月由

機師、空服員前往各鄉鎮校園教授飛行知識

或英文課程等；華航也與台灣世界展望會攜

手，同仁在「喜樂澆灌感恩樹」獻上祝福，

在感恩月加入資助兒童計畫。

舉辦兒童空服體驗營

儀態優雅的空服員，向來是不少人心目

中的夢幻工作。秉持深耕社區、回饋鄉里精

神的華航，長期與公司所在地大園鄉附近的

竹圍國小及溪海國小學童分享航空知識，為

了讓這些小朋友能夠圓夢，華航特別舉辦

「兒童空服體驗營」，從美姿美儀開始訓

練，展現最端莊合宜的站姿與儀態；最後男

學員穿上空服員背心和領帶，女學員換上兒

童版的改良式旗袍，實際演練客艙內服務旅

客與送餐，留下難忘的寒假體驗。

2014年底，曾經獲得總統教育獎、文

化部文薈獎優選的癱瘓天使鄭慧蓮，獲邀赴

港參加「45°天空阿丹不簡單」畫展。但五

歲就因為感冒高燒造成頸部以下全身癱瘓的

鄭慧蓮，頭部僅能轉動45度，必須仰賴呼

吸器維生，得躺在擔架上才能搭機，光是擔

架就要占去六個座位，加上隨行的家人和醫

護人員，費用負擔不輕。

鄭慧蓮全身癱瘓，但堅強又樂觀的她，

用鼻子控制滑鼠、用嘴巴咬畫筆，突破身

體限制，一筆筆畫出她所看見的「45度天

空」，充滿希望與夢想的故事感動了華航，

華航輾轉經國際救援SOS台北分會得知訊息

後，隨即同意提供協助，所有機票費用全部

由華航埋單。

鄭慧蓮成功前往香港舉辦個人畫展，也

是她第一次搭飛機出國，對她而言是嶄新的

人生體驗。華航幫助鄭慧蓮實現夢想，讓全世

界更多人看見她的才華，也期盼能將她不屈

不饒的精神及熱愛生命的光輝感染更多人。

積極投入體育贊助

孫洪祥認為，飛機是國土的延伸，「中

華挺中華」，中華航空當然要力挺代表台灣

出國比賽的中華英雄，鄭慧蓮的故事只是冰

山一角。華航也積極投入體育贊助，不論是

旅美棒球好手陳偉殷、網壇好手謝淑薇，或

是美國職籃NBA的「豪小子」林書豪，這

些「台灣之光」在國際發光發亮的背後，都

有華航的影子。

學生時期就曾經打破國內高中棒球聯賽

單場奪三振紀錄（22次）的陳偉殷，一直

是備受看好的明日之星，畢業後他陸續效力

日本職棒中日龍隊，又轉戰美國職棒大聯盟

巴爾的摩金鶯隊，屢屢打出好成績，在國際

上發光發熱。

華航長期贊助陳偉殷多項活動，包括

邀請陳偉殷參與「2013亞洲職棒大賽」，

認購陳偉殷為慈善公益推出的勵志新書。

2013年起，華航也陪伴陳偉殷南征北討，

提供最舒適親切的禮遇，2015年華航更邀

請陳偉殷擔任代言人、拍攝形象廣告，以行

動力挺台灣「殷」雄。

除了運動大明星，華航也積極投入國內

基層體育的贊助，向下扎根，像是長期參與

青少年高爾夫選手培訓計畫，也支持「林書

豪基金會」，協助推廣慈善公益，幫助貧困

孩童及年輕人獲得完善的教育資源。

 （曾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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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金控

總論

使命與願景

2014年，台新金首次發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即獲得「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頒發企業永續報告書銀獎，

台新金也獲選為「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

股」。在獲得獎項榮耀的同時，我們深刻體

認到這更代表著應持續深化企業社會責任，

唯有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不斷精進，才能

在永續經營的道路大步邁進。

我們不斷思考如何更進一步地整合集團

資源，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系統化，並納

入公司日常運作，讓企業社會責任的想法轉

化為更具體的作為。因此，編製第一本企業

社會報告書時，我們便啟動規劃建置相關機

制，從整體規劃，考量經濟、社會、環境等

面向，計畫需執行與實踐的項目。2014年
目標及策略，包含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

會」，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公司

治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等規範，及

修訂「供應商管理準則」，均已依序完成，

展現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承諾。

回顧2014年，台灣發生了重大的食安

與環安事件，造成民眾的不安與不信任，甚

至造成國際間對於台灣產品的信任度下降。

身為金融產業的一份子，台新金深深地體會

到，除了應該在自身營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外，亦應該思考透過授信的審核機制，深化

企業社會責任。因此，下一階段的目標規

劃，台新金認為應該注重赤道原則的精神，

將經濟、環境、社會的風險因素納入授信評

估的考量，期望以金融業的力量，促使企業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共同在企業社會責任

上努力，實踐台灣社會共榮共享的願景。

展望未來，台新金會持續了解利害關係

人對於台新金的期待，並進一步將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的議題轉化成執行方案，以實際的

行動積極回應。我們承諾會在規劃中長期目

標時，納入企業社會責任所有面向並做全方

位的實踐；包括持續致力於產品服務的優

化、客戶權益的保障、公司治理健全機制的

強化、提升員工培訓與照顧、法令遵循、供

應商合作、環境保護機制提升等作為，都

是台新金努力的目標，以達成經濟、社會、

環境平衡發展的永續企業。希望藉由我們的

作為與努力，與所有國人一同為台灣永續打

拚，共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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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重點表現

公司治理▲

訂定公司治理守則

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企業社會責任▲

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

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供應商管理▲

訂定供應商管理準則

公司治理與企業永續發展執行成果

• 獲選證交所「臺灣高薪 100 指數」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頒發「企業永續報告獎」金融業銀獎

• 財資頒發卓越管理及公司治理獎 -金獎

•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上市公司前 5%

金控

• 卓越管理及公司治理獎 - 金獎

•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融業 - 銀獎

銀行

• 台灣最佳個人金融銀行 • 亞洲區最佳行動銀行 • 最佳聯名卡年度大獎 

• 最佳房屋貸款產品獎 • 信用卡權益專案年度大獎 • 台灣最佳行動銀行平台

• 財富管理銀行最佳商品獎 • 台灣最佳網路銀行創新獎 • 最佳客戶關係管理

• 亞洲最佳私人銀行推薦獎 • 最佳雲端專案 • 台灣最佳私人銀行

• 台灣最佳網站獎 • 菁業獎 - 最佳人力發展獎佳作

• 「最佳企業社會責任」、「最佳公司治理」、「最佳公司管理」之一

證券

• 金桂獎 (推薦輔導第三名 )

投信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

• 第17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 「國內平衡型 一般型股票」3年期 /5年期獎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新台幣平衡混合型」3年期 /5年期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 - 「台灣平衡型」獎

台新主流基金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台灣股票」5年期獎

台新中國通基金

• 第17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 「海外基金 大中華股票」3年期獎

投顧 
木星全球管理基金

• 理柏台灣基金獎 - 「環球股票型」10年期

木星生態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環境生態和替代能源股票型」獎

保代

• 第16屆保險信望愛獎「最佳保險通訊處」優勝、「輔助人組最佳保險專業獎」優選

• 第三屆「保險龍鳳獎」特優獎

子公司

榮耀
見證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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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金公司概況
公司名稱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質 上市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2/18

核心價值 誠信、承諾、創新、合作 (ICIC)

品牌精神 認真

總部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8 號

員工總人數 7,574 人 1

資本總額 956 .69 億 1

企業社會
責任專區

http://www.taishinholdings.com.
tw/human/human_ 10.jsp

台新金的品牌精神─認真

「認真」是台新金的品牌精神，也是台

新金人所堅持的態度，我們將此品牌精神落

實於品牌經營上！因為「認真」，所以我們

更加重視創新。台新金站在以客為尊的立

場，開發商品與平台，提供專業便利的金融

服務。2014年更相繼獲得「台灣最佳行動

銀行平台」(MILSTE)、「台灣最佳網路銀

行創新獎」(Asian Banking & Finance)、
最佳聯名卡及信用卡權益專案(Cards & 
Electric Payments International)等多項國際

大獎的肯定。

因為「認真」，在實踐社會公益的路

上，台新金持續參與。不論是在公益慈善、

藝術推廣及體育贊助等領域多有深耕。包含

2010年創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同

年啟動「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

以慈善雲的概念，挹注中小型社福團體公益

基金，更運用平台的力量，連結其他有意願

提供資源的夥伴，共同扶植中小型社福團體

自立。而為推動當代藝術建全發展，台新銀

行旗下之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更連續

子公司 服務項目 營業據點總數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富管理業務、消費金融業務、法人金融業務、電子金融業
務、信託理財業務

104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自營商、證券經紀商、證券承銷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業務

3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運用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從事證券及相關商品之投資

3

台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分析部、木星基金總代理 1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
或拍賣業務、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管理服務及逾期應收帳
款管理服務業等業務

1

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投資業務 1

台新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人身保險經紀人及財產保險經紀人業務 1

基金會 服務項目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災害、急難救助、清貧醫療補助、贊助其他公益團體活動、協助弱勢族群增進謀生技
能、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慈善事業事項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及獎勵優秀藝術文化事業及藝術文化工作者、獎助及辦理各類藝術文化展演、推
廣、學術研討活動、發行文化藝術相關之刊物及宣傳品

1  截至 2014.12.31 止

·台新金控包含七家子公司。另台新銀行下設立文化藝術基金會及公益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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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舉辦「台新藝術獎」、並於2013年創

辦ARTalks線上藝評，創造藝術對話平台。

在體育贊助上，持續贊助來自921災區的南

投空手道隊，並培育出亞運金牌選手，同時

也以實際行動支持認真打拚的女子高爾夫好

手，包括台灣首位站上世界第一的曾雅妮、

還有多位潛力選手等。

因為「認真」，時時刻刻以貫徹3S的
服務精神，實踐「簡單」(Simple)、「真

心」(Sincere)、「極優」(Superior)的高標

準並檢視自己，傾聽客戶的聲音。同仁們為

實踐台新金品牌精神，除投身金融本業，更

主動積極加入志工行列，持續傳遞品牌的正

向能量。

台新金企業總部大樓 實踐認真精神的所在地

台新金總部大樓，位於台北市最具門面

的仁愛圓環林蔭大道交會處，於2006年3月
正式啟用，是座兼具環保概念、都會視覺景

觀、社區資源共享，以及藝文空間等多功能

的企業總部，為當時都市更新條例正式立法

後第一件通過的都市更新案。承載著企業與

都市發展的雙重期待，全棟建築由國際知名

的貝聿銘聯合建築事務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Architects)與國內沈祖海建築師

事務所設計打造。

觀看台新金總部大樓的建築外型，就像

是翻開書本時，書頁對書脊所形成的曲線；

俯視時，則呈現水滴狀。由於沒有強勢外顯

的結構線條，大大降低對鄰近住宅區的壓迫

感。走進建築內部沒有任何一根樑柱，故可

以180度藉由玻璃帷幕盡覽圓環全貌。除了

建築美學，台新金總部大樓更兼顧節能、省

水、減廢、衛生、舒適、健康的環保意識，

採用低反射玻璃帷幕的外牆，減少散射至周

圍的輻射與熱能。而為讓此建築可更深刻參

與城市，建築團隊更以「光」勾勒出大樓的

線條與層次，在入夜時就像流動的光河，展

現不同凡響的亮麗。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時間

本報告書為台新金第二次編製之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內容所呈現之資訊與陳述，

為2014年度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事項

之執行情形，因整合需求部分資料不限於

2014年度。爾後預計每年進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編製並公開揭露。上一發行版本：

2014年8月發行。

報告書範圍

本報告書內容涵蓋台新金、旗下子公司

(台新銀行、台新證券、台新投信、台新投

顧、台新資產、台新創投、台新保經)及兩基

金會(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台新銀行

文化藝術基金會)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成

果，並以台灣為主要營運據點及揭露範圍。

資訊揭露

本報告書中關於台新金之營業所得、成

本支出等財務相關資訊來源，以新台幣為計

算單位，並經會計師簽證後認可。相關統計

數字則以國際通用描述方式為計算基礎，採

四捨五入方式呈現；除財報數據外，倘非為

整數，原則以小數二位數為主；「環境保

護」章節中之計算，則以政府公開資訊為基

礎自行計算而得；內容提及之「當地」，係

指營運據點所在國家或區域。本報告書將公

開呈現於台新金官方網站，供不同利害關係

人瀏覽及參考，相關建議與指教，請與報告

書聯絡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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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依據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係參考全球永續性報

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第
四版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以及金融業

補充指引進行編製。

報告書驗證

本報告書依據GRI G4綱領進行編製，

內部經由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核議，外

部透過委託英國標準協會(BSI)確認符合

AA1000當責性原則標準之重大性、包容性

及回應性；及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以ISAE3000進行報告書有限等級確信

(Limited Assurance)，確認符合GRI G4核
心揭露之原則，相關確信項目與範圍請參閱

本報告書附錄之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公司治理

台新金2014年在公司治理與企業永續

方面持續進行各項專案，除應主管機關要求

進行公司治理評鑑系統自評，更進一步檢視

公司治理結構及建立企業永續發展機制。期

望藉由公司治理的強化與永續發展的規劃實

施，積極向企業先驅看齊，與世界趨勢接

軌，以提供利害關係人更透明的營運資訊。

在公司治理的強化上，台新金2014年
分別制定公司治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在

企業永續發展的規劃上，除完成第一本社會

責任報告書並經由第三方獨立驗證，更進一

步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訂定企業社會

責任守則、規劃官方網站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積極推動企業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架構與運作

台新金在公司治理實踐上，均依據相關

法規與主管機關規範，明訂公司治理架構、

相關公司章程及管理規範，於董事會監督

下，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經營決策會、資

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客戶關係發展委員會、

投資人關係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人

事評議委員會等來審核及督導公司各項營

運，以強化公司治理架構。因整體企業永續

規劃需要，台新金2014年9月成立隸屬於總

經理管轄下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另外，

因應強化董事之獨立性與功能及提升董事會

運作效能，未來將增加獨董席次，並預計於

2015年底前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

法令遵循

台新金依據金管會2014年8月8日修訂

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法令遵循制度」，並

同時修訂「法令遵循制度執行計畫」及「法

令遵循制度實施要點」，以完整建構公司內

控制度之第二道防線。台新金設立「法令遵

循處」為法令遵循單位，負責法令遵循制度

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並由處長擔任總機構

法令遵循主管。為確保同仁了解規範及落實

執行，台新金2014年規劃相關法令遵循及

宣導課程。

2014法令遵循案例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專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為配合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以
下簡稱FATCA)，訂定台新金FATCA遵循

作業管理辦法，確保所有應遵循人員皆能瞭

解並落實執行，包括身分辨識、盡職調查、

申報、扣繳及遵循查核等項目。台新金已聘

請外部顧問專案輔導建立各項因應FATCA



— 530 —

法案措施，包括檢視增修訂相關表單約據、

調整規章辦法、系統建置，並經外部顧問協

助舉辦多場教育訓練，宣導同仁落實遵循

FATCA相關規定。

風險控管機制

主動識別、積極改善風險，一直是台新

金於經營時的重點之一，2014年持續進行既

有風險控管架構及作業外，鑑別可能發生的

風險並執行預防或因應專案。台新金風險管

理架構採行國際最佳風險管理實務之三道防

線制度，以確保風險管理機制的有效運作。

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對於企業正常運作是不可缺乏

之機制，台新金內部稽核機制，係依照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訂頒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供應商管理

企業永續發展必須結合供應鏈管理，對

於所屬的產業鏈中，與上下游的夥伴一同合

作，共同達成產業的永續發展。台新金在供

應鏈管理上的永續實踐，以循序漸進的步驟

進行。一直以來，根據台新金銀行「採購及

廠商維護管理作業要點」，從廠商遴選、完

工驗收、後續評估，建立相關作業機制，期

望於依法合格的廠商中，與產品或服務品質

良好的企業合作。此外，每月更實際調查對

廠商產品/服務之滿意，以產品/服務品質、

完工/交貨時效、服務態度、滿足需求、整

體服務做為評估項目，以落實供應商管理作

業。

個人資料保護

台新金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視，起

源於2003年金控成立之時即訂定「台新金

行銷名單管理實施細則」，規範行銷名單

使用的限制與管理，以保障客戶權益。於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前，即依「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加強對個資管控。銀

行亦在2010年通過ISO27001 ISMS資訊安

全管理體系之驗證，讓資訊系統及機敏資料

獲得適當保護。2010年公告個人資料保護

法後，為因應相關規定及提升個資安全，

導入BSIBS 10012：2009個人資訊管理制

度標準，建構個人資料保護基礎架構。亦

配合PDCA(Plan-Do-Check-Act)系統化管

理方法，於組織中運作個人資訊管理制度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並透過作業流程與資訊安全面向之

保護措施，強化客戶個人資料安全。

客戶滿意度管理

台新金在銀行服務品質檢核方面，每

月由總行派員定期以「神秘客」方式進行查

核，不僅透過電話，更親至分行辦理業務，檢

測前線人員的基本服務，同時透過狀況題檢

驗問題解決的能力，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

另委請專業市場調查公司，每季、每年定期

進行客戶意見調查，範圍涵蓋全省分行臨櫃

服務、財富管理、信用卡、消費性貸款及網

路銀行與行動銀行等數位化通路服務，調查

內容包括整體面向延伸至各服務細項表現。

根據2014年台新金銀行客戶滿意度調

查結果顯示，非常滿意及滿意的客戶比率達

80%，並已連續五年維持在八成。調查報告

中更看到客服人員在「語調親切，服務有

禮」及「有效率的處理需求」這兩項分別獲

得95%及90%的高滿意度。為提供更優質的

客戶服務，2014年4月於台中成立第二客服

中心，擴大客戶服務規模，因而在「等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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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客服專員時間」的項目較2013年大幅進

步6%，持續提升客戶服務效率。

好服務故事案例

機靈應對 成功防堵詐騙

客戶陳小姐日前接到一通電話，疑似兒

子的哭喊聲從電話中傳來，接著對方要求陳

小姐去銀行解除定存，用來賠償客戶兒子安

非他命的貸款80萬元，並提到會找兄弟到

附近國小交貨及拿錢，因此不准客戶關機。

櫃員張小姐一見到走進分行的陳小姐神色緊

張，便立即拿出紙筆讓陳小姐寫下遇到的情

況。從客戶紙條，張小姐判斷為詐騙集團的

犯罪手法，除在紙條直接寫下「詐騙」二字

讓客戶知道，也立即通報分行經理。機警的

張小姐為了拖延時間，讓分行經理有足夠時

間聯繫陳小姐的兒子，並不時刻意在手機旁

說：「分行現在人很多，要等一下喲！」、

「再幾分鐘就好」。事後陳小姐非常感謝張

小姐及分行經理的機靈與熱心，不只成功阻

止詐騙案件的發生，更守護住客戶的資產。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對於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

小覷，金融業的營運對於環境的影響雖較其

他產業低，然台新金仍十分重視環境議題，

針對資源利用、節能減碳、碳揭露倡議與綠

色機房建置，分項執行對於環境保護之作

為，且持續針對本公司各自有辦公大樓及全

省各分行，持續宣導環境保護之重要性、鼓

勵全員將省水及節電措施落實於日常生活

中，並以金控名義規劃參與國際倡議，藉由

內外部的力量，為減緩氣候變遷盡力。

綠色機房

2014年內湖大樓進行機房擴建工程，

環保作為

碳揭露計劃

資源利用

節能減碳綠色機房

• 響應碳揭露倡議

• 規劃碳揭露問卷回覆

• 機房擴建使用綠

色設備

• 減少機房空間需

求及能源消耗

• 鐵鋁罐回收量

• 硬碟回收量

• 紙類回收量

• 提升 20-30%運轉效率

• 節省 10-15% 用電量

• 減少約 34,176 度電力

•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17.84 噸

•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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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劃、建置到完成，耗時約一年半，考量

電力使用為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著重

採購綠色設備以及綠建材，以減少能源消

耗。

節能減碳

為落實台新金節能減碳及能源管理政

策，2014年起規劃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專案，預計於2015年第1季起執行。預計於

2015年完成導入後，能通過第三者驗證取

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國際驗證證書，

進而有效改善並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落實推

動節約能源以降低經營成本並追求企業的永

續發展，致力對環境的承諾。

除以上專案外，台新金同時每年持續量

化能源用量，以此擬定後續節能規劃。

資源利用

地球的資源並非無窮無盡，在自然資源

逐漸枯竭的趨勢下，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族

群更應愛惜資源，並對資源有效利用。台新

金一直以來努力保護地球資源，期望資源可

以被永續使用，藉由逐步擴大對綠色產品的

採購及集團內宣導資源再利用的教育，為

地球盡一份心力。2014年綠色採購金額已

達新台幣1,100餘萬元，未來將持續綠色採

購，並擴大推廣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項目。

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日益嚴重，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是全球重要關注的議題。

台新金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各項措施，落實

「愛護地球惜能源」的理念，更主動參與由

國際獨立的非營利組織所發起的「碳揭露計

畫」(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預

計在2015年6月前簽署完成。響應主動揭露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及碳管理的相關資訊，再

有效規劃減量，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具體

的行動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節能減碳，追

求環境的永續發展。

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台新金視員工為永續經營最重要的資產

與合作夥伴，有快樂的員工，才能提供給客

戶最專業、最愉悅的服務體驗。為此，台新

金致力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提供具競爭力

的薪資福利、全面訓練發展架構及多元的溝

通管道，使每一位台新金夥伴都能無後顧之

憂地發揮所長，2014年並獲得證券交易所

公布之「高薪100指數」前十大企業之高度

肯定。

多元任用，友善職場

截至2014年底，台新金及轄下子公司

近三年綠色採購金額

 1 2014 年綠色採購包含 : 環保碳粉匣及再生紙、綠色機房之 UPS 及
空調機設備

 2  更正 2013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75)「近三年綠色採購金額」
中 2013 年綠色採購金額

1

2

綠色採購金額(元)

2014 年 11,497,447

2013 年  3,652,217

2012 年  2,200,000

2014 年資源回收數量

回收量 (KG) 內湖大樓 金控大樓

寶特瓶 744.45 994.39

鐵罐 374.53 235.55

鋁罐 106.56 70.36

紙類 1   1,883 781

資訊設備 ( 單位：個 ) 2  1,564

 1   紙類回收統計期間為 2014 年 10-12 月

 2  資訊設備僅統計硬碟回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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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正職員工共有7,574人，兼職人員共257
人、定期契約人員88人，合計共7,919人。

其中，女性員工共計4,479人，占59.1%；

女性主管人數共計447人，占主管總人數

46.6%，顯示在人員僱用、晉升上並無因性

別而有特殊差異。

台新金針對海外營業據點均以當地勞工

為優先聘僱對象，當年度海外據點合計聘用

469人，聘用當地員工占77.8%，當地聘用

主管占整體境外管理人員59%。此外，台新

金恪守勞動基準法規範，禁止聘用16歲以

下童工，目前員工平均年齡36.6歲；為促進

弱勢團體充分就業，亦足額晉用身障人士，

更提供友善無障礙工作環境，讓身障人員享

受充份的便利與尊重。

人才培育

台新金對於金融界人才的培訓，從校園

就開始扎根，2014年開辦四班次200多人的

新鮮人職場體驗計畫，讓即將畢業的職場新

鮮人接受完整的培訓及實習，協助畢業後順

利與職場銜接。其中，台新金提供完整的新

人課程給新進員工，包括三天的通識實體課

程以及3.5小時的數位學習課程，協助新進

員工具備進入企業的基礎知能；2014年新

人約1,700人參訓，訓練總時數達118,342小
時，平均每人達68.8小時。

此外，台新金將公司內不同層級同仁，

透過甄選、定期360度評估或人才委員會

遴選等機制，發展出儲備組主管、儲備分

行經理、MA(Management Associate)、
AMA(Advanced Management Associate)及
TSP(Taishin Star Program)等各個階層的人

才庫菁英計畫，搭配核心職能及策略目標，

計畫性培育及儲備各層級的菁英人才。

除提供內部學習資源，台新金也鼓勵員

工參加公司外部各類課程，並提供在職進修

補助與各項專業技能認證補助。為強調自發

性學習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台新金創新發展

出「學習帳戶」機制，每位員工每年可獲得

相當於10,000元的訓練存摺點數，由員工自

行自主彈性運用，2014年已逾1,500餘人次

運用學習帳戶。透過台新金大學學習平台，

台新金為員工提供系統化、架構式的學習

資源，以「陪你學習一輩子」為目標，仿照

大學課程的設計概念與精神，整合公司內外

部資源，強化員工專業與非專業面向之能

力；自2011年上線至今，已超過25萬人次

瀏覽。

完善及具競爭力薪酬

台新金薪酬制度之設計目的，主要係為

提升公司經營績效、提高股東權益及照顧員

工，以創造三贏的局面。為了吸引並留住優

秀人才，台新金每年參與市場薪酬調查，以

高績效之本地及外商金融機構為標竿市場，

確保本公司提供同仁具競爭力之薪酬水準。

台新金2014年入選首屆「高薪100」成分股

之一，期許公司提高獲利並回饋員工，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勞工與人權保護之聲明與落實

為落實台新金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之重

視，2014年除了於內部網站公告重申禁止

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書面聲明外，更進一步發

布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之聲明，並主動將此

聲明列入新進員工之企業倫理訓練課程，以

及人力資源系統的定期強制閱覽頁面，促進

員工對於勞工及人權保護的意識，藉此建構

台新金企業倫理的根基；全年度企業倫理相

關課程受訓人次共7,976人次、總受訓時數

1,59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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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暢的勞資溝通管道

為鼓勵員工對不法行為進行舉報，或當

權益面臨損害時得以進行申訴，台新金設有

多元且暢通的員工溝通管道，並明訂於員工

行為準則後，公告於內部網站，以確保通報

管道保持通暢並吸取建議、持續精進。員工

溝通方式包含：員工溝通電話專線、電子及

實體信箱、員工意見調查、台新金晨會。

員工職業安全與健康照護

台新金專注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2014年未發生員工因公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殘廢、傷害之案件。除此之外，由於

員工的健康是企業的重要資產，為有效提升

員工的健康管理效能，保障同仁身心健康。

台新金除了提供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友善

的職場外，更精心規劃員工健康檢查，希望

讓同仁落實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定期掌握

自己的健康狀況，期待每位同仁都是健康的

工作者。

為回饋同仁每日認真工作，台新金於

2010年引進視障按摩師服務，今年更將服

務範圍擴大，目前於金控、內湖、建北、中

山、南港等大樓皆成立樂活舒壓坊，讓更多

的同仁因此受惠。一次可預約15分鐘，只

須捐出25元給予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幫助

中小型的社福團體圓夢，讓員工在放鬆舒壓

之餘兼作公益愛心。統計2014年參與人次

為近24,000人次，累計捐款金額近新台幣60
萬元。

社會參與及公益

社會公益對於台新金來說，除了持續對

社會關注的承諾外，協助弱勢族群能「經濟

自立、生活自理」一直是台新金投入社會公

益所冀盼的目標。因此自2002年從關懷台

灣系列開始，發展出更寬廣、更深入的實踐

方式。陸續投入關懷台灣系列、成立公益慈

善基金會、舉辦「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

量」，每年度針對需求投入資源回饋，都是

台新金在社會公益上的具體實踐。

關懷台灣系列

台新金本著「給釣竿、教釣魚」的精

神，於2002發起了關懷台灣系列，起初雖

體育活動

社會公益

藝文推廣學術交流

• 系列一：關懷台灣系列

• 系列二：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 其他社會回饋

• 系列一：台新藝術獎

• 系列二：午間音樂會

• 系列三：金控大樓藝術空間

• 系列四：小小銀行家創意美術大賽

• 系列一：北京大學促進兩岸交流基金

• 系列二：產學合作計畫與學術獎助學金

• 系列三：小小銀行家教育推廣

• 系列一：女子高爾夫

• 系列二：南投縣青少年空手道隊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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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幫助921大地震重災居民重建而作，於

後續的實踐中，更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關懷

整個台灣地區不同的需求。自2008年起的

「我的一畝田」活動，建立台灣稻米產銷合

作的新平台，除企業認養之外，並推廣至

「我家也有一畝田」的家庭認養方案。累計

至2014年底，台新金集團共認養採購近120
個單位，認養稻田面積近60公頃，已餽贈5
萬餘份白米禮盒，超過萬人以上的客戶及台

新金同仁，都已品嚐近20萬公斤的優質台

灣米。此外，2014年，更邀請協助建立稻

米產銷合作平台的台灣稻農公司加入「您的

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天使團，承諾將

以捐米、開放社福團體體驗農作的方式，協

助社會弱勢。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有感台灣社會愛的力量雖然蓬勃，但許

多中小型社福團體常因知名度不高，或不懂

應如何自我宣傳行銷，而面臨募款不足及營

運困難等窘境。為讓更多民眾能認識這些團

體，並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團體或個人，台

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於2010年成立，隨即發

起「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為國

內首創大型網路公益活動，自開辦起即得到

廣大社會及網路社群的關注，成為台灣社會

關懷的一股新趨勢。

本活動由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捐助公益

基金，邀請社福團體上網提案，並由民眾上

網投票決定，將有限的捐助資源分配給被認

同的社福團體，票數獲得最多支持的社福團

體即可獲得公益基金執行提案，以期社會資

源得以公允分配，並促進團體自主發展；後

續並有志工輔導團體，協助團體完成提案，

並向大眾公布提案執行結果。

2014年第五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

力量」，共有近30萬人投下近115萬票，刷

新活動舉辦5年來最高紀錄。本屆活動包括

社會福利、文化教育與數位學習三大領域。

除由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贈公益基金；文

化教育領域由研華文教基金會提供公益基

金；數位學習領域由中華電信基金會提供資

源。除票選活動外，為吸引更多全眾參與，

第五屆活動更邀請到櫻桃小丸子擔任活動大「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發展階段

• 推廣藝起做公益，

邀 請 藝 術 家 做 公

益，參與商品設計

良或公益彩繪

• 連結各大專院校社

會 學 系 / 社 工 學 系

等相關系所

• 提倡台新慈善雲，

整合捐善人和受贈

對象

• 結合各地方政府社

會局 / 處

• 號召愛心天使團，

提 供 多 元 資 源 和

協助

• 提 供未入 選 團 體

其 他 支 援， 如 物

資捐助、工作坊、

或藝文共賞等

• 企業志工投入

• 邀請策略夥伴，擴

大公益基金
• 推動「您的一票，

決定愛的力量」平

台，是台灣第一個

大型網路公益活動

• 啟動微光計畫，幫

助微小社福團體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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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活動宣傳效益大增。並規劃微電影拍

攝、公益電影播映、抽獎活動等，吸引民眾

關注社福議題。

體育活動

台新金自2011年起，積極投入女子高

爾夫球領域體育推廣，同時也贊助TLPGA
台灣女子高爾夫協會舉辦之年度賽事，為選

手創造表現的舞台。在女子高爾夫球領域

中，包含台新金自2011年起贊助的台灣球

后曾雅妮，以及自2013年起的劉依貞、錢

珮芸、石惠如、莊欣耘、潘彥伶及蔡佩穎等

台灣潛力選手，近年都表現優秀，為國增

光。

從2005年起，台新金開始贊助南投縣

青少年空手道隊贊助，希望以運動激勵青少

年向上的鬥志，在多年的投入後，樂見其中

難得可貴的「正循環的力量」：

(1)捐款成效：2005年至今，累計已為

南投空手道隊籌募經費超過6,000萬元。

(2)隊員多元化入學成效：透過體育增

加入學機會，至少已200名少年考上大學。

(3)社區發展成效：藉由穩定訓練並在

比賽中贏得佳績，建立自身信心，進一步鼓

舞家中其他成員，帶動家庭氣氛，進而提升

整體社區對災後的療癒能力。

(4)結合民眾參與，於感恩演唱會中，

力邀選手與6,000名捐款貴賓見面。

(5)特殊成就：該隊伍自成立以來，已

培育8位總統教育獎得主。選手辜翠萍於

2014年代表台灣於仁川亞運勇奪空手道女

子50公斤級金牌，為弱勢孩童樹立典範。

至2014年底所有賽事累積取得399面金牌、

325面銀牌、364面銅牌之優秀成績。

台新藝術獎

「台新藝術獎」，透過成就肯定與實質

獎勵，為提升當代藝術與世界對話的能量，

並推廣國人對當代藝術的理解與欣賞而設

立。台新金期望以更趨近「用藝術打造台灣

新價值」的理念，回應當代藝術跨越疆界的

趨勢，及對當下社會現象的反思與驅動，讓

藝術創造有更大的可能性與未來性。

台新金志工服務

台新金同時鼓勵員工加入志工行列。為

獎勵員工，志工服務每六小時可換得一日

「志工榮譽假」，並不定期以集團資源提供

激勵訓練課程及藝文欣賞表演，針對特別熱

誠且表現優秀的志工，還有機會可接受董事

長或高階主管親自表揚。截至目前共計約有

300位台新金同仁加入志工團隊，這群志工

服務弱勢族群的身影及足跡幾乎踏遍全台。

2014年更邀請已離職或退休的員工、及員

工的親友一起參加志工活動，讓愛的力量更

加強大。

(資料來源：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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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灣發生震驚全

球的921大地震，震央九份二山位於南投縣

國姓鄉。當時，國姓鄉多數屋舍倒塌，死傷

慘重，居民除了得面對與親人生離死別的傷

痛，殘破家園的重建更是一條毫無頭緒的艱

困路程。

國姓國中校長池麗娟看到孩子們因地

震，心靈受到極大創傷，希望透過動態運動

來撫平傷痛，便邀請空手道教練黃泰吉到國

姓國中，讓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發洩精力，同

時也釋放心底的陰影。

「孩子原來的家倒了，學校校舍又在重

建中，沒有動態活動的孩子，跑去溪邊玩

水，卻不幸溺水…」池麗娟的一番話，深深

打動黃泰吉與同是空手道教練的太太廖德蘭

的心。

一股莫名的衝動讓他毅然的賣掉台中的

家產，另外再借了500多萬元，為孩子購置

新道服、比賽裝備及訓練器材等，過程中未

向孩子收取任何學費。

黃泰吉夫婦為了讓孩子們能夠感受到家

庭的溫暖，還在草屯租了三棟房子，供50
名孩子居住，並且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食

衣住行及日常開銷。

如此奉獻所為何來？黃泰吉僅簡單回

應：「希望孩子們在國中升高中的求學階

段，不會中輟。」

贊助國姓鄉孩子 出國比賽空手道

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借來的錢也難以久

撐，所幸國姓鄉的孩子們在黃泰吉夫婦的調

教下，比賽成績亮眼。經由媒體報導，台新

金控自2005年開始，加入黃泰吉夫婦的善

舉行列，近十年來，持續贊助國姓鄉孩子們

出國參加國際空手道比賽的全額經費。

台新金控也與關係企業Payeasy，利用

網路平台和故事報導，設立平台讓捐款人以

信用卡，每月定期定額扣款捐贈，成為空手

道隊平日開銷的主要來源。

台新金控持續十年不間斷的有形、無形

資助，讓偏鄉、原鄉的孩子們有機會繼續升

學，甚至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這些年來，在黃泰吉夫婦的啟蒙、教

導下，孩子們獲得超過500面獎牌，其中有

超過300面是金牌，95%以上的孩子順利升

學。

學員辜翠萍在2014年為台灣奪得仁川亞

運會空手道金牌，歷年來也孕育了九名總統

台新金送暖 原鄉童轉角遇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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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獎得主。黃泰吉說：「唯有給孩子教育機

會及環境，才能翻轉他們的人生。感恩台新

金控，感恩所有共襄盛舉的企業與善人。」

全員總動員 推動環保節能

近年來極端氣候致全球乾旱、水患時有

所聞，也讓多數國家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議

題，並透過跨國組織的運作積極推動環保作

為。台新金控有感於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無法迴避對於環境保護的應盡責任，所以多

年來在節能減碳的實踐有著積極的作為。

環保節能必須要從小處做起，真正的融

入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文化及習慣，文化的養

成並非一蹴而就。台新金控的節能成果陸續

在2012年獲得工商業辦公場所節能減碳優

等獎、2013年榮獲第六屆「台北市金省能

獎」工商產業甲組優等獎、2015年再獲經

濟部2012-2014年推動「自願性節能」績效

卓著的肯定和獎勵。

為了形塑環保節能的文化，台新金控可

說是全員總動員，各部門分別就其負責職掌

推動有關的專案，在各行動方案中，小到洗

手間張貼環保叮嚀小語，大到系統或設備的

採購，各部門均全力貫徹，過程中也獲得決

策階層的支持。

具體的作為包括行之多年的涼夏輕裝

CoolBiz專案、優化辦公室用電迴路、電梯

載運效能提升、無紙化的推動、老舊空調設

備的汰換、全面更換省電燈具、資訊機房節

能專案等等。

對一般辦公室而言，空調設備是最耗能

的設備，其次則是照明燈具，台新金控自

2008年起即由專業的機電同仁進行用電分

析，在空調設備使用上除設定26~27度的最

適室溫外，也進行冰水主機出水溫度管理優

化，並依季節進行主機開關時間調控、配合

台電公司實施空調短暫停機政策。

台新金控也在主要的辦公大樓設置中小

型空調主機以因應假日及離峰時替代大型空

調主機使用，並啟動各地行舍空調主機的效

能體檢評估工程。

汰換老舊空調設備  落實節電

鑑於設備老舊易造成效能降低使耗電量

大幅增加，故陸續進行老舊空調設備的汰換

作業，其中2013、2014二年就汰換13處行

舍的舊設備，即可節省約15%的用電量。

辦公室的照明與視力的健康息息相關，

台新金控對推動照明設備節能的過程特別謹

慎，在調整最適的燈具配置量時對各行舍的

每一區域都進行照明度檢測。

台新金控自2009年起即陸續將全省各

辦公大樓及營業場所的照明燈管由傳統的

T8燈具更換為T5省電燈具。

為了進一步落實環保、節能、減碳及能

源管理，台新金控已自2014年規劃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主動參與簽署由國

際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發起的「碳揭露計畫」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響應主

動揭露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及碳管理的相關資

訊。

環保、節能、減碳是一條沒有止盡的道

路，在這條道路上，台新金控仍將大步向

前，追求環境的永續發展及實踐關愛地球的

承諾。 (陳怡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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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庫金控

總論

Doing Good While Doing Well－邁向ESG
永續之路

合庫金控秉持「Doing Good While 
Doing Well」理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穩

健創造獲利的同時，也不忘善盡企業公民的

職責，就像我們的吉祥物合庫寶寶所代表的

意義：朝氣蓬勃的勇敢棒球寶寶－阿發，在

每次出擊中，必能夠一棒定江山，適時地發

揮打擊能力，是最佳的勇士代表，象徵合庫

強棒出擊、永續經營。專注認真的財神桌球

寶寶－阿財，專注的眼神能精確瞄準目標，

每發必中，一舉獲利、步步為營的態度更是

取勝的關鍵，象徵合庫與客戶共創財富。聰

明睿智的健康羽球寶寶－阿家，胖嘟嘟的臉

頰，可愛的模樣，深得人心，安定踏實的形

象值得信賴，象徵合庫關懷社會、守護家

園。

過去一年來，合庫金控與旗下各子公司

共同努力，在競爭激烈的金融環境中，持續

成長並開創新局，年度合併稅後淨利首度突

破百億大關，達104.13億元，較2013年度

成長約21%，稅後每股純益1.13元，淨值報

酬率及資產報酬率分別為6.70%及0.34%，

為合庫金控成立以來的歷史新高。為持續強

化集團經營利基，穩健追求成長，2015年
度將以：充裕集團核心資本、提高各子公司

產出率、加速集團海外布局、提升跨業經營

綜效做為主要發展策略，並兼顧落實內部控

制、強化風險管理及加強公司治理，擴大經

營規模，提升業務競爭力。

在繳出亮眼營運成績的同時，合庫金

控從未忘記將環境(E)、社會(S)與公司治

理(G)納入公司營運管理的一環，追求企業

的永續經營。公司治理方面：合庫金控於

2014年設獨立董事三席，並成立審計委員

會；我們亦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

營守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進一步落

實治理架構；因注重資訊透明度而榮獲證基

會第11屆資訊揭露評鑑A++最高等級。

環境方面

為因應氣候變遷，合庫新總部大樓導入

綠建築各項環保節能設計，並獲銀級標章認

證；集團營運對內持續實行節能減碳措施，

並於採購辦法中明訂綠色採購原則，優先購

買取得政府認可環境保護標章之產品；對外

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發展Bank 3.0。

社會方面

除持續注重員工權益及辦理各項公益、

藝文活動外，合庫秉持赤道原則精神辦理授

信業務，並配合政府各項政策貸款，扶植產

業及促進社會的發展；運用本業核心職能，

提供客戶各項友善的金融服務，並將金融知

識帶入校園及社區，以創造最大企業社會價

值為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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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合庫金控也將秉持「主動、靈

活、創新」的經營理念，致力創造盈餘回饋

股東、落實公司治理、用心關懷客戶、重視

員工權益、發展環境永續及創造社會共榮，

以追求ESG永續發展為目標，樹立企業回饋

社會、互惠互利的經營典範，與社會一起共

創美好。

CSR得獎紀錄
合庫金控榮獲「第11屆資訊揭露評鑑」A++
最高等級

A++

合庫銀行行動網銀APP醫療繳費服務榮獲金
融研訓院菁業獎「最佳業務創新獎」佳作

菁業獎最佳業務創新獎

合庫銀行榮獲財金資訊公司頒發「電子金流
業務傑出貢獻獎」及「電子金流業務創新卓
越獎」

電子金流業務傑出貢獻獎、創新卓
越獎

合庫銀行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信保
夥伴獎」之績優金融機構

信保夥伴獎

合庫銀行連續六年獲「體育推手獎」之肯定

體育推手獎

合庫人壽第八度榮獲金管會「提高國人保險
保障方案」績優壽險公司

8度

合庫金控概況

合庫金控成立於2011年12月1日，目前

旗下包括合庫銀行、合庫票券、合庫證券、

合庫資產管理公司、合庫投信等五家全資子

公司，以及一家與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旗下

子公司策略聯盟合資成立之子公司合庫人

壽(本公司持股51%)，係一服務版圖橫跨銀

行、保險、證券、票券、投資信託及資產

管理等領域之金融集團。截至2014年底，

本公司合併總資產為新台幣3.08兆元，以資

產規模計，為國內第六大金融控股公司。

在全體同仁的齊心合作下，2014年營收達

354.86億元，稅後純益104.13億元，稅後每

股盈餘1.13元，整體獲利表現再創新高。

市場前景及應對

近年來全球經濟力量轉移、東協經濟

實力崛起，2013年5月，東協與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等16
個國家已展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紐約

仰光

臺灣聯合銀行

西雅圖

洛杉磯

北京辦事處

海外分行、支行、子行、租賃公司

籌設中之紐約分行、緬甸辦事處

天津

福州

馬尼拉

蘇州、合庫

租賃公司
香港

金邊

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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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第一回合談判，也意味著RCEP正
式取代CEPEA之地位。面對全球區域發展

移轉的風潮，如何運用科技創新、提升金融

業務效率，是金融業要面對的首要課題。面

對上述變化，合庫金控除了持續耕耘本土市

場，並持續布局東協及中國海外市場，以嚴

謹的態度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在公司治理

部分，合庫金控遵守誠信管理經營原則，以

最嚴謹、高標準的內控內稽及風控制度營運

業務，以因應千變萬化的市場風險。合庫金

控將以最穩健的腳步，最積極的心態邁向下

一世代。

深耕台灣、布局亞洲、放眼全球

合庫金控以發展成為區域性金融機構為

核心經營目標，目前共計15處海外據點。同時

自2014年起啟動「二年內至少增設五個海外

營業據點」之海外擴點計畫，優先於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ECP)國家擴增據點，積極推動美國紐約分

行、緬甸仰光辦事處之籌設工作，並評估增

設大陸地區第四家分行之可行性，期結合國

內外據點之地利優勢及資源，落實「深耕台

灣、布局亞洲、放眼全球」之經營策略。

黃金組合「銀行+證券+保險」成長動能

合庫金控獲利能持續成長的三大動能在

銀行、證券與保險的黃金組合。銀行部分，

一路以來始終以客為尊的想法，創新加值化

以及邁向數位銀行Bank 3.0服務邁進；證券

方面致力扶植國內創新產業及或環保綠能產

業，除了做社會公民更期許自己為地球公

民；保險方面，在追求穩定獲利下，持續

推動集團通路多元行銷。延續「銀行+證券

+保險」發展策略，在亞太地區建立跨國金

融服務平台，朝向「亞太地區區域性金融機

構」目標邁進。

企業永續經營、邁向百年企業

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是什麼？合庫金控

認為惟有建構在健全的治理機制上，才能達

成此一目標，也才能深化股東、投資人、社會

大眾的信心。一路走來合庫金控逐步強化各

委員會的完整性，目前已設立審計委員會、

薪酬報酬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經營管

理委員會、投資決策委員會、獨立董事等，以

全方位形塑堅實的主幹，邁向百年企業。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合庫金控在追求獲利的同時也不忘善盡

企業公民職責，多年來持續實踐對社會的關

懷。除了為提升台灣體育風氣持續耕耘外，

也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支持學術藝文與

關注環保議題，對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使

命不遺餘力。合庫期望透過每年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的發行，加強與利害關係人及社會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之重大性分析矩陣圖

高

度

關

注

 

                                 人權平等

股東權益與投資人關係

員工薪酬與福利

經營績效與獲利

誠實納稅

誠信經營

客戶隱私保護

合規營運

資訊揭露

客戶滿意度提升

風險管道

申訴管道

績效管理

採購過程公平、公開

產品與服務品質

中

度

關

注

公益活動

藝文/體育推廣

員工溝通管道

員工訓練與發展

債務協商

綠色採購

勞工安全與衛生

節能減碳

環保宣導

低 

度 

關 

注

低度衝擊 中度衝擊 高度衝擊

度
程
注
關
人
係
關
害
利

對本集團營運的影響程度

註：依評分結果區分為1~4 分為低度重要、5~7 分為中度重要、8~10 分為高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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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的溝通，讓更多關心我們的人瞭解合庫

致力於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創造永續經營價

值的努力。

報告書範疇

本報告書涵蓋合庫金控暨旗下子公司

(合庫銀行、合庫證券、合庫票券、合庫

資產管理、合庫人壽、合庫投信)，簡稱合

庫，並以台灣的營運活動作為本報告書之範

疇。本報告書所揭露資訊主要為合庫於2014
年度(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企業社

會責任各面向執行之成果，部分內容則涵蓋

上述期間以外之資訊以求本書之完整性；在

環境保護議題中有關水、電、用油數據及說

明，涵蓋範圍為合庫金控位於台北市館前路

77號之總部大樓，以及子公司合庫銀行於國

內所在辦公場所與分行營業據點；書中相關

財務數據皆以新台幣為計價單位。

報告書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係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G4版、

金融業補充指南做為撰寫之依據及架構，依

循核心選項為揭露標準，並包含指標對照

表。本報告書未來將持續每年定期發行，前

次發行時間為2014年7月。報告書完整內容

揭露於合庫金控官方網站，供社會大眾下載

瀏覽。

公司治理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的基石，

合庫金控除積極參與公司治理評鑑，更於

2014年制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

信經營守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展現合庫金控落實公司治理的決心，

期許自己成為金控業的標竿。

權責分工強化治理

在組織架構方面，合庫金控設有直屬於

董事會之秘書處及稽核處，董事會秘書處負

責股東會、董事會及機要等相關事項，董事

會稽核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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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有審計、薪資報酬等功能性

委員會，以及風險管理、經營管理及投資決

策等管理委員會，於總經理下則設置事業

處、財務處、風管處、資訊處、人資處、

行政處及法遵暨法務處等單位，負責公司營

運、管理與業務推動。本公司之經營理念係

對外積極追求業務發展、發揮跨業綜效；對

內則嚴格落實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建立

有效的法令遵循及風險管理機制，以提升公

司治理效能，追求企業之永續經營，期許成

為優質公司治理之指標企業。

積極參加公司治理評鑑

合庫金控於2014年參加證券交易所舉

辦之公司治理評鑑，針對股東權益之維護、

股東平等對待、董事會結構與運作、資訊透

明度、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及企業社會責

任等五大構面進行評估，以了解目前公司治

理狀況及後續改進可能性，針對未得分項目

擬定改善計畫。

落實內控內稽

合庫金控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
年8月8日修正發布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修訂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令遵循

制度實施辦法」，除設立隸屬於總經理之法

令遵循單位，明定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之職

位應等同於副總經理等資格及兼職限制外，

並增訂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及法令遵循單位

之教育訓練與申報資料等規定，及法令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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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報告、考核等應遵行事項，以確保法

令遵循制度之有效性。

參與協會組織

合庫金控集團積極參與國內外同業各公

會或協會組織以維持良好互動，俾透過該等

溝通平台，與同業維持良性公平競爭環境，

共同提升金融專業度及產業形象。董事長廖

燦昌先生分別擔任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顧問、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

會理事、社團法人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秘書長等要職，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

會、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中華金融業務研

究發展協會合庫銀行代表人。另合庫各子公

司首長及高階主管亦依其業務屬性於各公會

或協會擔任重要職務，共同為台灣金融產業

發展貢獻心力。

落實誠信經營

為建立合庫金控暨所屬子公司誠信經營

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本公司於2014年
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頒布之「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訂定「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依據本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或本公

司實質控制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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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

持利益。

積極防堵金融犯罪

合庫金控落實認識客戶(KYC, Know 
Your Customer)，依據客戶投資屬性及商品

風險等級，進行商品適合性審查，透過系統監

控短線交易，並於員工行為守則或相關管理

辦法明定員工遵守的行為規範。另為防止客

戶受騙，合庫銀行落實執行開戶作業審核、帳

戶分級管理及客戶臨櫃關懷提問等作業，主

動積極防止詐騙。合庫銀行2014年成功攔阻

客戶遭詐騙共九案。洗錢防制部分，2014年
合庫協助法務部調查局查獲疑似洗錢案件共

五案，並獲該局來函建請獎勵相關同仁。

量化管理，提升服務滿意度

為提升客戶對合庫之服務滿意度，本公

客服專線進線服務分析及客戶滿意度調查

公司名稱 客服專線前三項進線比例 滿意度調查內容

合庫銀行

1. 信用卡業務：54%

2. 電子金融業務：18%

3. 存款相關業務：13%

為了解理財服務之競爭力與客戶期待，每季

針對理財商品、理財服務、理財人員等項目

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並依據調查結果，調

整服務內容與水準，持續提升服務品質，以

提供客戶完善的理財規劃服務為目標持續努

力。2014年客戶對理財專員服務滿意度平均

達90%以上。

合庫證券

1. 憑證操作：37%

2. 網路下單系統：16%

3. 客戶電腦設定問題：12%

持續不定期由業務同仁徵詢客戶意見以了解

其需求，隨時透過電話或人員拜訪了解並解

決客戶問題進而提高滿意度。

合庫人壽

1. 投資型保單配息等詢問：25%

2. 保單變更事宜：22%

3. 索取表單：14%

為了解客戶對服務之滿意程度，0800客服

中心在結束服務保戶之各項詢問或作業後，

同時請保戶對其服務之滿意度作評分，各項

調查皆達目標KPI值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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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銀行、證券、人壽等主要子公司對客戶所

進行之客服專線進線服務分析及滿意度調查

如下：

嚴謹的商品審查上架程序

合庫金控銀行推出之商品或服務在上架

銷售前，均通過嚴謹審查程序，並依各類金

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評估對金融消費者之適

合度，以降低其投資風險，且依主管機關要

求須經法令遵循暨法務部門之審核確定內容

無不當、不實陳述、以防範誤導金融消費者

或違反相關法令及自律規範之情事。

提升資訊安全

合庫銀行致力提升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及

資訊服務品質，針對內部所使用資訊實施全

面性管理，以保護客戶資料的「機密性」、

資訊資產之「完整性」及資訊資源之「可

用性」，並取得由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簡稱BSI)驗證通過之

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

及BS10012:2009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證書。

合庫同時定期進行全面盤點，就各流程進行

審視，以確保顧客資料之安全性及隱密性。

金融理財知識推廣

合庫金控旗下子公司經常舉辦各類金融

理財講座，以提升客戶金融常識及理財新

知。合庫銀行2014年度共舉辦823場理財說

明會，參加人數達16,218人，獲得客戶熱烈

回應，並針對企業客戶舉辦四場「外匯及跨

境人民幣最新管制對台商運作及融資影響」

企業講座，另舉辦二場外匯業務相關主題企

業經營講座。

主辦國際性會議

2014年在台北首次舉行的第11屆APEC 
SMEFI年會由合庫銀行與臺灣中小企銀共

同主辦，共有來自泰國、越南、香港、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新加坡及台

灣等九個亞太地區經濟體、18個金融機構

與團體的高階主管及貴賓們齊聚一堂。合庫

▲ 合庫銀行積極參與國際性事務，於2014年主辦第11屆APEC SMEFI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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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藉由國際金融融資經驗交流，達成扶持

經濟發展的基石－中小企業成長，並響應金

管會「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畫」，以履踐

合庫參與國際事務及協助中小企業永續發展

的企業社會責任。

環境永續

綠建築與夏日輕裝運動

合庫金控新總部大樓為達到省能源、省

資源、低汙染之建築，並建立舒適、健康、

環保之辦公環境，規劃成為一節能環保之標

竿建築物，於2015年1月16日榮獲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評定為銀級綠建築標章。合庫

新總部大樓共符合六項綠建築指標：綠化量

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廢棄

物減量指標、水資源指標、汙水垃圾改善指

標。除了建築物本身的設計，為因應全球暖

化及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合庫自2008
年起即開始推行夏日不打領帶、不穿西裝運

動，員工制服之材質採透氣舒適、易洗滌之

設計，兼顧環保與同仁健康。

綠色採購、辦公室無紙化與資源回收再運用

為因應溫室效應及全球氣候變遷，在環

境保護的考慮下，合庫金控已將綠色採購列

為重要施政目標，2014年綠色採購金額共

計逾新台幣1億元。合庫同時持續推動並輔

導各單位使用電子公布欄及電子郵件，以全

行公布欄公告方式，取代公文發文，有效減

少公文文量，並達效率、節能、減紙之目

的。實施後共計減少各單位收文量189,678
件。開會及從事各項業務時，也在不影響效

率的前提下，盡可能往少紙化方向努力。合

庫金控各單位已設置資源回收箱，員工餐廳

亦設置廚餘回收桶，落實垃圾分類及減量精

神，並減少清運成本及焚化爐負擔。

節能措施與成效

為響應政府推動節約能源，使能源充

分有效利用，合庫金控訂有「節約能源措

施」，透過督導管理及教育宣導等方式，達

到水、電、油等用量之減少，進而提升節能

效率，減少資源浪費。2014年合庫金控總

行大樓及分行用水量為278,423度，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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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減少2,767度。另用電、用油部分，2014
年亦較2013年分別減少1,047,264度、7,471
公升，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員工與社會參與

重視員工權益

合庫金控視員工為企業的重要資產，對

於維護員工權益，規劃員工福利，培育員工

成長，塑造良好工作環境以及建立順暢的溝

通管道上，合庫不遺餘力。我們相信身心健

康的員工可以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品質，並

為公司創造更佳的經營績效，因此希望能透

過各項的管理制度與福利措施，照顧每位同

仁的日常生活。

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及公平的考核獎懲制度

集團內各項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皆遵循

主管機關頒布之勞動法令及相關規範辦理，

並於公司內部網域提供最即時、透明的資

訊，方便員工隨時進行查詢。員工權益受到

合法的保障，無侵犯員工權利之情事，亦無

任何強迫或強制性勞動的營運活動。集團內

各公司同時均訂有考核及獎懲等規範，藉由

公平考核及獎懲制度，維護員工權益及團體

紀律，合庫金控及合庫銀行另設置由勞方與

資方代表所組成之甄審暨考核委員會，共同

審議員工獎懲、考核及升等員工權益事項，

2014年二家公司合計共舉辦11次會議。

成立企業工會，為員工爭取權益

合庫銀行企業工會成立於1996年5月，

在2014年底會員及贊助會員人數高達8,109
人，占員工總人數之96%，並於2005年4月
民營化前夕簽訂團體協約，於2013年5月續

簽，協約內容包含工作時間、加班、請假、

福利、退休、資遣及撫卹等多項優於同業之

勞動條件，勞資雙方在和諧互信的基礎上，

共謀事業發展。

完善的薪資福利制度

本集團員工不分海內外薪資條件皆優於

最低薪資標準，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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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享有績效獎金、各類獎金、員工分紅、勞

健保及退休金等福利。

設職工福利委員會、定期舉辦員工福利活動

集團內各公司皆成立或規劃設置職工福

利委員會，員工按月提撥福利金俾辦理各項

員工福利活動，以合庫銀行為例，該行職工

2013~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表

類別
間接能源 直接能源

外購電力(度) 汽油(公升)

年    度 2013 2014 2013 2014

用    量 44,212,846 43,165,582 435,674 428,203

排放係數 0.532 2.2631

碳排放量kgCO2e 23,521,234 22,964,090 985,974 969,066

-16,908差    異 -557,144

註：二氧化碳當量排放係數參考來源：台灣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1 版本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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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委員會提供育樂活動費、子女教育獎學

金等補助措施，2014年支出高達1.28億元。

照顧員工健康，委託醫療院所辦員工健檢

合庫定期委託專業醫療健檢機構辦理員

工健康檢查，透過主辦機構之專業能力、豐

富的健檢經驗，及精密的醫療檢查設備，為

每位同仁的健康把關，使員工獲得預防、保

健與治療疾病的正確資訊；合庫實施優於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規定之健康檢查制

度，員工均給予高度的肯定。

投保各項保險保障員工

除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外，為使本集團員工於公務期間獲得應

有之照護與福利，本公司業洽保險公司簽訂

「團體傷害保險」，對於員工執行公務期間

意外發生致遭死亡、殘廢等，均獲得醫療等

相關費用之理賠。

培訓人才，厚植人力資源、奠定企業基石

除了主動辦理教育訓練，為持續推廣員

工終身學習，積極鼓勵員工在職進修，合庫

除針對赴研究所、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習之同

仁提供學分費補助，更針對報考金融專業證

照、英語檢定等提供補助或獎金，支持員工

自主學習與成長。

職福會

育樂活動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托兒補助
退休資

遣補助

喪葬補助
慶生

活動費

子女教育

獎學金

2014 年集團員工教育訓練情形

公司名稱
總訓練人次 總訓練時數 人均受訓時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庫金控 25 4 246.5 13 9.86 3.25

合庫銀行 23,418 39,686 83,966 112,954 22.517 24.13

合庫證券 156 275 1,153.6 2,305.6 11.7 12.3

合庫票券 40 12 300 70 8.6 3.9

合庫資產管理 23 13 175 160 8 13

合庫人壽 142 271 475 918 3.34 3.39

合庫投信 18 23 202 293 11 13

合計 23,822 40,284 86,518.1 116,713.6 75.017 72.97

委託訓練機構或

公司自行舉辦教育訓練

及講座

金融專業證照及

英文檢定費用補助

研究所、大學及

專科學校學分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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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職場、使員工安心工作

為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加強醫療保

健措施，合庫銀行設置勞工安全專責單位，

除訂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依法令建

置勞工安全人員，2014年計有250餘人次派

訓參加「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330餘
人次派訓參加「防火管理人在職教育訓練複

訓」並取得結業證照，提供員工安全及安心

的職場環境，使員工安心工作提升工作效

能。同時為防止性騷擾事件的發生，集團內

各公司均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要點或相關規範，設置專線電話及專

用電子信箱等性騷擾申訴之管道，並成立性

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專責單位，公平處理

性騷擾申訴案件，2014年集團內受理性騷

擾案件數為零件。

重視員工關係：建立順暢溝通管道適時了解

員工需求

藉由建立內部網域建構「員工意見

箱」、「留言版」或定期舉辦員工溝通大會

等制度化的溝通與申訴管道，合庫希望能夠

對員工在工作上的疑惑、委屈及期望做合理

適切的答覆與處理；另為提升主管階層對員

工溝通處理之能力，規劃管理訓練課程內

容，將內部管理、申訴案件處理等列為重點

課程，督促主管虛心接受員工建議與傾聽員

工感受，不僅促進勞資關係，也讓公司瞭解

員工的需求與問題。

社會參與

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

神，合庫長年投入社會參與。主要分為三大

領域：慈善公益、學術藝文、體育支持。在

體育支持項目上，合庫多年來的堅持不僅厚

植國人積極運動的健康文化，更培育出多位

國際級的體育人才，在體育競技、文化交流

等各個面向上為國增光。

▲合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帶領高階經理人前往南投清流部落春耕插秧，期盼社會關懷偏鄉部落資源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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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

寒冬送暖

合庫為擴大舉辦寒冬送暖活動，由全省

各地分行訪察需要協助的團體，經總行評

估篩選出30個家戶、學校、育幼院、教養

院、身障團體等體優先扶助的個案，投注大

額善款辦理捐助救濟，受贈單位廣布全台。

公益觀展

歲末寒冬，社會的角落仍有一群小朋友，

因為家庭資源的匱乏，無法感受年節氣氛，為

了讓這群弱勢家庭的小朋友能歡度新年節慶，

並拓展他們的視野，合庫於農曆年節前夕舉

辦「合庫寶貝 關懷加倍」公益活動，邀請新北

市三峽復興堂傳愛課輔班共計100名學童參觀

「長毛象特展」及「Rody Land跳跳馬30周年

大展」，帶領學童來趟科學知性及藝術之旅。

▲合庫於全省舉辦寒冬送暖活動，讓愛心廣佈全台。

▲ 合庫於中秋節前夕，攜手公益團體及愛心企業共同舉辦公益活動，關懷經濟弱勢的身障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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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身障弱勢朋友提前歡度中秋

合庫為讓經濟弱勢身障家庭與高雄氣爆

災民充分感受到社會的溫暖，結合南部地區

共襄盛舉的客戶與高雄市芬多精身心障礙關

懷保護協會於高雄文化中心共同舉辦愛心公

益活動，吸引逾3,000餘人到場，提前共度

中秋佳節。

舉辦公益路跑

為鼓勵民眾為健康而跑，同時捐發票作

愛心，合庫金控偕同合庫銀行與中區國稅局

於中興新村共同舉辦「財政部103年統一發

票盃南投場路跑活動」。此次活動共募集逾

31萬張發票，並全數捐予苗栗縣私立幼安

教養院、創世基金會草屯分院、彰化縣喜樂

小兒麻痺關懷協會、雲林縣北港身心障礙者

福利協會、台中市私立聲暉綜合知能發展中

心、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等

6個社福團體，其中合庫金融集團員工熱烈

響應，自由樂捐發票近12萬張，展現本集

團員工的愛心與朝氣，亦充分傳達了「財政

向前跑、台灣最美好」的活動理念。

高雄氣爆愛心捐款

2014年7月31日，高雄發生嚴重氣爆事

件，在財政部的號召下，合庫金控旗下子公

司共同捐助1,000萬元，希望能拋磚引玉，

踴躍發揮救助精神。除了提供金援，後續合

庫更提供各種紓困貸款及本金寬緩服務，以

及快速理賠等服務，用我們的專業，助受災

保戶早日完成重建，回歸日常生活。

除此上述各式社會參與，合庫金控及子

公司基於社會回饋，2014年同時做了許多

努力：包含響應台灣優質生命協會發起的

「星公益‧心關係」計畫、支持佛光山文教

基金會「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計畫、參

加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舉辦之「金融服

務關懷社會園遊會」、發起獎勵積點的同仁

公益護照、鼓勵同仁捐贈發票予創世基金

會、合庫寶貝彩繪變裝趴、定期採購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的陽光汽車美容中心洗車券、

定期採購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之各項烘焙

屋及烘焙工廠產品等。

▲合庫與財政部共同舉辦公益路跑活動，捐贈逾30萬張發票予6家中部社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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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藝文

辦理偏鄉藝文活動

2014年合庫銀行藉由贊助「珍珠之

光－透視維梅爾」時機，舉辦三場偏鄉巡迴

藝術列車的公益活動，讓偏鄉學童在自己的

校園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世界級名畫，合庫

銀行並贈送畫作相關書籍，以具體行動傳遞

美學種子。

贊助學術藝文活動

為提升國內金融學術發展，合庫銀行

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學術論壇，於2014年
贊助遠見天下文化出版社邀請Michael E. 
Porter與會之「面對中韓經濟挑戰 台灣競爭

力的下一步」國際論壇、中華民國內部稽核

協會舉辦之「103年度研討會」、中華經濟

研究院「103年度中華財經高峰論壇」、台

灣文學發展基金會「2014文藝雅集」等活

動；另隨著兩岸金融業務的展開，合庫銀行

參加台灣金融教育協會「2014兩岸金融研

討會－兩案金融興革與展望論壇」、臺北金

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辦之「第19屆兩岸金

融合作研討會」，希望藉由活動的支持，強

化兩岸之競爭力暨推展兩岸金融業務。另為

提升國內藝文的欣賞水平及國人休閒生活品

質，合庫銀行2014年贊助藝文展覽及南投

縣政府舉辦之「2014台灣燈會」活動；另

購買薪傳歌仔戲「白兔記」、「宋宮秘史」

門票，以實際行動支持藝文活動。

舉辦員工書畫比賽

2014年合庫舉辦集團員工書畫比賽，

本次活動報名件數達446件，獲獎件數共

130件，其中獲金質、銀質、銅質獎等24件
得獎作品，更於高階經理人講座獲公開表

揚，對於提升員工藝文風氣有一定的幫助。

獎助學術研究

合庫銀行自1954年即設置有研究獎助

金，鼓勵大學學生從事經濟、金融等之研

究，為國內各類型研究獎金頒發歷史最悠久

者之一。截至2014年，獲獎的學生已經達到

717名，累計獎金超過新台幣709萬元。

▲合庫舉辦偏鄉藝文活動，開啟學童創作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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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支持

合庫在提倡體育上的努力向來不遺餘

力，也為國人所熟知。透過合庫的支持，許

多有潛力的選手得以無後顧之憂投入訓練、

挑戰巔峰，不僅揚威國際，更為國人爭光，

成為國人的驕傲。

合庫已連續六年(2009年至2014年)

獲政府頒發「體育推手獎」之「贊助類」

與「推展類」雙料金質獎之榮耀，2013、
2014年更獲頒「贊助類長期贊助獎」，也

是對合庫耕耘培育選手及提升國內體育風氣

之肯定。

合庫棒球隊

我國歷史最悠久的甲組成棒隊伍，60
餘年來，培育出的棒球好手超過500人，是

國內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投入國家體育發展

貢獻的最佳示範。

台灣棒壇的諸多名將，由早期的郭源

治、郭泰源、李來發、高英傑、林華韋、康

明杉、林仲秋、李居明，以及現在職棒中十

分活躍的陳金鋒、彭政閔、潘威倫、蔡仲

南、高志綱、林智勝、潘武雄、劉芙豪、石

志偉、陽建福、沈鈺傑、林正豐等，都是因

為在合庫棒球隊的磨練下發光發熱。近年來

知名選手則有在Lamigo桃猿隊表現亮眼的

陳禹勳，以及獲選為中華代表隊參加2014
年第17屆仁川亞運會的林瀚及楊先賢。

合庫羽球隊

羽球隊近年來成績優異，在全國羽球團

體錦標賽女子組已達成14連霸，隊中有多

名國際級選手，如戴資穎、周天成、李勝

木、蔡佳欣等，皆是世界排名領先的羽球選

手。比賽中的每一拍，也都緊扣球迷心弦。

戴資穎於2013年馬來西亞羽球超級系

列賽、2014年香港超級系列賽、2014年世

界超級系列總決賽皆獲女單冠軍，創下台灣

在該賽事的最佳成績；周天成則連續三年

(2012、2013、2014年)稱霸德國碧柏格黃

金大獎賽男單冠軍並獲2014年法國超級羽

球系列賽男單冠軍；新秀白馭珀於2014年
世界大學羽球錦標賽榮獲女單金牌，這些屢

▲合庫舉辦員工書畫及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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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在國際大賽中為台灣爭光的選手，都是由

合庫用心培育出來的。

合庫桌球隊

合庫桌球隊在全國中正盃桌球錦標賽男

子組已達成26連霸紀錄，截至2014年底選

手有莊智淵、陳建安、江宏傑、黃聖盛、吳

志祺、洪子翔、黃怡樺、鄭怡靜、李依真

等，其中莊智淵於2012年倫敦奧運會獲男

子單打第四名，更與新秀陳建安勇奪2013
年世界桌球錦標賽冠軍，締造國內桌壇男雙

最佳紀錄；2014年世界團體桌球錦標賽及

仁川亞運會，莊智淵、陳建安、江宏傑、黃

聖盛及吳志祺等五名代表我國參賽，皆勇奪

男子團體銅牌佳績。

退役運動員的轉戰金融與再創高峰

合庫除全力贊助球隊平日訓練及參與國

內外賽事之各項所需，更讓球員感受到合庫

用心培養之處，是球員能轉職銀行行員的各

項配套，許多退役的球員均在合庫完整的金

融教育訓練下轉任銀行行員，表現也同樣優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教練及球員人數 球隊經費(註1) 球員薪資獎金(註2) 合計

棒  球 33 $ 18,600 $ 16,649 $ 35,249

桌  球 56 $ 16,746 $ 19,008 $ 35,754

羽  球 51 $ 16,644 $ 11,880 $ 28,524

總  計 140 $ 51,990 $ 47,537 $ 99,527

2014年合庫球隊費用統計表

註：1.球隊經費包含執行建教合作之費用以及隊員訓練營養費。
2.球員薪資獎金含教練所領之薪資獎金。

▲合庫銀行連續六年榮獲體育推手獎肯定。



— 554 —

異，還有球員擔任合庫銀行分行協理退休。

在如此不懈地努力下，合庫球隊無疑已成為

優秀選手聚集的團隊，同時也是最能關懷及

照顧國手生活的大家庭。

舉辦育樂營及建教合作

合庫不但利用企業資源培育國家選手，

讓台灣揚威國際體壇，更進一步向下扎根，

於每年寒暑假免費舉辦學童棒球、桌球及羽

球育樂營，讓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從小就能培

養對體育的興趣與強健的體魄。

舉辦各類球賽及贊助各類體育活動

贊助球隊以及舉辦育樂營是合庫每年持

續不斷推動的主要社會公益活動。合庫除既

有之贊助方案及育樂營活動外，也以具體的

行動贊助國內主要賽事，2014年贊助之體育

活動如：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台北青少年

桌球公開賽等，為各類體育競賽推動盡一份

心力。此外，合庫也於2014年舉辦了各項球

類比賽，如「合庫金控正新瑪吉斯盃」全國

桌球錦標賽、合庫盃羽球及慢速壘球邀請賽

等，號召與合庫往來許久的機關單位及客戶

一起打球運動，也希冀能藉由此體育活動，

讓參與者喜愛運動，養成運動好習慣。

(資料來源：合庫金控2014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 合庫舉辦桌球、羽球及慢速壘球邀請賽以球會友，號召往來許久的機關單位及客戶一起打球，提升運
動風氣。

▲ 我們在合庫育樂營成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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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培育體育人才的努力有目共

睹，合庫投注一甲子心血，培育無數世界級

好手，帶動全民運動風潮，讓合庫球星在

世界賽事大放異彩、為國爭光，也因此，

2015年第七度榮獲「體育推手獎」，並連

續三年囊括「推展類」、「贊助類」金質獎

等三大獎項。

培育好手 帶動全民運動風潮

今年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1.5萬名球

迷熱血沸騰，高聲加油，幾乎掀翻台北小巨

蛋屋頂，合庫小天王周天成靠著自己的苦練

與毅力，擊敗兩屆奧運冠軍大陸世界球王林

丹；合庫羽球一姐戴資穎，今年在世大運奪

下銅牌、香港超級賽拿下冠軍，一路過關斬

將，列名世界第三；鄭怡靜在奧地利世界桌

球巡迴賽，先後擊敗排名第五的日本一姐和

歸化荷蘭的大陸好手李潔，創下個人最佳成

績；江宏傑、黃聖盛世大運桌球金牌，合庫

棒球好手林瀚則入選國手，出戰亞錦賽。

合庫球星戮力征戰，經過一場又一場的

激戰後，如今紛紛背起行囊，再度踏上征

途，轉戰各地爭取最佳成績，目標是，要奔

向2016里約奧運競技場。

有合庫做球員的後盾，他們更無後顧之

憂。2008年中職統一獅選中林瀚，唐家駿

也被La new熊相中，但是兩人都做出留在

合庫棒球隊的選擇。

在土城長大的林瀚，從小熱愛棒球，第

一次和合庫棒球隊接觸，是在高中時期，合

庫棒球隊到學校練球，上了大學，參加以合

庫棒球隊為主體的台北市代表隊，出賽全運

會，被當時杜總教練發掘，並邀請加入球

隊，直到當完兵，才正式加入合庫成為行員

球員。

進入最高殿堂的職棒，是大部分球員的

夢想，林瀚當兵期間，曾由中信鯨代訓，被

統一獅看中，一退伍就有機會進入職棒，但

當時發生了震撼球界的簽賭案，使中信鯨突

然宣布解散，球員生計立即受到影響，改變

了林瀚的想法。

打造國內球星搖籃

相較1947年成立、被譽為國內球星搖

籃的合庫棒球隊，職棒職涯較不穩定。「職

棒雖然有簽約金，但合庫提供的保障更踏

實」林瀚笑說，「我是合庫正式職員，更重

要的是以後到一定年紀，球不能打了，公司

會輔導、提供教育訓練，提供我們轉任銀行

行員的機會，而且我們現在打球的年資，是

會算入以後當行員時的年資。」

合庫不僅每年編列大筆預算致力培育桌

球、羽球和棒球上百位體育好手，保障選手

生活、獎勵表現優異的球員；並且提供優遇

制度，在選手退出競技場後，能轉任銀行工

作確保球員完整職業生涯，激勵選手們無後

合庫推動體育 投注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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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之憂專心運動競技，為國爭取最高榮譽。

包括新北市多處合庫的分行據點，經理人都

是棒球選手出身的背景。

合庫董事長廖燦昌不忘企業社會責任，

每年在各縣市地區舉辦棒球、羽球和桌球育

樂營，讓體育運動向基層扎根，參加過的學

童，累計已經超過5萬人。合庫還經常舉辦

或支持各項體育活動，今年舉辦「合庫金控

正新瑪吉斯盃桌球賽」、「合庫盃慢速壘球

賽」及「合庫盃羽球賽」等賽事，並贊助

「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台北青少年桌

球公開賽」及「統一發票盃新北場路跑」等

多項體育活動，持續透過體育活動，善盡自

己的企業社會責任。 (陳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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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控

總論

對兆豐金控而言，2014年又是豐收的

一年！在財務指標方面，集團合併稅後純

益達新台幣302億元，股東權益報酬率達

12.03%，每股稅後純益2.43元，均再創歷

年新高。我們相信金融業除了將盈餘透過股

利發放方式分配予股東外，亦可透過核心本

業的商品與服務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

所以我們在追求獲利成長之同時，也持續關

注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以及重視環境、社會

與公司治理三項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營運

策略，以促進公司之永續發展。

今年是兆豐金控第二年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透過報告書編製過程，檢視本集

團企業社會責任執行績效，發現本集團在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又往前邁進了一大

步。長期以來，我們基於「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之理念，透過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兆豐慈善基金會，持續致力於

推廣文教公益事業、扶助弱勢族群，2014年
共計扶助了170件個案。此外，我們亦透過核

心職能回饋社會，兆豐產險積極推動微型保

險業務，照顧弱勢族群，獲金管會頒贈「利

惠人群」獎項；兆豐商銀對綠能產業之授信

餘額達新台幣154億元，創歷史新高。另，本

集團將員工視為公司最重要之資產，期許成

為員工心目中之幸福企業，除了提供員工安

全舒適之工作環境及多元的教育訓練外，亦

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制度，2014年榮獲台灣

證券交易所遴選為台灣高薪100指數之成分

股，且名列前10大高薪上市公司之一。

兆豐商銀持續支持政府推動重大公共建

設及產業發展政策，提供專案融資及產業貸

款，以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擴充所需資金；辦

理自用住宅貸款，協助客戶購屋成家，暨辦理

中小企業與文創產業之貸款，最近三年對自

用住宅貸款、中小企業與文創產業之貸款均

呈成長趨勢，對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對大客戶之融資可能對社會及環境保護產生

重大之影響，且客戶與授信案的選擇亦將影

響本集團的聲譽及客戶對我們的信任，所以，

未來本集團將持續落實赤道原則的精神，加

強審查借款人是否誠信經營、善盡社會與環

境保護責任，並將注意客戶與社會之需求，為

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長期永續之價值。

企業的永續經營是公司每一位管理者與

員工共同的責任，肩負奠定百年基業的使

命，我們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做好每一項攸

關公司長遠發展的工作。2015年伊始，本

公司董事會通過中長期發展策略，擬定集團

願景為「成為亞洲區域性金融集團」，為兆

豐金控邁向未來黃金十年而形塑努力方向。

與此同時，我們也將針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的各項工作，持續強化落實至每個環節，並

不斷精益求精，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為

國內同業樹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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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控概況

兆豐金控營收主要來自對兆豐商銀之投

資收益，最近三年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
年2月4日，總公司位於台北市，以投資及

對投資事業之管理為主要業務，旗下子公司

業務涵蓋銀行、票券、證券、產物保險、資

產管理、投信、創業投資及人身保險代理等

業務。直接持股之子公司包括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商銀)、兆豐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證券)、兆豐票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票券)、兆豐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產險)、兆豐

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

投信)、兆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兆豐資產管理)、兆豐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兆豐創投)及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兆豐保代)等八家，截

至2014年12月31日止，市值新台幣3,044億
元，於國內15家上市櫃金控中名列第四，

正職員工共8,083人。

合併稅後淨利來自兆豐商銀之比例均占

八成以上，其他子公司因規模較小、行業特

性或產業環境不佳等因素，對集團之貢獻度

CSR得獎紀錄



— 559 —

相對較低，但對集團業務之多元化及服務管

道之延伸具有正面助益。展望未來，兆豐金

控將秉持為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價值之經營

理念，持續加強國內外布局，以發展成為亞

洲區域性金融機構為目標。

財務績效

2014年兆豐金控受惠於國內外景氣

復甦，進出口貿易增長，績效表現亮眼，

稅後淨利再創新高，達新台幣302.59億
元，較2013年成長34.25%，資產報酬率

(ROA)為0.95%，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為12.03%，均為歷年新高。在國內15家上

市(櫃)金控公司中年度獲利名列第四。兆豐

商銀因調整資產結構效益顯現，使得利差擴

大，利息淨收益隨之增加；另因資產品質提

升，放款覆蓋率及逾期放款覆蓋率大幅提

高，降低備抵呆帳之提存費用，在16家本

國銀行中，稅後淨利排名第二。

利害關係人之溝通與經營

兆豐金控相信企業追求永續發展，必須

與利害關係人維持透明、暢通的溝通管道，

了解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想法，並採取因應

對策，因此，兆豐金控及其轄下子公司除日

常業務以各種型態與利害關係人保持互動

外，亦透過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利

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另設有發言人制度，負

責回答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問題，官方網站

上設有「聯絡訊息」揭示聯絡對象、電話及

外部溝通信箱，由專人負責依議題的範疇與

性質，交由各相關業務單位或子公司即時回

應，並作為擬訂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相關決

策之參考。

1.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經過兆豐金控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下工

作小組討論後，鑑別出兆豐之利害關係人群

體，包括投資人、員工、客戶、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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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及供應商，並透過各式管道與各群

組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了解各群組分別關

注之議題。

2. 重大性議題蒐集與整理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之工作小組從各單

位及各子公司蒐集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後，

參酌各種國際永續規約、綱領、指引(全球

盟約、GRI G4及ISO 26000)，就所建議議

題加以彙總整理，交由各單位及子公司小

組成員就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加以評分，再

就議題對公司之衝擊程度加以評估分析，確

認各項議題的優先順序，並統整完成「重大

性議題矩陣圖」，進一步鑑別出「重大考量

面」，分析其對組織內外的影響，納入各相

關單位或子公司日常工作或年度重點工作。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邊界與範疇

兆豐金控及其轄下之各子公司(以下簡

稱兆豐金控)於2014年8月發行第一本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今年係第二次發行本報告

書，報告書內容揭露本金控集團於2014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對經濟、社會之貢獻及環

境保護之績效，未來預定每年出版，報告書

所涵蓋組織邊界以本金控集團主要營運區域

台灣為主，報告主體包括兆豐金控及旗下

兆豐商銀、兆豐證券、兆豐票券、兆豐產

險、兆豐投信、兆豐資產管理、兆豐創投及

兆豐保代等八家直接持股之子公司。相較

於2013年本金控集團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本年度新增兆豐創投及兆豐保代二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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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所包含之子公司除上述

八家子公司外，尚包括兆豐商銀之二家海外

子銀行及兆豐證券之六家國內外子公司，

明細請詳本公司2014年合併財務報告第17
頁。

報告書撰寫依據

本報告書係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 
G4版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及其金融業補充

指標、聯合國全球盟約 (The UN Global 
Compact)、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及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制定的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引編

製，相關不適用項目將於指標索引對照表標

示。

報告書查證

本報告書經獨立第三方公正單位英國標

準協會(BritishStandards Institution，BSI)
依據AA1000保證標準進行查證，確認本報

告書之資訊符合AA1000當責性原則標準之

包容性、重大性及回應性，並符合GRI G4
核心選項，其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請詳本報

告書附錄。

社會責任承諾敘述及數據計算

本報告書中財務績效部分為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公開資訊，所有財務數字以新台幣

為計算單位。環境保護績效採用之計算及估

計基礎，係採用政府公開資訊及本金控集團

自行統計而得，若有特殊計算方式則於該章

節數據圖表下方加註說明。所有數據之描述

皆採用國際通用之數值描述方式。

公司治理

兆豐金控重視公司治理及營運透明度，

除遵循政府法令法規治理外，並訂定本身之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要求本身履行高於法令

規定之治理標準，確實落實執行，持續提升

管理績效，保障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

益。具體績效包括下圖。

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與董事

兆豐金控董事會是最高治理單位，設15
席董事，其中三席為獨立董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15席董事年紀均在50歲以

上，性別比13: 2(男：女)，董事長並無兼

任總經理情形。董事成員之專業背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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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經歷具有多元化，並每年定期參加董

監事進修課程研習，提升專業知能，有利健

全公司營運及提升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

獨立董事之獨立性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

定。董事會每月召開一次，2014年共召開

13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90.68%。董事會

職權包括審議公司之營運計畫、組織規程、

預算與決算、經理人之任免、增減資、子公

司董監之指派或解任及重大資產交易等。此

外，兆豐金控自2014年起每年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企業社會責任(經濟、社會、環境)之

執行績效，並從2015年起定期將企業社會

責任的具體推動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提

股東會報告，且將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2. 審計委員會

兆豐金控自2012年起設立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共三席。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為李存修獨

立董事，其餘二位獨立董事擔任委員，委員

會負責審議下列事項：內部控制制度、法令

遵循、會計師之委(解)任或報酬、重大資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募集或發行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年度與半年度財務報

告，以及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等。2014年共召開11次會議，平均出席率

93.94%。

3. 薪資報酬委員會

兆豐金控自2011年起設立薪資報酬委

員會，由董事會委任三位獨立董事擔任委

員，其任期與委任之董事會屆期相同，召集

人由全體成員推舉邱顯比獨立董事擔任，每

年至少開會二次，負責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

司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

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及定期評估並訂定

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2014年共召開

二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100%，該二會議

除審核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外，並通過修正

本公司「待遇管理辦法」與「員工獎金及紅

利發給辦法」，將未來風險因素納入員工績

效獎金考量因素，暨將法令遵循納入員工考

績之考量因素。

4.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兆豐金控於2013
年底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總經理擔

任主任委員，金控副總經理擔任總幹事，子

公司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擔任委員，其下分

公司治理小組、客戶承諾小組、員工關懷小

組、環境保護小組及社會公益小組等五個小

組，小組成員由金控、各子公司、中國國際

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及兆豐慈善基金會相

關同仁組成。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制訂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依據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就

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擬訂具體推動計

畫，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實施，並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企業社會責任之執行績效。

5.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兆豐金控屬於金融業，受主管機關高度

監理，依相關法令規定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並實施內部控制之三道防線措施，包括第一

道防線(自行查核)、第二道防線(法令遵循

與風險管理)與第三道防線(內部稽核)，以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運作有效執行。

兆豐金控設立隸屬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

位，及設有總稽核之制度。內部稽核單位除

督導各單位辦理自行查核外，並依據年度稽

核計畫，每年至少對金控辦理一次一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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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每半年至少對金控及子公司的財務、

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辦理一次專案業務查

核，定期追蹤內、外部查核所列缺失之改善

情形，並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稽

核工作執行情形。

6. 資訊揭露

兆豐金控於2014年連續三年榮獲財團

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資訊揭露評

鑑最高評等A++，顯示本公司之資訊揭露受

到肯定，展望未來，兆豐金控仍將持續順應

國際市場發展趨勢，提升資訊透明度。

風險管理

1. 風險管理政策

兆豐金控風險管理政策著重於制度化防

止、降低、因應業務上的風險，將業務風險

控制於可承受之範圍內，並厚植體質以緩和

任何危機對本身及社會所帶來之衝擊。

2. 風險管理之運作

兆豐金控風險管理機制建構出三道嚴密

的風險防線，第一道防線為各事業單位之前

台業務人員及管理人員時時均嚴格遵守作業

規範，並能敏銳辨別個別風險所在，循線反

映，立即採取因應措施；第二道防線為風險

管理單位隨時監控異常現象，定期或不定期

進行壓力測試，提出預警，並將校正情形上

報管理階層，另定期彙總分析風險全貌供管

理階層決策參考；第三道防線為內部自行查

核及獨立稽核單位之查核勾稽，以確保風險

管理機制正常運作。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使命

兆豐金控從事各項營運活動之同時，皆

秉持誠信經營、穩健成長、永續發展之理

念，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並履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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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害關係人及社會責任議題。

本集團企業社會責任之使命如下：

• 在誠信經營之基礎上追求獲利，並兼顧公司

營運對環境及社會之影響，為股東、 客戶、

員工及社會等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價值。

• 與利害關係人維持暢通之溝通管道，積極

回應利害關係人關切之議題，建立共存共

榮的夥伴關係。

• 透過核心本業，引導本集團之客戶、供應

商、投資對象、社區等利害關係人對環

境、社會與經濟等三重面向之重視，帶動

社會良善向上提升的力量。

• 持續關注國內外發展趨勢及企業環境之變

遷，檢討改進本集團之企業社會責任制

度，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成效。

供應商管理

兆豐金控為金融服務業，主要業務為提

供金融商品及服務，雖不若生產事業有經常

性之鉅額採購，對於一般事務性及資訊系統

等之採購，亦希望能與上游提供產品及服務

之供應商，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並藉由

雙方供應關係，提升公司治理績效，善盡社

會責任。2014年與兆豐金控往來之供應商

並無重大變化，共計1,217家，供應鏈依類

別區分為「專業服務」、「營繕工程」、

「庶務物品設備」、「廣告行銷」、「保險

保全」、「印刷輸出」、「保養維護」、

「其他」等八大類，其中以庶務物品設備類

家數362家最多，比率最高，為29.75%。

客戶關係

1. 客戶優質服務

提升客戶服務品質及優化金融商品服務

一直是兆豐金控努力的目標，我們在各項層

面積極提供開創性的尊榮服務，除致力在臨

櫃環境提供友善的無障礙空間及舒適的等候

環境外，也積極提供多樣化的金融商品與服

務，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需求。而隨著科

技與網路環境的進步，金管會亦提出「金

融3.0」的政策願景，兆豐商銀已領先發展

「全球金融網」，提供企業戶快速暢通的中

小企業資金調度管道，深獲客戶好評，開戶

數已突破40,000戶，在運用科技提升服務之

成效卓著，並於2014年推出或強化以下服

務：電子化服務、e-化信用卡服務、創新金

融服務。

2. 環境友善商品

兆豐金控深知金融業除了協助社會有效

運用金流、創造財富增值以外，更應積極思

量如何於擴展核心業務的時候，同時實踐對

於環境及社會之責任。是以，旗下子公司兆

豐商銀於辦理授信放款業務時，除了審核借

款戶的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及授

信戶未來之展望以外，亦將「赤道原則」精

神納入專案融資審酌範圍內，於「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授信政策」明定「留意借款戶是否

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

之授信準則。另外，針對山坡地等具環境開

發風險之建築融資或房貸案件，兆豐商銀更

明訂內規，要求同仁應向專業人員諮詢、評

估後，審慎敘做，且將營建署提列有安全之

虞的大型山坡地社區名單通函國內各營業單

位，控管相關案件之敘做。

3. 客戶權益保障

兆豐金控本著公平、互惠及誠信之經營

原則，與金融消費者訂定金融商品或服務契

約，均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各事業

主管機關制定之相關法規辦理，對於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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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需充分揭露之相關資訊，均透過網

站、申請書件、對帳單、DM、權益手冊、

約定條款及各項廣宣中充分告知客戶，恪盡

消費者權益保障的義務。2014年銷售之商

品並無遭主管機關禁止銷售情形，亦無違反

有關行銷推廣法規情事。

環境永續

兆豐金控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訂定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要求所屬子公司應遵

循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及相關國際準則，適切

的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營運活動及內部

管理時，應致力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使地

球資源能永續利用，達成環境永續目標。

節能目標

兆豐金控積極期許自身在節能減碳方面

能盡更大的努力，自2009年以來即定期性

記錄各項能源耗用、資源耗用及水耗用情

形，要求逐年減量，以達管理控制目的。兆

豐金控各子公司2015年之燃油、水及電等

能源之使用，以減少1%以上為年度企業社

會責任工作目標。

節能減碳措施

1.紙張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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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節約

兆豐金控屬金融服務業，在能源消耗

方面主要為油耗、天然氣及電。2014年業

務量雖大幅增加，惟在致力節約下，2014
年汽油使用量較2013年僅微幅增加0.58%。

2014年兆吉及兆衡大樓天然氣使用較2013
年合計減少1 ,673度(約5 .64%)。2014
年電力使用較2013年減少637,064度(約

1.68%)。

3.水資源節約

兆豐金控每季均彙整各子公司用水量統

計數，有效掌握水資源利用數據，水資源使

用每年均呈減少，節水成效良好。

資源永續方案

1. 廢棄物及資源回收

兆豐金控為金融服務業，提供產品及勞

務過程不會產生有關「巴塞爾公約」附錄

I、II、III、VIII視為有害廢棄物的物質及運

往國外的相關行為。未來將致力於垃圾減

量，提高資源再利用及做好分類回收，降低

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

2. 環保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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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控在設備採購方面也不忘善盡

環保的社會責任，透過推動綠色採購，陸

續汰換舊型燈具，選用符合節能標章(T5、
LED)照明燈具或高功率電子安定器及高功

率省電燈管以及具變頻控制的冷氣，2014

年環保設備總採購金額為新台幣15,352,960
元。估計節能燈具之採購每年可節省用電

419,880度，節省能量15.1億焦耳。

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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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計畫

展望未來，兆豐金控將繼續秉持「永續

發展、深耕台灣、珍愛地球」理念，在環境

保護課題及企業社會責任推展上，永遠向前

邁進，不落人後，在正確的道路上持續發展

綠色金融及綠色服務。(參閱下圖) 

員工與社會參與

人力資源概況

兆豐金控持續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及尊重

國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保障員工之合法

權益及雇用政策無差別待遇，提供良好的工作

環境及員工福利，未來將持續推動下列事項：

(一) 提供完善薪酬制度及福利措施。

(二) 創造平等的就業環境，並保障員工之合

法權益。

(三) 注重員工人權，暢通溝通管道，並落實

性騷擾防治措施。

(四) 關懷員工生涯發展，並提供完善教育訓

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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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視員工健康，定期舉辦健康講座，並

提供免費健康檢查。

(六) 維持和諧勞資關係，創造共存、共榮、

共贏的夥伴關係。

員工健康與安全

1. 工作環境之安全與衛生

兆豐金控重視員工之工作環境，辦公大

樓設置保全人員或駐衛警員，過濾人員進出

及處理緊急狀況；大樓環境定期檢查、清潔、

消毒…等，藉以維持良好、健康與安全之工

作環境；且保全公司依合約每年定期對轄屬

保全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訓練課程包含安全

防衛能力、緊急狀況處理及人權相關課程。

兆豐商銀設有勞安管理單位，負責規劃

及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並設置勞工

安全衛生委員會，資方代表六人，工會代表

三人占委員會人數比率為33.33%，每三個

月召開會議乙次，負責審議及監督員工健康

與安全相關規劃。包含消防演練、健康講

座、健康減重班等。

2. 職業傷害

員工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或上、下

班從居住處所往返公司途中發生事故而致傷

害者，公司視其受傷情形，協助依勞工保險

相關規定申請職業傷病門診、住院、傷病及

失能等給付，並核給公傷病假。2014年申

請公傷病假計有17人，男性員工八人，女

性員工九人，公傷病假日數共計417日，職

災死亡人數為零。

薪酬福利制度

1. 薪酬制度

兆豐金控對於新進員工，依其職等之不

同，核予不同之基本薪資，不因性別、年

齡、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參

與團體等因素而有所差異；集團內新進員工

之基本薪資不分海內外皆高於最低工資標

準，爾後逐年依表現發放各項獎金及辦理考

績晉薪，差異化各員工之報酬。兆豐金控員

工之年所得除包含每月薪資及年終獎金外，

另依當年度績效核給績效獎金與員工紅利，

績效優良之員工並得加薪，整體員工薪酬水

準優於多數同業，2014年獲台灣證券交易

所篩選為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2. 福利概況

兆豐金控除上述薪資、年終獎金、績效

獎金及員工紅利外，另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

及員工福利，給予員工完善的照護，各子公

司之福利可以概略區分為以下幾類：婚喪喜

慶等各式補助、員工團體保險等各式保險、

員工福利社等福利設施、符合法律規定的退

休制度、集團員工優惠存款等各式優惠。

2014年底止兆豐金控非擔任主管職務

(非擔任科長以上職務)之員工人數計5,414
人，占正職員工總數(8,083人)之67%，

較2013年底增加41人；年度員工平均福利

費用計NT$1,074仟元，較2013年底提高

NT$12仟元。

員工訓練與發展

1. 教育訓練

為強化員工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員工管理

未來退休生涯的職能管理，兆豐金控對員工

之培訓向來不遺餘力，除鼓勵或選派員工參

加公司內外各項專業課程講習，輔導及補助

員工取得專業證照，補助員工參加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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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等措施外，並建置數位學習網站供同仁

進修學習。

2. 績效考核

為促使業務目標能順利達成，藉由年終

舉辦員工績效考核，以落實目標達成及發掘

員工潛能；由各級主管就所屬員工服務滿一

年且未間斷者，按其平時工作表現，依公

平、公正的原則，配合嚴謹的作業流程，分

別考核之；除試用人員及當年度復職人員不

予以考核外，其餘百分之百接受考核。

人權與溝通管道

1. 尊重人權

兆豐金控遵守勞動相關法令及尊重國際

公認基本勞動人權，保障員工之合法權利，

僱用政策無差別待遇；員工不因性別、種

族、婚姻、宗教等因素而受歧視；集團內無

強迫或強制勞動、無涉及侵犯原住民權利、

侵犯員工利益等情事發生，且從未僱用未滿

十六歲之童工。同時，兆豐金控尊重法律所

賦予員工之權利，從未限制或阻礙員工成

立工會、社團等結社自由，2014年度員工

接受營運相關人權政策訓練人數計7,639人
(訓練總時數24,754.6小時)，佔全體總人數

之94.51%。2014年於人權與歧視議題皆未

接獲申訴案件，亦未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

估。

2. 協定保護/團體協約

為促進勞資和諧，增進事業之發展及保

障員工勞動權益及福祉，兆豐商銀與該行工

會訂有團體協約，約定待遇、工時、休假、

受僱、調動與解僱、退休與撫卹、健康與安

全等相關議題之勞動條件，2014年底止該

工會會員人數約4,782人，受團體協約保障

員工占該行員工人數之88%，占兆豐金控全

體員工人數之59%。部分子公司雖無成立工

會，但員工權益均受勞動相關法令保障。另

為貫徹對員工工作權之承諾，舉凡因組織調

整而有增設、遷移或裁併單位時，均於事前

告知員工異動情形；如因業務性質變更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員工時，或員工對所擔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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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確不能勝任時，依勞動基準法所訂期限，

至少於10～30天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3. 申訴機制

為協助員工解決問題，凝聚向心力，本

集團設有多重申訴管道，包含與主管直接聯

繫、員工申訴信箱、員工留言板等，員工對

於工作情況、環境健康與安全、薪資福利、

人權平等等各項議題有所建議，皆可透過各

項管道提出，公司均站在員工立場積極協助

處理與解決，2014年正式申訴立案的勞工

申訴案件計三件，均已於當年度獲得妥善解

決並結案。另關於性騷擾事件各子公司亦依

法令規定公告申訴處理辦法、申訴管道等，

2014年無申訴事件。

社會投資與貢獻

1. 支持公共建設與產業政策

政府推動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可以增加

就業，創造財富，提高消費，對於整體社會

及國家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及重要性，

兆豐商銀配合國家重大公共建設提供專案貸

款，包括台灣高鐵、台北港、合宜住宅、麥

寮工業港、和平工業港等共計數百億，是推

動經濟發展及民生交通之有力推手。

2. 支持金融政策

(1)積極擴大亞洲布局

兆豐商銀自2004年起即配合政府政

策，以布局全球，深耕亞太為發展策略，

追隨台商客戶積極擴充海外據點，新增香

港、泰國、澳大利亞、印度、倫敦、金邊、

蘇州等共計11個海外據點，另有五個據點

正申請設置中。截至2014年底在全球19個
國家或地區中，共有36個海外據點。其中

亞洲營業據點共有18個。2014年境外獲利

包含OBU、海外及大陸地區獲利比重高達

63%。未來除積極拓展海外據點外，亦將配

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金融業打亞洲盃

的政策願景，積極接觸海外金融機構，尋求

快速海外布局發展的機會。

(2)青年安心成家貸款

為協助有購屋需求的客戶能夠順利成

家，兆豐商銀配合財政部推行「青年安心成

家貸款」方案，2014年底貸款戶數為9,921
戶，貸款餘額為新台幣365億元，較上年底

增加28.52%。

(3)文創及中小企業貸款

2014年底，兆豐商銀承作之文化創意

產業貸款餘額約新台幣168億元，較2013年
成長達47.37%。有鑑於中小企業是稅前盈

餘占比稅後純益占比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力，

其為國人創造廣大的就業機會，兆豐商銀

致力於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2014年
底，兆豐商銀承作之中小企業貸款約新台幣

3,590億元，較2013年成長8.49%。

社會參與

兆豐金控除追求經營績效外，更積極投

入社會關懷，期望以己力號召更多大眾參與

社會公益，並以子公司為主軸，搭配中國國

際商銀文教基金會、兆豐慈善基金會共同為

台灣社會注入一股溫暖的力量，並鼓勵員工

共襄盛舉，以充分發揮社會資源效益，創造

社會的共好。

 2014年金控及二個基金會所辦理的公

益活動主題如下：推廣全民運動、支持文

創、關懷生命藝術教育、投入社會公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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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藝文團體、延續文化教育傳承、推廣金融

知識。以下我們將提出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1. 推廣全民運動：財政部2014年統一發票盃

路跑活動

兆豐金控與北區國稅局共同舉辦「財政

部2014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共募集

300,520張發票。藉此提倡全民運動風氣，

響應政府推廣消費者索取統一發票，並將所

募集之發票捐贈弱勢團體，提升公股事業熱

心公益形象。

2.培植藝文團體：優人神鼓

贊助優人神鼓【美麗臺灣心】帶領少年

鼓手雲腳計畫，深入新竹縣偏鄉與七所國中

合作，透過優人「三打」訓練系轉化國中青

少年內在浮動的心性，帶領37位國中少年鼓

手雲腳台灣38天，免費演出21場，於2014年
5月8日從屏東東港起腳，至6月14日抵達台北

木柵優人神鼓山上劇場，全程約450公里。

3.推廣金融知識：大師論壇

贊助經濟日報大師智庫論壇「2014全
球經濟挑戰」活動，讓國內投資人掌握國際

金融市場趨勢，並透過與國際及台灣產官學

菁英互動交流，提高國際視野。

 (資料來源：兆豐金控2014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兒童福利

青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

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急難救助

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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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金控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近年陸

續發行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揭露兆

豐金對經濟、社會貢獻與環境保護的績效。

兆豐金控副總經理、也是兆豐金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總幹事的陳松興指出，兆豐金透過

報告書編製過程，檢視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執

行績效，得以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方

面，往前邁進一大步。

兆豐金是在2013年，發行第一本CSR
報告書，並以GRI 3.1版指南審查認證，

2014年則依國際最新指南GRI G4版指南編

製，且通過第三方獨立機構英國標準協會

BSI認證，查證範圍包括兆豐金控及其轄下

八家子公司。

陳松興指出，兆豐金注重與利害關係人

的溝通，因此充分蒐集利害關係人，包括投

資者、政府機構、員工、客戶、社區居民及

供應商的寶貴意見，做為該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以及相關決策的參考。兆豐金2014
年報告書在經濟、環保及社會等永續性指

標，均維持資訊揭露的高度透明，在公司治

理方面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名列前十大高薪企業

繼今年4月，連續四年榮獲上市櫃公司

資訊揭露評鑑最高評級A++後，6月台灣證

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

同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的

「第一屆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評鑑」，兆豐

金在798家上市公司中名列前5%。此外，

2014年兆豐金也榮獲證交所遴選為台灣高

薪100指數的成分股，且名列前十大高薪上

市櫃公司。

陳松興表示，在環境及社會面向，兆豐

金除積極推行綠色商品外，為愛護地球，子

公司兆豐銀在授信政策上，也要求審查客戶

是否善盡環境保護與誠信經營的社會責任，

兆豐銀並支持政府推動各項重大公共建設及

產業發展政策，提供專案融資及產業貸款，

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擴充所需資金，最近三

年對自用住宅貸款、中小企業與文創產業的

貸款，均呈成長趨勢，對經濟發展做出重要

的貢獻。

推動節能減碳 成效卓著

兆豐金也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措施，

具體成效如：天然氣使用量較2013年減少

約5.64%、用電量較2013年減少約1.68%、

用水量較2013年減少約1.67%、溫室氣體排

放量2.2萬公噸，較2013年減少約2.99%。

2015年也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

查」，透過盤查的進行，可檢視自身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以供未來減量參考。

陳松興表示，提升客戶服務品質及優化

金融商品服務，一直是兆豐金控努力的目

標，除致力在臨櫃環境提供友善的無障礙空

兆豐金控綠色服務 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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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舒適的等候環境外，也積極提供多樣化

的金融商品與服務，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

需求。隨著科技與網路環境的進步，金管會

也提出「金融3.0」的政策願景，兆豐銀已

領先發展「全球金融網」，提供企業戶快速

暢通的中小企業資金調度管道，深獲客戶好

評，開戶數已突破6.5萬戶。

三個層面提升服務

兆豐金與子公司在運用科技提升服務可

分為以下三個層面：

一、電子化服務：為降低客戶臨櫃辦理

各項業務及減少紙張使用，兆豐銀持續推行

電子化金融服務，網路銀行設有轉帳、換

匯、基金下單、黃金存摺等服務，並提供以

晶片金融卡為交易安控機制，做交易時須使

用客戶本人兆豐銀晶片金融卡，達到雙重驗

證身分效果，更確保客戶資訊安全。為服務

一般民眾不限時間地點購買外幣現鈔及旅行

支票，兆豐銀官網設有網路結匯功能，讓客

戶彈性選擇換匯時間，完成下單後可利用網

路與行動銀行、網路ATM或自動櫃員機轉

帳繳款，於期限內至指定分行完成提領外幣

手續即可。

兆豐證券也在2014年整合國內、外的

證券、期貨、選擇權等交易功能，推出「全

球理財通」網路平台及「行動VIP」手機

APP平台等服務，在業務服務上運用科技不

斷創新，並持續兼顧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方

面的發展。

二、e化信用卡服務：為便利客戶申辦

信用卡，客戶可透過兆豐銀行動銀行的APP
辦理補件手續，將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及財力

證明等資料拍照後，傳送檔案即可完成，除

減少客戶列印寄送文件的麻煩外，也透過嚴

密的安全防護措施，避免個人資料外洩。兆

豐銀也持續推廣持卡人使用電子對帳單、信

用卡帳款自動扣款等功能，相關的申請書、

表單由電子郵件傳送，及提供線上註銷信用

卡及毀損重製申請等服務，即時提供安全便

捷的服務。

三、創新金融服務：兆豐銀所發行的雙

幣信用卡，持卡人不僅能以新台幣消費，並

得使用指定外幣幣別結帳，從其外幣存款帳

戶扣款，讓客戶不必因匯率波動增加不必要

的成本。另外，為提高金融服務便利性，兆

豐銀也在規劃發行手機信用卡及金融卡，提

供持卡人更便捷的消費管道。

陳松興表示，兆豐金也透過旗下的中銀

文教及兆豐慈善兩個基金會，持續推動社會

公益，包括照顧弱勢，關心兒童、青少年、

老人、身障人士福利，以及急難救助、醫療

與喪葬補助，並致力高中、國中、小學生的

生命藝術教育與藝文活動，2014年兩個基

金會辦理個案數共170件。在員工關懷面，

提供員工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及多元的教

育訓練外，也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員

工有暢通的申訴管道，期許成為員工心目中

的幸福企業。

展望未來，陳松興表示，兆豐金除了經

營績效持續努力外，期望每年藉由發行CSR
報告書，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永續發展的承諾

與績效，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善盡企業公

民的角色，創造更美好的祥和社會。

 (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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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控

總論

變動的世代，不變的初衷

全世界環境變動迅速，影響經濟、社

會、環境穩定的風險來源日愈增多，也日趨

複雜。《2014年全球風險報告》中提到，

全球性風險不僅互聯互通，且會產生系統性

影響，要有效管理、並抵禦這些風險帶來的

衝擊，將無法再以迫於情勢的角度進行風險

控管，而需下足功夫去認識、衡量和預測各

種風險相互依存關係的發展演變。在這樣的

大環境下，與各類社會活動緊密連結的重要

角色─企業公民，逐漸被賦予眾望；企業應

該是社會安心的力量來源，不應該是人心動

盪不安的製造者。如何建立一個永續經營的

優質企業，並為社會帶來安定的力量及幸福

感，是值得所有政府單位、企業以及全民深

思的問題，這是國泰對於「企業永續」的定

義。國泰希望成為形塑台灣正向發展的一份

子，與所有人一同努力，面對持續變動中的

每個世代。

誠信經營的本質

穩健踏實是國泰一如既往的堅持，

從 2 0 11年成立國泰金控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委員會至

今，我們經過不斷的檢視、調整，就如同國

泰的企業核心價值「誠信、當責、創新」，

一步一腳印地往前行，2012年首度出版CSR
報告書及網站專區，2013年則提升對國內外

投資人對環境、社會、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資訊的揭露，2014年
「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已達到A++
最高等級，英國碳揭露專案(CDP)揭露分數

也超過產業平均，同時，亦積極參與由證交

所、櫃買中心等多方單位舉辦之報告書經驗

分享會議，促進台灣ESG資訊揭露的氛圍。

另外在2014年多次對外的互動中，國泰更加

篤信，要成為永續的金融機構，我們需要用

更宏觀、長遠的角度審視相關作為，因此國

泰也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精進為「企業永

續(Corporate Sustainability)委員會」，調

整各小組執掌、加入「責任投資」小組，隨

著視野的提升，我們也將掌握更多先機，試

行更多共益機制。

為股東爭取利益，是一家企業的基本職

責，亞洲市場蓬勃發展期間，國泰在經營面

向也有所進展，主要子公司國泰人壽及國泰

世華銀行全年獲利皆達成立以來新高，大

陸或東南亞佈局方面，目前於東協10國中

已有8國設立分支機構、1國之辦事處已獲

當地主管機關核准，此外，亦收購美國康利

資產管理公司，進一步達成銀行、保險、資

產管理獲利三引擎的目標。從地方性的金融

機構，擴展到區域性的組織，我們堅信當以

50年、100年甚至200年的脈絡來規劃企業

發展時，股東、大環境、客戶間的利益不

但不相互衝突，更是相輔相成的，也因此

2014年國泰針對放貸管理、慈善公益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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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進行全面檢視以及機制性轉型規劃，讓

新機制可以發揮永續作用。

永續機制的價值及轉型

金融業投資、放貸的自律規範、曝險

狀況在近幾年廣受各界矚目，2014年國泰

世華銀行為有效控管放貸資金，先是於8月
修正「國泰世華銀行授信政策」，之後又

投入近一年評估，在2015年3月經董事會正

式決議簽署國際環境融資規範─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並於法人說明會正式

對外公布，展現國泰進行機制轉變的決心，

將環境、社會要素與企業商業策略緊密結

合，成為台灣唯一、亞洲第六家簽署該原則

的金融機構。簽署只是個開始，未來我們將

嚴格執行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針對

環境、人權影響較大的大型專案融資與貸款

企業制定監控計畫，以實際行動落實金融業

的企業社會責任，也期待能與同、異業共同

合作，促成更大的社會機制轉型。

社會環境的關懷

台灣是一個十分友善的社會，台灣人民

的熱心、友善，以及對公益事務、突發天災

的慷慨善捐，一直以來廣受各界所知，也因

此民眾對企業相對應的慈善作為也充滿期

待。國泰公益策略與時俱進，2014年大眾

對公益事務的財務透明度、解決社會/環境

問題的商業模式重視度大幅提升，而國泰人

壽慈善基金會與國泰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

會從成立以來，除了每年財報皆經會計師查

證外，亦發布公益年報向外部民眾溝通公益

績效。此外，我們也深化慈善的影響力，

2012年國泰產險以損害防阻的核心職能出

發，推動不意外學園專案，深入全台50所
以上的小學檢測校園安全。在行政院宣示

2014年為台灣社會企業元年之前，2013年

國泰世華銀行已透過業務採購社會企業的產

品做為贈送客戶的年節禮品，2014年國泰

則與社會企業合作將公益善舉擴展到柬埔

寨。我們也鼓勵青年也成為社會的Change 
Maker，與政大法學院、商學院、傳播學院

跨院合作，共同扶植台灣形成社會企業生態

圈，透過青年力量採訪社企家創業的動人故

事，也輔導社企營運資訊透明揭露、出具公

益報告書，以先行適法。同時，我們集結了

集團的力量，建構「相揪」公益平台，協助

社企商品故事行銷及宣傳，鼓勵同仁改變採

購行為，實質提升社企產品的銷售量。

結語

國泰相信，每一個人的改變，累積起來

就是巨大的力量，混亂的社會環境會讓我們

看到新秩序的誕生，讓我們一同持續透過實

際行動成為改變社會的一份子，見證這個時

代的轉變。

CSR得獎紀錄

•  國泰世華銀行榮獲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 
Financial Insights)「2014年亞太區最佳

分析暨客戶洞察力奬」為台灣地區唯一獲

IDC FIIA (Financial Insights Innovation 
Awards 2014，簡稱FIIA)金融創新銀行。

•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保險龍鳳

獎」，國泰人壽榮獲『壽險外勤組』特優

與『壽險內勤組』特優、國泰金控獲『金

控公司』優等、國泰產險獲『產險公司』

優等，成為財金保險系所應屆畢業生最嚮

往的金控公司。

•  「2014年綠色品牌大調查」評比中，國泰

金控獲頒金融服務類特優獎，已連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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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綠色品牌大獎」肯定！

•  《經理人雜誌》舉辦「影響力品牌大調

查」獎項，國泰旗下子公司分別獲得，國

泰人壽「壽險類」首獎、國泰世華銀行

「銀行類」特優。

•  國泰人壽於2014「《30》Young世代品

牌大調查」之「保險」調查項目中，榮獲

Young世代族群「最常使用品牌第1名」殊

榮。

•  《天下雜誌》公布「2014兩千大企業調

查」結果，『金融業』整體表現(依2013
財務簽證後合併報表)，國泰金控以淨收

益3828.77億元/股東權益報酬率10.17％榮

獲第1名。『金融業總排名1~100』國泰人

壽為第1名。『金融業』依行業別排名，

國泰人壽榮獲『人壽保險類』第1名。

•  《天下雜誌》公布「2014兩岸三地一千大

調查」結果，國泰金控排名95，為台灣金

融業界之冠。

•  國泰產險獲頒史迪威亞太獎(Asia-Pacific 
Stevie Awards)之「年度服務企業-銀獎」

與「年度最快成長企業-銀獎」的殊榮。

•  《讀者文摘》「2014信譽品牌」國泰人壽

榮獲金獎。

•  《數位時代》舉辦2014數位服務標竿企業

評選，國泰人壽數位服務表現突出，第四

度榮獲第1名；國泰世華銀行榮第2名。

•  《亞洲銀行家》(The Asian Banker)國
泰世華銀行榮獲「The Best Employee 

Engagement-最佳員工敬業度銀行」(最佳

雇主)大獎。

•  國泰世華銀行與賽仕(SAS)公司合作，贏

得2014年國際數據公司(IDC)所舉辦的金

融創新大獎(FIIA)。

•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榮 獲 亞 洲 貨 幣 雜 誌

《AsiaMoney Magazine》台灣區最佳現

金管理銀行(The Best Cash Management 
Bank in Taiwan)，二度榮獲雙項外匯國際

大獎，顯示國泰世華銀行積極開拓外匯市

場的卓越成效，專業度備受國際肯定。

•  「保險信望愛獎」於8月18日公布，國泰

產險本屆榮獲「最佳保險專業獎」、「最

佳整合傳播獎」、「最佳社會責任獎」、

以及「最佳通訊處獎-展業二部」四項大

獎，以及「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獎」、「最

佳商品創意獎」優選，其中，最佳整合傳

播獎更是第一次由產險公司獲得，亮眼表

現深獲保險業界及專家一致肯定！

•  國泰產險獲頒中華民國年度傑出企業金峰

獎。

•  國泰金控連續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綠色採

購績優單位」表揚。

•  國泰產險榮獲美國Stevie Awards組織頒

發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wards(國際

企業大獎)之Company of the Year Awards-
Silver(年度最佳企業獎銀獎)與Fastest-
Growing Company of the Year-Bronze(年
度最快成長企業銅獎)。

•  國泰產險榮獲World  Finance(世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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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雜誌)頒發World Finance Best Non-
Life(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2014, 
Taiwan(2014年台灣最佳產險公司)。

•  國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國泰綜合醫院

勇奪壹週刊第十一屆「服務第壹大獎」三

冠王，分別於人壽保險業、銀行業、醫療

院所產業類別中，獲頒第一名殊榮。

•  國泰人壽蟬聯《天下雜誌》評選為「台灣

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 2014年國泰金控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台灣

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大型金融業最高等

級-金獎」及「社會共融獎」，其中獲選十

大永續典範公司為金融業唯一。

• 2014年國泰金控獲行政院環保署「企業環

保獎」，為第一家金融業榮獲此獎項者。

• 2014年國泰金控獲《財訊雙周刊》舉辦的

「2014消費者金融品牌暨金控CSR大獎」

之最佳金控CSR-優質獎。

• 2014年國泰人壽連續六年獲得「體育推手

獎」之「贊助」及「推展」雙料金質獎，

並蟬聯兩屆「長期贊助獎」共三項肯定。

• 2015年國泰人壽再度成為保險卓越獎的最

大贏家，榮獲六金一銀的肯定；國泰產險

則榮獲一金四銀。

• 2015年國泰人壽再次成為「保險信望愛

獎」大贏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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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項大獎五項優選，共抱回

13項肯定；國泰產險亦成績斐然，獲得四

項大獎以及3項優選，亮眼表現深獲保險業

界及專家一致肯定。

• 2015年國泰金控獲遠見雜誌「CSR大調

查—服務與金融組」楷模獎。

• 2015年國泰金控已連續三年獲「天下企業

公民獎」前10名肯定。

• 2015年國泰金控入選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

前5%，以及「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最高A++評等。

• 2015年國泰金控獲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
成分股，DJSI被評為全球最廣為人知、第

二具有公信力之評比標準，2015年台灣共

計僅有13家企業入選，國泰金控則為其中

唯一一家保險業者。

國泰金控概況

創立緣起

隨著金融產業多元化與全球化的發

展，以及國內金融機構購併、整合法源之

制訂，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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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遍佈全省之營

業據點與銷售人員，發展共同行銷(cross-
selling)的策略，提供客戶一站購足(one-
stop shopping)的服務。

經營策略

整合各子公司資源，提供全方位的金融

服務，使客戶享受到一站購足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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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符合客戶需求的整合型金融商品，成為

客戶投資理財最貼心的夥伴。持續提昇資訊

系統，對外滿足客戶即時資訊需求；對內提

高決策支援、經營管理、業務資訊、風險控

管與稽核作業的自動化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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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優勢

目前國泰金控客戶數超過一千萬，並有

約八百個分支機構，以及超過四萬名員工，

構成最綿密的客戶服務網。未來再加入其他

國內外優質金融機構，將提供廣大的金流管

道以及交叉銷售商機，建立通路上規模經濟

與銷售上範疇經濟的競爭優勢。

永續金融的履行

發揮永續競爭力一直是國泰對企業永續

的最終目標，從提升意識到突破，從回應到

機會掌握，2014年國泰正式將「企業社會

責任」的觀念轉化為「企業永續」，提高我

們的視野，並納入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及期

許，增設責任投資小組，冀能創造更多共利

機制，達到亞太最佳金融機構的願景。

永續治理制度轉型

國泰金控「企業社會責任(CSR)委員

會」於2014年精進為「企業永續(CS)委員

會」，旗下五大工作小組分別調整其執掌並

新增責任投資小組，同時，委員會監管也提

升至董事會層級，並請一位獨立董事督導企

 國泰世華銀行
在消費金融業務成長率表現亮麗，信
用卡流通卡數及消費金額躋身國內前
三大信用卡發卡行。在房屋貸款業務
方面亦大幅成長，各項服務品質均大
幅提升。

 國泰綜合證券
為全方位之綜合券商，執行證券經
紀、自營及承銷業務，並致力於商品
研發與設計能力，提供各項新金融商
品之證券金融服務；結合國泰金控集
團強大的業務通路及豐富的客戶資
源，以證、期、權三合一金融服務及
證券商品多元化的發展策略，滿足客
戶一次購足的全方位理財需求。

 國泰投信
以追求穩健而卓越的基金經營績效為
職志，積極延聘擁有多年經營管理及
投資研究經驗的專業經理主管及研究
團隊，秉持集團「往下扎根、向上成
長」的大樹經營哲學，貫徹「用心經
營、客戶第一」、「腳踏實地、誠信
穩健」的經營原則，以卓越服務為最
終經營目標。

 國泰人壽
為台灣地區壽險業第一品牌，據點覆
蓋率為全國金融機構之冠，有效契約
市場占有率第一名，具有龐大的客戶
基礎與豐富的業務團隊管理經驗。已
建置衛星遠距教育頻道（CSN），收
訊範圍涵蓋台灣、大陸東南省份。

 國泰產險
經營績效良好，各項指標均名列前
茅，整合產壽險服務的0800客服專
線；提供保戶24小時全天候的產壽險
服務，服務據點亦遍及全省。在車險
理賠及企業損害防阻服務方面有卓越
的表現，榮獲ISO9001認證，致力運
用電子化以提升效率，連續三屆獲得
保險業電子商務卓越獎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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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永續事務。

2014年重要議題變化

此次調查跳脫以往調查模式，改為呈現

2014年利害關係人對各議題的意識變化狀

態，以作為回應各利害關係人之依據。

外部意見採納及重點決策

為確實將利害關係人意見與公司策略結

合，經2014年利害關係人調查後，2015年
國泰以「責任投資/放貸」、「社會倡議模

式轉型」為重點議題進行轉型。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公司每年度發行非財務資訊報告

書，2015年8月發佈「國泰金控2014年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包含2014年度

(1/1~12/31)國泰金控於經濟、環境、社會

各面向的績效及表現。

報告書範疇及邊界

2014年之報告書主要以合併財務報表

原則為組織邊界，涵蓋國泰金控暨旗下6家
主要子公司暨2家孫公司(國泰人壽、國泰

世華銀行、國泰產險、國泰綜合證券、國泰

投信、國泰創投、國泰投顧及國泰期貨)，

並以營運區域台灣為主要核心揭露範疇。

報告書績效範疇與基礎

本報告書財務績效數據已經會計師簽

證，並公開於股東會年報，相關統計數字則

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報告中所有財務

數字均以新台幣為計算單位。

人力資源數據以自行統計為主，並以本

公司台灣雇用方資料為統計依據，範疇包含

國泰金控暨旗下六家主要子公司暨二家孫公

司，部分數據因行業屬性而剔除外勤人員部

分，細項範疇或計算公式請見報告書中各表

格下方註解。

環境績效之換算基礎則來自政府公開資

訊，揭露範疇及計算基礎請見各圖表下方註

解，其中，溫室氣體盤查範疇主要包含國泰

金控與六家主要子公司暨二家孫公司之總部

與全台重要據點，廢棄物與用水數據則以國

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總部大樓為主。

環境面及社會面驅動商品則涵蓋了國泰

整體的市場，大多數行銷區域還是在台灣，

部分商品則已擴展到越南、日本及美國地區。

社會面與環境面向之倡議活動則涵蓋各

子公司、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國泰世華銀

行文化慈善基金會相關作為。

本報告書之邊界及揭露範疇有調整情

形，由原國泰金控與及其六家主要子公司

外，另納入二家孫公司於2014年度績效範疇

之中。

報告書撰寫原則依據

本報告書係採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G4版本

為主要架構，另以金融業補充指標、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ISO 26000
社會責任指引及聯合國全球盟約、上市公司

編制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等

策略方針進行撰寫。

報告書確信

本公司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對本公司GRI G4所編製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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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確

信準則公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

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係參考國際確信

準則IASE3000訂定)並進行獨立有限確信

(limited assurance)。

另，報告書揭露之財務績效資訊，則由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Y)依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八號公報「特殊目的查核報告」進

行查核。而溫室氣體之數據，則委由英國標

準協會(BSI)根據ISO14064-1進行查驗。

公司治理

提升誠信基礎

當企業以存在100年、200年來規劃發

展脈絡時，我們就會發現重視企業倫理、保

障股東與利害關係人權利間不但不衝突，長

期來看還是相輔相成的。國泰相信，誠信、

透明、當責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礎，也

是值得所有企業共同努力的價值。

誠信

提升董事會效能

2014年國泰金控共聘用13位董事，其

中包含三位獨立董事、二位外部董事，報酬

遵循「董事績效考評準則」及「董事薪酬給

付準則」，由各董事自評、獨董複評、董事

長核定，2016年起董事會成員改選將採候

選人提名制。針對董事會成員多元性，國泰

於2014年增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加

入多元化政策，目前國泰金控、子公司及合

資公司約45%已設有女性董事。

防止金融犯罪

國泰金控2012年訂定「國泰金控誠信

經營守則」、設立舉報機制，並藉由「員工

獎懲要點」對檢舉人進行獎勵，2014年收

受不當利益相關案件共計0件。而法令遵循

課程亦加入創新學習模式，使2014年課後

平均成績較去年提高10%。此外，國泰人壽

首創「理賠詐欺預警模型」，藉由科學方法

達到理賠案件賠付前即可預警防範。

透明

非財務績效揭露

國泰每年發布CSR報告書，2014年更

與多方單位共同推廣報告書揭露，同時引進

會計師確信增加可信度；針對投資人ESG
資訊需求，國泰2014年CDP揭露分數已超

過產業平均、資訊揭露評鑑也達A++最高等

級，亦響應全球氣候變遷投資人聯盟(GIC)

發起之倡議活動，共同討論並應用八大低碳

產業之分類標準與適用性。

當責

強化風管機制、納入環境/社會風險管理

國泰人壽推動ORSA機制，確保長期資

本適足，並與國際接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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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銀行也於2014年修正授信政

策、2015年決議簽署赤道原則，成為台灣

唯一、亞洲第六家赤道銀行。

擴大供應鏈管理

國泰已於2012年於與供應商的合約中

增列「企業社會責任」條文，2014年訂定

「廠商評分表」，各子公司每年需對供應商

進行評鑑。此外，亦運用採購的力量協助社

會企業與環保廠商，已經連續五年獲得政府

綠色採購績優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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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轉變

金融業在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商業模式

須因客戶、環境、社會需求而變，人力資源

重點為吸引及匯集高素質及高度訓練的金融

從業人員，並鼓勵同仁在創意友善的職場環

境中，創造出新型盈利模式，透過開發新市

場、環境友善及符合公共利益的商品，讓金

融業持續發揮「穩定」社會發展的力量。

因應未來人才需求

人才吸引、多元化與留任

國泰與近40所大學院校建立產學合

作，並關注市場薪資以爭取優秀人才，

2014年為「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之

一，國泰人壽「AG2.0業務團隊升級計劃」

亦使新人及中低職級人員績效大幅增長，國

泰世華銀行也獲亞洲銀行家雜誌「最佳員工

敬業度銀行」大獎。針對多元性，國泰女性

員工比例達73%，女性主管占全體54%，身

障員工比例為1.56%，同時宣導「原住民歲

時祭儀假」，創造多元開放職場。

國際化人才與金融人才專業培訓

為組成亞洲盃種子部隊，國泰金控

2014年首度執行「GMA儲備幹部計畫」與

「美國康利投資人才交流計畫」，國壽、國

泰世華亦拓展儲備幹部計畫內容以提升同仁

跨國移動力，並派駐人員海外受訓，參與各

類國際研討會。2014年國泰員工進修及訓

練費用支出金額達8.56億元，人均受訓時數

為307小時，國壽亦連續榮獲TTQS金牌認

證，AFP/CFP持證人數達業界之首。

因應客戶、環境、社會需求客戶

服務品質及申訴/理賠處理

國泰於2012年設立服務品質委員會，

並由各子公司組成服務品質小組，另結合

ISO9001驗證、服務心達人活動持續精進

客戶服務。國壽也於2014年設立「理賠專

區」提供24小時線上服務，亦首創「醫療

理賠金抵繳住院費用」及「兩岸理賠」機

制，國泰世華則針對重大申訴案舉行「消費

金融申訴審議會」，控管申訴案件。

數位金融創新與個資安全管理

除積極推動金融App服務，2014年國

壽行動保險占新契約比例達89%、為業界

之首，國泰世華也於2014年成立數位銀

行部，專職規劃數位金融市場。針對個資

管理，國壽2014年持續取得BS 10012認
證，同時通過因應新科技風險改版之「ISO 
27001：2013」認證，為全國唯一取得雙驗

證之壽險公司；國泰世華則設有「個人資料

侵害事故緊急應處理變辦法」，以適時調整

優化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環境、社會議題驅動之商品

2014年國泰金控旗下重要子公司皆已

加入綠色金融行列，國壽結合友達及其他壽

險公司，共同成立星河能源公司；國泰世華

持續投注太陽能設備融貸專案，2014年市

佔率仍為台灣第一；國泰產險除了綠能車

險外，亦於2014年新增自行車險；國泰投

信、國泰證券持續投注心力於環保趨勢基金

及綠色企業；國泰綜合證券則協助環保及綠

能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初次上市櫃或再

籌資。針對弱勢族群，國壽2014年為業界

唯一獲保險局「微型保險積極推動獎」及

「微型保險衝刺獎」雙項肯定；而國泰世華

則提供身障信託、公益信託、無障礙語音

ATM、越南快省匯專案等，提升不同族群

使用金融服務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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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台灣的水電價長久以來相較於其他國家

而言屬於偏低狀況，依據2013年國際能源

總署(IEA)資料，台灣的住宅用電於34個國

家中為第三低，而依環保署一項全球29個
主要國家水價調查中也發現，台灣水價約為

各國單位平均水價的五分之一，這使國內的

節能、節水、節省資源相關作為誘因甚少，

國泰希望能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盡一己之力，

從2010年訂定「節能減碳作業要點」、訂

下管理目標、逐步引進各式環管系統，同時

推動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一步一步擴大

控管範疇，2014年國泰經過嚴格的審核程

序，終於榮獲環保署舉辦之「中華民國企業

環保獎」，成為該獎項舉辦23屆以來第一

個獲獎的金融業者。

擴大導入能源暨環境管理系統

國泰人壽已於2012年通過ISO 14001，
並於2013年獲選為「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輔

導企業」，2014年國泰人壽舉辦「能源暨

環境管理系統推廣計畫」宣示會議，將導入

管理系統的大樓擴展到全台10棟大樓，落

社會共榮
  增加金融

包容性

面對老齡

化社會

彌補社會

機制、

法規不足

善用現有

平台，擴

大影響力

微型保險

公益信託

身障信託

視障AT M

提供新移民安全便宜

匯款服務

長期看護險

退休安養信託

保單活化

健康管理平台結合保險

職棒防賭信託

不意外學園

信用卡餐飲簽帳金額

提撥捐款

越南匯款優惠

信用卡紅利及捐款平台

國泰人壽

國泰世華銀行

綠色金融
  支持綠色

產業發展

協助交通

轉型

串聯客戶

力量

支持初創

企業

運用資金，投資環
保產業

環保產業授信、太
陽能設備融資貸款
(電廠、家戶)

綠 能 環 保 車 保
險、自行車險

輔導環境相關產業
上市櫃

國泰產險

環保趨勢基金

國泰投信

支持初創企業

國泰創投

國泰綜合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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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能源及環境標準化管理。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2014 年
完成72.6%

全台重要據點盤查

擴大據點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2015 年
完成100%

全台重要據點盤查

2015 年～2016 年
持續擴大盤查範圍

2013年國泰完成第一階段盤查並獲得

ISO 14064-1認證，2014年GHG盤查進度超

前，完成重要據點之72.6%。另外，2012年
至2014年為國泰三年節能5%已達標，2014
年較2013年減少522,800度電，而銀行總部

用電量較2013年減少393,759度電，合計節

省能源費用2,623,559元。

資源使用、減量與回收

國泰金控暨旗下各子公司，皆致力於推

動無紙化管理，其中以用紙量最大之國泰人

壽為例，2014年中以行動保險部分為國泰

省下1,327萬張紙，少砍1,327棵樹，並持續

推動電子單據，兩年節約碳排放量共4,344
噸，約11.2座大安森林公園吸收的碳排放

量。有鑑於此，國泰金控暨旗下各子公司亦

希望能夠藉由活動推廣，如電子帳單服務

2010 2012 2014

2011 2011

●  訂定環境保護七大目標，

  其中包含訂定三年節能5%
●  舉辦節電比賽
●  引入供應鏈合約管理
●  引入ISO 14001
●  設立全台第一座太陽能分行

●  舉辦「能源暨環境管理系統推廣計畫」

  宣示會議，並完成人壽全台共12棟大   

樓導入ISO 14001與ISO 50001
●  完成三年節能5%目標
●  錄製CSN「環保熊厲害」專門節目
●  擴大舉辦環境倡議活動

制訂「節能減碳作業要點」

●  成立「國泰金控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並設置
  環境保護小組

●  設置節能減碳人員
●  國泰置地廣場取得內政
  部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

●  訂定「國泰金控暨各子公司溫室氣體
  減量管理宣言」

●  國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分別訂定永
  續政策及環境暨能源政策

●  展開三年全台重要營運據點溫室氣體
  盤查，並通過 ISO14064-1認證

●  引入ISO 50001
●  設立第二座太陽能分行

人均用電量(度) 總用電量(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1,478,400 度

11,052,800 度

10,530 ,000 度

4, 79 9 4 ,351 4,6 77

2014 年用電量較2011年
共計減少1,280 ,800 度

減量達10.84%

人均用電量(度) 總用電量(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983,628 度

2,878,2 43 度

2,484,484 度

5,395 5,380 4,254

2014 年用電量較2011年
共計減少2,190, 50 6 度

減量達7.45%

註：國泰人壽總公司大樓包含國泰人壽、國泰金控、國泰產

險、國泰綜合證券、國泰投信、國泰投顧、國泰創投、德意

志銀行。

註：國泰世華銀行總行大樓包含國泰世華銀行及華卡等公司。

●  國泰人壽總公司大樓近三年用電狀況

●  國泰世華銀行總行近三年用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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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降低用紙量。

2014年國泰為落實環保活動的推廣，

除了原本的宣導活動外，亦於各項對內對外

活動中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減量使

用」的觀念，包括員工登山健行活動、各分

區之員工趣味競賽活動等。

水資源使用

隨著國際對於水資源使用之重視，

2 0 1 4年國泰人壽總公司大樓用水量為

60,238度，較2013年增加22,238度，平均每

人用水量為24.8度；國泰世華總行大樓2014
年用水量為19,933度，平均每人用水量為

34.1度。有鑑於此情形，國泰金控於2014年
採購14%之省水標章進行有效水資源管理宣

導。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發布「2021全球

人才」調查預測，新興亞太國家將是未來人

才需求最殷切的地方；然而，在調查的46
個國家中，台灣是人才失衡最嚴重的地方。

近年台灣青年人才外流是備受社會關切，另

一方面，台灣人才素質雖佳，普遍缺乏國際

移動力亦是國內外企業人資長所反映的重

點。國泰金控打亞洲盃的願景，優質人力資

源是最重要的關鍵，除了透過招聘、留才計

畫確保「量」能因應人才缺口，亦透過產學

合作、集團培訓計畫確保「質」能提升金融

業人才的國際移動需求。

員工任用、薪資與薪資

國泰金控至2014年年底正式員工共計

41,315人，員工平均薪資優於整體產業平均

水準超前134%，為「臺灣就業99指數」成

份股之一，顯示證交所對國泰深耕臺灣、創

造就業機會及培育人才努力的肯定。我們更

致力促進多元平等的就業環境，薪酬採職能

核薪制，不因性別、年齡、種族等因素而有

所差異，均按其學經歷、工作與能力表現、

所任職務及所需專業技能等標準核定薪酬，

新進人員薪資均優於法定最低基本工資，

2014年集團內勤基層人員平均每月固定薪

資為法定每月基本工資2.85倍。而國泰金提

供員工全方位薪福制度，2014年集團基層

人員福利費用共計新台幣367.78億元，員工

平均福利費用超過新台幣100萬元。2014年
國泰金女性員工佔全體員工73%，女性主管

則佔全體主管54%。國泰金亦超額晉用身障

人士，2014年身障員工比例為1.56%，並持

續與中華視障經穴按摩協會合作僱用17位
視障按摩師。同時為打造更多元開放的職場

環境，國泰金加強宣導「原住民歲時祭儀

假」，鼓勵所有具原住民身份之員工持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等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也鼓

勵在職員工推薦具原住民身分者加入國泰

金，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實習生及產學合作計畫

近年台灣青年人才因素質高、要求薪資

低，逐漸受到鄰近國家中國、香港、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就業市場的重視，造成台灣

年人才流失。探究其原因，台灣人才價值被

社會低估，即使青年順利進入企業，在低薪

環境缺乏足夠誘因條件下無從發揮，造成台

灣企業永續經營的風險。國泰金控除了提供

優於同業的起薪水準外，亦透過實習生及產

學合作計畫，在青年就學時銜接學習過程，

讓青年學子看的見未來工作樣貌，並給予直

接進入企業的給薪實習計畫，提高青年學子

進入企業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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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教育訓練

國泰金控於2014年積極推動企業核心

價值「誠信、當責、創新」，並依循核心價

值及組織發展需求，規劃不同層級培育發展

計畫和全面性推廣活動。為培育各類專業人

員成為推動公司經營最佳支援夥伴，國泰依

各層級人員不同職涯階段培訓及組織發展需

求，規劃全方位培訓計畫，提供即時、多管

道的教育訓練，以達組織人才發展及員工職

涯發展雙贏效益。2014年國泰員工內外部

機構進修及訓練費用支出金額達8.56億元，

人均受訓時數為307小時。

性別平權及職場自由

針對性別平權議題，在2005年訂定

「國泰金控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要點」，2009年訂定「申訴及調查處理細

則」。此外更將尊重人權相關議題列入員工

在職訓練內容，包括結社自由、關懷弱勢族

群、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禁止強迫勞動與

雇用童工等。國泰金控員工滿意度調查係以

「整體滿意度、組織認同、組織轉型、員

工敬業度」四大構面進行調查，調查結果

由國泰人壽去年的3.9分提升為4.1分(5分量

表)，提升幅度達0.2。國泰世華銀行2014年
更榮獲亞洲銀行家雜誌(The Asian Banker)
「The Best Employee Engagement最佳員工

敬業度銀行」(最佳雇主)大獎。

職場健康

國泰金控結合國泰綜合醫院資源，分別

從勞工安全、勞工衛生、健康管理、健康促

進等面向著手，致力提供員工健全的職場環

境，建置11處員工專屬保健室，辦理臨場

醫師駐診及心理諮商服務，同時辦理員工血

糖、新陳代謝症候群及體適能檢測、四癌篩

選、健康體重/體脂管理等健康促進活動。

每年定期辦理各項職場安全衛生講座及訓

練、危險性機械查核、每半年實施室內二氧

化碳與照度測定、定期辦理自動體外電擊心

臟去顫器教育訓練、定期舉辦逃生防災演練

與宣導活動，以及定期舉行大樓消毒與清潔

作業等，因此，國泰人壽、國泰世華銀行於

2014年榮獲台北市政府頒發「103年度台北

市績優健康職場-健康卓越獎」肯定。

社會參與

台灣是一個十分友善的社會，根據台

灣公益責信協會2014年公益觀察報告中推

估，台灣目前年度民間企業及個人捐款合計

超過新台幣500億元，且社會公益的財源穩

定、未明顯受到經濟波動影響。就國泰而

言，國泰金控旗下的兩大基金會匯集了母企

業以及員工的愛心捐款，而贊助的活動亦是

歷史長久，然而隨著世界趨勢的發展，捐贈

效益日受重視，如何在軟性的協助、剛性的

評估間取得平衡、發揮社會影響力，是我們

在近幾年來思考的重點。

年度

公益支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3.44 億元 2.9 億元 3.3 億元

5,169 10, 35 7 11,469

62% 105% 73 %

896 1,600 1,66 7

志工人數

志工參與率

志工訪視關懷人次

● 2014 年集團社會重點績效

弱勢關懷

國泰長期關懷弱勢，尤其是在兒童、新

移民等領域著墨甚多。以新移民為例，國泰

自2005年洞察到新移民增長趨勢，成為投

入資源最早的企業之一，自2014年底，國

泰已累積投注超過4,000萬元，服務16萬人

次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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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國泰亦持續尋找著更好的方法

進一步協助弱勢。因此近年來，國泰轉變

弱勢扶助策略，以2014年舉辦第一屆的

「KITURU」圓夢計畫為例，國泰讓公益

不單是捐助，更著重孩子們的需求與夢想。

同時，為支持社會企業，國泰除了與個別

社企合作，亦於2014年籌備「相揪公益平

台」，讓更多人看到社企的故事與商品。

「KITURU」圓夢計畫
「KITURU」是排灣語中「練習」的意

思，我們希望鼓勵孩子立下自我訓練目標，

當目標達成後，由國泰慈善基金會提供孩子

們自己設定的獎勵，讓這些國泰曾在寒冬送

暖活動關懷過的偏鄉小學，用自己的力量完

成屬於自己的夢想。

包含苗栗士林國小足球隊、梅園國小柔

道隊、台東海端國小陶笛隊、利嘉國小六年

甲班古蹟巡禮團隊、椰油國小攝影隊、花蓮

古風國小射箭隊、屏東育英國小蛇板隊及台

南吉貝耍國小跑步到101團隊，各校立下不

同的圓夢目標，用為期一年的練習時間，並

在目標達成後在台北聚首，把自己的圓夢故

事告訴大眾，讓全校師生透過這個計畫學習

主動追求目標的精神。

這個計畫經由員工的大力響應，

2014年員工愛心募款金額突破新高，達

到16,941,384元，較前一年度成長超過

97.1%，顯見集團公益成果於內部溝通及行

動的效果。

擴展損防職能

國泰產險自2012年開始，透過損防專

業分析國中小學校園意外成因，推動「不意

外學園」，2014年則延伸運用交通事故理

賠的豐富經驗，針對國人意外死亡最高成

因--運輸事故，與學界合作開「駕駛人適性

診斷」及「危險感知測驗-台灣版」。

零事故研究所
因為一般社會大眾大多無法了解自身的

駕駛習性盲點，為此，國泰產險與交通大

學合作，開發符合國情的「駕駛人適性診

斷」，另外，又因為台灣目前的駕訓考照制

度與實際道路狀況尚未結合，導致高達九成

以上的肇事原因與「人」的因素有關，因此

也與警察大學結合台灣在地化的道路場景，

開發「危險感知測驗-台灣版」，希望運用

這兩種測試，協助評估駕駛人行車的危險辨

識能力，進而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的機率。

扶植社會企業

對國泰金控而言，早期我們就有將社企

概念融入於慈善倡議，八年前開始贊助混障

弱勢、偏鄉關懷 轉變切入點：圓夢計畫

獨立推動新移民議題 擴大聲量：新移民紀錄片計畫

不意外學園 跨大職能連結：零事故研究所

蛻變一

蛻變二

單一社企合作 建立平台：相揪公益平台蛻變三

單純捐贈
公益組織

鏈結
•擴大效應

•扶植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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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團，讓這群由身體不自由的朋友組成的

表演團隊能將他們精湛的演出、動人的生命

故事帶到高專院校以及監獄當中，並同時獲

得收入，2013年時國泰世華銀行也開始與

鄰鄉良食採購年節禮品，盡一己之力減少農

民在銷售過程中可能遭受的剝削，2014年
年底則由國泰金控與以立國際服務(ELIV)

合作，將國泰的公益範疇推廣到柬埔寨，讓

台灣的年輕人有機會有另類的旅行，用自己

的汗水，看到其他國家面臨的真實議題，不

再只當個旁觀的觀光客。

相揪公益平台
國泰相信，每個人的採購累積起來就是

巨大的力量，並希望透過直接購買讓社企能

逐漸自給自足，為了使更多人看到社企的故

事與商品，國泰慈善基金會在2014年開始

籌備「相揪公益平台」，並計劃運用這個網

站，協助社企商品行銷及宣傳設計。在平台

上線初期，我們首先結合集團核心業務需

求，利用內部宣傳管道，建議業務同仁採購

客戶拜訪的伴手禮時，能進一步考慮社企產

品，並結合節慶推出適當產品，這個機制讓

同仁訪客戶時有更多公益性質的話題，也讓

需要幫助的社企產品銷量得以提高。

體育、學術、藝文推廣

國泰長期支持我國的體育發展、學術研

究與藝文推廣，在此以藝文推廣為例，說明

我們在這個領域上的努力。

雲門舞集公演
雲門舞集讓全世界看見了台灣，國泰則

將這個榮耀傳播給全台民眾。截至2014年
為止，國泰已連續贊助19年，讓雲門舞集

巡迴各地鄉鎮，甚至到離島金門，上萬民眾

在居家附近就能免費欣賞國際級舞蹈饗宴，

目前共累計走過全國21縣市，戶外公演超

過50場，觀賞人數逾200萬人次。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2014年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國泰金控官網https://www.
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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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控贊助雲門舞集的集體戶外公

演，已經進入第20年，數百萬民眾，看過

雲門的表演，受到藝術的洗禮，而國泰金與

雲門的情緣，則來自於國泰金董事長蔡宏圖

的一通電話。

蔡宏圖找上雲門，源自偶然在報上看

到，雲門舞集在海外表演的消息，他想，這

麼棒的台灣藝術表演，不能只有國外知道，

國內的民眾也要能夠欣賞，希望不用買票，

就可以看到雲門的表演，這個想法，是雲門

舞集開始戶外公演的開端。

蔡宏圖一通電話 牽起情緣

20年前，蔡宏圖親自打電話給雲門舞

集藝術總監林懷民，表明他是蔡宏圖，希望

建立合作關係，當時林懷民接到電話，一度

還不敢置信。

蔡宏圖董事長主動要贊助雲門舞集，讓

雲門可以從事戶外公演的活動，即使每一場

演出，都必須耗費驚人的資源與心力，國泰

始終不求回報，默默耕耘，且一做就是20
年。

林懷民說，這已不能用「贊助」兩個字

簡單看待，他激動地表示，「我們也曾年輕

過，戶外公演是蔡先生的夢，而我們將夢想

成真。」

蔡宏圖描述說，每次戶外公演，就好像

國泰金在辦桌、作醮，男女老少都可以來，

每個觀眾雖然不一定都能夠理解其中的涵

義，但都覺得雲門的表演內容好美，這就是

國泰所想要的。

國泰金控贊助雲門，是每五年一約，沒

想到，合作一開始就停不住，一辦就辦了

20年，而國泰也從來沒有要求雲門舞集，

替國泰集團拍攝任何廣告，合作關係很純

粹，就是要讓藝術有發展的空間。

這個活動對台灣民眾來說，是藝術文化

的一大盛事，周末夜晚民眾關上電腦、電

視，數萬民眾攜家帶眷，到各地方的廣場上

席地而坐，觀賞表演，即使表演中突然傾盆

大雨，民眾穿上雨衣也不肯離去，雲門及國

泰的志工，只好盡力排乾雨水，保護舞者並

繼續演出。

戶外公演 遍布台灣各角落

演出時，不拍照不喧嘩走動，入場、離

場井然有序，散場後，地上不留下一張紙

屑，表現出超高的人文素養，也造就台灣美

麗的風景。

雲門舞集的戶外表演，已經遍布台灣各

角落、鄉鎮、城市，中南部、花蓮、台東、

金門、馬祖等地，可以說是遍地開花的一道

台灣的美麗風景，20年來，已經表演超過

國泰金控贊助雲門舞集 一做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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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場以上的演出，累計數百萬民眾，免費

觀賞過雲門舞集的表演。

林懷民說，如果雲門不去戶外，許多偏

遠的地方，無法看見這樣的演出，大人只能

守著電視，孩子無法發亮，國泰這顆大樹庇

蔭了藝術的生根，讓台灣的藝術更普及。

二大運動信託 點燃偏鄉孩子希望

運動與做好事、公益如何連結上關係？

國泰世華銀就做到了。國泰世華銀二大運動

信託，「純粹做好事公益信託」幫助偏鄉孩

子燃起希望、改變人生觀念；「職棒防賭基

金」「職棒聯盟球員簽約金信託」強制球員

提撥退休金，台灣職棒遠離打假球、重振球

迷的信心。

有別於過去知名球星做好事，只是站

台、捐錢，所捐的錢是否用在偏遠弱勢孩子

就不得而知。六位籃球明星球星包含鄭志

龍、楊敬敏、曾文鼎、田壘、林志傑、陳

世念今年6月自掏腰包，透過國泰世華銀信

託，成立規模約60萬元「純粹做好事公益

信託」。

這六個球星不只是捐錢成立信託、站台

表示關懷，甚至在偏鄉學校與學生打一天的

球，跟學生互動，足跡已經達南投、蘭嶼等

地區。

張齊家轉述南投某高中校長的話，說：

「偏遠鄉鎮的小孩心中會有IS，內心是黑暗

的，要有人來關懷，改變他們觀念」、「球

星去一天，這些孩子(偏遠地區的學生)會記

一輩子」，球星的關懷、親自與孩子互動，

很可能會改變一個孩子的夢想。

2009年中華職棒假球事件，重挫了中

華職棒球員的士氣，也徹底傷了球迷的心，

中華職棒也一度成為票房毒藥。國泰世華銀

行在2009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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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棒聯盟球員簽約金信託」。

很多球星雖然會打球，但是卻不太會理

財，除非透過家人等才有機會把錢存下來，

有時候牽涉到簽賭、打假球事件，其實球員

真正拿到錢不多，但對於整個產業、球團與

自己的聲譽卻是重傷害。

防賭基金信託 六年突破億元

這六年來球員自願將每月部分薪資交付

信託，而球團也約定新進球員的1/3簽約金

及提存二軍低薪球員薪資6%交付信託，讓

球員無後顧之憂專心打球，且一旦涉及打假

球的事件，所累積的錢也可能會充公，警惕

球員千萬不要與簽賭牽扯任何關係。

六年來防賭基金信託的規模已經破億

元，這期間，職棒再無爆發簽賭、打假球的

事件，逐步挽回球迷的信心，中華職棒的票

房回溫。

張齊家說，公益信託沒有門檻，少少的

錢也是可以信託，每一筆支出都是必須監察

人同意、公開透明，而受託銀行會將信託財

務報告交由主管機關核備與公告，民眾可以

相當了解公益信託的資金流向，社會大眾的

愛心才會運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吳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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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

總論

從熱鬧的大都會到偏遠的離島，從高海

拔的山區到東部濱海的鄉村，遍布大街小巷

的7-ELEVEN，在台灣隨處可見，已是最

貼近人心的溫暖據點。走過37個年頭的統

一超商，為了提供全方位的便利生活，統一

超商不斷的開發優質商品、引入創新行銷活

動，期望成為民眾生活的好鄰居。我們同時

也體認，當營運規模越大，所肩負的責任也

就越重，因此我們一直秉持「真誠、創新、

共享」的經營理念，從「心」出發，將企業

社會責任由內而外擴張，以帶給社會安定與

正向提升的力量。

我們深刻明白企業成功的要素，來自所

有利害關係人的選擇與信任。在全體同仁與

加盟主堅守崗位的努力、供應商的全力支持，

以及消費者的肯定下，2014年7-ELEVEN門

市數突破5,000店，這樣的基礎不僅更有能力

帶給民眾更便利的服務，更是企業向前衝刺

的動力，朝向最卓越的零售商邁進。

身為台灣便利商店業重要一員，我們深

知須發揮企業影響力，積極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進而塑造永續的社會。一直以來我們在

公司治理、社會參與及環境保護不遺餘力，

也透過外界的評比來廣納各方的指教與批

評。2014年我們有幸入選MSCI全球永續指

數，並再度獲得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

業、數位時代綠色品牌零售通路類等獎項，

除了由衷感謝各界的支持，藉由參與的過程

中，我們也虛心審視自身不足之處，持續精

益求精。為了向社會大眾傳達統一超商永續

進程，我們今年發布第六本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除定期檢視管理績效外，也作為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工具與媒介。

追求永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統一超商致力建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

構，除了不斷提升營運績效外，近年更積

極強化對外資訊揭露的透明度和即時性。

2014年在「第十一屆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

露評鑑」中，獲評鑑最優「A++」最高級殊

榮，為國內零售業唯一獲得此榮耀之公司；

而今年更在「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中，成

績名列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前百分之五，獲得

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肯定，顯示我們投入公司

治理的決心。在企業社會責任治理上，為了

更有制度地落實管理機制，並配合外部趨勢

與法規的改變，我們提升了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的運作，加入更多永續議題以更高規格

重劃與編組，除了強調跨部門合作，系統化

管理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外，更站在利害關

係人的角度思考，對於其所關切的議題聚焦

進行回應與溝通。

食安把關承諾讓消費者安心

身為消費者把關的最後一道防線，維護

消費者吃的安全是最基本且重要的保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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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不斷優化食品安全管理作法，2014年
推動了許多新措施；在品保制度上，成立商

品安全委員會，透過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每季

檢視與整合自有商品安全與品質管理作法，

並建立「商品安全訊息蒐集及盤查追蹤作業

標準」，針對重大商安事件、客訴及法規予以

鑑別，以自主檢視、發掘可能的食安風險。在

物流體系與供應鏈管理方面，我們首次導入

初次運輸，即從供應商端運輸到物流中心開

始，就以嚴格的品管與溫度控制，確保食材

新鮮與安全，而我們也特別從品保部單獨成

立供應鏈管理Team，徹底加強自有商品供應

商稽核，落實分級管理與啟動退場機制，以

杜絕高風險廠商進入統一超商供應鏈中。

除此之外，早在2012年我們就成立品

檢實驗室，為國內零售業少數擁有國際級品

檢認證單位的企業，截至2014年累積建立

標準檢驗方法共有487項。另外，在商品上

架前，則會透過品檢實驗室嚴謹抽查商品及

其原物料之動物用藥殘留、農藥殘留、食品

添加物等情形，期望構織縝密的防護網，為

消費者的權益進行把關。

串連門市深植好鄰居形象

長期以來我們以門市為據點，透過統一

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所推動的社區活動，

串連起民眾情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從2009年推動「好鄰居同樂會」社區活動

以來，總計舉辦了近4,000場次，參與人數

超過46萬人。2014年我們將座落於高雄市

內門區的第5,000店正式命名為「好鄰居門

市」，代表企業品牌更深化社區好鄰居的角

色，提供偏鄉與城市零時差之服務，同時

也扶植當地社區發展。在社會關懷上，高

雄氣爆發生後，統一超商立即啟動資源援

助救災，並協助受災居民募集家園重建經

費；「OPEN!Cares健康打氣站」走入偏鄉

醫院，透過OPEN!家族活力四射的歌舞表

演與互動遊戲，為病童加油，總計投入人力

及物力超過上百萬元，關懷超過1,200位病

童。而我們也從門市出發，持續推動環保、

落實節能減碳，新開幕門市在初始規劃階

段，即考量節能設計；既有門市則積極汰換

為高效率節能設備。2014年每平方公尺樓

地板所消耗的電力較2013年降低3.6%，顯

示我們盡全力提升門市能源使用效率。

展望下一年度，統一超商將繼續朝向

「貼心不打烊、幸福在身旁」的願景邁進，

整合集團力量，持續專注本業，期望在追求

創新成長的同時，也努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行動到每一項日常營運工作中。不僅如此，

我們會更加運用門市經營的核心能力，盡力

縮短台灣城鄉之間差距、凝聚民眾正向力

量，並協助解決人口老化、弱勢孩童教育等

社會問題，以滿足所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實

踐「社區好鄰居」之使命。

CSR得獎紀錄

2014
《富士比》 全球企業2,000強，第1,846名
《天下雜誌》 「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百貨

及批發零售產業龍頭(唯三蟬聯
20年)、「金牌服務業大賞」便
利超商業、跨業排名、創新力排
行等三獎項冠軍、「CSR企業公
民獎」「大型企業」組第17名、
2,000大企業

《工商時報》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便利商店」
業種金牌

內政部 「103年度友善建築評選-餐廳
類」的「特優獎」

《數位時代》 2014綠色品牌獎

《Cheers雜誌》 「 2 0 1 4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100

台灣證券交易所與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第十一屆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
露評鑑」最高「A++」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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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截至5月底)

《Cheers雜誌》 「 2 0 1 5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100

《天下雜誌》 「金牌服務業大賞」便利超商
業、跨業排名、創新力排行等三
獎項、2,000大企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與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第十二屆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
露評鑑」最高「A++」評等

英國標準協會 (BSI)AA100認證，並受評為具
有A+等級的永續型企業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
務所

評選為2015年全球前250大零售
業中唯一入選的台灣零售業

經理人月刊 2015影響力品牌「零售量販類」
獎項的「首獎」

商業周刊 「百大最有影響力品牌調查」中
「零售」第一名

公司治理評鑑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主辦第一屆，評鑑成績前
5%

統一超概況

1978年統一企業集資正式成立「統

一超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將整齊、開

闊、明亮的7-ELEVEN引進台灣。於1980
年，熱鬧開幕了第一家「7-ELEVEN長安門

市」，引入從柑仔店化身為小型超商的新概

念。走過三十幾年，我們不斷追求創新，打

破時空限制，致力提供給消費者便利且優質

的服務。此外，我們也走進巷弄、深入鄉間

展店，從熱鬧的大都會跨海到離島，從高海

拔的山區到偏遠的東部濱海鄉村，遍布大街

小巷都有7-ELEVEN的足跡，已經成為台灣

隨處可見，最貼近人心的溫暖據點，更是台

灣拉近城鄉差距的最佳實踐者。

一路走來，以提供生活上最便利的服務

為宗旨，並透過善盡良好社會公民責任，

「真誠、創新、共享」的企業文化，讓每一

位同仁樂在服務，將每一位顧客滿足的笑

容，當作是自己最大的成就，因此我們在台

灣創造許多第一。面對未來多元挑戰，我們

知道要展現品牌的絕對優勢，還需有更多的

努力空間。我們將秉持一貫熱忱、決心與凡

事徹底的精神，以提供消費者全方位的便

利，引領流行創造新優質生活體驗，同時持

續優化人、店、商品、系統、物流、制度及

文化等零售業七大基本元素，聚焦本業，從

根基穩固實力，並朝國際化、多元化的經營

模式邁進，且透過建構堅強的物流、情報、

後勤等支援體系，為顧客打造便利與美麗的

幸福空間。

組織規模

公司全名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人數 7,843人
創立時間 1978年
董事長 羅智先

總經理 陳瑞堂

總部位置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5號2樓
資本額 新台幣103.96億元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

財務績效

營運數字比較(單位：億元)

2011年
(ROC)

2012年
(IFRS)

2013年
(IFRS)

2014年
(IFRS)

營業收入 1,227.12 1,247.6 1,269.98 1,313.3
營業毛利 382.75 397.79 410.82 431.79
稅後淨利 63.52 59.15 80.36 90.86

股利比較(單位：元)

2011年
(ROC)

2012年
(IFRS)

2013年
(IFRS)

2014年
(IFRS)

基本每股盈餘
比較

6.11 5.69 7.73 8.74

現金股利比較 4.8 4.8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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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報酬率(%)(單位：元)

2011年
(ROC)

2012年
(IFRS)

2013年
(IFRS)

2014年
(IFRS)

股東權益報酬率
(%) 31.06 29.95 36.06 36.16

CSR組織與策略

統一超商深耕台灣超過37年，透過豐

富多元的生活提案，為消費大眾編織最綿密

便利生活網。我們一直以好鄰居、好夥伴自

居，除提供生活上最便利的服務外，也深知

在追求經營成長的同時，也應發揮影響力、

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回饋所有利害關係

人，為其帶來安心安定的力量，進而協助國

家塑造安居樂業的社會。因應國際趨勢、國

內法規及公司內部組織調整，因此，我們於

2015年3月重新編組「CSR委員會」的組織

架構，不僅把管理層級拉高，由總經理擔任

主任委員，引領全公司的年度CSR目標，期

望帶領公司同仁落實全方位的CSR政策與行

動。

CSR委員會組織架構

「統一超商CSR委員會」由總經理擔

任主任委員、營運長擔任副主委，以利害

關係人的角度思考，組成跨部門的「公司

治理」、「永續商品與服務」、「環境友

善」、「社區共存」、「員工暨加盟主關

係」五大執行小組，並由各群、部級主管

作為組長和副組長，領導各部門同仁發揮

TK(單品管理TanpinKanri)當責精神，具焦

於CSR各議題管理。此外，CSR委員會預

計規劃至少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審核與檢

討CSR相關業務的推動。

CSR願景與實踐原則

推動CSR至今，統一超商已將CSR核

心理念融入經營目標中，精煉出CSR願景：

「貼心不打烊，幸福在身旁」。2012年，我

們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明定

CSR實踐之五大原則及具體落實方向，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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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凝聚高階共識。此外，為因應2014年台

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守則」條文更新，2015年3月我們也同步進行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定，以符合法

規並展現統一超商推動CSR之決心。

長期以來，統一超商各單位及門市已將

CSR行動融入平時工作服務中，例如透過統

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規劃的社區服務，

聚焦健康生活、社區環保、弱勢與偏鄉關懷

等議題，以門市為據點，藉由舉辦各種社區

活動，串連起社區民眾情感，帶給人們幸

福、溫暖與信任，也將CSR的概念滲透鄉里

間。對於CSR未來的策略，我們將持續強化

各部門與門市自我管理的能力，要求各部門

將CSR納入年度計畫工作中，並設立CSR議

題關鍵績效(KeyPerformanceIndex,KPI)，
透過系統化管理機制，有效逐年檢視CSR執

行成果，以追求公司永續經營成長。

CSR願景與實踐之五大原則

健全公司治理制度方向

■ 隨時檢討CSR成效及持續改進，並由經營

階層監督、各權責單位各自執行

■ 全體員工應依自律公約，落實「真誠、創

新、共享」企業文化

■ 從事營運活動應遵循相關法規，以營造公

平競爭環境

發展永續環境方向

■ 遵循環境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規範，適

切地保護自然環境

■ 致力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落實綠

色採購

■ 從事研發、生產及服務等營運活動，考慮

對生態效益之影響降低環境衝擊

維護社會正義方向

■ 遵守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

■ 致力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

預防職業上災害

■ 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

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 與其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升CSR

■ 參與關於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

織、慈善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機構之相關

活動，以促進社區發展

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方向

■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並回應其所關切之

重要CSR議題

■ 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落實消費者權益政

策之執行

■ 確實尊重消費者之隱私權，保護其所提供

之個人資料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揭露方向

■ 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CSR相關資

訊

■ 揭露推動CSR情形，包括企業社會責任

之實施績效、利害關係關注之議題與實施

CSR之制度與行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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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大議題

統一超商之利害關係人包括投資人、供

應商、顧客、員工、加盟主、公益團體、政

府機關與社區鄰里等。我們對於利害關係人

負有相當的責任，因此透過各種方式及溝通

管道，了解他們的需求及對統一超商的期

許。

重大性評估流程

統一超商透過各類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並將其關心的議題彙整，依循永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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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重大性評估流程包括如下:

第一步鑑別

由CSR委員會成員以GRIG4報告指南

中所列的考量面為基礎，同時考量產業特

性、國際趨勢與同業發展情況，篩選出統一

超商25項關鍵CSR議題。2014年我們首次

將所篩選出的CSR議題設計成問卷，對已

鑑別出的利害關係人發送，共回收84份問

卷。藉由上述過程，可以實際了解利害關係

人對各議題關注程度，同時也檢視我們所執

行的各項CSR活動是否足已回應利害關係人

的期待。

第二步排序

利害關係人回覆問卷後，可統計分析出

利害關係人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同時CSR
委員會各組別也會針對各議題之經濟、環境

和社會衝擊程度進行評估與討論，以決定各

議題對公司影響程度。最後根據關注程度與

影響程度綜合評估，據以分析出重大性議

題。我們在2014年辨識出重大性議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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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項，分別為食品安全與健康、法規遵循、

誠信經營、客戶權益、風險管理、職場健康

與安全、勞資和諧、綠色物流及節能減碳。

第三步確認

在鑑別出重大議題後，我們進一步評估

重大議題對於組織內外的衝擊，以鑑別出重

大議題需涵蓋的考量面、邊界與報導期間，

確保重要的CSR資訊已被完整揭露於報告書

中。

第四步檢視

在編製完成報告書後，CSR委員會各小

組會再作最後的檢視與審閱，以確保CSR
資訊與績效是否有不當或不實被表達；另外

針對重大性議題鑑別結果與利害關係人的回

饋，也會作為下一年度報告之重要參考依

據。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統一超商所發行之第六本企

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
CSR)報告書，係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

會(GlobalReportInitiative,GRI)第4.0綱領

(GRIG4.0)核心選項(Core)編製而成。本年

度報告書以「偏鄉與城市服務零時差」為主

軸，呈現統一超商在CSR方面的觀點與具

體作法，並說明2014年公司治理、經濟、

環境及社會面向的相關成果與未來規劃。同

時，透過重大性鑑別與議題分析等方法(請

參閱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我們篩選出統

一超商專屬之重要議題，期望透過不同管道

之揭露、溝通及回饋，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創

造出最大共益，邁向最卓越零售商之目標。

報告書時間、邊界與數據

本報告書揭露2014年(自2014年1月1日
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企業社會責任之

相關績效，部分資訊溯及2014年度以前相

關績效。本報告書邊界以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為主，包括總部營運大樓、門市與商

場；另也涵蓋統昶行銷、大智通文化行銷、

捷盟行銷及捷盛運輸等四家物流型關係企業

之綠色物流與節能減碳相關活動資訊，預計

在未來的報告中逐步納入其他關係企業數

據，以具體呈現統一超商價值鏈中的完整資

訊。本報告書中的財務數據部份係採用經會

計師簽證後之公開發表資訊，均以新台幣為

計算單位；其他數據來自於自行盤查與統計

結果，而溫室氣體量化的部分，係引用台灣

環保署與能源局最新公告之碳排放係數進行

計算。

報告書認證

本報告書委託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

(PwC)按照中華民國確信準則公報第一號

「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

件」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assurance)，
確信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發行時間

統一超商將以年度為主，定期發行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於本公司網站http://
www.7-11.com.tw中揭露。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9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2月發行

本報告書聯絡單位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PresidentChainStoreCorporation)
地址：台北市東興路65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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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47-8711　公司網址：

http://www.7-11.com.tw
聯絡窗口：統一超商公共事務部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與經營面向績效

■ 經營成果

1,313.3億元-營收達新台幣1,313.3億
元，較2013年成長3.41%

13.07%-每股盈餘達8.74元，較2013年
成長13.07%

5,000家-門市數首度突破5,000家，該

門市並以「好鄰居門市」為名，走入偏鄉，

提供與城市零時差之服務

4,200萬件-電子商務「交貨便」服務，

超過4,000個合作網路店家，成功帶動許多

中小企業、網購品牌經濟成長，每天平均更

有超過11萬人次使用交貨便服務、每年寄

件數更高達4,200萬件

■ 公司治理

獲得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第十一屆上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最高「A++」評等

統一超商首度入選MSCI全球永續指數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系統」評鑑成績

排名前5%

統一超商重視營運透明與公司治理，誠

信經營的提升更是我們長期經營的目標，為

了建立良好的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

能及強化管理機制，我們設有下列機制作為

控管：

1.審計委員可透過每季一次的董事會和

審計委員會，以及稽核單位定期提供之稽核

報告，了解公司營運狀況及稽核情形，並

可透過各種報告及管道(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等)，與員工、股東以及會計師進行溝

通。

2.每年皆自行評估所屬簽證會計師之獨

立性，確保簽證會計師未擔任本公司之董事

或監察人，也非本公司股東，亦未在本公司

支薪，非本公司之關係人，以彰顯其獨立

性。

3.建有內部控制制度，由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查核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

會；此外，為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

有效，每年進行檢視及修訂作業，以建立良

好的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

4.公司為建立廉潔、透明及負責的經營

理念，制訂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企業文化

及良好之風險控管機制，以健全企業之永續

經營及發展，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誠信

經營守則，同時內部訂有品德管理通報，推

動全公司「品德管理」活動。透過自律公約

簽署活動，推廣全體員工良善行為典範。

5.為確保商業活動之交易清廉，維護雙

方共同利益，特設立清廉切結書，而切結書

亦為雙方合約內容之一。所屬職員、相關廠

商，如有提出不當利益回饋要求時，需立即

主動以書面或口頭告知本公司稽核室。我們

除訂定「獎懲規範」嚴律品德操守外，更針

對涉外業務人員執行定期輪調以杜絕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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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法務單位已於2013年於制式合約

中，制定誠信與不得收受賄絡條款。

6.2014年稽核室依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準則，呈報執行內部稽核年度查核計

劃(共計94項)當中對於公司各單位均依內

控制度、財務報導、營運效率均有進行查

核。以銷售作業為例，稽核單位會針對門市

各項營運數據進行定期的風險評估，而後進

行標的選樣，再至門市進行實際查核(門市

現金管理、募款作業、銷退貨作業等)，確

認相關帳務作業的允當性。

營運策略與管理

技術與研發

為能掌握顧客的消費需求，及因應不斷

推陳出新的賣場型態、不同業態的競爭模

式，我們結合多項創新的服務持續深耕，以

提升整體競爭優勢，並從中減少環境衝擊或

促進民眾生活更美好。2014年投入相關之

開發及研發費用達新台幣1.44億元。

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

在執行CSR的風險管理活動時，統一超

商已意識到氣候變遷造成的全球災害日益嚴

重，促使各國政府積極透過強制性的法規管

制各產業氣候變遷之相關活動，也因此形成

企業營運上的一大挑戰。雖國內尚未對零售

業有強制性法規規定，但統一超商身為標竿

企業，同時營運過程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體認有義務加以管理與辨識氣候變遷議題和

風險。因此，統一超商自2005年起便開始

以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Protocol)作為

溫室氣體盤查的標準，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

相關風險及尋求適當的減量機會。我們透過

公司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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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與門市節能措施、提升設備效能及加強

人員的教育訓練等策略執行，期望未來得以

轉型為低碳企業。

風險管理

我們致力於維護完整的風險管理系統，

並將整個集團組織與子公司納入風險管理的

範圍中，由公司董事會、各階層管理人員及

員工共同參與並推動執行。除遵守相關法令

的規定外，對各項營運活動中可能面臨之潛

在風險，我們也主動依據其風險特性與影響

程度予以辨識、分析、衡量、監控、回應、

報告及改進。

危機應變管理

危機發生總是迅雷不及掩耳，為提高統

一超商的危機敏感度，2013年時，我們建

立跨部門的「危機專案小組」；2014年4月
於總部舉辦「危機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分

享企業面對危機時組織應具備的預防、處理

與解決方針，共計超過100位主管與夥伴共

襄盛舉。

此外，我們也特別參照統一企業的危機

處理原則，推出第三版「危機管理手冊」，

於2014年2月14日正式發行。由管理群主管

擔任召集人，確認一致行動，再由各危機當

責的單位部主管為總幹事，領導各單位執

行，而對外媒體發言人則由公共事務部主管

擔任。新版手冊主要參考母公司統一企業的

危機處理原則進行強化與更新，並強調「當

責」與「自主」的精神，因此針對危機事件

的任務編組、業務職掌、跨單位橫向溝通機

制等面向皆多有著墨；另外，為供權責單位

在危機事件發生時，能快速找到處理的參考

脈絡，本次改版也進一步把危機事件的各種

類型進行歸類，如商品品質異常、廣告不實

等，且依照業務單位清楚劃分為：營運群危

機、行銷群危機、財務室危機、管理群危

機、其他危機等五大類型。

便利生活、商品安全及永續服務

1便利生活

我們近幾年來，為提供消費者便利的產

品與服務，積極擴大店面規格、強化簡速餐

廳的經營策略，並且配合多元化的生活提案

與資通訊設備(如ibon便利生活站)的優勢能

力，藉以營造消費大眾最便利的購物空間，

同時我們亦有責任為消費者創造便利且永

續生活型態。為持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2014年我們再升級推出多項便利永續產品

或服務，列舉主要項目如下：ibon行動生活

站APP升級，打造無紙化繳費平台、開發有

機蔬菜箱，照顧三大族群均衡飲食與健康，

並扶植地方經濟等。

2商品安全

承諾提供消費者安心、安全的商品，是

我們最基本的保證，也是統一超商永續經營

的核心價值之一。為加強產品管理，2011
年將物流部轄下品保Team升高層級，成立

品保部，直屬營運長。品保部主要任務為風

險管理、驗證稽核、品質檢驗三大功能，對

於商品從原物料開始，至工廠製造、配送、

門市到消費者皆有嚴格的控管程序與機制，

並遵守相關法規，以符合消費者期待，對安

全作嚴格把關。

2014年無發生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而被處以罰款之情形。



— 601 —

然而，面對近年來在國內外層出不窮的

食安事件，統一超商深刻省思，2014年針

對食安問題推動多項品保制度的改善，包括

成立商品安全委員會、商品安全內部監督機

制、導入初次運輸與提升品檢實驗室檢測能

力等，並擬定了中長期重點改善方向與因應

經營策略，以編織完整安全防護網。

此外，我們認為食安問題可能潛藏於各

部門管理業務中，各部門應有意識自主檢

視、查覺可能的食安風險。我們在2014年
正式成立「商品安全委員會」，詳細訂定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透過商品安全委員會

檢視及整合統一超商內部各單位對所有自有

商品安全與品質管理之做法，並進行重大商

安事件、客訴及法規鑑別等追蹤，以建立系

統性的管理制度。本年度共召開三次商品安

全委員會。

3食安防火牆「品檢實驗室」

對我們而言，擬訂高於法令標準的食品

衛生的管理準則，是基本的要求。為加強

食安管理，我們於2012年成立「品檢實驗

室」，近幾年不僅陸續添購各種精密檢測設

備，更網羅涵蓋商檢公司、政府衛生單位及

藥廠等背景的各界專業人士加入團隊，努力

發揮食品專業知識與技術，提升安全檢測能

力，以貼近消費者的期待。針對既有的商品

與新產品上架前，我們嚴謹查核、監測商品

及其原物料之動物用藥殘留、農藥殘留、食

品添加物、生物毒素、重金屬、黴菌毒素、

微生物與摻假等項目。在檢測能力的部分，

我們除一般政府公告之檢測項目外，更聚焦

於非制式檢驗項目，主動搜尋探討，針對政

府未列入危險之項目或有疑慮之物品進行研

究，開發出可執行的檢驗方式，先提出控管

建議並建立檢驗標準，讓品保作業持續升

級，將食安風險降至最低。截至2014年底

品檢實驗室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公告之檢驗方法，已建立政府正面表列

之標準檢驗項目數為124項。截至2014年底

品檢實驗室已建立非制式檢驗項目，即參照

國外法規或國際期刊所採行自有方法建立之

檢驗項目數為11項。未來針對非制式檢驗

項目，每年規劃以增加10~20項為目標持續

建立。

為提升檢測公信力，品檢實驗室爭取檢

驗項目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與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認證，成

為可核發證明、具公信力之專業認證實驗

室，也是國內零售業少數擁有國際級品檢認

證單位的企業，展現統一超商落實品保、

建構完整食品安全防護網的決心。我們的

品檢實驗室通過ISO/IEC17025:2005認證，

且截至2014年底取得TAF與TFDA認證檢驗

項目數共11項；未來，將以病原菌、動物

用藥、農藥與食品添加物為優先，每年取

得1~2項認證。在實際檢驗的部份，2014年
歸屬於實驗室之相關支出為新台幣17,694仟
元，佔個體營業收入0.0135%；而源頭原料

/添加物與門市商品之檢驗，2014年依風險

考量共抽驗809件原物料或商品，視原物料

或商品之性質檢測農藥、動物用藥、添加

物、黴菌毒素或微生物；依政府公告或公司

自定之合格標準評估檢驗結果，共有781件
原物料或商品通過檢驗，合格率為97%。不

合格之原物料或商品多半為供應商於製造或

儲存時受到交叉污染，已要求其限期改善或

預防性下架該等商品，待商品安全無虞後再

行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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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底取得TAF與TFDA認證檢驗項目

認證單位 認證項目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 微生物類3項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TFDA)

動物用藥類：硝基呋喃代謝物4
項微生物類4項

永續供應鏈管理

統一超商在大店格的經營脈絡下，積極

發展全方位的鮮食商品生活提案，近年來餐

飲的營收也持續成長。為帶給消費大眾安

心、安全、衛生的商品，我們以嚴格標準檢

視原料源頭、供應商、物流配送到門市管

理。

源頭農場管理建立「產品生產履歷」

統一超商2012年啟動「台灣新農業」

的概念，將「光合農場」品牌系列鮮食產

品，包括蔬菜、三明治、沙拉、水果、飲

品，皆嚴選台灣當地的農產品製作，並建置

了生鮮蔬菜溯源品管機制與生產履歷，透過

與全台超過上千位的農民合作、超過200家
農戶契作，2014年委由鮮食廠採購之整體

農產品使用量已達6.2萬噸，採購金額達新

台幣50億元，較2013年成長19%，共同創

造全台灣最大的鮮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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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統一超商本身並無自我營運工廠，供應

商的類型可區分為兩類，分別為自有商品與

非自有商品之供應商。對於自有商品的供應

商是我們聚焦管理的重點，內部並制定「商

品安全管理」辦法，以管理自有商品供應

商。而非自有商品之供應商則以合約與抽檢

方式管理，有關品質則由各品牌廠商自主

管理。自有商品之供應商引進前會執行新

供應商開發評鑑，而既有供應商，則執行

例行稽核與評鑑。為加強供應商管理，我

們於2014年也從品保部單獨成立供應鏈管

理Team，落實自有商品全流程品質政策確

保，同時也強化和統一企業食安中心的合作

範疇，以提升內部檢驗能力，展現統一超商

發展鮮食、落實品保、建構完整食品安全防

護網的決心。

為提升供應商產品品質，一起為食品安

全把關，我們也盡力要求自有商品之食品

類別供應商需取得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22000認證。本公司於2014年底，自有

商品之食品類別供應商家數為56家，以供

應商之交易產品線統計共有73條，其中通

過ISO22000認證之產品線有60條，占所有

自有商品食品類別供應商之產品線為82%。

商品標示管理

為因應食品安全相關修正草案或法令規

範，2014年我們在商品標示管理上有許多

新措施，首先在「自有商品標示與廣告內容

檢核」部分，要求所有合作的供應商全面完

成自有商品的檢驗，並簽署切結書，保證其

商品在成份、製程、標示及廣告等皆符合法

律規範。統一超商秉持著誠信原則、如實標

示，內部已建立法規遵循、特殊宣稱、認證

標示與自願性標準等38項檢核重點與13個
避免使用的廣宣關鍵用語，並透過跨部門嚴

格的包裝檢核流程進行把關。

貼心服務AlwaysOpen

隨著服務項目越來越多元，維持門

市一致的服務品質是重要基本功。2012
年起我們從「心」再出發，強化第一線的

門市人員之服務品質。我們以「品質確

保」(Quality)、「優質服務&快速服務」

(Service)、「環境清潔」(Cleanness)等
Q.S.C.三個關鍵字再造優質服務。期望從商

品的品質掌握、人員的服務態度、門市的環

境整潔等基本要素做起，最重要的是惕勵自

身要不斷地提升服務水準，也是統一超商身

為零售服務業最基本之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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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服務真實到位，我們導入外部評

核機制，透過偽裝成消費者並模擬各種不同

情境的「神秘客評分」，實際觀察門市人員

的應變能力，落實門市服務到位與產品品管

作業。

商品過期與品保查核

在門市過期品下架控管的部分，我們

2014年查核21,433店數次，共20,824次通過

查核，合格率為97%。針對發現查核不合格

之門市，已要求營運幹部加強輔導，並藉由

合約與績效獎金的機制，以降低架上商品過

期之發生率。除此之外，規範值班人員需依

工作日誌規則定時清點，且我們也透過定期

查核，檢核門市落實程度。為改善食品安全

衛生，我們也會進行門市品保作業查核，

包括環境清潔、機器溫度、產品期限標示

等，2014年門市共計有55項缺失，多與關

東煮、冰箱溫度管理不符合規範有關，已加

強要求門市人員進行檢點，以進行改善。

此外，為因應衛福部之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門市人員須接受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訓

練。2014年舉辦門市品保訓練課程包括有

新進人員食品從業人員規定講習、品保與鮮

度管理、門市品保回訓課程(含線上課程)，

共計有15,494人次參加受訓。

環境永續

環境面向績效

■ 節能減碳

降低 3 . 6 % - 2 0 1 4 年用電密集度為

1,130kWh/平方公尺，較2013年降低3.6%

72.1%-門市取得綠色便利商店分級認

證最高等級3顆星占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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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物流

11%-啟動油電混合車測試，以實際里

程計算，相較於標準柴油車可節省油耗約

11%

降低0.77%-除冷凍、冷藏車外，車機

系統(GPS/GPRS)安裝率達100%，2014
年平均碳排量為48.2公斤，較2013年降低

0.77%

節能與減少溫室氣體

門市節能減碳

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逐漸升溫，油電雙

漲之政策下，我們體認節能減碳不僅是世界

一流企業應引領帶頭作起，更是永續經營的

管理議題。因此我們以分布最廣、影響最

大的門市為出發點，在新門市開設前，即

採用相關節能設計，包括建築隔熱、招牌

節能、燈具減量、變頻系統採用、戶外節

能、室內照明管理及LED燈具採用等七大

面向作法。而在既有門市的部分，則以陸續

淘汰高耗能設備為主，經「設備採購委員

會」同意，投注經費進行節能設備改善，並

與政府、工研院及相關學術單位合作，提升

門市的節能效率，減少門市的營運成本，另

外我們也導入「門市節能自檢作業」，律訂

門市人員針對冷氣、迴風扇、照明、冷藏冷

凍櫃、招牌廚窗等設備定期檢測，以確保設

備能維持高效率運轉。2014年我們導入門

市定頻冷氣更換為變頻冷氣、冰箱系統外掛

變頻器及散熱器整合、2門冷凍櫃外掛冷凍

變頻器等具體節能方案，估計每年可節省

20,750仟度電，減少碳排放10,832噸。

統一超商近幾年也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辦理便利商店能源使用之現場盤查、診斷

評估及節能改造，以獲得綠色便利商店分級

認證之肯定。2014年底取得最高等級3顆星

之門市共計3,631家，占所有門市72.1%，

較2013年提高了約7%，代表門市之節能效

益提升，且備受肯定。此外，2014年我們

參與台北市推廣節能產品暨節能績優廠商選

拔，長星門市獲得商店節能設計優等獎，也

從中與外部交流，吸取他人成功經驗。

企業總部節能減碳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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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費與溫室氣體盤查

不論門市或是企業總部，我們主要能

源使用為電力。2014年門市與企業總部合

計用電量為84,309萬度，門市占比為99.8%
以上。因2014年較2013年增加53家門市，

故總用電量因展店數及設備數增加而提升。

在能源管理與追蹤的部分，我們以用電密

集度(EUI)作為我們績效指標，2014年EUI
值為1,116kWh/平方公尺，較2013年降低

3.6%，顯示節能專案的推行已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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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門市展店數及服務項目日益增加，

運輸物流量亦隨之提高。為了把最新商品在

第一時間配送到全台門市、提供消費大眾選

購，捷盟行銷、統昶行銷、大智通文化三家

物流公司所組成的車隊跑遍全台，提供集中

進貨、理貨的業務，分工配送常溫商品、冷

藏、低溫與冷凍商品，以及文化出版品到電

子商務等品項，而物流車輛總管理，包括耗

油量監控、環保車輛引入與物流士訓練等，

則是由捷盛運輸公司統籌負責。2014年我

們配送運輸的總用油量(柴油)為10,256,537
公升，每輛車趟數用油量較2013年下降

0.77%，主因為導入車機系統，有效監控而

減少車輛怠速有關。

我們每年持續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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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Protocol)執行溫室氣體盤查，逐年追

蹤盤查邊界內的溫室氣體排放。另外我們也

持續改善數據收集的精準度，除少部分門市

尚無法取得實際用電度數外，仍能掌握90%
以上的精確資料。

全台最大且不打烊的環保回收平台

我們從五年前即首創「回收物換現金抵

用」機制，建構出全國最大的資源回收網

絡。歷年各式環保回收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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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型態

1綠色管理與採購

持續落實綠色採購，讓綠色消費市場更

為成長，為統一超商對環境的承諾。我們盡

可能採購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原物料，例如

門市檔期插卡與貨架飾條長期使用環保石

頭紙，各年度平均採購量已超過15,7000公
斤；另外在思樂冰杯子已全面採購生質塑

膠PLA材質，2014年總採購量達96,680公
斤，期望透過綠色採購能減少整個供應鏈對

環境的衝擊。

2導入電子發票與iCHANNEL，落實無紙化

2011年底配合政府政策，統一超商成

為國內第一家導入電子發票的連鎖便利商店

業者。相較於過往，紙本電子發票導入後不

須預估及事前印刷紙本發票，每年可節省報

廢的傳統紙本發票數約7,800萬張，換算重

量達4,041公斤。近幾年我們將重點放在改

版電子發票，縮小其尺寸，以更有效節約用

紙量。到2014年，我們更進一步將「電子

發票」更名為「電子發票證明聯」，並於

4月導入不主動提供交易明細之作法；7月
與異業台鐵在其門市導入電子發票，相較

2013年，已節省107,641卷紙卷，減少支出

金額約1,300萬元。

而我們也致力於門市POP廣告用紙減

量，進一步設定每檔期POP年度減量目標

為130張，同時透過減少紙結構落地架等做

法，目前每檔期年平均POP用紙量已降為

110張，大幅減少15%POP印刷物量。持續

落實100%減紙之目標，我們自2012年起推

動門市導入ichannel(店內電子廣告螢幕)，

截至2014年已達3,000家門市(約60%門市)

裝設。預估全面導入後，年度節省紙張數共

260萬張(年度節省紙張數以26檔期/年、每

檔期減量20張，全面導入5,000店計算)。而

於文宣及廣告行銷的部分，則由品保與法務

相關單位共同把關，以確認廣告行銷皆符合

法律或自律條款之規範。

3綠色產品

有感於未來整體生活趨勢將導向環保與

低碳轉型，統一超商自願擔起引領民眾邁向

永續生活的先鋒，其中最簡單、直接的方

式，就是提供優質的環保綠色商品讓消費者

選購，透過行銷及認證標章商品的方式，向

消費者溝通說明商品的永續或環保概念。

我們持續將環境友善的概念與商品結

合，不斷於門市與虛擬二樓引進環保標章、

碳足跡、節能標章等綠色商品環保標章產

品。另外，並也同步推出自有品牌環保產

品，包括如LED燈、2.5倍極致濃縮抗菌洗

衣精、水系列等，以及OPEN小將節能電視

等商品，希望藉由我們的商品特性，能夠有

效降低能源與資源的使用，為環境盡一份心

力。截至2014年底，於實體門市與網購平

台上所販售綠色商品品項已超過160項。

員工與社會參與

社會面向績效

■ 社區參與

舉辦1,296場的「好鄰居同樂會」

■ 弱勢關懷

延續2013年新甲仙門市深耕閱讀行動

及「拔一條河」關注偏鄉弱勢及教育議題，

2014年與TeachforTaiwan為台灣而教協會合

作，招募來自多元背景、不同專業的有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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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為優秀老師，至資源匱乏的偏鄉教書。

1億2,538萬元-2014年ibon慈善捐款達

新台幣1億2,538萬元

■ 員工照護

2014年除持續2013年的「健康管理計

畫」，並提供復健師服務與採購配置自動體

外電擊去顫器(AED)。

178.6小時-2014年期間共執行222件(門

市103件)關懷個案，總關懷時數178.6小時，

截至2014年已累計共1,371小時關懷時數

員工關懷

成為幸福企業是統一超商的自我期許與

目標，我們相信「惟有快樂的員工，才能讓統

一超商的價值完整呈現給顧客，惟有滿足的

員工，才能提供優異的服務創造滿意的消費

者」，希望藉由優質並創新的商品及服務，和

完善的職場規劃，不斷帶給員工、客戶新的

驚喜及幸福感。在統一超商的大家庭裡，員

工的付出不僅只是工作，而是創造屬於自己

的生活，更是學習與發揮人生價值的最佳舞

台，由門市店員、加盟主、後勤總部夥伴與關

係企業夥伴的緊密連結，才能實現我們要帶

給社會最便利的服務。我們透過完整的職涯

規劃、健康的工作環境、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讓每位與統一超商共同打拚的夥伴，都能以

身為這幸福大家庭中的一員感到驕傲。

打造幸福企業

統一超商期許打造安心幸福企業，總部

後勤員工是統一超商所有商品與服務創新的

核心動力來源，我們希望透過幸福合作社、

健康管理及各項福利等政策推動提供完善及

和樂的工作環境，帶給員工適才適所的成就

感及幸福感。

幸福合作社

近年工作壓力及工時過長等職場健康議

題備受社會關注，統一超商於2010年正式

成立幸福合作社，宗旨在於落實主動關懷或

諮商轉介，提供同仁最即時、有效的協助，

並建立同仁正確的身心健康管理觀念。此

外，統一超商也將幸福合作社推動到各關係

企業，成立幸福合作社分社共同招募志工，

透過助人特質測驗後，遴選出符合條件的

志工，同時與張老師基金會合作展開34小
時的專業訓練，內容包含傾聽能力、同理關

懷技巧、情緒辨識、問題概念化以及志工倫

理等。2014年幸福合作社全台包括6家關係

企業在內合計136位志工負責執行關懷輔導

初談及轉介的協助工作。透過企業志工的培

養，除在諮詢時志工可以同理心角度關懷員

工外，亦可節省轉介至外部張老師之諮詢費

用，推算投資效益為1.82倍。2014年期間共

執行222件(其中門市103件)關懷個案，總

關懷時數178.6小時，截至2014年已累計共

1,371小時關懷時數，同仁主動求助與轉介

比率為64%，即半數以上同仁願意主動求助

志工，對內部志工有一定程度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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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方案-健康護照

2013年推動「健康管理計畫」，聘任

專業護理師進駐公司，隨時提供健康諮詢，

並於總部大樓設置醫務室，提供同仁血壓量

測、冰熱敷等健康服務，同時透過員工專屬

的「健康護照」以及電子報、講座等衛教宣

傳，鼓勵同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時時為健

康把關，以共創健康、和諧及安全的工作

環境。2014年持續健康護照之管理計畫，

並將其範圍擴大，從2013年僅後勤人員適

用，到2014年所有門市直營店也一併適

用。2014年除持續去年的醫師及護理師的

駐點服務，更提供復健師服務並採購配置自

動體外電擊去顫器(AED)。2015年規劃增

加醫師駐診服務次數增加至每月32小時，

護理師聘用將增加至4人，擴大健康保護與

落實健康照護、管理與促進，用心營造友善

健康的職場環境。

員工健康教育訓練

除了導入專業醫療資源，照顧員工健康

之外，統一超商也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合

作，邀請同仁參加衛教講座，從平日開始建

立養生觀念，防範於未然。千禧之愛健康基

金會發現，上班族因為工作壓力大，時間

長，運動量少，所以像是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的三高症狀及腸胃、肝膽等消化道問

題，都是上班族常見的疾病，更嚴重的話將

引發中風、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因

此，基金會以舉辦系列講座，並與集團企業

合作，藉此機會將正確觀念傳遞給員工。

各項福利或薪資報酬

我們提供員工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薪資

條件，並每年透過各項薪資福利調查，確定

薪資基本起薪皆優於國家標準起薪(新進後

勤專員(大學畢業生)與勞保基本工資比為

1.68倍；碩士則為1.9倍，畢業生起薪採領

先市場行情之薪資水準。此外，為維護公平

合理性，訂定男女標準起薪為同工同酬，讓

薪資福利不因性別、年齡而有所差別。我們

也依法每季召開勞資會議，勞資雙方代表各

5人，協商各項福利與制度等事宜，共同創

造和諧、友善的工作環境。2014年男女薪

資報酬比率無明顯差異，各僱用類型員工皆

小於1.5倍以內。在薪資調幅的部分，2014
年與2013年相比，有72.3%的員工調幅比例

超過2%。

福利項目 說明

獎金 考績調薪、年終獎金及各項變動性獎金。

福利補助 資深員工旅遊、員工健康檢查、員工福儲
信託、社團補助、優惠購物活動、結婚喪
葬補助、支薪陪產假、員工團體保險、員
工旅遊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優惠補助。
按法令規定提供育嬰留職停薪、家庭照顧
假、產假、托育服務。

福利設施 圖書中心、女性員工宿舍、員工諮商晤談
服務與幸福講座等多項優質福利措施。

退休制度 依循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規
定，訂定員工退休相關辦法，並成立「勞
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監督執行退
休準備金提撥及發給等相關業務。

職工福利
委員會

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積極推動
各項員工福利措施。

促進勞資和諧

人權與勞動稽核

為遵守相關勞動法規，提供安全無虞工

作環境，保障及尊重員工之合法權益，統

一超商參考國際勞工公約等相關資料，訂

定「PCSC勞動權益政策」，確認具體九項

核心推動事項，避免超時工作、強迫勞動等

策略措施，宣示重視員工人權與權益的決

心。另外，我們也針對加盟店進行「勞健保

險」、「童工」、「薪資」、「工時」與

「安衛訓練」等重點稽核，若有違法之門市

會進一步輔導改善。2014年抽查186間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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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經查核結果有一項(含)以上與標準不符

的門市共173家，已請各區營業單位進行法

令制度宣導並改善，並確認均全數改善完

畢。為善盡供應商管理，已發展供應商應遵

守之行為準則，將我們勞動權益規範擴散至

供應商，期許其員工，皆能獲得應有的權益

保障與安全工作環境。

勞資溝通無障礙

為保障員工權益、提供免遭性別歧視、

性騷擾的工作環境，以及鼓勵員工與管理階

層直接進行溝通，我們除設立「聯合服務中

心」及「專屬Email信箱」提問管道外，並

建立「內部溝通平台」，依法不定期召開勞

資會議，以確保溝通即時性及有效性。我們

視員工為事業夥伴而非公司資產，公司未來

願景與同仁的發展目標相結合是我們的使

命。長年以來勞資雙方互動良好，勞資關係

和諧，員工若對公司有任何建議或自認權益

受到損害，皆可透過上述管道投訴，2014
年與人權相關申訴案件計有12件，申訴案

件多與勞資爭議工時問題有關，所有立案件

數皆已於當年度全部解決並結案。

勞工安全衛生

為保障全體員工能在安全與衛生無虞的

環境下安心工作，我們遵循「勞工安全衛生

法」成立安全衛生委員會與勞安室，2014
年勞安委員會共14人，其中勞工代表5位，

佔比為36%。每月定期統計職災件數，並針

對專案事件進行檢討分析及宣導，根據統

計，2014年的「行業別職業災害」共發生

16件，職業災害千人率為1.91，因職災而死

亡之人數為零。針對所發生的特殊職災事

件，勞安室依據類型製作「職災案例」，向

全體同仁進行宣導，以期望降低職災發生

率，朝向「零職災工作環境」邁進。

升遷與獎勵

員工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

統一超商努力打造「公平友善」的工作

職場，不因男女而有訓練發展差異。職涯規

劃上，總部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升遷制

度，讓有心成長的夥伴可於此發展個人職涯

計畫，並藉由輪調，增進學習經歷，提供員

工公開公平的升遷機會。

2014年員工教育訓練平均時數期間：
 [2014/1/1~2014/12/31]

員工類別
總受訓時數
(小時)

總人數
(人)

平均受訓時數
(小時/人)

高階經理人
(EF薪層) 292 68 4

中階管理階層
(D薪層) 2079 355 6

專業人員
(BC薪層) 158,447 29,837 5

技術人員
(門市人員) 309,745 48,878 6

合計 470,563 79,138 6



— 613 —

在訓練品質管理的要求上，我們更是

不斷精進，要求辦訓人員提升自我能力。

2014年我們再度榮幸獲得國家訓練品質系

統TTQS(Taiwan Training Quality System)

銀牌獎。我們也充分運用數位學習平台，提

供多元且優質的E-learning數位學習課程，

讓員工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都

能自在的學習新知。

社區參與

建構幸福社區

統一超商深入大街小巷，與民眾日常生

活有著緊密關聯，這是一種情感的連結，是

身為這個大家庭一份子的使命與期待。在這

步調緊湊快速的21世紀，人群關係冷漠更甚

以往，著實讓未來充滿著不安定感，所以我

們一直努力希望打造幸福的社區；除了透過

優質的商品及多元的服務滿足每個人日常所

需外，更希望透過統一超商的平台，將真情

真意帶入社區，建構幸福的社會，也才會成

就幸福的企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善

用統一超商的核心能力，將企業資源充分運

用在社會每一個角落，並在社區經營的過程

中，了解民眾需求，作為開發商品及服務的

基礎，累積民眾信任度及情感，成為社區中

無可取代，傳遞幸福、給人安心的好鄰居。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統一超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將企業資

源充分運用在每一個社區角落，於1999年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

金會」，至2014年已邁入第15年。長期以

來，好鄰居積極投入社區睦鄰安居工作，並

致力改善社區生活及延續地方文化，2009
年起透過深入大街小巷的7-ELEVEN門市力

量，鼓勵員工投入社區關係經營，深入服務

各鄉鎮鄰里及弱勢，並致力深耕偏鄉教育，

以豐富民眾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質，並以

「成為社區服務中心」為目標邁進。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G o o d 
Neighbor Foundation)

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所辦理的活動包含

Clean Up The World：與世界接軌愛地球、

偏鄉教育關懷：為台灣而教、Open！Cares健
康打氣站等，在此以好鄰居同樂會為例，說

明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在社區參與上的努力。

好鄰居同樂會

「好鄰居同樂會」是統一超商好鄰居文

教基金會的業務推動主軸，台灣共有365個鄉

鎮，住著背景多采多姿的人、有著豐富的生

命故事，為了融入在地生活、真實貼近社區，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從2009年秋季開

始推動「好鄰居同樂會」，期望透過各類的社

區活動，凝聚社會更溫暖、強大向上提升的

力量，找回台灣純樸又可愛的人情味，更拉

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截至2014年，我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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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超過3,700場節慶、社區環保及弱勢孩童關

懷等各類社區同樂會。未來好鄰居基金會也

將持續努力讓社區關係更加和諧，讓社區裏

戶戶都是好厝邊、人人都是好鄰居。

2014年好鄰居同樂會總活動場次包括

7-ELEVENDAY一日店長體驗營(小孩版

與長輩版)、不老樂活闖關及健檢活動等共

193場，吸引上萬人參加同歡。

公益拉近你我的心

門市零錢捐

不管是城市還是鄉間，不論是深夜或

是白天，1988年開始，7-ELEVEN即推

出「把愛找回來」公益活動，以「公益生

活、隨手行善」為理念，在門市內放置小

小的募款箱，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鼓

勵消費者捐出結帳後的零錢，隨手做愛心

幫助需要社會關懷的弱勢族群，鼓勵消費

者落實「公益生活、隨手行善」理念，以

零錢捐的方式，幫助需要的人。讓這份愛

AlwaysOpen！2014年總募款金額突破2.79
億元，零錢捐部分更較去年持續成長2%。

7-ELEVEN為社會大眾愛心嚴格把關，

小零錢看見大力量，7-ELEVEN從篩選合

作團體的階段即謹慎用心，透過由財務、稽

核、法務共同組成的跨部門小組，為社會大

眾的愛心把關，確實盤點其財務使用狀況，

確認無虞才進一步規劃合作方案，且合作方

向除維持該公益團體基本服務外，更與對方

密集研討，針對其目前仍力有未迨之處，盡

力提供資源和協助，不僅如此，開始執行活

動後，7-ELEVEN每週清點、每月稽查募款

箱金額，透明化處理金流與帳務，各種作法

確實做到公信把關，讓民眾可安心行善。

我們用心守護您的耐心

另外為擴大公益團體能見度，讓更多民

眾能知曉行善，7-ELEVEN數十年來不斷釋

出通路資源來推動門市募款，背後更投入龐

大的人力、物力、科技以及金物流系統來全

面協助，每年投入近億元，運作募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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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愛世界Facebook粉絲團等自有媒體

上進行宣傳，希望能確實扮演好雪中送炭的

發聲者角色，喚起大眾對社會的關懷情感，

把資源投入真正需要受助的需求上。

ibon慈善捐款

從2008年開始，我們運用ibon便利生

活站服務，建立行善不打烊的慈善捐款的公

益平台，讓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公益社福團體

捐款。2014年總計募得新台幣1億2,538萬
元，平均單筆捐款為新台幣953元。

年度 總筆數 總額(元) 平均單筆(元)

2008 29,334 16,901,610 576
2009 40,013 18,616,246 465
2010 53,521 30,598,496 572
2011 103,135 83,436,156 809
2012 67,361 36,281,975 539
2013 67,754 35,827,244 529
2014 131,593 125,382,633 953
合計 492,711 347,044,360 704

（資料來源：2014統一超商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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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零錢捐 把小善變大愛

走進統一超商7-ELEVEN，熟悉的叮咚

聲響起，許多人在結帳之後，總會記得順手

捐出零錢，統一超不只讓生活更便利，行善

也更簡單。

7-ELEVEN從1988年啟動門市零錢

捐，每年攜手各個公益團體共同推動，關注

面向廣泛，從國際援助的急難救援、遲緩兒

童早療基金、青少年憂鬱症關懷、原住民弱

勢關注、婦幼身心照護、身障者生涯規劃服

務等等，27年來已募得近19億元，也讓公

益議題走入民眾身邊。

萬 一 遇 到 國 內 外 重 大 災 難 ，

7-ELEVEN也會啟動ibon緊急募款，讓愛心

零時差。

在高雄六合夜市附近的門市店員，曾發

現零錢捐總是會有幾張大鈔，後來仔細觀

察，才發現是收攤夜歸的攤商每晚回家之

前，一定會前往門市捐出一日部分所得。

投入老人照護 喚醒相關議題

台灣近來逐漸步入銀髮社會，預

估 2 0 6 0年台灣將成為全球最老國家，

7-ELEVEN打破長年的門市募款做法，近兩

年宣布全年關注老人議題，積極和各大團體

合作，投入老人照護計畫，逐漸喚醒國人了

解該議題的重要性。

為了讓大眾更了解善款用在何處，

7-ELEVEN今年推出年度紀錄片《來得及說

再見》，攜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肝病防

治學術基金會、門諾基金會，邀請國內新銳

紀錄片導演陳芯宜、沈可尚、黃嘉俊，拍攝

「貧老居家修繕」、「肝病防治」、「獨老

送餐」三段社會議題的影片，希望藉此帶動

年輕世代關注相關議題。

《來得及說再見》以獨老送餐揭開序

幕，門諾基金會志工彩娥七年來每天將熱騰

騰的便當送到長輩手中，順便噓寒問暖，關

心有無定時吃藥，隨時注意長輩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走下坡。

彩娥每天服務平均68位長輩，送餐超

過18萬次，路程超過36萬公里，相當於繞

地球四圈。他說，其實老人家不在乎便當，

在乎的是有人每天會去探望。

彩娥的溫暖，感動一路跟在身邊的女

兒，女兒選擇就讀社工系，希望畢業能回饋

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拍攝《來得及說再見》感動人心

其中最感人的是廖先生的故事。

廖先生在三年前確認罹患肝癌，開始一

連串的治療，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也積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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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種協助，當時，兒子才一歲多，他一路

用影片和照片紀錄著自己和孩子相處的點點

滴滴，足足存了三個硬碟，此外，還一邊承

受著治療的副作用煎熬，一邊寫下一封封給

兒子的書信，叮嚀兒子未來要孝順媽媽、交

友謹慎。

然而，廖先生終究不敵病魔，沒等到紀

錄片拍完，在今年1月病逝，惆悵之餘，也

令人深感愛要及時，才來得及說再見。

徐老師的抗癌故事，則給人另一種啟

發。他和丈夫李老師原本不願意看紀錄片，

因為要取得授權播映才勉強去看，沒想到這

部紀錄片刻劃夫妻倆人的心路歷程，兩人反

而對導演感謝不已。

在紀錄片中，李老師從一開始無法接

受，掙扎，到後來看開，回想起過美好的日

子，妻子喜歡的事物，雙方的生活也出現愈

來愈多的交集，甚至在逆境中發覺人生的美

好，出現「二度戀愛」的感覺。

7-ELEVEN期望以《來得及說再見》

引發社會、年輕世代關注，透過「即時說

愛」、「響應公益募款」、「投入服務」三

大行動，增加代間互動、強化家庭關係，藉

此挹注社福團體更多人物力的資源，服務全

台約11.7萬的老貧族。

《來得及說再見》監製、統一超商公共

事務部部長林立莉表示，小人物的故事，建

構台灣最美的風景，尤其在社會氛圍不安的

狀況下，更需要很多美好的小故事來鼓舞人

心。

推展綠色店鋪 回收鮮奶空瓶

除了推動公益，7-ELEVEN也將積極推

展綠色店鋪、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目前7-ELEVEN有超過72%的門市，取

得綠色便利商店分級認證的最高等級三顆

星，而2014年物流車輛每趟車平均碳排放

為47公斤，較2013年降低0.77%，門市也積

極回收業務用鮮奶空瓶，從2009年8月起至

2014年底，回收總量超過2,800萬瓶。

7-ELEVEN也從方便的好鄰居，進化為

健康守護者，7-ELEVEN千禧健康小站平均

每年430萬人次使用，日前更結合ibon，血

壓等資料可以上傳雲端，從APP看見統計資

訊。

而維繫鄰里好關係的「好鄰居同樂會」

社區活動，到2014年底已經累積舉辦超過

3,700場，其中7-ELEVEN深美門市店長林

瑜婷堪稱「好厝邊」代表。

門市打造「課後安親班」

林瑜婷掌握住宅學區型商圈的特性，每

逢節日會固定在門市外停車場舉辦活動，邀

請居民和社團參加，更主動在門市打造「課

後安親班」，邀請樓上教會的大哥哥大姐姐

輪流在指導課業。

因為女兒就讀臨近的深美國小，林瑜婷

主動擔任班級的「晨光媽媽」，和學童分享

門市廢物再利用的經驗，也積極規劃各種體

驗活動，參與校園運動會、園遊會的環保攤

位，讓環保理念從小培養。 (黃冠穎）



— 618 —

中鼎

總論

中鼎工程公司成立至今30餘年，已

經躋身世界級工程與科技服務團隊行列，

活躍於國際舞台。為追求公司永續發展與

經營績效，中鼎持續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

(CSR)之實踐，並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注

議題。2014年，我們續獲上市上櫃揭露評

鑑A++；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及2000大企

業工程服務類第一名；台灣Top 50企業永續

報告獎大型企業服務業銀獎、透明誠信獎、

創新成長獎；經濟部公共工程品質優質獎；

行政院環保署節能減碳標章；台北市績優健

康職場等獎項。此外，接受天下雜誌CSR
專刊「最佳作為」專題採訪，並應邀至證交

所演講，分享誠信經營及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經驗，以及參與企業永續座談會。這些殊

榮，代表中鼎對於CSR的用心與投入備受

肯定，也展現中鼎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的決

心。

展望未來，在企業永續的理念下，我們

已擬定中期目標和策略方向，期能積極創造

獲利成長、強化組織綜效及人力素質，以及

提升品牌形象及企業競爭力。在加強CSR
作為上，2015年的工作重點包括：經營治

理面－實施電子投票及強化資安管理；環境

保護面－持續推動綠色工程及建立數據系統

平台；社會參與面－推廣企業志工及因應職

安法強化健康促進活動。而為能跟進國際永

續趨勢，以利海外業務之拓展並提升國際知

名度，我們也已著手進行DJSI(道瓊永續指

數)的參選規劃。

回顧2014積極向前超越自我創造多贏

回顧2014年，在「經營治理」上，我

們的業務策略由保守轉為積極。儘管工程市

場競爭益發激烈，且強敵環伺，為求永續成

長，在做好風險管理之下，依舊勇往直前；

並在集團全員齊心合力之下，無論是新簽

合約、營收或是在建工程上的成績皆超越

2013年，成功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環境保護」方面，2014年持續推動

綠色工程概念，協助客戶從工廠設計階段到

最終除役之全生命週期角度，都採取經濟可

行的環保節能專案，以達到中鼎、合作夥

伴、利害關係人及社會環境等多贏局面。

我們也從與國際工程公司合作的經驗

中，蒐集多方資訊並開發環保節能措施的新

項目，進而落實作業場所的節能環保管理；

同時透過競賽及宣導的方式，建立中鼎人隨

時做環保的好習慣。

針對供應鏈廠商的管理，我們鼓勵其共

同投入保護環境的行列。並自2014年起，

在供應鏈廠商的資格評鑑標準紀錄表中，增

加環境管理、勞動條件、人權及社會衝擊等

企業永續經營評估表，作為中鼎在採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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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依據，共同建立永續發展的供應

鏈。

在「社會參與」上，對於員工個人職

涯發展非常重視，全面推動個人發展計畫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IDP)；更以

嚴格的內部稽核標準，層層把關，打造安

全、具品質與保障的工作環境。2014年，

我們的健康中心完成建置了健康管理系統，

透過資料統計及分析，為不同族群的員工設

計專屬的健康促進活動；並與外部資源合

作，提供醫療資訊平台，打造全方位的健康

照護網絡。也因此連續取得行政院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

章」，並於台北巿政府健康職場競賽中榮獲

「健康卓越獎」。

在與社區居民溝通與社區融合方面，中

鼎持續多年與芝山文化綠園合作，共同主辦

及贊助士林區年度大型文化節活動。2014
年特別編印「芝山風華．士林文化節成果手

冊」，以作為2015年海峽兩岸(廈門)文化

產業博覽交易會文宣之用，藉此聯結兩岸地

方文化發展的網絡，對社區文化的推廣裨益

良多。

展望2015六大策略持續精進再創佳績

展望2015年的規劃，在公司治理上，

中鼎將整體的營運方向定位為「從頭開始，

從心出發」，設定了2015至2017年的三年

中期目標，並擬定六大策略。自2015年起

實施電子投票制度，而為加強落實公司治理

的精神。此外，特別導入ISO27001並已通

過英國標準協會(BSI)驗證，期能降低資安

風險，持續精進資安管理體系，並將此一精

神推廣至各個子公司，以全面提升集團資安

管理，同時符合國際品質要求。

前述的六大策略可分成業務面與管理

面。業務面的重點有二項：「極大化現有事

業」及「培植新創事業」。一來加強前端設

計能力，延伸扎根維修事業，提供客戶更好

的服務、贏得信賴；二來希望在短期內取得

某些選定的專業技術與投標資格，爭取更多

商機，並持續擴張海外市場業務，將現有事

業極大化。而為了因應變化多端的全球環

境，我們將密切觀察市場最新發展，以營收

穩定且獲利的事業為基礎，尋找更多具有前

瞻性的投資機會。至於在管理面的策略共分

為「強化優質工程服務」、「培植全方位人

才」、「建立企業品牌形象」及「發揮集團

整體綜效」四大主軸。

在「優化服務」上，中鼎將致力改善作

業流程，並建立新型態供應鏈來縮短工期、

節省成本，提供客戶又好、又快、物超所值

的服務品質。並積極推動「培植人才」工

作，提供員工各種專業所需的教育訓練，培

養其國際觀與前瞻性，進而具備勝任各個關

鍵職位的能力。再者，公司將加強「企業品

牌」行銷，以提升國際知名度。而在「集團

整體綜效」上，公司已成立專責部門，期能

透過系統化作業與完善的溝通，發揮最大綜

效。

對於環境保護的作為，中鼎將以自身核

心能力，持續導入並研發綠色工程技術，進

而與客戶及供應鏈廠商共同落實環保政策。

此外，藉由數據系統平台之建置，蒐集節能

減排相關數據，以作為分析及未來改善之基

礎。

至於社會參與面向，2015年，我們將

強化線上課程與個人學習計畫的落實，以提

升整體人力素質。同時將持續辦理有效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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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活動，並針對特殊族群擬定個人健康

計畫與協助執行，期使員工的身心靈保持最

佳狀況。此外，中鼎將持續與相關公益團體

合作，並推廣企業志工活動，以補助方式帶

動全員做公益。

秉持理念實現願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回想十多年前，中鼎將願景訂為「成為

世界級工程與科技服務團隊」，這些年來，

經過集團全員的努力，我們確已達成當時設

定的目標。

展望未來，中鼎已訂下新的願景，期許

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工程服務團隊」，

並更新集團使命，定義為「永續提供優質工

程服務，堅持滿足時代客戶需求」。這個目

標雖然遠大卻非遙不可及，需要全員一起努

力並且秉持「專業、誠信、團隊、創新」的

經營理念，勠力履行對員工、股東、客戶、

社會及環境的承諾，以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使企業永續成長！

CSR得獎紀錄

在公司經理人及全體同仁的努力下，

中鼎企業永續報告經過英國標準協會bsi
驗證，榮獲「企業社會責任永續治理實踐

獎」，此外，我們在2014年也獲得許多獎

項的肯定，像是由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所頒發的「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

「創新成長獎」、「透明誠信獎」。除將中

鼎CSR報告書收錄於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網站獲獎企業專區外，更被推薦至全球報

告倡議組織(GRI)網頁報導及宣傳，將中鼎

企業永續發展之成果與國際連線，讓世界各

地的企業及利害相關人，自GRI網站即可查

詢中鼎之CSR相關資訊。此外更榮獲天下

雜誌「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Top 50」第26
名。以及2000大企業調查650大服務業工程

承攬類第一名，650大服務業第29名，以及

服務業最賺錢公司第43名的佳績。由此顯

見，中鼎在CSR的努力，已逐漸獲得各界肯

定。

中鼎是資訊公開揭露的模範生，自

2004年起參加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合辦的「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均獲評為資訊揭露較透明的上市公

司。自2010年至今，每年皆獲得最高等級

的評價，印證中鼎於公司治理嚴謹及資訊透

明政策的實踐。由此可見，誠信一向是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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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鼎概況

提起中鼎工程的成立，就必須談到

1950年代，台灣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但當

時國內的工程技術未能跟上經濟起飛的腳

步，因此，許多基礎建設都必須委外給國外

公司執行。為了彌補台灣在工程人才上的缺

口，1959年，一群有志人士合力成立了財

團法人中國技術服務社(簡稱中技社)，希冀

透過完善的輔導與教育，一來能孕育國內的

工程人才，同時也能跟上甚至帶領台灣經濟

發展。

而隨著工程技術提升、服務範圍擴大，

為了能與國際接軌與合作，1979年，中央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合資

一億，成立了中鼎工程公司，業務也從相對

單純的工程規劃設計，一路拓展至採購、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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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建造施工、監理及試車操作，甚至提供

從上到下的連貫工程服務。1993年，中鼎

工程股票上市，一躍而成為國內第一家工程

服務業上市公司，同時也站穩國內統包工程

公司的龍頭地位。

扎下穩固的經營基礎後，中鼎開始將觸

角延伸到海外，除了承攬全球重大煉油、石

化、化工等工程設計建造外，還跨足電力、

鋼鐵、儲運、交通、焚化爐、公共建設及環

境工程等領域，服務範圍漸次多元，成功打

開國際市場。

近年來，由於地球暖化狀況日益嚴重，

環保節能的議題與聲浪在全球各地逐漸發

酵，對於工程公司來說，建立工廠雖能協助

經濟發展，卻也同時對環境造成衝擊，為了

替保護地球盡一份心力，中鼎集團除了致力

於節能環保工程技術的研發，降低對環境的

汙染與傷害之外，亦投入各種與節能環保相

關的工程建造工作，例如：中油大林廠第十

硫磺工場興建工程，希望能透過工程技術，

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此外，由於全球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多

端，富有彈性的經營策略及整合能力，將是

企業永續經營的最大考驗，因此，中鼎集團

也將「跨公司間的整合綜效管理」視為公司

經營的新常態，鼓勵海內外各子公司之間積

極合作、共同發展。並以「獲利優先，質優

於量」為基調，規劃出可持續成長的策略行

動，做為各事業部未來三年努力的方向。

目前中鼎集團已經有42家關係企業分

布在世界各地，員工總數達7,318人(其中

女性997人，男性6,321人)，中鼎工程則有

3,270人。隨著業務量成長，公司經過多次

增資，實收資本額由創立時的1億元提高至

75.75億元，績效表現亮眼，不負投資人期

待。

除了積極擴大營業市場，中鼎更注重

內部品質管理，除了通過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ISO14001：2004環境管理

系統、OHSAS18001：2007及CNS15506: 
2011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更

是台灣工程界第一家同時獲得ISO14001及
OHSAS 18001的公司。這些成就充分顯示

中鼎對服務品質、職業安全、健康管理及環

境保護的兢兢業業，成果深受海內外顧客的

肯定與信任，未來也將依照國際標準的改版

修訂，持續推動管理系統的更新及驗證。

利害關係人及重大性議題的評估與回應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的溝通，乃係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件。因此需要辨識

利害關係人，並經由溝通對話瞭解其合理期

望與關注事項，以促進公司對相關議題與解

決方案的認知。2014年，我們依據GRIG4
版本在經濟、環境及社會類別之各考量面，

重新檢視及討論出與中鼎工程相關之46項
重大性議題，並分為「經營治理」四項、

「環境保護」12項及「社會參與」30項。

透過上述之分析過程，針對2014年之

46項重大性議題，經過各利害關係人及公

司各部門工作代表評估後，有五項為高度重

大性議題、六項為中度重大性議題、35項
為低度重大性議題。後續將分別以「經營治

理」、「環境保護」及「社會參與」等三個

面向予以回應。

CSR之推動

為加強本公司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性及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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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度，中鼎工程於2013年擴充成立「環境

保護」工作小組，由創研中心擔任該小組督

導，負責強化及整合公司執行環境保護相關

措施，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追蹤成果，自

2013年起，創研中心便陸續盤點執行中的

各項專案，在符合合約精神及客戶同意下，

提供並建議採用綠色工程之概念，希望能帶

動客戶一起為節能環保愛地球盡一份心力；

至2014年，更進一步從設計規劃及報價階

段開始，從工程採購到施工工法，皆納入綠

色工程的永續概念，盼能在符合客戶工程預

算的狀態下，與客戶攜手落實CSR理念。

此外，環境保護工作小組亦將CSR相

關工作列為各事業部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協助專案與

各事業部明訂出環境保護具體目標，且據以

落實執行，俾使本公司的CSR報告中能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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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顯工程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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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工程於2013年提報董

事會核准通過「中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2014年12月則提報董事會核准通過

修正該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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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企業公民，我們深信藉由CSR的推

行，能創造更好的競爭力。因此，中鼎秉持

「永續提供優質工程服務，堅持滿足時代客

戶需求」的企業使命，強調除了在專業上追

求卓越外，也將以工程專業回饋社會、提升

整體工程環境，藉此來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中鼎工程公司於2008年首度發行CSR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後，每年固定發行報告

書以向利害關係人報告公司在永續經營上的

作為。2015年為符合「上市(櫃)公司編製

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規

範，更改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

主要呈現公司在經營、社會及環境面向之作

為。本報告書為第八年發行，且為求報告內

容的可信度，均由英國標準協會(BSI)進行

獨立查證。

報告書編輯概述

本報告書主要包括中鼎工程公司於

2014年1月至12月之活動，其中部分內容涉

及中鼎工程之關係企業或有超出此範圍者，

皆於報告書中特別註明其資料出處，以清楚

闡述本公司之永續經營作為。

與2013年報告書相較，本年度報告書

持續加強中鼎工程如何透過環保與節能科技

工法，從設計報價階段，提供客戶兼具環保

綠能、預算考量與永續經營的綠色工程解決

方案。

此外，本年度報告書也透過因應全球及

產業環境變化，中鼎所提出的經營策略及組

織調整進行說明，以符合公司治理之精神。

各類指標於報告書中的位置

本報告書涵蓋四大主題，即經營、環

境、社會及專題報導，其表達內容依循全

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Reporting Initiative, 
GRI)G4版永續性報告指南(G4)「核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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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此外，為使國內外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

解中鼎CSR之實際作為並與國際接軌，本報

告書之內容亦同時與「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十大原則、「ISO26000
國際標準」七大核心主題及國內證交所推行

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相對應。由此可知，中鼎於企業永續發展之

各項相關作為及資訊揭露是十分完整而透明

的。

報告書數據測量基準

本報告書揭露的各項資料及統計數據係

來自於中鼎工程自行統計及調查結果，其中

財務數據，業經會計師簽證並依法公告；部

分數據則引用政府機關網站公開發布之資

料，並以一般慣用的數值描述方式呈現，如

有需換算之數據亦於報告書中註明(例如：

將使用電量轉換為二氧化碳排放量)。

報告書界定過程

在「利害關係人及重大性議題的評估與

回應」方面，我們重新檢視及討論各項重大

性議題，經由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重大性議

題評估，確認其關切之議題；同時透過各部

門工作代表調查各項議題對於公司可能產生

之衝擊性，以便於報告書中針對重大性議題

以「經營治理」、「環境保護」及「社會參

與」等三個面向來進行完整的回應。此外，

亦以「中油大林廠第十硫磺工場興建工程提

升產業競爭力減少汙染的環保工場」專題報

導的方式，將本公司的業務與社會責任之關

聯性作完整的陳述。

至於本年度報告書與2013年報告書相

較，其範圍及考量面邊界，並無與舊報告書

有所不同，所提供的資訊無任何因重編而相

異之處。

外部查證

為求報告內容的可信度，本報告書公布

的所有資訊與數據，皆經信譽卓著的國際驗

證機構英國標準協會(BSI)根據AA 1000的
保證標準進行獨立查證，BSI之查證聲明亦

納入本報告書中。

公司治理

從草創期至今，中鼎工程向來秉持著兼

顧組織穩定成長及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以透明化的資訊揭露，推

動穩健成長與永續發展的公司治理文化，也

因此獲得各界的肯定。

正因秉持著誠信與努力的信念，並切實

執行落實，中鼎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合辦的「上巿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活動中，從2006年起連續四年獲得A級

評價，自2010年至今，每年皆獲得最高等

級評價，堪稱為企業資訊揭露的模範生。

透明化、專業化及健全化，是中鼎實踐

公司治理的原則。董事會以轄下三個功能性

委員會逐步健全內部控制系統、資訊安全及

風險管理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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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董事會的監督功能

董事及經理人須負起最高的道德倫理標

準，對此，公司制訂「董事及經理人商業道

德行為準則」，規範其執行職務時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得因個人或特定團體

的利益而損及公司權益，同時亦規定議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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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董事個人之利害時，應自請迴避，且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而為使董事會更利於指揮公司的監督、

稽核及管理機能，特別設置三個功能性委員

會，分別是「公司治理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使其運作更

為靈活，提升決策的品質與效能。

健全內部控制系統

作為一個上市公司，中鼎工程所有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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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資安管理

中鼎為了展示重視資安的決心，並降低

資安風險，提供客戶永續優質服務，並滿足

客戶對資安的要求，自2014年6月起正式成

立專案組織，導入ISO 27001國際標準，建

立資安管理體系，除了資訊部機房與網路管

理等必要措施之外，亦從公司核心業務EPC
出發，納入SP3D、SPMat、CMS及POW四

個主要系統，經過數個月的努力，終於在

2014年12月12日以零不符合事項的結果，

順利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的驗證。

實施風險管理

從2006年起，中鼎導入風險管理機

制，並跨部門組成「風險管理執行委員

會」，訂定「風險管理準則」，實際規範各

部門與各專案風險管理作業流程。

落實資訊揭露

資訊揭露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件，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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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企業自律規範

中鼎工程本於遵守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及聯合國商業

人權規範(The UN Framework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中
有關人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貪腐等規範

精神，並為確保日常運作均符合企業倫理，

對於董事、經理人、一般員工及採購人員，

分別訂有應遵守之基本行為標準。

為維護公平交易及防制貪汙賄賂，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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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設有貪汙、賄

賂事件的調查小組及投訴專線，隨時接受組

織內及外部人士檢舉。鼓勵員工於發現有違

反法令規章或員工守則之行為時，得以具名

檢舉方式呈報，公司必盡全力保密及保護呈

報者身分，使其免於遭受威脅；若同仁未能

確定行為是否已經違法，則可以將意見即時

表達至諮詢專線，寄信到電子式同仁意見

箱，並由人力資源部經理直接或會相關單位

回覆同仁所提之問題。

中鼎亦要求所有關係企業及海外公司全

體同仁簽署「保密承諾暨著作權與專利權承

諾書」，以保障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而與中

鼎專案合作的子公司、關係企業、下包商及

廠商，均簽署專案執行之保密承諾書。同

時，若客戶邀請中鼎簽署反貪腐備忘錄，中

鼎義不容辭地全力配合。而人力資源部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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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倫理規範刊載於員工手冊，並在新人

訓練中安排相關課程。2014年新進人員受

訓人數共379人，累積受過訓練者已有2,100
人。

中鼎透過萬分縝密的規範及訓練，追求

公司永續經營、保護集團各公司的權益，截

至2014年並無發生任何經證實的貪汙賄賂

情事，正派經營的形象屢屢獲得合作夥伴的

肯定與承認。

配合租稅優惠政策

2014年中鼎集團有多家子公司配合國

家重大公共建設及促進產業升級的政策目

標，投入公共建設行列，尤其因身分條件符

合企業租稅優惠，除了抵減多項稅額，也促

進了我國經濟發展。

展望未來

為了永續發展，中鼎不停思考如何因應

大環境的改變來調整經營策略，經過不斷的

討論與修正之後，2015年開始，將整體營

運方向定位為「從頭開始，從心出發」，並

設定2015至2017年三年中期成長目標。此

外，2014年中鼎也訂下全新願景，期許成

為「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工程服務團隊」，讓

所有客戶都能認同中鼎是心目中最值得交付

任務的對象雖不容易，卻是我們必須努力的

目標。

以下針對中鼎針對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展

望簡述說明：

1.提高環保產業營收比重，培植新創事業。

2.極大化現有事業，持續拓展海外市場。

3.優化服務，改善流程建立新型態供應鏈。

4.落實綠色工程。

5.培植人才，關鍵職務設定接班人。

6.發揮綜效，整合集團整體資源。

環境永續

為因應氣候變遷，響應節能減碳與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中鼎工程推動綠色管理，

將環境保護的觀念融入企業經營中，除了由

跨部門的CSR環境保護小組推動並加強作業

場所的各項節能環保管理，也於報價案及執

行案時，向客戶提出環保節能的建議，協助

客戶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在執行建廠工程任

務中為守護環境貢獻一份心力。

經營治理榮譽榜

獎　項 說　明

企業公民獎
榮獲《天下雜誌》「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Top 50」（年營收超過100億元）

第26名。

天下2000大企業工程承攬類第一名
天下雜誌2000大企業調查650大服務業總排名為第29名，蟬聯工程承攬類第

一名及服務業最賺錢公司第43名。

企業社會責任永續治理實踐獎 英國標準協會BSI「永續治理實踐獎」。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創

新成長獎」、「透明誠信獎」。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合辦「資訊揭露評鑑」，中鼎先前已

連續4年獲得A級企業評價，2010及2011年更獲評A+級，2012、2013及
2014年則獲評為最高等級A++級，顯示中鼎的努力已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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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工程長期致力於各項綠色工程技術

的導入，以設計、採購、建造、試車、操作

及除役的全生命週期角度，為客戶提供經濟

且可行的環保節能方案，減少汙染、降低影

響人類健康及環境破壞的風險，創新並提升

產業的綠色競爭力，達到中鼎、合作夥伴、

利害關係人，及社會環境的多贏局面，更為

維護永續長存的生態環境盡最大心力。

綠色工程實績

中鼎目前所承包興建的工廠均採用新的

環保製程，比起上一代的製程大幅降低對環

境的衝擊，可說是實現了經濟發展兼顧環境

保護的理想。中鼎工程具有深厚的工程技術

研發背景，在參與國際性工程以及與國際級

工程公司合作時，也累積了豐富的技術研發

經驗，加上長期致力於相關綠色技術開發，

並實際導入於各個建廠專案，以下便針對八

■自 2013年起至 2014年指標性綠色工程關鍵成果

一、累計節省用電量

二、累計 CO2減量

三、累計節省水量

四、累計揮發性有機物

備註：以上數據是從 2013年起至 2014年累計工廠生命週期節省之能源。

 1,892 百萬度，相當於 17 天的
 台灣核能發電量

 40 百萬公噸，相當於 102,042個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128,570,000 萬立方米，相當於
 台北市 144 天用水量

  減量 11,327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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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性大案，揭露並彙整2014年在各項

綠色工程方面的實績(如上表)。

打造環保工地

除了導入綠色工程技術之外，一處專案

工地執行至少三～五年，從現場工人到中鼎

人員，動輒上百人的場地，如果不做好節能

減碳工作，便失去了中鼎推動綠色工程的意

義，在尊重地球資源的理念下，中鼎以環境

為主軸，思考「節約能源、資源回收再利用

及綠色環境」之相關議題，實際運用在現場

工地，因此，2014年CSR環境績效指標特

別新增建造廢棄物之總量、回收金額及處理

費用三項指標，期盼建廠過程中各項施工

的執行都能優先思考「環境承受最小的衝

擊」，以期達到與環境共生共榮的目標。同

時制定競賽辦法鼓勵專案工地投入資源節約

的活動。

3分鐘看懂綠色工程及其重要性

備註：
1. 年省電度以一年 365 天，每日 24 小時運作計算。依據 102 年度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CO2e 排放量為 0.522 kg

365 天，每日 12 小時運作計算；室內照明以一年 365 天，每日 24 小時運作計算。
2. 英文縮寫說明
   VOCs（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CO2e（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二氧化碳當量
   VE（Value Engineering ）：價值工程
3. 蒸氣回收使用節省之熱能 ( 以回收蒸氣產氣所需之蒸發熱能計算 )。
4. 節省冷能之等效冷卻水量非實際用水量。
5. 年減少 VOCs 量是以一般閥門 ( 洩漏量規格為 1000ppm 以上 ) 與低逸散閥 ( 洩漏量規格為 100ppm) 之比較的結果。

2014 年指標性綠色工程實績彙整

項次 綠色工程技術項目 節省能源別 氫化苯乙烯案 EVA A 案 EVA B 案
對苯二甲 

酸案
硫磺工場 
興建案

燃燒塔廢氣
回收系統案

國內電廠 泰國電廠

1 燃料油 - - - - - - - -

熱能 - 54,069 - 2,902,718*3 186,667*3 - - -

天然氣 - - - - - - - -

電量 - - - - - 2,625 - -

2 節省用水量 水 6.8 - - - 7.61 327*4 43 -

3 高效率馬達之應用 電量 144.56 366.84 360.26 4324.89 396.09 232.78 - 496.32

4 變頻器驅動裝置之應用 電量 - - - 2060.13 159.89 - - -

5 高效率變壓器之應用 電量 70.08 105.12 105.12 - 60.74 - - -

6 二線式照明控制之應用 電量 - - - - - - 657.00 -

7 高效能燈具之應用 電量 237.26 47.70 192.01 - - - 1181.95 -

8 綠建築空調節能 電量 84.08 - - - - - 435.2 -

9 低逸散閥的應用 *5 VOCs 18.38 35.34 1.46 - 22.3 - - -

10 廠區佈置 VE 成果 CO2e
（公噸）

- 5.6 - 1,857 11.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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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競賽得獎工地

獎　項 指　標 得獎工地 內　容

進步獎 公務車汽油使用量
林口電廠

6、10月較去年同期節省10%以上
大林電廠

進步獎 紙張使用量
林口電廠

6月較去年同期節省10%以上
大林電廠

進步獎 工地辦公室生活用水量 林口電廠 4、6月較去年同期節省10%以上

進步獎 工地辦公室生活用電量 林口電廠 6月較去年同期節省10%以上

最佳表現獎 公務車汽油使用量 林口電廠
公務車汽油年平均使用量0.04公升/Indirect MH為年度最佳單
項績效表現工地

環境保護競賽

為了鼓勵專案工地投入C S R環境保

護，中鼎特別舉辦環境保護競賽，希望能藉

由競賽帶動各工地實際參與環境保護的行

列。

除了推出綠色工程，為了環境永續，中

鼎同時進行了以下幾個計畫：珍惜水資源、

施工環境保護措施、打造節能減碳的辦公環

境、廢棄物資源化等，並展現出明確成效。

員工與社會參與

在朝向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工程服務

團隊目標前進的同時，中鼎工程也深深感受

到，會有如此成長，除了感謝集團全體同仁

的努力之外，社會各界對中鼎的支持與肯

定，更是前進的重要動力，也因此，中鼎除

了心懷感恩，更以實際行動竭盡所能來照顧

員工、回饋社會，時刻要求自己關心這片生

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戮力推動各項社會公

益活動。

因此，透過「打造健康快樂的工作環

境」、「營造友善和諧的夥伴關係」及「社會

與專業參與」三個面向，我們將說明中鼎工程

在員工照顧與培育、與客戶及供應商關係及

對社會公益投入等的實際作為與未來展望。

打造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

建立優質的人才發展環境，是公司永

續經營的關鍵。中鼎在人才培育上，除了

為每位同仁訂定個人發展計畫(Individual 
Develop Plan)外，更持續投注心力於線上

◎ 大林電廠                       ◎ 林口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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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導師制度，而知識管理系統的建

立，讓知識的傳承與分享更為暢通。

此外，中鼎也致力於打造健康、友善、

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成立了健康中心、提

供醫師駐診、護理師健康促進等服務，設計

多元健康促進活動，宣導員工正確的健康知

識。此外，中鼎也積極鼓勵社團活動的進

行，讓員工們能藉此彼此拉近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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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

對於員工的福利照顧，中鼎亦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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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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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

到個人公平。另外，公司每年會針對市場

薪資調查及個人績效表現，進行薪資檢視

(Salary Review)及調薪作業。有加班工作

的員工，會給予加班費；2014年中鼎每月

每人平均加班時數為23.65小時。

為吸引並留住優秀人才，公司特別開辦

「員工投資持股」。職員可加入員工持股信

託業務，並依本薪與年節獎金總額的固定比

例提存，公司會依員工提存的金額，再提撥

30％作為獎勵金，但不列入日後計算退休

或離職金的基準。

此外，員工也可依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

辦法，用特定價格買進公司股票；認股比例及

對象，則依照級別與752014中鼎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績效、貢獻、特殊功績或是其他條件

決定。總經理與各部門主管還可提供發行總

數之一定比例，分配認股權利給對公司有直

接貢獻或者工作表現優異者，以茲鼓勵。

另外尚有三節獎金、生日禮金、生育津

貼(男女皆可領)，而住院、重大疾病及死

亡，亦會給予慰問金，公司所投入之員工福

利金，2014年約5,000萬元。公司依據性別

工作平等法及主管機關公告之「育嬰留職停

薪實施辦法」，在員工手冊中訂定「育嬰留

職停薪」相關規定，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

於每一位子女滿三歲前，可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2014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共計21人
(女性員工17人，男性員工4人)。

營造友善和諧的夥伴關係

謹守著專業、誠信、團隊及創新的企業

文化與精神，中鼎工程一路走來，都有忠實

的顧客、供應商、協力廠商及員工相伴，讓

我們能穩健踏實地邁出每一步，是以，對於

客戶、供應商、協力廠商及員工，中鼎工程

也懷抱著建立友善和諧的夥伴關係之心態；

在客戶端，我們重視專案品質的承諾，相信

彼此信賴關係比任何事情還重要；在供應鏈

端，我們打造安全、衛生、健康的工作環

境，視職安為專案管理的第一要務；此外，

中鼎更積極參與公共建設，透過公司在工程

專業上的研發技術，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

安全的生活環境。

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專案品質，必須建立在員工、承包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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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環境的安全及健康之基礎上，因此中鼎

在拓展業務的同時，亦專注於打造安全的工

作環境，提供最具勞動及品質保障的工程專

案。這一部分，中鼎透過每日檢討施工品質、

嚴格管理安衛環系統、推動全員安衛環、安

衛環管理技術趨勢研發等各種方式來完成。

2014中鼎已取得之驗證：

‧  CNS 15506：2011臺灣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 ISO 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證書

‧  OHSAS 18001：2007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證書

‧ ISO 14001：2004環境管理系統證書

專業參與與社會公益

身為社會的一分子，中鼎積極地扮演企

業公民的角色，積極投身參與學協公會及各

項公共建設，貢獻公司在工程專業上的知識

及服務，更主動投入各種社會公益活動、帶

動社區推廣、關懷環境生態等，致力於帶動

全體員工投入社會公益。此外，中鼎既是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理應回饋給更多需

要幫助的人群。公司除了提供就業機會與身

心障礙者外，亦捐贈電腦設備扶助弱勢，期

望透過各項社會參與，為社會貢獻心力。

參與公共建設

中鼎工程從自身在工程界的專業出發，

竭力以最佳工程品質投入公共建設，提升國

家工程發展水準，並帶給民眾生活及交通便

利，也能有效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

在參與公共建設方面，中鼎投入大眾捷

運系統、電廠、汙水下水道等工程領域。其

中，不乏有許多高難度的工程，但公司秉持

著不畏艱難的精神，持續突破、創新，尋求

最佳的解決方案，不但獲得了政府的肯定，

也為台灣及各國建設作出卓越貢獻。

另外，在電廠、汙水下水道、廢水處

理、空汙防制等公共建設專案的貢獻，中鼎

都以顧客需求為出發，並且運用創新思維，

建立新作業方式，提供世界級的工程服務。

深耕社區推廣各類活動

人文薈萃的士林地區，也是中鼎工程總

部設立的位址。秉持著敦親睦鄰的理念，中

鼎長期關注士林區文化，並與在地團體合

作，期待透過各樣活動讓居民了解士林區的

生態、文化與歷史特色。2014年，中鼎已

連續四年贊助並協辦由芝山文化生態綠園主

辦，文化部及台北市文化局贊助並指導的士

林文化節相關活動―「芝山風華．士林文化

節」。

扶助弱勢散播愛

面對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中鼎因需大

量電腦來輔助設計，且須隨時更換軟硬體工

具，因此在更換電腦設備的同時，特別將汰

換的電腦設備捐贈給社會公益慈善團體，除

了可減少對環境的負擔，也希望為國內教育

盡一分心力。

(資料來源：2014中鼎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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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社會參與榮譽榜

獎　項 說　明

榮譽榜──「社區參與」

野鳥學會贈感謝狀及紀念藝
品

持續推動地方文化發展及敦親睦鄰，與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合作，共同籌辦由文化部
及臺北市文化局共同指導的「2014年芝山風華•士林文化節」活動，獲臺北市野鳥
學會頒發感謝狀及紀念藝品

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健康
卓越獎

積極打造健康職場、保護員工健康，獲臺北市政府頒發「臺北市績優健康職場─健
康卓越獎」

紅十字會獎狀 捐款贊助紅十字會獲頒感謝狀

台灣中油公司頒熱心公益獎 參與「中油寒冬送暖慈善義賣活動」獲台灣中油公司頒熱心公益獎狀

榮譽榜──「社會貢獻與社會服務」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贈感
謝狀

中鼎贊助環境工程學會年會獲頒感謝狀

財政部公共建設金擘獎
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后里廠因參與公共建設，結合民間資金、經營效率及
政府公權力，提供國民高品質的公共建設與服務，獲財政部公共建設金擘獎民間經
營團隊優等獎

傑出電機工程師獎

中鼎張棟梁副總工程師服務於中鼎28年，初期從事石化廠整廠建設及交通運輸基礎
建設等電力輸配系統相關設計工作，1989起投入大台北捷運交通運輸系統之建設與
改善工程，對公司及社會貢獻卓著，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103年度「傑出電機工
程師獎」

榮譽榜──「社會公益」

社團法人台灣三益策略發展
協會贈感謝狀

中鼎捐助社團法人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活動，獲贈感
謝狀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感謝
獎牌

積極協助辦理各項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活動，熱心工安，獲頒感謝獎牌

榮譽榜──「人權保護」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頒優良哺
集乳室認證

中鼎總部大樓獲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頒發優良哺集乳室認證（期間：2013/9-2016/8）

榮譽榜──「品質安全衛生環境」

施工品質暨工安環保表現優
良獎

大林廠第十硫磺工廠新建統包工程專案榮獲客戶中油興建工程處頒發施工品質暨工
安環保表現優良獎

Best  Contractor  Safety 
Award in 2013

卡達裂解爐與乙烯儲槽專案榮獲客戶卡達石油化學公司QAPCO頒發Best Contractor 
Safety Award in 2013獎項

工安競賽優良表現
亞東石化觀音二廠興建工程專案參與客戶亞東石化（股）公司舉辦之承攬商工安競
賽榮獲第三名獎狀

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觀摩
宣導會感謝狀

台電大林電廠更新改建專案協辦103年度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觀摩宣導會，榮獲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頒發感謝狀

熱心工安公益感謝狀
中鼎主動參與TOSHMS北區促進會，積極投入推廣TOSHMS以交流提升安全衛生
管理，榮獲勞動部職安署傅還然署長親自頒發熱心工安公益感謝狀

新北市頒工安優良單位特優
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管理之樹林及新店焚化廠，榮獲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頒發工安優良單位特優獎

勞動部頒工安優良單位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管理之新店焚化廠榮獲勞動部頒發之工安優良單位獎項

勞動部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后里焚化廠無災害工時累計超過80萬工時，新店
焚化廠無災害工時累計超過120萬工時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認證場所 基隆及苗栗焚化廠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環保署頒發空氣品質淨化區
認養特優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台南焚化廠榮獲環保署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特優
獎

經濟部頒發節約能源績優優
等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台南焚化廠榮獲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優等獎

環保署頒發中華民國企業環
保獎銀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樹林焚化廠榮獲第23屆環保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銀獎

環保署頒發查核評鑑特別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樹林及后里焚化廠榮獲環保署查核評鑑特別獎

環保署頒發查核評鑑特優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桃南焚化廠榮獲環保署查核評鑑特優獎

環保署頒發查核評鑑優等獎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代操作營運之新店、苗栗及台南焚化廠榮獲環保署查核評優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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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工程公司是國內企業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CSR)的先驅，早在2008年就製

作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依GRI及
AA1000準則，進行第三者驗證通過，為台

灣第一家CSR報告書通過查證的公司；當多

數公司仍認為CSR就是捐錢做公益時，中鼎

已將CSR轉化成企業核心競爭力，並致力讓

CSR成為企業DNA。

中鼎公司資深協理蔡英智表示，中鼎公

司以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工程服務團

隊」為目標，很早就在公司內部推動國際社

會重視的企業社會責任，2008年中鼎成立

CSR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分設

三個組全面展開CSR工作的規畫、推動和執

行；2010年更把CSR層級拉升至董事會。

有別於一般企業，中鼎直接將CSR與

企業文化與價值作結合。中鼎依據經營理念

「專業、誠信，團隊、創新」，將企業精

神文化分成六大面向，其中CSR的環境保

護、經營治理、社會參與即分別納入在「創

新卓越」、「誠信正直」、「顧客導向」等

三個面向中。

全力推動「綠色工程」

在環境保護方面，作為世界級頂尖工程

團隊，中鼎對環保節能原本就很重視，為

落實CSR，中鼎更在兩年前聚焦「綠色工

程」全力推動，從規畫、設計、採購、建造

到完工後的營運、維修，不僅全力發展創新

工法技術，並大量採購節能、安全、無害、

可重複使用的材料和設備，以減少碳排、廢

棄物產生。

譬如中油大林廠第十硫磺工場工程，中

鼎就採用SUPERCLAUS硫磺回收技術，讓

對環境易發生不利影響的硫磺回收率提升到

99.1%以上，另外製造泵浦採用機械雙軸封

設計，也大幅減少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排放量；九座空氣冷卻器採用變頻馬達設

計、變速風扇，則估計每年可省電多達58
萬7,000仟瓦小時(kwh)。

2014年中鼎施作的EVA案、氫化苯乙

烯案、國內電廠案等工程，也都是導入全

生命周期的綠色工程。以2013年起中鼎施

作的15項綠色工程專案統計，以未來石化

廠30年、發電廠40年生命周期估算，累計

可節省下的用電量就高達18.92億度，相當

於17天的台灣核能發電量；累計二氧化碳

減排4,000萬公噸，相當於10.2萬個大安森

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節省水量1.28兆立方

米，則等於全台北市144天的用水量。

技術創新 降低成本

蔡英智表示，不少人認為環保工程既費

時又花錢，但對中鼎而言，透過創新技術，

不但降低了客戶成本，更因為別人做不到，

中鼎做得到，讓中鼎可以更容易標到重大工

中鼎頂尖團隊 完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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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綠色工程不但讓中鼎盡到身為地球公民

的一份責任，現在更已成為中鼎立足工程界

的核心競爭力。

經營治理 連連獲獎

在經營治理上，中鼎除了持續獲評為上

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的A++級之

外，並於2015年公布的首屆「公司治理評

鑑」，獲評為上市組前5%之公司，堪稱企

業資訊揭露的模範生。此外，連續多年榮獲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天下雜

誌企業公民獎，更榮登2,000大企業工程服

務業第一名。

全球第一個且具代表性的永續經營績效

評估指數─道瓊永續指數(DJSI)日前公布

2015年評選結果，中鼎因在企業管理的開

創性、落實性及資訊的反饋，包括顧客關係

管理、風險管理、員工照護等方面獲得高度

評價，也在全球3,470家企業中脫穎而出，

獲選為成分股企業，是台灣第一家也是唯一

入選工程產業類別的公司。

中鼎亮眼的公司治理成效，和全方位打

造健康快樂、學習成長的職場環境有密切關

係。中鼎針對新人，設有導師制，針對個別

員工，則有全員個人發展計畫。除了實體課

程，中鼎也設置線上「鼎學院」，讓海內外

員工學習零距離，加上要求高階員工進修以

及提供獎學金、積極對外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都讓中鼎擁有更多能因應新挑戰的全球

化人才，更具競爭力。

在社會參與方面，中鼎也有多項創新作

法，比如照顧弱勢，許多企業採捐錢救助、雪

中送炭，中鼎則是給魚更給釣竿，他們邀請

喜憨兒到中鼎位於北市士林的總部大樓隔周

擺攤，販售他們製作的麵包、糕點，每次都很

快賣光光，不但讓喜憨兒走入社會，獲得自

信，也讓做公益內化到每位中鼎人的心中。

提供身心障礙兒工作機會

中鼎也提供心路基金會身心障礙孩子工

作機會，將他們的員工宿舍交由孩子們打

掃，這些孩子難免會打破或弄壞東西，但中

鼎用最大的包容和耐心，讓這些孩子能夠在

工作獲得自信和成長。由於他們外出打掃

時，都會穿著心路基金會的背心，許多企業

得知後主動和心路連絡，也讓這些小孩增加

了不少工作機會。 

中鼎另一值得一提的社會參與，是士

林文化節。 此一文化活動，最早只是當地

「芝山文化綠園」結合在地國中、國小音樂

班學生舉辦的音樂會，中鼎士林總部落成

後，邀請他們免費使用一樓大廳演出，並每

年持續出錢出力贊助，這幾年從音樂會擴展

到文化節，如今已成在地年度一大盛會。

展望未來，中鼎為C S R定下三大目

標，一是讓CSR成為DNA。CRS不再只是

重點工作，而是公司所有員工的核心職能，

不論任何工作，都必須將企業社會責任考量

在內，透過具體的目標及行動準則，讓企業

朝永續經營方向持續邁進。第二是創造共

好。中鼎除了本身力行環保節能創新之外，

也透過經驗交流、開放中鼎知識庫等方式，

鼓勵供應商、承包商和中鼎一起努力推動綠

色採購，創造綠色供應鏈，並希望進一步將

影響力擴大到社會大眾。第三則是主動去

愛。中鼎現有十多個員工社團經常到各地育

幼院、安養院，關懷弱勢、老人，中鼎決定

組織 愛心志工隊、並成立基金會，讓愛心

資源更有效運用，達到更好效益。(游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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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

總論

《信義企業集團》成立34年以來，始

終秉持著「以人為本」的信義精神，以「堅

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為目

標，期能達成與整體社會共生共榮的終極願

景。

我們謹遵循下列六項重大策略構面，調

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積極建立未來永續利

基：

一、強化內部管理　因應外在挑戰

2014年的不動產環境變數紛呈，台灣

市場方面，內有多項賦稅改革、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等負面衝擊，外有美國聯準會升息在

即、其他國家經濟疲軟等不確定因子，在在

都使得房市景氣渾沌不明、買氣明顯縮手。

大陸與日本市場也各有政府干預與競爭者眾

等不利因素，導致去年集團整體營收下滑、

未如預期。

面臨這樣的情況，我們除了承認努力不

夠，更全面檢視經營盲點何在，並具體補強

劣勢與優化風險管理；因此，我們在去年中

提升稽核室的組織位階、設立總稽核，希望

能有效加值日後營運策略的品質度與前瞻

性。

未來，我們也將繼續精益求精，秉持

「先義後利」、「該做的事，說到做到」的

核心理念，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為追

求「信義立業，止於至善」而堅持不懈。

二、與同仁／夥伴一起樂活成長

由於房仲產業特性，人員流動遠較其他

產業頻繁，為有效降低離職率，我們持續不

斷推出各種樂活與培育施策。

如2013年實施的「幸福好孕」，截至

2014年4月，已成功催生147名信義寶寶(第

二胎135名、第三胎10名、第四胎2名)，共

發出1,137萬的生育獎勵金，第二年的平均

出生人數比第一年高出近八成。

在離職率方面，去年數據雖略低於前

年，但關於「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卻

出現工作熱情減弱的跡象。所以，我們在

2015年4月推出「菜鳥集氣開大絕」計畫，

首創「離職選擇權」，希望協助新人們及早

認識自己、積極提高自信，並正確理解產

業，願意與我們共創幸福未來。

「提供良好環境，確保同仁獲得就業安

全與成長」，是我們一路走來的不變承諾，

日後也將繼續努力。

三、用科技創新服務　守護消費者權益

2014年我們結合工研院、商發院與經

濟部，連袂推出「數位宅妝」服務，讓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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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虛實整合的創新服務，立即體驗新屋

布置後的理想藍圖，充分打破空間和地域的

限制。

子公司信義開發也在去年推出自建預售

案處女作「信義謙石」，推行單一售價、首

創「線上購屋」，讓消費者可以在公開網站

上，完整、透明、即時查詢平面圖、價格、

銷售狀況等資訊，大力消弭因為資訊不對稱

所導致的客戶權益減損。

同時，由於我們大幅擴充抽查樣本，並

採取主動電訪取代問卷回函，發現去年客戶

滿意度略低於前年，並立即以精耕感動服務

等方式因應，今年第1季的客戶滿意度已開

始回升。

「持續創新服務，保障客戶權益」，這

是我們34年來的一貫原則，過去如此，未

來也會如此！

四、「人造社區，社區造人」

一路走來，我們也透過各種社會回饋，

用力建設台灣成為一個溫情醇厚的幸福國

度。

「社區一家計畫」在去年已堂堂邁入第

2個十年，我們希望具體開展一個「全民社

造時代」。奠基於過去的種種累積，進一步

在第二階段發光發熱，以家為原點、社區為

橋梁，集眾智、合眾力，讓所有人都能驕傲

地大聲說「我的家在台灣」。

2012年與政治大學攜手創設的「信義

書院」，去年第一次開辦商學院全體碩博

士，三天兩梯次的企業倫理必修課程(全台

首創)，總計有327位同學參與，期待企業

倫理能成為台灣未來商界的獨到競爭力。

去年，我們也主動設立大型裝置藝術－

幾米月亮公車，在忙碌的都市叢林裡，提供

人們一個停下腳步、跟自己對話的超現實空

間，試著成為自己與他人生命中的溫暖月

亮。

五、保護環境　永續發展

如何因應全球暖化與善盡保護地球的責

任，早已成為國際趨勢與顯學，雖然我們非

屬於直接從事碳排放的製造業，但身為企業

公民的一員，服務業也應該積極回應相關思

潮。

我們除持續進行一直以來的節能減碳措

施外，更在去年底尋求外部顧問協助進行

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與PAS2050碳
足跡盤查輔導，以第三方公證單位進行盤

查，以提高溫室氣體盤查的完整性與正確

度。

2014年底盤查結果出爐：信義總部

大樓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742.692公噸

CO2e/年，一宗中古屋仲介服務碳足跡為

569.92公斤CO2e，從此我們有了評估節能

減碳的量化基準，並作為日後相關推動措施

的重要參考依據。

希望我們的努力不懈能積極貢獻「低碳

社會」的正向力量，最終可有效緩衝氣候變

遷對人類生存環境所造成的重大衝擊。

六、目標「共好」的供應鏈管理

信義房屋屬於百分之百的服務業，在供

應鏈部分與一般製造業不同，主要體系來自

轉介居家服務與一般事務性採購。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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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們開始研擬供應商人權條款、建立供

應商CSR觀念、邀請供應商參加企業倫理系

列講座等行動。

2013年7月起，我們強制要求公司所有

制式合約，都必須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以

實現信義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最終目

標，其內容是參照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所制定，透過供應商月會、電話及

實地訪視等機會，強力宣傳人權條款的重要

與影響，並要求供應商簽訂落實。

從2012年到2013年，供應商的簽訂比

率，從21.1%大幅增加到89.5%，去年更進

一步上升至99%，逼近完美表現，這表示供

應商夥伴們基於長久合作默契，絕大多數都

能認同我們的經營理念。

以「企業倫理」為核心策略的《信義企

業集團》，向來力求從本業穩步向前，發想

出各種兼顧利害關係人權益的創新做法，企

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

業的第一品牌，長遠則與整體社會、乃至於

全人類，共同邁向兼容並蓄的成長高峰。

CSR得獎紀錄

服務品質方面

★連續21年榮獲《管理雜誌》「消費

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房屋仲介業第一

名。

★十度榮獲《壹週刊》「服務第壹大

獎」房仲業第一名。

★七度榮獲《讀者文摘》「信譽品

牌」，為房仲業第一名。

★七度榮獲《今週刊》「商務人士理想

品牌大調查」房屋仲介業第一名。

★連續20年榮獲《天下雜誌》「二千

大企業調查─服務業房屋仲介類營收第一

名」。

★榮獲《經理人月刊》「2014影響力

品牌大調查」房仲業特優獎。

★榮獲《工商時報》「2014臺灣服務

業大評鑑」最佳客服中心獎。

★連續三年榮獲《數位時代》「綠色品

牌大調查」通路服務類優選。

★榮獲《數位時代》「數位服務標竿企

業」房地產類首獎。

★榮獲《30雜誌》「Young世代品牌大

調查」「最想擁有品牌」房仲類第一名。

★連續11年榮獲《康健雜誌》「健康

品牌調查」房屋仲介業第一名。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方面

★連續八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

民獎」。

★榮獲《2014年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二度榮獲「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頒發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
級。

★榮獲《勞動部》第一屆「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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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獎」。

★八度榮獲《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

獎，房仲業第一次獲「整體績效組」楷模

獎。

★五度榮獲《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

司治理評量認證」。

信義概況

1981年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董事長

成立了信義房屋代書事務所，並於1987年
正式成立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從事

房屋租售居間仲介的服務，因業務需要於台

灣地區各地設立分公司及營業處所多處，以

增加服務據點，提高服務品質。2007年為

了因應全球房仲市場快速成長及國際間對房

仲服務的需求，進駐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

段100號信義大樓，設立全球營運總部，展

現跨足全球市場的決心，將經營版圖從台

灣、中國延伸到日本，把在台灣成功的發展

經驗，輸出到全球每個角落。經過多年來公

司同仁的努力與社會各界的肯定，信義房屋

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地區房屋仲介市場的領導

品牌。

信義房屋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

產代銷經紀業，主要業務為房屋租售之居間

仲介業務，服務項目包括整批預售屋、餘

屋、個別新成屋、中古屋之住宅、辦公室、

廠房、土地、停車位等產品之買賣租賃仲介

等，因業務需要於全省各地設立多處分公司

或營業處所，服務據點並擴及大陸上海、蘇

州、北京、浙江、成都及青島等城市與日本

東京，希望提供更多華人優質的服務。

信義企業集團

信義企業集團秉持「以人為本」的信義

精神，以「堅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

服務業」為願景目標，以信義房屋為起點，

採取以不動產為主要經營範疇的垂直化經營

策略，發展出台灣區核心事業群、台灣區關

係事業群、中國區信義事業群、建設事業

群、日本區事業群以及文化公益事業群六大

事業群為發展基礎。在30多年的辛勤耕耘

下，到今天已逐漸展開出自立而健全的經營

體系。

財務績效

2014年度合併營業概況如下：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年　度
項　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8,899 12,092
營業利益 1,169 2,792
營業外淨收(支) 213 321
稅前合併利益 1,383 3,113
所得稅 273 597
純益(歸屬於本公司業
主) 1,072 2,475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7% 18%
權益報酬率(%) 12% 29%
純益率(%) 12% 21%
每股盈餘(元) 1.75 4.03

註： 上表係依據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資料編製。2013
年度每股盈餘業經追溯調整盈餘轉增資配股。

永續經營

信義房屋創立以來，秉持著「信義立業

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透過每月全公司同

仁共同參與的經營理念研討會議，講述企業

倫理相關議題，內化倫理教育。1995年更

出版「信義企業集團經營理念實錄」，做為

企業經營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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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義房屋經營的核心 : 「信、義、倫

理」。

2. 信義房屋立業宗旨：對客戶強調「安全、

迅速、合理」、對同仁保障就業之安全與

成長、對公司維持企業生存與發展之適當

利潤。

3. 新立業宗旨：堅信永恆的價值、熱情實現

家業夢想、分享每個獨特的故事、共同成

就豐富人生、和諧成長生生不息。

4. 行為規範：信義房屋創產業之先，訂定了

「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為全體同仁

在執行工作時，應依循之行為指導規範。

5. 信義房屋2020集團願景：堅持企業社會責

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

6. 希望這家公司永遠在：透過永續指標達成

永續經營之目標。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是信義房屋內

部最高階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聯合跨部門

的高階主管組成，來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定期檢視

績效和目標達成度。

利害關係人的鑑別、溝通與重大議題提出

參閱下圖。

51,471

232,735

179

196

11,461

252

296,204

參與比率



— 641 —



— 642 —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非常歡迎您閱覽信義房屋的第六本永續

發展報告書，我們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

信義房屋設置了企業社會責任專屬網站，期

望讓關心我們的利害關係人，能夠更了解我

們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努力與成果。

企業社會責任專屬網站：http:/ /csr.
sinyi.com.tw/

報告時間

本報告書揭露2014年度(2014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信義房屋各項重大考量面回應

及行動的績效資訊。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所揭露資訊以信義房屋台灣地

區及信義文化基金會為主。報告書資訊數據

的範疇，涵蓋了財務、環境和社會面的表

現，惟財務資訊尚涵蓋大陸地區與日本。

資料計算基礎

報告書所揭露的統計數據皆來自於自行

統計與調查結果，惟有關財務數據係經會計

師認證後公開發表的資訊，並以一般慣用的

數值描述方式呈現。

資訊與數據品質

內部確認

□✓  由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各部門主管檢視

各章節內容與資訊正確性

□✓ CSR相關計畫與活動年度推動績效檢討

□✓ 稽核主管稽核資訊正確性

外部確認

□✓  財務數據 – 勤業眾信(Deloitre)
□✓  環境數據 – ISO 14064-1 – BSI Taiwan

– PAS 2050 – BSI Taiwan
□✓  永續數據 – AA 1000 AS(2008) – BSI 

Taiwan Type 1

參考指南

本報告書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 
G4永續報告書指南之核心選項撰寫，報告

資訊揭露方向亦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聯合國全球盟約、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引等國際標準相呼應。

確保公開資訊的可靠性

我們委託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進行查證，取得保證聲明書。經查證後，

本報告書符合GRI(G4)核心選項與AA 1000 
AS:2008的標準。

信義房屋歷年永續發展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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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並透過董

事會執行及監督公司業務，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公司內部目前並未設置執行長職務，總

經理為本公司董事之一。公司另設有審計委

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共同對經濟、環境和社

會衝擊相關議題負有相關決策責任。

董事會績效評量

董事會每年依據「董事會議事規則」就

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

評量，惟目前評量面項仍以經濟議題為主，

未來在制定董事遴選辦法或自我評量內容上

將適時評估加入環境與社會等相關議題以完

善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之績效

評估。

薪酬和激勵措施

董事會成員之獨立董事以外董事，除薛

健平董事因兼任本公司總經理，就其總經理

身份支領薪資外，其餘董事均未支領本公司

報酬，至於獨立董事之報酬，係依據本公司

章程第16條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得依其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暨其他上

市公司通常水準酌支報酬，其數額授權由董

事會議定之。」，因此獨立董事之報酬屬固

定薪酬。另依本公司章程第20條之規定，

得按不超過當年度可分派盈餘1%額度內，

做為當年度董事之酬勞，因此董事酬勞為變

動薪酬。除上述以外，董事並未參與其他董

事薪酬計畫，亦無其他退休福利制度。

高階經理人分為業務屬性及幕僚屬性之

高階主管，為激勵高階經理人追求公司業績

與利潤目標之達成，同時關注公司長期競爭

力與永續發展，特訂定高階經理人薪酬獎金

辦法。高階主管除了固定薪資外，高階業務

主管另依各項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計算績效

獎金。另外，為了鼓勵並肯定高階經理人對

於企業的永續發展所做的努力及成果，使高

階經理人除短期績效表現外，更著重於長期

價值的貢獻，如持續人才培育、提升服務品

質、精進制度流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等，

並於辦法中訂定長期價值貢獻獎金。在獎金

核定程序中高階經理人應向董事會報告「長

期價值貢獻計畫書」之內容與執行成果，在

報告與互動的過程中將有助於董事會成員深

度了解高階經理人之經營策略方向、全方位

能力特質、施策執行成果，並給予有效回饋

指導，達到領導人培育之成效。長期價值貢

獻計畫依規定應包含下列幾個面向：持續人

才培育、提升服務品質、精進流程制度、善

盡社會責任。

風險管理

為有效管理信義房屋之風險，我們制定

相關風險管理政策，以提升本公司對外價值

及增加前瞻性的決策品質，信義房屋全體同

仁均參與風險管理政策之實施與檢討。後為

因應集團組織發展及運作，提升稽核之功

能，2014年本公司設立總稽核，負責集團

稽核工作，包含永續指標之數據之稽核，並

定期將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向董事會報告。

客戶服務

信義房屋創業初衷，即為「促進房地產

交易安全、迅速與合理」，更將「講信重

義，先義後利」的精神融入信義的公司命

名。對信義房屋來說，企業經營不僅只是賺

錢、獲利，滿足客戶，傾聽需求，讓客戶覺

得服務很貼心，買賣很公道，把該做的事情

都做好，持續創新，賺來的錢就會長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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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高房價的現象，不僅讓社會關注房地

產市場的運作機制是否存在問題，也擔心高

房價影響到民眾的居住權利，甚至造成分配

不均。因此，房市的課題已經從產業層面擴

及到社會層面，若未能有效處理，不僅市場

無法均衡發展，亦可能影響社會和諧，不利

於房地產長期健全發展。2014年主要作為

如下：

1. 連續19年定期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

年鑑」

最新出版的2014年年鑑，除了系統性

的分析總體環境變動、房市價量趨勢以及相

關產業發展變化之外，對於近兩年影響房市

甚劇的「特銷稅」及「實價登錄」等政策也

規劃專題深入分析。此外，在大面積國有土

地只租不售原則之下，地上權住宅產品倍受

矚目，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特別舉辦「地上權住宅如何成為減輕負擔的

新選擇」研討會，探討台灣發展地上權住宅

所需的配套措施，相關研討內容也收錄在今

年年鑑之中供各界參考。

2.照顧弱勢居住需求

針對台灣較不受重視的租賃產業課題，

透過研討會協辦，讓產官學界更了解租賃產

業的重要性及運作方式。

3.想在客戶之前，不斷創新

領先業界推出「數位宅妝」創新看屋服

務，讓客戶現場體現虛擬的居家空間。同

時信義開發推出首件自建預售案「信義謙

石」，有別於現行台灣購屋文化，該案推行

單一售價，為台灣首創「線上訂屋」的銷售

方式，在網站上可查詢每戶平面圖、價格、

銷售狀況等資訊，以公開透明的資訊保障消

費者權益。

供應商管理

為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兼顧五大

利害關係人，我們希望更能把信義理念擴及

供應商，使整個供應鏈都能遵循企業倫理規

範，秉持信義集團共同理念的核心價值觀，

共同邁向信義社會及信義世界。2014年主

要作為如下：

1. 為能全面要求所有供應商皆簽定人權條

款，自2013年7月開始，要求使用公司制

式合約皆需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以實現

信義供應鏈皆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供

應商人權條款制訂是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擬定，透過定期供應

商月會、電話及實地訪視供應商，強力宣

傳人權條款重要性，並要求供應商簽訂，

2014年共計有173家供應商、實際簽訂為

172家，達成率為99%。

2. 2014年獲得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供應鏈管

理獎。

環境永續

面對氣候變遷與環境日益惡化，信義房

屋認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在我

們以房屋仲介服務獲取適當利潤的同時，應

有珍惜地球資源的環保觀念，致力推動更多

綠色創新服務，回饋社會，創造雙贏的局

面。

信義房屋雖以提供仲介服務為主，而無

生產實體的產品，但基於貫徹企業社會責

任，因應全球暖化議題，力行節能減碳已是

每個企業公民所應盡的責任。因此信義房屋

也積極以研發各式創新服務，響應「綠色服

務」，減少碳排放。相關作法如：推行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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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妝等，不但提升服務效率，也有助於永續

發展策略之規劃。2014年主要作為如下：

1. 從 2 0 1 3 年導入 U G S 能源管理系統

後 ， 截 止 到 2 0 1 4 年 1 2 月 ， 共 減 少

1,577,537.5kgCO2e，減幅達20.7%。

2. 連續三年榮獲《數位時代》「綠色品牌大

調查」通路服務類優選。

3. 連續六年榮獲台北市政府表揚「綠色採購

企業與團體」績優企業。

信義將於2016年申請碳足跡，成為全

球第一家擁有碳足跡之房仲業。而透過進

行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與PAS2050碳
足跡盤查，制定完善的減碳計畫，我們也

希望可以達成2020年碳排放量減少35%的

目標。(訂定基準年2011年碳排放量人均

2,187.15kg/CO2)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

對本公司來說，人才為立業之本，同仁

是事業夥伴而非公司資產，必須使同仁獲致

工作上的保障，並給予絕對的尊重與關懷照

顧，讓同仁感受到自己與公司是處在一個穩

定而對等的地位上，如此同仁必能發揮潛

能，在成長中成就自我，與公司同步成長茁

壯。因此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整體薪酬與完

善的福利制度、建構安全的職場工作環境、

讓每位員工都能受到應有的培訓、提供完善

的溝通機制並確保溝通機制通暢及減少任何

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一直是我們持續努

力的目標。2014年主要作為如下：

1. 全國首創也是全台最高：第二胎生育獎勵

措施

信義房屋以身作則提出同仁「生育第

二胎獎勵措施」刺激生育率，本措施獲內

政部長親臨信義企業集團總部頒發感謝狀

(2013)。2014年總計有67位同仁申請育嬰

假，除了47位女同仁提出申請，也有位男

性同仁申請，較去年的31人增加二倍。

2.長達27年將稅後淨利的三分之一回饋同仁

公司獲利之餘也積極回饋同仁，從

1988年開始，已長達27年將稅後淨利的三

分之一做為年終獎金、年終績效獎金，信義

房屋發展不忘與同仁共享，是歷久彌新的關

鍵之一。

3. 「雲端數位學習平台」

建置完成「雲端數位學習平台」，以

「e-learning」逐步替代實體課程，2014年
總計開660堂線上課程，同仁學習時間更具

彈性，也降低教育訓練的成本且提高效率。

4. 2014年補助10,624小時的外訓課程

2014年共補助應用日文等外語研修

2,005小時，卡內基等一般課程研修4,750小
時；EMBA等學位學分研修3,869小時，合

計共補助10,624小時的外訓課程。

5. 有效管理離職率，四年來降低10%以上

房仲業是一項高壓且工時較長的工作類

別，基於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企業社

會責任的基本要求，同時為有效降低離職

率，信義進行各種面向上的努力：由主管與

離職同仁進行面談以了解離職原因，後續並

進行離職原因統計分析。

人員甄選流程上引進新面談模式以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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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合適之人才、推動樂活工作，協助同仁

工作與生活平衡、加強主管培育，以提升主

管領導能力等。經過了各式努力後，離職率

四年來降低10%以上。

年份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全體員工平均離
職率

32.1% 34.5% 42.2% 42.4%

6. 榮獲《勞動部》第一屆「工作與生活平衡

獎」

信義房屋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下，強調

「同仁是公司最重要的夥伴」，提供多項福

利與照護，讓同仁兼顧「工作」與「生活」

平衡。勞動部認為，信義房屋雖屬競爭壓力

較大的房仲業，但能創房仲之先，提供全國

最高「第二胎生育獎勵金12萬元」，讓同

仁安心照顧幼兒，同時特別聘請外部專業顧

問提供工作職涯、家庭親子、兩性情感、

身心壓力等個別諮商的「EAP同仁協助方

案」服務。總部及全台14據點設有視障按

摩服務，並設專職健康管理師及健康管理平

台，提供同仁心理壓力檢測、健康新知、健

檢資料查詢等服務，實乃兼顧「家庭樂活」

及「健康快活」的極佳企業範例。

7. 獲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職場自

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信義房屋鼓勵職場致力推動無菸環境，

落實健康促進措施建立良好之工作環境，

獲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健康職場

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認證有效期間：

2012/11-2015/12)。

8. 榮獲《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

認證

為保障婦女哺乳權利，故設置哺集乳

室，並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

集乳室認證-優等(認證有效期間：2011/9-
2014/8)。

社會回饋

發展逾兩百年的資本主義，已走到亟

欲升級轉型的十字路口，2001年、2002年
相繼爆發的美國安隆(Enron)、世界通信

(WorldCom)等企業醜聞，或許可視為資本

主義的崩壞前兆，2008年禍延全球的金融

海嘯，更正式敲響了資本主義走入歷史的聲

聲喪鐘。放眼人類前途，資本主義或許不會

消失，但適度扭轉或矯正卻是大勢所趨。如

何有效調整資本主義再度成為後金融海嘯的

經濟新典範，包含信任、忠誠、公正等基本

價值的「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勢

將成為新時代的商管主流顯學之一。因此推

動企業倫理，成為信義房屋近年來持續努力

耕耘的方向。

另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我們希望藉

由長期贊助社區營造，將「家」的概念，延

伸到鄰居、社區、城市及國家，改善人與人

之間疏離的互動關係，打造出社區特有的人

文及生態風貌。2014年主要作為如下：

1. 打造療癒系的幾米月亮公車，傳達「以人

為本」的品牌價值

信義房屋月亮公車是以幾米繪本「月亮

忘記了」為藍圖所設計，是首個可以互動的

幾米裝置藝術，相當受到民眾喜愛，搭上公

車，躍出繪本、令人驚喜連連的內部空間與

立體角色、可望見星空的天窗、藏身在公車

尾端書架後方的秘密樹洞，營造出適合抒發

情緒的空間，並隱含付出關懷的提醒；步出

公車，水池上大小不一的不鏽鋼月亮球，映

射出身處都市叢林更需時時反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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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希望透過裝置藝術，傳達「以人為

本」的品牌價值，讓「以人性關懷服務」出

發的經營本質，能夠以更貼近民眾的方式為

人熟知。

2.「社區一家」十年有成!
十年來「社區一家」累計共有6,671個

社區提案計畫，涵蓋全台96%以上的鄉鎮市

區；1,271個社區獲得獎助，具體嘉惠281個
社區(約占全台總鄉鎮市區數的76%)。這樣

的成績顯示：「社區一家」透過3,000多個

日子的持續參與，同步見證台灣風土人情逐

步成熟蛻變，幸福持續在台灣這片土地擴散

中。

3. 信義學堂影響力逐年提升，2014年正式跨

出大台北地區

2014年信義學堂舉辦了105場大小型講

座活動。共有16,703人次的參與，相較於

2013年13,953人次參與，提升了約20%，顯

示信義學堂對社會的影響力有逐年提升。為

了擴展信義學堂並持續發酵共創、共學、共

好的精神，2014年我們贊助嘉義縣政府修

復圖書館之視聽教室費用，捐款金額為300
萬元，並將此視聽教室命名為信義學堂。在

此同時也宣告信義學堂在未來將跨出大台北

地區，將推動社區的理念以及企業倫理平台

的角色帶到中南部，提供非都市型的縣市也

能享有如北部良好的硬體設施學習環境，降

低城鄉學習差距，該捐款工程並於2014年
年底完成。未來，信義學堂仍持續肩負企業

社會責任，不斷以多元、深度的議題與民眾

對話，提升文明社會的公民素養。

4.信義書院推廣企業倫理成效

(1) 共舉辦六場領袖演講，共計有85位同學

修課。

(2) 舉辦三場企業實務講座，共189位同學

修習。

(3) 政大商學院碩博必修之企業倫理課程共

計327位同學餐與課程。

(4) 舉辦企業倫理分享會，共計八位教師與

會。

(5) 辦理「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發佈情

形」之分享，參與人次共計189名。

(6) 發展「永續價值排序」活動系列教材，

並於企業倫理課堂使用。

(7) 撰寫國內外企業倫理議題個案，包含

ETC爭議、食用油問題等。

(8) 研發本土「永續六部曲」個案教材。

(9) 信義房屋企業永續獎助學金，共有六位

同學獲獎，每位10,000元。

(10) 翻譯企業永續發展書籍「永續企業」

(Sustainable Business)一書。

以下我們將以社區一家、信義學堂為案

例，說明信義在社會回饋上的各式努力。

「社區一家」推動社區營造，十年有成

信義房屋愛台灣從「社區一家」做起，

10年來已贊助台幣兩億元，鼓勵民眾把社

區打造成人間樂土。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贊助計劃，自

2004年至今起以「增進人際交流、鼓勵家

留台灣」為目標，第一階段五年投入一億

元，贊助社區活動，主要贊助對象為社區發

展協會、社區組織、文史工作室、基金會和

社區(含大樓管理委員會)等團體或個人。這

不僅是國內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歷程以來，也

是台灣最大規模的企業贊助。

2009年信義房屋再投入五年1億元，啟

動第二階段「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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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區一家」平台，加入第一階段資深社

區經驗傳承、社造老師專業指導以及信義志

工等人力、物力的投入，讓社區在參與學習

的過程，不只是接受企業挹注，還能協助社

區成長，讓社區更幸福。

「社區一家贊助計畫」原是凝聚人心的

火種，透過社區營造，改善人與人之間疏離

的互動關係，打造出社區特有人文與生態風

貌，此計劃原為信義房屋推動台灣社區營造

的民間經驗，其後受到大陸高度重視。北京

清華大學於2011年11月7日和信義房屋合作

成立「清華－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北

京清華大學認為大陸儘管經濟高速發展，人

民生活富裕，不信任感卻日趨嚴重，如信義

房屋善用民間力量，借鏡「社區一家」經

驗，乃在於如果缺乏民間自發的創造力，政

府投入再多的資源，最終是不會開花結果。

截至2014年，「社區一家贊助計劃」

全國已有6,671個社區參與提案，總贊助金

額已達到新台幣2億元，統計台澎金馬368
個鄉鎮市區當中，即有354處區域曾向信義

房屋提案，比率高達96%，其中1,271個社

區獲得贊助，實現改造家園的夢想。

觀察1,271件圓夢提案當中，可分成多

元族群、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關懷三大類。多

元族群議題包括眷村文化推動、原住民特色

文化、客家傳統、關注新住民等。尤其隨著

多元社會以及人口結構的改變之下，新住民

由被服務者轉變為服務者的模式被台灣大眾

所接受，鼓勵了更多新住民主動提案申請，

投入社區服務。

第二種則以活化地方產業經濟為主，包

含產業轉型、發展在地文化、推動社區觀

光、綠色消費、青年返鄉服務等。不少社區

2014年社區一家贊助計畫10年，高達1,271個社區獲得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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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設計相關地方特色產品做為文化傳承，

延續與宣傳地方產業文化，信義房屋更發現

近幾年有愈來愈多青年返鄉服務提案，一方

面取得經濟來源，另一方面也照顧家鄉長

者，青年返鄉服務成為永續地方文化的新興

力量。

第三種則是社會關懷類，包含弱勢兒童

課後照顧、弱勢族群關懷、志工機制與推

動。信義房屋也發現，關注弱勢族群已不再

侷限於社福機構或團體，也有很多個人提案

主動投入關懷弱勢、兒童課後照顧，或是更

生人輔導後再度投入社會服務的角色。成為

政府政策無法全面照顧的另一種申請管道。

「社區一家贊助計劃」暨「社區一家幸

福行動計畫」年度提案件數及贊助件數：

年度
提案
件數

贊助類別
贊助提案

單位

2004~2005 569件 一般贊助(57個) 57個

2005~2006 561件 一般贊助(65個)
小額贊助(26個) 91個

2006~2007 610件
一般贊助(48個)
小額贊助(24個)
大專青年贊助(7個)

79個

2007~2008 594件 一般贊助(53個)
小額贊助(31個) 84個

2008~2009 567件 一般贊助(58個)
小額贊助(28個) 86個

2009~2010 732件
首獎3個
楷模獎72個
幸福生活種子獎114個

189個

2010~2011 743件
首獎2個
楷模獎72個
幸福生活種子獎92個

166個

2011~2012 772件
首獎3個
楷模獎71個
幸福生活種子獎97個

171個

2012~2013 813件
首獎3個
楷模獎70個
幸福生活種子獎100個

173個

2013~2014 710件
首獎2個
楷模獎81個
幸福生活種子獎92個

175個

總計 6,671件  1,271個

信義學堂：企業社會責任推廣

信義房屋將「信義學堂」定義為企業社

會責任推廣交流平台，傳達臺灣這塊土地的

一些人；一些故事；一些感動，找回被忽略

的倫理價值、分享對這片土地的熱情，讓思

想成為最有力量的語言，打動人心。

「信義學堂」透過多元議題的演說、座

談會與實體手作的參與，促進大眾對企業倫

理、人文生活、環保意識、社區關懷等議題

多一點的關注。我們希望「信義學堂」不只

是單向的知識講授，也不需要正襟危坐的聽

講抄寫，而是營造出一個有溫度的交流學習

場域。讓來參與的人，對有興趣的議題自在

聆聽、分享、互動，或是透過志工活動、實

作課程的動手參與，從過程中學到些什麼，

感受些什麼，也能在心中留下些什麼。

2011年4月，信義學堂開啟知識大門，

迎接來自四方積極學習的聽眾。我們堅持著

信義房屋的企業理念，運用說故事、分享的

概念，傳遞被忽略的倫理價值，每週不間斷

與聽眾交流。在這個場域裡，你無需正襟危

坐，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以自在的心

情，時而輕鬆，時而嚴肅，時而笑，時而思

考，時而發問。離開時，心滿意足的帶走心

中那份屬於自己的感動即可。這種感動，就

是我們想要傳達的共創、共學、共好的精

神。

2014年信義學堂舉辦了105場大小型講

座活動。共有16,703人次的參與，相較於

2013年13,953人次參與，提升了約20%，顯

示信義學堂對社會的影響力有逐年提升。

為了提供會員方便瀏覽課程和報名講座，於

2011年7月開始成立官網。2011年7月~2014
年年底共募集了11,186位會員，網站會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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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年增加。在2014年度增加了3375筆新

會員，相較於2013年當年新增2970筆，網

站會員數提升了14%，表示信義學堂的效益

在穩健持續的運作下逐年提高。以此，再對

照每一季網站會員報名比率也占全部報名

比率的80%，以及每一場參與的民眾是二度

(包含以上次數)參與學堂活動者佔全部參與

數的80%，可以推斷學堂的參與度與黏著度

也有不錯的表現。

為了擴展信義學堂並持續發酵共創、共

學、共好的精神，2014年初並贊助了嘉義

縣政府修復圖書館之視聽教室費用，捐款金

額為300萬元，並將此視聽教室命名為信義

學堂。在此同時也宣告信義學堂在未來將跨

出大台北地區，將推動社區的理念以及企業

倫理平台的角色帶到中南部，提供非都市型

的縣市也能享有如北部良好的硬體設施學習

環境，降低城鄉學習差距，該捐款工程並於

2014年底完成。未來，信義學堂仍持續肩

負企業社會責任，不斷以多元、深度的議題

與民眾對話，提升文明社會的公民素養。

四年來，350場，五萬人次的參與，從

企業倫理到人文生活、環境關懷、社區關

懷、居住空間和幸福家庭，不同系列主題講

座，經歷了一場場的學習、互動與交流，講

者們的故事言說，聽眾的回饋分享，字字句

句溫暖了信義學堂這個學習場域。在講座活

動過程中，每位學習者專注投入的眼神，不

畏烈日風雨的參與，都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心

裡。因這股正向巨大的力量，不斷驅動著信

義學堂大步往前邁進，引領大家敞開心胸，

鼓勵用自己的態度和熱情，擁抱學習的每一

刻。

我們期盼未來信義學堂仍以知識為基

石，繼續傳遞美好的價值，不僅是水波紋的

擴散傳遞，更要啟動被激發的強大感動力，

在這塊土地持續發酵，成就一個真善美的社

會。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2014企業永續報
告書)

信義學堂規劃講座課程數與參與人次

年度 系列名稱 堂數 年度總堂數/總參與人數

2014年

企業倫理 6

2014年
共105場講座
16,703人次參與

人文生活 25
環境關懷 18
社區關懷 18
居住空間 20
幸福家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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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印象中，總把CSR跟公益活動

畫上等號，認為「花錢做公益活動」就是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但對於信義房屋而言，而

是把CSR內化於企業經營，善待社會、公

司、股東、員工與環境等五大利害關係人，

才是真正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信義房屋堅持

公司治理，把企業經營好誠實納稅、為客戶

著想、不斷提出創新服務、堅持善待員工，

提出全台最高第二胎12萬元生育獎勵以及

提撥部分盈餘展開社區一家及全民社造行動

計畫。

善待五大利害關係人

環保方面，信義房屋雖屬服務業，卻主

動進行綠色採購及以第三方公證單位進行

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與PAS2050碳
足跡盤查輔導，提高溫室氣體盤查的完整性

與正確度。這些做法短期看來，似乎犧牲了

企業的短期利益，但長遠來看，卻獲得顧客

的信任與社會的認同，且對整個房仲業產生

良好的示範效應，讓房仲業成為消費者更樂

於使用的行業，長期來看，這是對客戶、社

會、員工、企業與環境皆贏的正向影響。

十年前，台灣社會瀰漫著撕裂、衝突的

氣氛，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提出了「社區

一家」的概念，提撥十年共2億元的預算，成

為台灣企業提出單一最大規模的社造活動。

周俊吉認為，社區是社會最小的單位，

雖然台灣政府對社區有各種形式的補助，但

大多以配合政策為前提，無法針對社區的實

際需求量身打造，「社區一家贊助計畫」以

社區為主體，讓每個社區可依自己不同的發

展需求提案，其核心精神是鼓勵社區居民共

同推動一件事，也許是環保、老人照顧、文

化傳承或新移民課題等，藉著共同參與的過

程，增加人與人的互動與信任。

實現里仁為美

即使共同推動的事情結束了，因為啟動

了善的循環，彼此關係更緊密，達到里仁為

美的境界。十年來「社區一家」共吸引超過

6,671件提案，提案覆蓋率高達96.2％，有

1,271個社區及個人得以圓夢。

在大陸流傳這麼一句話：「台灣最美的

風景是人」，信義房屋長期推動的「社區一

家」更驗證了這句話。如果沒有信義房屋，

家在台南永康的沈采蓉，可能沒法實現她的

夢想。沈采蓉向「社區一家」申請6.6萬元

元，把自家車庫變成故事屋，從探照燈到故

事牆一應俱全，還動手做大滷麵，吆喝鄰里

來吃麵。

剛開始鄰居大多站在陽台觀望，受到大

滷麵吸引，逐漸有人靠攏；看著巫婆媽媽又

唱又跳，此後不用吆喝，左鄰右舍都會幫忙

招攬客人「來聽故事喲」，開創出全國第一

個溫馨夢幻的「故事巷」。現在她還找到兩

信義社區一家 啟動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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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位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立了「南瀛故事

人協會」。沈采蓉說表示，有很多平凡的、

小小的人物想為台灣做點事，給他們一些協

助，就有力量去改變，很感謝信義房屋讓她

變得更有動能。

人口老化的苗栗獅潭社區，居民向信義

房屋社區一家提出休耕期舉辦「頭屋蘿蔔

節」提案，社區媽媽研發多樣化蘿蔔料理，

成功打響「頭屋籮蔔節」名號，更把秀麗的

風景、客家純樸的內涵，成功行銷全台。花

蓮牛犁社區提案「申請一台小貨車」，大大

改變了居民的生活，協助載送團體參訪時的

送餐點；載著小型壓路機，小貨車協助修補

坑坑洞洞的路面，後來社區又陸續推出「綠

色隧道」、「台灣夜鷹復育」、「社區媽媽

美食班」等提案，讓名不見經傳的小社區成

為花蓮知名觀光景點。

邁進世界級服務業

老年人口近兩成的南投縣中寮鄉，曾於

九二一地震嚴重受創，龍安村長廖振益成立

「共同廚房」，每天為銀髮長者送上兩餐熱

騰騰的飯菜，並成立「龍眼林福利協會」，

持續推動老人愛心便當，至今已送出逾170
萬個便當，是南投地區唯一每天供應午、晚

兩餐的社福機構。

廖振益透過發展生態導覽、餐飲服務，

並以「龍眼林」品牌行銷，龍眼林福利協

會」研發出「荔枝乾」、「洛神花乾」、

「炭焙烏梅」等農特產品解決經費支出問

題，但收支僅能勉強維持平衡。他們提案申

請「社區一家」，爭取經費建置網室栽培設

施，大量種植蔬菜，因應長者送餐使用，建

構一套「社區型自力照顧系統」。「龍眼林

協會」兼顧居民福利與永續經營，提供平價

的老人安養服務，為台灣社區發展找到更多

元的可能性。

第二個十年，2015年信義房屋啟動

「全民社造」，再宣布投入10億元，鼓勵

台灣民眾除了關注社區營造，更希望促成社

會改造，號召社會大眾提出公共事務的創新

提案，為台灣重塑生命力與永續利基。

gogo募集平台 媒合供給與需求

此外，信義房屋在長期與社區接觸的過

程中也發現，台灣有很多社區資源匱乏，即

使空有改造環境或傳承傳統技藝的熱情，卻

苦無資源展開行動。除了持續投入物力及

志工人力之外，遂衍生「勾勾gogo募集平

台」的行動構想，積極扮演媒合「供給」和

「需求」的平台角色。

因此「勾勾gogo募集平台」除了是待

用愛心的概念，更是民間協助社區營造的新

力量，更打破台灣現有募資平台單一與單向

募資功能，提供「知識」、「金錢」、「力

量」及「資源」四種資源的服務，並採「供

給方」與「需求方」能雙向互動的平台設

計。換言之，需求方可以上網募集所需資

源，「供給方」也可透過平台提供資源讓有

需求的人申請，擴大社會大眾與企業參與社

造的互動新模式，不僅成為台灣推動社造

20年來的新里程碑，也開啟了群眾募資的

新紀元。

未來，信義房屋也將朝向「堅持企業社

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的願景目標前

進，34年前周俊吉正是靠著這樣的信念創

業，現在CSR仍是信義房屋追求永續發展的

經營理念與永恆價值。 (郭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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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

總論

2014年，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

公司在全體同仁努力下，全年營收與獲利皆

創下歷史新高，業務及技術開發也都有穩健

的成長。由衷的感謝同仁的努力及付出，更

感謝客戶、股東、投資人、供應鏈夥伴及利

害關係人的支持。

世界先進自1994年成立以來，伴隨著

全球經濟起伏及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經歷了各

種挑戰。經過多年的努力，已成功的成為顯

示器IC、電源管理IC等特殊積體電路製造

的領導廠商之一。在本業營運績效上，亦有

優異的表現並明顯創造了價值。此外為了企

業永續發展以及社會及下一代的福祉，本公

司致力於落實公司治理，秉持誠信經營，堅

持職業道德與社會人文關懷之經營理念，維

護環境資源，持續提升股東權益與員工福

利，並善盡社會責任。達到「經濟發展、環

境保護與社會正義」三大構面動態永續的平

衡，一直是公司持續關注並列為長期努力的

目標。

為了落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世界先進

已於2012年設置「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

會」，由各單位推派代表針對永續發展議題

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負責制定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及提出管理制度與執行，隨時檢討實

施成效與持續改進，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處

理情形。

在公司治理方面，世界先進堅持誠信、

清廉，秉持反貪腐賄賂，依合法、信守承諾

原則從事營運活動，揭露即時且公開透明的

資訊予利害關係人。2014年榮獲「第十一

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A++
及2014年「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排名大

型企業第22名殊榮。

在企業經濟活動方面，由於積極持續提

供客戶具競爭力的製程技術與服務，營運績

效明顯改善。業務上不但與客戶共同成長，

員工待遇亦明顯提升，股東也獲得優質的投

資回饋。晶圓三廠加入營運使得產能提升，

亦提供了社會優質的工作機會，為社會創造

價值。

在營造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

世界先進亦積極的建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

境，除了尋求有效率的工作方式，降低員工

工作負荷外，亦提供各種職場健康促進活

動；主張人權，並提供醫療、法律、心理諮

商等生活與健康專業諮詢服務，以構建一個

幸福健康的職場。

為了確保全球永續發展，在「環境保

護」方面，世界先進已制定環境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就因應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

水資源管理、水汙染防治、節能、節水、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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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等擬訂各項中、長期珍惜自然資源與環境

保護的目標。

對於社會關懷與社區參與方面，本公司

積極投入各項公益活動，並贊助社區弱勢族

群；為促進社會祥和發展亦贊助專業廣播節

目製作，由全球趨勢探討關照台灣的教育、

人才、社會民生、環境能源等議題。員工組

成志工隊平日亦積極的參與關懷社區榮民、

為偏遠地區學童導讀、為大眾導覽，並於社

區學校推廣環安衛教育等公益活動。

展望未來，世界先進將專注本業，持續

創新，提供電源管理、節能省電、綠能環保

等相關製程技術與服務，於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及地球永續發展的道路上持續努力，

與社會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CSR得獎紀錄

‧2014年 「科學工業園區減碳企業績優

獎」特優獎

‧2014年 「新竹科學園區企業環保績效評

鑑」優勝獎

‧2014年新竹市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2014年職場健康操新竹市初賽~銅牌

‧2014年 全國職場健康操分區複賽─最佳

團隊獎

‧2014年 「第十一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

評鑑」最高等級A++
‧2014年 獲財政部頒發「103年度開立統一

發票績優營業人」獎項

‧2014年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第二屆金桂獎

世界先進概況

世界先進自成立以來在製程技術及生產

效能上不斷精進，並持續提供最具成本效益

的完整解決方案及高附加價值的服務予客

戶，成為「特殊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領導

廠商。世界先進目前擁有三座八吋晶圓廠，

2015年平均每月約產出17萬7,000片晶圓。

世界先進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三路

123號。

世界先進前身為工研院次微米製程技術

發展計畫。1994年，經濟部為落實此項科

技專案成效，決定成立衍生公司。同年12
月，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台積公司」)率同其他13家公司，共同投

資成立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生產及開發DRAM及其他記憶體晶片為主

要營運內容。1998年3月，世界先進以科技

類股掛牌上櫃，主要股東包括台積公司、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等法人機構。

1999年，世界先進在台積公司協助

下，成功導入邏輯產品代工技術，並成為台

積公司之代工夥伴。2000年，世界先進正

式宣布由DRAM廠轉型為晶圓代工公司，

其後各種代工製程，包括高壓元件(High 
Voltage Device)製程及0.18微米快閃記憶

體(Flash)製程等，均順利進入量產。2004
年7月，世界先進正式結束DRAM生產製

造，成功轉型為百分之百的晶圓代工公司。

2007年，世界先進成功購入華邦電子的八

吋廠，不但確保世界先進的成長動能，更能

滿足客戶在產能及技術上之需求，提供客戶

產品更多的選擇及競爭力。2014年，世界

先進購入南亞科技所擁有位於桃園縣蘆竹鄉

的八吋晶圓廠房，以及由世界先進承接勝普

電子之機器設備，經由此次交易，世界先進

不但取得擴充產能的機會，也將持續成長，

穩定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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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秉持著以誠信為原

則，堅持高度職業道德，並營造務實、合作

的工作環境。在營運上，我們專注本業，以

「半導體設計、製造與行銷」提供有競爭力

的製程技術與服務，以成為「特殊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的領導廠商為目標。在業務開發

上，則主張國際化經營，放眼世界市場；秉

持著「以客戶服務為導向」的經營理念，持

續深化客戶長期夥伴關係，營造和客戶雙

贏的目標。在提供產品服務及品質上，我們

致力將卓越的品質，深植於生產、供應鏈管

理及服務流程，以不斷提升品質超越客戶需

求做為努力的日常目標。滿足客戶多元的需

求，導入更先進的製程並縮短客戶進入市場

的時間。在技術開發上，我們亦持續不斷的

創新與研發新的製程技術及深耕特殊元件與

智財權的發展。此外，我們期待營造一個具

挑戰性、有樂趣及樂於溝通的工作環境，以

吸引並留住志同道合的優秀人才。

在長期策略上，本公司將持續致力於落

實公司治理，秉持誠信經營，堅持職業道德

與社會人文關懷之經營理念，維護環境資

源，持續提升股東權益與員工福利。並善盡

社會責任，以達到「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

社會正義」三大構面動態永續的平衡。

營運概況

本公司2014年營收呈現逐季成長趨

勢，全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239.3億元，

較前一年營收新台幣211.4億元，增加約

13%，全年平均毛利率則約有36%，稅後淨

利約為新台幣54.4億元，其中，全年合併營

收與稅後淨利均創下歷年來新高紀錄。每股

稅後純益為新台幣3.30元，股東權益報酬率

也由前一年的19.3%提升至20.9%，均較前

一年有顯著的成長。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世界先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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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2年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並參酌「電子工業行為準則」

(EICCCodeofConduct)，訂定本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並建立世界先進的企業

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公司於2012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

動委員會」(CSRCommittee)，在方略總經

理領導下，由各單位推派代表，包括人力資

源、公共關係暨投資人關係、法務、資材管

理、營運、品質暨可靠性、工安環保、財務

會計、客戶服務、行銷業務等單位，每季定

期開會，推動相關活動，並隨時檢討實施成

效及持續改進。

世界先進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世界先進承諾盡其影響力，在合法範圍

內，擁護、支持並實踐商業道德、員工權

益、健康及安全與環境領域之國際間認同之

標準。

我們的管理階層更進一步承諾並建立管

理系統以確保公司及其直接供應商遵循本套

標準及其持續改善。

2014永續經營績效

世界先進為維護企業永續經營，善盡良

好企業公民之責任，在經濟活動目標上，將持

續提供具競爭力的製程技術與服務，提升營

運績效為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最大價值。

經濟方面：2014年營業收入約為23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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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13年增加約13%；稅後淨利為54億，較

2013年增加約23%；每股純益3.30元，較2013
年增加約22%，連續第三年呈現正成長。

在環境保護方面，秉持著環境保護與

安全衛生持續改善精神，世界先進依循

ISO14001與OHSAS18001架構，維持廠內

環安衛績效優於環安衛目標，包含空氣汙染

防制設備處理效率90%以上，製程水回收率

85%以上，廢棄物再利用率90%以上，意外

事故零件，以及異常事件每年小於二件。

在社會正義方面，公司將盡力回饋社

會，投入更多資源，致力於公益活動，並積

極參與人文教育、藝文活動之推廣。公司未

來將結合既有員工自發成立的志工團體，依

關懷對象及內容組成各個活動小組並運用資

源，期望能夠有效率推動各項愛心活動及

服務更多弱勢團體。2014年回饋社會，愛

心捐贈新台幣30萬元予弱勢團體；員工福

利方面，2014年員工福利總費用上升到56
億，較2013年有16%的成長，顯示公司在

員工關懷與回饋上的持續努力。企業社會責

任推動委員會並定期開會，討論及規畫相關

活動，希望能為社會略盡棉薄之力。

利害關係人議合

世界先進為加強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除於公司網站標示各業務聯絡窗口與聯絡方

式，以作為利害關係人(如顧客、供應商、投

資股東、一般大眾等)於權利受侵害時之申

訴及溝通管道外；另對於投資法人定期舉辦

法人說明會、並定期拜訪主要客戶瞭解產品

問題與未來需求；每月發布營收新聞稿並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公告營收等相關

財務資訊予投資大眾參考。公司設有總經理

/副總經理溝通信箱、每季舉辦主管溝通會

議，以強化同仁溝通管道；董事會亦於公司

網站設置董事長/審計委員會信箱，作為舉報

違反從業道德規範或不法行為之投訴管道，

並由董事長及獨立董事分別做必要處理。

鑑別重大考量面

世界先進依循國際A A 1 0 0 0標準及

收集永續議題

• 廣泛收集
對半導體
業發生風
險或機會
的永續 /
CSR議題

• 利害關係
人需求

• 永續議題
44個

• 建立重大
性門檻及
排序方法

• 利害關係
人議合，
了解關切
程度

• CSR推動
委員會成
員鑑別

• 確認議題
的精準性

• 重大議題
31個

• 決定議題
產生衝擊
的邊界

• GRI G4
考量面

• 重大考量
面21個

• 檢視鑑別
結果是否
完整

• 呈報總經
理確認

• 提升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 完善永續性脈絡

排序重大議題 鑑別重大考
量面

確證議題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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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4指南等兩項原則，作為企業社會責

任推動委員會進行重大考量面之鑑別程序參

考，以協助成員辨識重大議題及其對應之重

大考量面。本公司鑑別重大考量面的流程，

包括收集永續議題、排序重大議題、鑑別重

大考量面、確證議題完整性及檢視前年報告

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以世界先進C S R、公司治

理、客戶關係、幸福職場、環境保護及社會

參與六大面向為架構，揭露世界先進積體電

路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世界先進)在永續發展

過程中，面對重大議題的觀點與因應作為。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中的數據及內容以2014年度

(2014/1/1至2014/12/31)為主。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依合併報表原則設定組織邊

界，並以臺灣的營運活動作為本次揭露範

疇。報告書中所有財務數字均以新臺幣為計

算單位。

報告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GRI)的第四代

指南(簡稱GRIG4)、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報告查證

本報告書公布的所有資訊與數據，

經由英國標準協會臺灣分公司(BSI)根據

AA1000AS：2008保證標準及GRIG4指

南，進行查驗報告書之包容性、重大性及回

應性。本報告依循GRIG4「核心」選項並

符合AA1000TypeII高度保證。BSI獨立保

證意見聲明書詳見附錄。

報告發行

世界先進於2015年首次發行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未來，將每年定期發行。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11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無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1.強化董事會職權

世界先進公司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

權益，並相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是優良

公司治理的基礎。本公司因應政府法令規定

設置薪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負責協助董事會訂定及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

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並定期評估與訂定前開人員之薪資報

酬。

2.內部控制和稽核制度

世界先進針對公司內部各主要營運活

動，已依風險管理導向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與

相關管理辦法，確實執行且隨時檢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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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公司每年定期由各相關單位負責檢視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並進行必要之修正。

3.落實法規遵循

為確保公司營運行為能夠遵守相關法令

規章，保障公司、客戶、股東及員工之權

益，世界先進除設有專責法務智財部門外，

各部門亦持續密切關注可能對公司各項營

運、業務或財務有重大影響之相關政策及法

令變動，透過制定相關政策辦法、舉辦教育

訓練、執行法令追蹤與宣導、提供舉報管

道、各單位自行檢查並定期檢討及稽核單位

稽核等，構築世界先進之法規遵循計劃及執

行。同時，奠基於世界先進「以誠信為原

則」之經營理念與企業價值，要求所有同仁

與公司共同遵守所有業務上相關之政策及法

令規章。

4.實施風險管理

世界先進的風險管理主要包含緊急應變

及營運持續計畫、承攬管理、製程與公用設

施之安全管理、斷料風險管理、天然災害預

防等各個面向。

世界先進公司自2007年即完成營運持

續計畫，並建立廠區RiskBook，透過風險

評估決定改善策略，並藉由定期演練，對廠

內營運之衝擊進行評估及採取防範對策，建

立危機溝通機制、人力備援計畫，期望透過

完善的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降低企業經營

的不確定性因素，確保企業營運持續。以

2014年為例，總共舉辦緊急應變演練113場
次，承攬商完訓人數共計1,362人。

5.資訊透明

本公司已架設公司網站(www.vis.com.
tw)隨時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

訊，並定期更新網站資訊，同時遇有重大訊

息也即時依主管機關規定上傳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讓投資大眾即時查閱。

本公司每季召開法人說明會，會議簡報

資料均已彙整揭露於公司網站；並將最近期

的法人說明會影音檔，放置於公司網站開放

查詢。

由於本公司近幾年在資訊透明的努力，

故2014年獲取主管機關有關「資訊揭露」

評比A++之最佳評等。

6.行為規範

世界先進經營理念第一條「以誠信為原

則，堅持高度職業道德」，營造務實、合作

的工作環境，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理念，更

是執行業務時必須要遵守的法則。

為維護此理念，公司訂有「從業道德規

範」並經董事會同意實施，要求世界先進與

其子公司所有員工都應嚴格遵守，維護公司

的聲譽，獲得顧客、供應商及其他各界人士

的尊重與信任。

客戶關係與供應商管理

1.客戶滿意度及申訴機制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定期舉辦年

度客戶滿意度調查(AnnualCustomerSatisfa
ctionSurvey)。此調查係由中立第三方顧問

公司來執行，以了解客戶對本公司之技術、

品質、交期、服務等各個構面之滿意度，並

確保客戶的意見得到了解與妥善照應，提供

客戶最佳的產品與服務。

除了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之外，世界先

進每季亦針對重要客戶進行商業及技術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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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QuarterlyBusinessReviews)，透過客戶

及本公司之高階主管面對面溝通，以進一步

了解客戶的需求及滿意度。同時，世界先進

的業務人員與服務團隊亦與客戶維持深入的

互動，密切貼近客戶需求以提升服務品質。

同時世界先進也已建立「客戶訴願處理

辦法」，對公司之產品與服務提供客戶透明

且有效之申訴管道，並公平、即時地處理客

戶之申訴，以確保客戶之權益。2014年客

戶訴願皆依照「客戶訴願處理辦法」妥善處

理並向客戶回覆處理結果。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平均分數

註：滿意度評分為1~5分

2.客戶隱私權保護

世界先進制訂有重要資訊保護辦法

(PIPPolicy)，要求所有同仁須參與教育訓

練、通過課程測驗並嚴格遵守規定。從新客

戶洽談合作開始，即要求與客戶共同簽訂保

密協定(Non-DisclosureAgreement)，基於

對客戶隱私權的保護，對機密資訊明定機密

等級及相對應之控管，僅得揭露予在容許目

的範圍內有必要知悉之人員，凡是非業務相

關人員，不得打探客戶資訊，客戶經由提供

予客戶使用之VIS-online查詢或申請文件時

亦須經授權確認。

世界先進除善盡保護客戶資料之傳輸、

儲存、存取、利用、授權等安全外，亦利用

資訊科技降低資訊不當使用的風險及保留使

用的歷史軌跡供查核分析，防止資安事件對

客戶及公司造成損害，並持續進行各項風險

評估及加強保護措施，以落實客戶隱私保護

之完整性及有效性。2015年更將以此為基

礎取得ISO27001資安國際認證。於2014年
間，世界先進並未有客戶投訴侵犯顧客隱私

權及遺失顧客資料情事。

3.供應鏈管理

世界先進將供應商視為商業夥伴，與供

應商長期合作，共同建立與發展穩固、具競

爭力且永續的供應鏈。我們除了重視供應商

產品的品質、交期、價格與服務，持續提升

競爭力之外，也敦促他們善盡保護環境之

責、持續改善安全與衛生、重視員工人權、

合理工時、禁用童工及兩性平權，並共同為

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努力，更應做好風險管

理與營運持續計畫。此為公司所持續關注並

列為長期努力的方向，為達到此目標，採購

部門不僅致力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角色，

於進行採購時，優先考量具環保規章之各式

節能產品，響應政府推動之節能環保產品，

包含電腦設備、辦公室用紙與電器等具有各

式環保標章之綠色採購。

近五年執行綠色採購金額，分別為2010
年：NT$10.7M；2011年：NT$13.9M；

2 0 1 2 年： N T $ 1 3 . 6 M ； 2 0 1 3 年：

NT$17.9M；2014年：NT$31.9M，五年期

間世界先進綠色採購金額大幅成長298%，

累積金額已達到NT$88M。

另外，我們不以此為滿足，為進一步擴

大自身的影響力，亦敦促供應商配合公司

的有害物質(HSF)政策、安全衛生與環境政

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善盡衝突礦產之盡

責管理(DueDiligence)，及國內外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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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要求下游供應鏈必須配合簽署承諾

保證書，善盡企業公民的角色，將觸角向下

延伸，不僅對地球友善環境善盡一份心力，

也擴大世界先進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貢獻。

環境永續

環安衛管理系統與政策

世界先進為維護企業永續經營，善盡良

好企業公民之責任，制訂環境安全衛生政

策。該政策經總經理簽核生效後，公告於公

司外部官方網站上。

世界先進公司依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PDCA持續改善之精神，除定時確認各環

保相關法令之動態進行因應，另就各區域規

劃環保安全衛生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檢視管

理系統之整體運作。每年由區域委員會帶

領，積極針對廠內各項環境相關議題檢討，

進而由各部門提出改善方案執行，2014年
共提出139項環境改善方案，其中方案類型

主要為廢棄物減量、節約能資源及降低汙染

洩漏機率等三類。

為使勞工對影響本身權益之各項企業決

策有參與的權利，達成企業組織合理化、勞工

待遇人性化之目標。世界先進設有全公司安

全衛生暨環保委員會，勞工推舉之代表占會

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定期由管理代表主持

召開會議，研議環安衛相關事項，藉由勞工參

與企業組織與事務，使勞工對安全衛生、環

保管理之決策與處理有親身介入之感受，建

立企業單位「透明化」作業，促進勞資合作。

氣候變遷

1.氣候變遷管理

氣候變遷議題日益受到國際關注，對世

界先進亦然。我們持續關心此國際議題並定

期量測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定期向總

經理報告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世界先進除定期進行法規鑑別外，每年

統一進行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及外部

查證。盤查查證結果於全公司安全衛生暨環

保委員會上向高階主管報告，並依環保署法

規規定進行申報。此外，由於台灣四面環

海，世界先進更針對因氣候變遷所可能造成

的淹水潛勢進行模擬評估，並依據模擬評估

結果於廠區內展開因應措施。

2.防汛

世界先進公司與產險公司進行廠區淹水

潛勢模擬評估，並依據模擬結果增設防水閘

門，並建立「世界先進防汛救災計畫實施辦

法」，期能透過早期預防、平時整備與緊急

應變等措施降低天然災害對公司營運與安全

潛在的衝擊。

3.水資源管理

本公司水資源管理的核心活動如下：

‧與主管機關、自來水公司、友廠合

作，協調地區水資源調度，訂定節水目標與

分享節水經驗。

‧積極參與廠外相關研討會議，促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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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重視水資源風險與共同致力節約用水，

並嘗試各種節水技術。

因為水資源具區域性，本公司除了積極

參與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的專業委員會活

動，與半導體同業交換節水經驗，共同提升

各公司節水率，討論供水調配以及缺水應變

等議題。同時也每年參與技術研討會，進行

水回收技術的討論與交流，確保長期水資源

供需平衡。

2014年，世界先進廠區的總平均製程

用水回收率達到86.9%，優於我國科學園區

所訂定的標準。世界先進廠區全年總計節省

272.8萬噸的用水，較2010年成長約3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製程用水回
收率(%) 86.95 87.30 86.85 86.95 86.85

節省之製程水水
量(百萬公噸) 2.10 2.09 2.25 2.69 2.72

以世界先進單位用水量密集度指標觀

察，世界先進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

每層光罩數平均用水量，自2000年的93.3
公升，下降至2014年的76.1公升，進步約

18.4%。

4.能源管理與節能績效

世界先進公司使用的能源以電力為主，

天然氣次之，其餘極少。透過持續推動節約

能源措施，除了達到降低溫室氣體與二氧化

碳排放目的外，同時也可以節約成本。

2 0 1 3 - 2 0 1 4年世界先進用電量下降

1%，計4,759,000度，2014年單位晶圓面積

用電量1.64kwh/cm²為近五年最低，世界先

進持續朝低碳方向努力。2010年~2014年，

單位晶圓面積用電量由2.77kwh/cm²下降至

1.64kwh/cm²，降幅約40%，顯示生產每片

晶圓的耗電量已逐漸減少，世界先進以此為

基準持續努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另本公司持續於各項公用設施節能，例

如在維持產品良率之下，調升潔淨室非黃光

區環境溫度；改善潔淨室FFU運轉耗能；潔

淨室外氣空調箱熱泵增設工程；並正式納入

生產設備節能並針對製程設備用真空泵浦採

用變頻控制節能。

5.溫室氣體盤查

世界先進溫室氣體查證作業乃參考ISO/
CNS14064-1及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查驗

指引、溫室氣體登錄指引、環保署溫室氣體

登錄指引與WBCSD/WRI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之要求，以100％控制權的方式設定組

織邊界(營運控制法)。

世界先進自2005年起即請外部驗證機

構進行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查證作業，

每年各廠區皆完成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並取得環保署組織型及先期專案查證

聲明書，排放量轉換部分，全球暖化潛勢

(GWP)值乃依照環保署之要求使用IPCC第

二次評估報告(1995)之數值。此查證結果

不僅可以讓我們更明確掌握晶圓生產現況，

亦可用於規劃後續再持續努力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之方向。

6.溫室氣體資訊揭露

2014年世界先進在溫室氣體管理的外

部肯定上，又往國際邁進一步。2014年是

世界先進首次自願性參與國際「碳揭露專

案」(CarbonDisclosureProject,簡稱CDP)，
以提升公司國際能見度、強化公司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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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並獲得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報導為本

公司2014年度的亮點作為。

7.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世界先進秉持著全球暖化乃全球性之問

題，其中溫室氣體反應產生之CO2為主要來

源之一，因此公司對於溫室氣體減量不遺餘

力，於2005年參與台灣半導體協會(TSIA)

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簽署之「全氟化物

排放減量合作備忘錄」，期間對於全球半導

體業共同發起降低製程全氟化物排放，以減

緩全球溫室效應持續惡化速度乙事，均全力

配合，包括對世界半導體協會與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承諾全氟化物排放減量目標。

為達成承諾全氟化物減量目標，世界先

進公司於2007年提出「PFC排放減量暨局

部廢氣處理設備更新三年計劃」，藉由詳細

調查製程氣體、評估導入替代氣體、評估增

設高效率廢氣處理設備、各部門相關之人力

和經費，終於在2011年經第三公正機構查

證後，確認達成全氟化物承諾減量目標，

2000至2010年合計達成105萬噸CO2e之減

量額度，讓我們成為真正兼顧晶圓代工與保

護環境的先進公司。

全氟化物減量之成效方面，依據第三方

驗證單位組織型盤查查證結果，2010~2014
年度範疇一減量為9.86萬~13.26萬噸CO2e，
且自2011年度之後，減量逐漸增加。

8.溫室氣體管理中長期目標

世界先進溫室氣體減量之中長期目標，

乃持續購買高效率之廢氣處理設備並搭配相

關節電措施，讓廠內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持

續低於環保署訂定之標準。節電部分乃依據

廠務提出ESH節電方案，每年節電度數以

降低預估總用電量1%為目標，節電所減少

之CO2排放量占預估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

0.5%為目標。

汙染預防

1.空氣汙染防制

世界先進所有廠區之揮發性有機廢氣系

統皆裝設沸石轉輪處理設備，2014年，所

有廠區揮發性有機廢氣平均去除率達94%，

優於環評最佳可行控制技術92%。

就世界先進單位排放量密集度指標觀

察，世界先進每生產一片八吋晶圓所產出

揮發性有機氣體，自2012年的4.04公克，下

降至2014年的4.01公克，降減不多主要原因

為天然氣使用量自2012年的1,369,767立方

公尺，下降至2014年的1,267,286.1立方公

尺，減少7.5%，同時因晶圓產量由2012年
的1,427,872片，上升至2014年的1,824,457
片，增加21.8%所致。

此外，依據環保署針對半導體業訂定

氮氧化物(NOX)與硫氧化物(SOX)等空氣

汙染物之排放係數推估，世界先進每生產

一片八吋晶圓所產出氮氧化物，自2012年
的1.334公克，下降至2014年的0.863公克，

降減35.3%，硫氧化物自2012年的3.668
公克，下降至2014年的2.595公克，降減

29.3%，達成空氣汙染減量效益。

2.水汙染防制

世界先進的水汙染防治策略中，首先是

減少製程汙染物用量，其次是藉由高效率設

備進行水回收與水中汙染物處理，排放水質

必須優於或符合政府的規定。

就世界先進單位排放量密集度指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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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界先進每生產一片八吋約當晶圓，每

層光罩數平均廢水排放量，自2000年的68.9
公升，下降至2014年的51.5公升，進步約

25.2%。

就廢水排放水質分析結果，2014年，

各晶圓廠排放水質之酸鹼值皆控制在6~9之
間(管理局汙水處理廠管制標準5~9)，懸浮

固體物(SuspensionSolid)控制在11~185mg
／l(管理局汙水處理廠管制標準<300)、化

學需氧量(ChemicalOxygenDemand)控制

在17~160mg／l(管理局汙水處理廠管制標

準<500)，表示各廠在廢水處理設備穩定性

相當良好。

3.廢棄物管理

世界先進在廢棄物管理方面，為妥善管

理本公司所產生之廢棄物，並依ISO14001
之精神，訂定詳細管理辦法，並要求全體同

仁應確實遵守分類、收集、貯存及清除處理

等各階段要求事項。

世界先進所有廢棄物均有合格廢棄物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機構，協助妥善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世界先進對所產生的廢棄物均

用心進行分類收集，故大部分廢棄物合作廠

商，均因為廢棄物具備資源再利用之價值

而與世界先進簽約，故使得世界先進近年

來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均可維持92%以上。

2014年廢棄物產出量為5,207公噸，其中回

收再利用比率達93%以上，未來仍將持續於

廢棄物減量及尋找回收再利用廠商，以提升

回收再利用率。

4.環保支出

本公司2014年及截至本報告書經第三

方查證完成日止，並無任何因汙染環境所受

損失及處分。另外在環境保護之管理與投資

汙染防制設施之改善仍持續努力進行，除了

既有設備落實日常維護管理外，仍持續擴充

採購特殊化學物質、廢水、廢氣等相關防治

設備以及局部排氣處理等項目，投資總金額

約163百萬元。

綠色產品管理

世界先進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於

有害物質的減量、排除及禁用作業，建構綠

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生產、以及綠色服

務相關管理系統，為提供無有害物質的產品

為目標而努力。

1.生產綠色產品

世界先進依據國際法規對產品有害物質

之要求，建立QC080000產品有害物質管理

系統，亦定期蒐集國際主要環境法規，以掌

握國際最新環保趨勢，確保晶圓製造及外包

之後段製程產品均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有

害物質之相關要求。同時為展現世界先進生

產綠色產品的結果，公司定期進行晶圓之綠

色產品檢測，檢測結果皆符合國際法規對產

品有害物質之要求。

2012~2014環保投資金額

單位:仟元

年度 2012 2013 2014

分類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小計 91,138 83,009 105,464 170,178 125,380 38,023

總金額 174,147 275,642 16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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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綠色供應鏈

世界先進對上游供應商及下游後段協力

廠商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系統，藉由與供應

商及外包協力廠商的配合合作，共同善盡企

業的社會責任，提供低毒性、低汙染且符合

國際法規的產品給予客戶，降低對於環境或

人體的危害。

3.客戶需求服務

隨著綠色產品之國際意識逐漸提高，客

戶需求數量也日益增多，除了綠色產品相關

的服務外，服務類別亦包含環安衛管理系

統、營運持續計畫(BCP)、衝突礦產、企業

社會責任(CSR, EICC)等。

員工與社會參與

幸福職場

1.穩定健康的人力結構

世界先進自成立以來，一直以來皆視

「人才」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並致力營造

一個具挑戰性、可以持續學習又有樂趣的工

作環境，吸引各領域的優秀專業人才加入，

使公司成為多元、創新且具穩定成長之企

業。至2014年年底，員工總人數為4,985人。

在過去三年，離職率皆維持在7.5%到9.5%之

間，屬相對穩定健康狀況。公司近幾年度並

無因重大營運變化而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

2.志同道合的人才招募與拓展

世界先進透過公平、公開之招募管道，

尋找志同道合的人才，不論種族、性別、年

紀、宗教、國籍或政黨均平等對待，惟才適

用，無僱傭歧視。另外用人首重品格與才

能，必須符合公司四大核心職能，誠信、客

戶導向、價值導向及承諾。2014年7月，因

公司應業務成長需求，購入南亞科技所擁有

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八吋晶圓廠房及承接勝

普電子之機器設備，取得擴充產能及成長的

機會，截至2014年底員工人數較2013年同

期增加28.7%。

3.具競爭力的員工薪酬與福利

世界先進視「股東與員工同是公司重要

的組成份子」，並致力於讓股東對公司的投

資得到平均水準以上的報酬，同時提供給員

工一個在同業平均水準以上的福利。薪酬制

度上，公司每年積極參與薪資調查，確保整

體薪酬制度之競爭力。福利制度上，公司提

供優於勞基法的休假制度，以及各式福利措

施。保險上，公司依法為每位員工投保勞工

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符合社會法令保障員

工基本權益。此外，每一位員工自報到日當

天起，即加入公司免費高額度保障之團體綜

合保險，涵蓋對象包括同仁、配偶、子女及

父母，涵蓋範圍包括壽險、意外險、醫療

險、癌症險及旅遊平安保險。

4.全方位的人力發展及培育

公司為因應產業技術快速變遷，持續推

動績效導向的管理並且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

資源，藉以提升員工才能發展以達成公司共

同目標。

2014年度，世界先進內部訓練總時數

達126,531小時，總參訓人次達103,079人
次，訓練總經費約為760萬元。以每位同

仁之平均訓練花費為例，2012年之每位同

仁平均訓練花費為723元，2013年提升至

1,294元，至2014年提升為1,535元，逐年提

升之訓練金額顯示出世界先進對於人才培育

的發展與重視。

以員工平均受訓時數為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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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均每位員工所接受的訓練時數為25.5
小時，女性員工之參訓時數比例亦由2012
年之16.78%，提升至2014年29.72%，顯示

公司注重兩性均等且平權之教育訓練。另，

以間接人員及直接人員來區分，2014年度

間接人員的平均訓練時數為44.8小時，直接

人員的平均受訓時數為9.4小時。

員工身心健康及照護

1.高規格的主動健康服務

世界先進自2009年起，聘請專科醫師

到廠服務、每月開設10個診次，提供健康

諮詢、看診服務、傷病員工復工配工協助。

公司同時購置醫療超音波影像儀器，提供同

仁高品質健康檢查服務，並定期推出優惠健

康檢查專案，協助同仁不需奔波醫院就能維

護自身健康。

歷年門診使用人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人次 779 556 623

2.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公司依法訓練員工擁有急救能力並取得

證照，而且設置人數高於法規要求(公司應

設置約100人，目前廠內共205名合格急救人

員)。在訓練方面，除法規規定之每三年急救

人員複訓課程(2013年度，訓練完成率100%)，

為提升急救人員應變能力，另於每年部門緊

急應變演練時安排急救人員進行CPR、傷口

包紮及骨折固定等強化同仁應變能力。

3.工作生活都便利

世界先進有環境優美、挑高設計的員工

餐廳，提供衛生營養之自助餐點、台灣小

吃、優質健康餐、精緻麵食、健康素食、現

作早餐等；由專業營養師負責廠內菜單設

計、規劃，且所有廚務人員皆接受相關衛生

教育訓練，全面照顧同仁的飲食安全與健

康。公司內設有24小時便利商店，各項商

品皆享折扣購買價，另外，每周固定時段

銀行、保險公司駐廠服務，24小時服務的

ATM及補摺機，讓同仁在公司就可以輕鬆

處理生活大小事。

4.專業的身心照護方案

公司整合員工多項需求，成立專責窗口

與專線，建構員工協助方案(EAP)，包含:
醫療、法律、性騷擾防治、心理諮商、人性

化對待等，提供工作、生活與健康層面的服

務。2012年起開始提供上述各項議題的專

業諮詢，並採取主動宣導，辦理說明會，

讓同仁了解與利用。2014年使用人次為92
件，顯示同仁在工作、生活與健康等層面之

服務需求。

員工參與及溝通管道

世界先進深信「讓暢通的溝通成為凝聚

公司的力量」，所以致力於營造開放且透明

的溝通管道，以促進勞資和諧，共創公司與

員工的雙贏，因此內部提供多元的溝通管

道，包含勞資會議、員工意見反映管道、員

工協助方案、各階層主管與員工的溝通會、

員工工作幸福問卷調查。

工作與生活平衡

1.打造幸福職場

「健康的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

打造幸福健康職場，營造工作與生活平衡是

世界先進重視員工健康資產的積極作為。持

續推動職場健康營造之努力，更獲得政府單

位歷年來多項績優認證。2014年再獲得職場

健康操~最佳團隊獎與幸福企業獎，為世界先

進持續打造幸福健康職場給予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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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福利照顧

公司為照應員工日常生活，不僅提供

婚、喪、生育及四節補助等各項辦法外，更

擁有整潔優美的工作環境，設置多樣豐富的

休閒設施(如籃球場、健身房、休閒中心、

韻律教室、KTV室及員工休息室)；舉辦家

庭日、戶外踏青、廠區路跑及各項球類競賽

等多采多姿的康樂休閒活動，讓員工在工作

之餘得以舒展身心，一解工作忙碌與緊張，

使生活更充實與恬適。

3.平衡家庭與工作

世界先進員工若因年幼子女照顧因素必

須休長假，除了在員工手冊、人事規章載明

申請方式外，公司亦提供諮詢窗口，協助員

工依循「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育嬰留職停

薪實施辦法」來辦理。2014年度共有56位
同仁提出申請，並全數核准通過，而2014
年間共有42位員工於育嬰留停結束後回任，

復職率為57.5%；另外，2013年育嬰留停後

復職且留任一年以上之留任率則為86.7%。

職業健康與安全衛生

1.防疫管理

面對新興傳染病的潛在威脅，世界先進

公司擬訂「VIS防疫作業指導辦法」，當有

任何傳染疾病開始於全球顯著流行或季節性

流感，即追蹤疫情發展，依據疫情等級規畫

與啟動階段性任務並進行防疫物資整備。

2.疾病高風險員工之管理

世界先進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

提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於員工受僱或變更

作業時提供特殊體格檢查，每年亦進行特殊

健康檢查、執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針對體

檢結果為二級以上之員工，醫務室會安排同

仁親洽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門診諮詢，評估工

作性質、生活習慣、家族病史等相關因素，

提供員工及公司相關改善建議，並定期追蹤

同仁健康情形。醫務室另將體檢結果屬於代

謝症候群之員工納入健康關懷及追蹤群組，

鼓勵同仁定期追蹤自身健康狀況及積極參與

健康促進社團及活動。2014年無任何員工

罹患職業病。

為提供同仁更安全工作環境，提高員工

重大意外或急症發生時之救活率，公司設有

自動體外電擊器(AED)，並已完成醫務室

護理師、緊急應變中心(ERC)同仁、晶圓

廠入口保全人員、公司大門口警衛人員等

AED操作訓練，並列入緊急應變時急救組

同仁的必備技能。

3.失能傷害統計

2014年度世界先進同仁受傷失能件數共

二件(失能傷害係由專業醫師依據法規判定；

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係為公司內員工因受傷

害導致暫時或永久不能恢復工作之日數總

和)，失能傷害頻率為0.21，失能傷害嚴重率為

1，無任何因工死亡案件。公司持續強化同仁

危害認知能力，鼓勵線上同仁協助即時反應

不安全環境及持續改善，讓所有同仁均可在

安全無虞的環境下工作，並與公司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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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失能傷害件數 2 5 1 4 2
失能傷害頻率
註1 0.27 0.66 0.14 0.52 0.21

失能傷害嚴重
率註2 4 6 8 2 1

總合傷害指數
註3 0.03 0.06 0.03 0.03 0.02

註1： 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次數／總歷經工時)
x1,000,000。

註2： 失能傷害嚴重率=(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總歷經
工時)x1,000,000。

註3： 總合傷害指數=√(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
率/1000)。

社會參與

1.慈善公益

本公司積極參與社區與公益活動，持

續關懷照顧社區弱勢族群，並以具體行動回

饋社會。公司於2014年年初尾牙及家庭日活

動，特別邀請仁愛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

心及仁愛啟智中心等200位身心障礙朋友一

起同樂，並愛心捐款新台幣合計30萬元整，贊

助仁愛身心障礙朋友各項學習及復健經費。

為促進社會祥和發展，2014年公司規

劃贊助新台幣貳佰萬元予竹科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的明天、明天的台灣」廣播節目

製作，於2015年1月起開始播放，依當前的

全球趨勢與聽眾一同探討關照台灣的教育、

人才、社會民生、能源環境等議題。

2014年總經理方略與仁愛基金會尾牙同樂

2.志工服務

除企業贊助外，公司員工平日即積極參

與捐贈物資及書籍行動，將募集物資贈與老

人院、育幼院以及偏遠地區學童。此外公司

員工及其眷屬於2006年起開始組成志工服

務團隊，每年持續於周末假日主動排班至台

中科學博物館擔任導覽志工，為民眾解說積

體電路的知識與應用，2014年共計有265服
務人次完成科博館值勤；除了導覽志工外，

並推廣社區志工服務，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之精神，於周末假日至新竹榮民之家，服

務榮家老人；以及至德蘭兒童中心及偏遠學

校，陪伴學童讀書，付出愛心。社區志工執

勤非常踴躍，2014年共計有350服務人次完

成社區服務活動。

公司志工擔任台中科博館導覽服務

3.環安衛教育推廣

世界先進積極參與由園區管理局主辦的

年度工安環保月，展現對社區的回饋，辦理

環安衛相關活動，例如2014年辦理防災安

全設施體驗活動，藉由教育訓練以提升園區

廠商緊急應變能力，降低事故災害發生之嚴

重性，並期望災害發生時能於最短時間內控

制災情，降低災害影響，並做好災後復原工

作，以確保人員生命、環境及財產之安全。

公司多年來除致力於環安衛工作的持

續改善，2014年公司有別以往，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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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門、走入人群」，我們希望將公司

在環安衛經年累月的經驗，分享給我們的下

一代，因此我們選擇鄰近的龍山國小，並為

二年級的小朋友準備一系列有趣的環保小遊

戲，我們很幸運有數位有愛心的志工加入我

們這次活動，我們並扮演水果叔叔阿姨，與

小朋友拉近彼此距離。我們所準備的活動內

容包括「環保小學堂」:介紹環保小常識，

並舉手搶答、「資源特攻隊」：將資源物放

進正確的回收袋，及「拼圖比賽」：團隊合

作完成36片的焚化爐處理流程拼圖，讓孩

子們在快樂的氣氛中輕鬆學習。

過程中看見孩子們竭力的展現團隊合

作，歡笑聲不斷，小朋友們並於活動結束後

踴躍的給予我們工作人員溫暖真摯的回饋，

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寫到：「今天水果阿姨和

叔叔們能來二年七班辦活動，我真的很開

心，這次的活動讓我學到要省電、省水、做

好分類，讓我學到很多有意義的事，謝謝各

位水果阿姨和叔叔們。ILoveYou」這些點

點滴滴都讓我們感動不已。學校校長、主任

及班級導師也給予公司回饋社會的環保教育

活動高度肯定，並希望我們能接續辦理。

(資料來源：2014世界先進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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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愛地球 扎根校園

世界先進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議題，致力

減緩氣候變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從企業

本身做起，將環境資源及綠色環保觀念推廣

至校園，教育工作向下扎根。並長期致力於

照顧弱勢族群，秉持社會人文關懷為基礎之

經營理念，竹科工程師化身為愛心志工組成

跨部門團隊，以具體行動回饋社會，將社會

正向能量傳播出去，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竹科工程師 化身愛心志工

溫室效應引發氣候異常及國際油價高

漲，世界先進苦思如何為地球環保節能盡一

分力量，2014年自願性加入國際碳揭露專

案平台，積極推動各項節能措施，從廠務節

能著手，進行電力系統評估裝設變頻系統、

冰水空調系統最佳化、冷熱廢棄回收、辦公

區照明最佳化、中午休息時間關燈、下班後

電腦關機等等。

為達成全氟化物減量目標，世界先進於

2007年提出「PFC排放減量暨局部廢棄處

理設備更新三年計畫」，於2011年達成全

氟化物承諾減量目標，在2010年至2014年
氟化物減量為9.86至13.26萬噸CO2e，成為

真正兼顧晶圓代工與環保先進公司。

藉由多項節能方案持續進行與全氟化物

高效率廢棄處理設備導入，2014年世界先

進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406,746公噸CO2e，

單位晶圓面積排放二氧化碳量自2010年
0.983公斤CO2e/cm2下降至2014年0.65公斤

CO2e/cm2，成效斐然。另外，半導體製程

廢水回收率86%以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

維持95%以上(一廠及二廠)。

宣導環保 廁所張貼節能小常識

世界先進每年訂定節能目標，從廠區至

辦公室進行系統分析，製程設備真空泵浦改

用變頻控制、照明改用LED節能及停車場

智慧照明等節能改善；另外，由團隊發想議

題，在廁所張貼環保節能小常識，生活小細

節中潛移默化一點一點累積節能環保觀念。

廠區環保宣導海報，更邀請員工家屬小

朋友用可愛溫馨繪畫方式，柔性訴求宣導環

保節能。2013年舉辦員工眷屬家庭日一日

旅遊，不忘訴求環保節能觀念，環保主題園

遊會甚至無環境汙染遊戲道具，以實際行動

愛護地球。

世界先進CSR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

會，每季請各單位集思廣益從環保節能減

碳、工安、社會參與等各個層面開會討論，

除了將環安教育在企業內部推廣，更匯集專

業技能知識，結合企業與員工的力量，將環

安教育推廣到竹科附近鄰里校園中，從小學

出發、教育向下扎根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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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贊助竹科廣播「台灣的明天、

明天的台灣」廣播節目製作，依當前的全球

趨勢與聽眾一同探討關照台灣的教育、人

才、社會民生、能源環境等議題。

環安教育 推廣到鄰里小學

2014年一群愛心志工向委員會提出，

環安教育應該走出家門、推廣到鄰里小學想

法，獲得委員會的大力支持，進而選擇從竹

科附近龍山國小二年級小朋友開始做起。

愛心志工葡萄姊姊說，一開始有點擔心

小朋友年紀太小，是否會帶動不起來，不過

後來發現顧慮是多餘，我們用心籌劃環保議

題：「環保小學堂」、「資源特攻隊」、

「環保拼圖比賽」等小遊戲，小朋友非常熱

情參與，最後太過激烈，還需班導師維持秩

序，志工們也很融入於小朋友互動當中，事

後龍山國小老師主動聯繫我們，希望還能再

辦活動。

過程中看見孩子們竭力的展現團隊合

作，歡笑聲不斷，小朋友們並於活動結束後

踴躍的給予我們工作人員溫暖真摯的回饋，

其中一個小朋友寫到：「今天水果阿姨和叔

叔們能來二年七班辦活動，我真的很開心，

這次活動讓我學到省電、省水、做好分類，

讓我學到很多有意義的事，謝謝各位水果阿

姨和叔叔們，I Love you！」。

2015年以消防觀念為主題，與建功國

小六年級生互動的籌畫過程中，小朋友對於

消防主題很有想法，主動希望瞭解八仙塵

爆，後又想知道天津大爆炸。她表示，我們

感受到「走出家門、走入人群」已經得到回

饋，當小朋友主動釋出求知的慾望，付出是

有人在期待時，讓我們很感動，也是驅使我

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來源。

此外，在2013年歲末年終尾牙，世界

先進氛圍不同於其他企業，熱鬧之餘，多了

一份溫馨喜悅氣氛。舞台上沒有星光閃閃的

大明星表演，也沒有超大獎金摸彩活動，取

而代之，是員工自發性排練表演節目，及台

下來自於仁愛啟智中心身心障礙學童與世界

先進員工用餐同樂，交織出溫馨祥和的畫

面。

來自仁愛啟智中心的學童，多為社會弱

勢族群，除了豐盛餐餚填飽口腹，更需要的

是外界給予溫暖、關懷與接納，藉著大哥

哥、姊姊陪伴用餐與逗趣表演節目，他們的

心靈更願意向外敞開，並期待來年快點再見

到大哥哥、姊姊的表演。

世界先進歲末尾牙經費做了更有意義運

用，所成立CSR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制

訂政策，凝聚各方資源，積極結合企業與員

工力量照顧弱勢團體，協助院方募款、贊助

復健與營運經費。

員工家庭日 結合愛心公益活動

此外，由於偏鄉教育資源較貧乏，世界

先進將觸角延伸至偏鄉山區，志工社同仁帶

泰雅學堂小朋友到故宮博物院一日遊，在故

宮講解中華文物給小朋友聽，帶給泰雅學堂

小朋友與師長愉快難忘的回憶。 未來志工

社將規劃於假日前往新竹尖石山區泰雅部落

擔任志工老師，與小朋友建立深厚友誼。

由於小朋友反應熱烈，2015年世界先

進員工家庭日特別與愛心公益活動結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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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邀請小朋友來到六福村與員工眷屬一起參

加園遊會，並舉行小朋友心願卡認養活動，

將愛心與環保結合一起，其中愛心大使帶小

朋友遊園，歡度快樂時光。

世界先進志工姊姊表示，此次請100多
位泰雅族原住民小朋友寫下心願卡，小朋友

的心願都很小，有的是想換破舊書包、有的

想要手錶上課不會遲到或書籍等等，大人出

一點點心力，就可以滿足小朋友小小願望，

尤其心願達成時，小朋友天使般的燦爛笑

容，是任何金錢都買不到的愛與喜悅。因

此，心願卡名額一公布，隔日立即被同仁秒

殺認養。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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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德

總論

企業社會責任已是當今企業維持永續競

爭力的必要條件之一，普萊德科技專注網路

通訊的研發與行銷之外，致力於經營運作中

貫徹社會責任，塑造誠信、承諾、環保的企

業文化，穩健維持良好公司治理，打穩永續

企業發展的根基。

普萊德科技自1993年成立以來，持續

研發IP網通技術應用，快速掌握資訊科技趨

勢與全球市場變化，兼顧環保減碳要求，秉

持綠能產品開發原則，發展全系列高品質、

高附加價值、具節能效益之網通設備和解決

方案，滿足各產業網路建設以及各式聯網應

用(如物聯網、車聯網、工業聯網等)需求。

也因此，普萊德研發創新表現連續第11年
再獲《台灣精品獎》肯定，五項創新精品榮

獲2015年《第二十三屆台灣精品獎》。

另一方面，普萊德相當重視合作供應商

之CSR理念與作為，透過「供應商/合作夥

伴CSR管理規範」，執行綠色採購，確保

供應端物料之取得和生產符合國際環保法規

和人權公約。此外，普萊德內部持續提升辦

公環境之綠化節能和資源回收再利用效益，

更帶領員工關注生態環保，同仁集體認養翡

翠水庫上游坪林有機茶園的行動已邁入第五

個年頭，雖然只是有機茶園認養的其中一股

力量，我們很高興看到坪林有機茶園種植面

積從2010年的1公頃擴大到2014年的38.5公
頃，翡翠水庫生態亦得以健康發展，共同挹

注大台北地區乾淨水資源更多的希望，普萊

德未來仍將繼續為維護地球環境生態而努

力。

在社會參與方面，普萊德長期投入「學

習弱勢兒童」之教育和關懷，推行「弱勢兒

童補救教學/心理輔導」計畫，以企業管理

精神整合學校、師資人力、心理師及社區志

工資源，充分運用群體力量各出其力，有策

略地制度化執行「弱勢教育」。十年以來，

合作之中小學和機構已累計到16所，輔導

超過5,300人次學童，帶給學習落後和遲緩

的弱勢學生多一份愛、關懷與學習成長的機

會，亦期望透過這項教育計畫達到家庭、學

校、社會三贏之局。

最後，感謝多年來所有同仁、全球客

戶、經銷商、供應商夥伴、以及投資人的支

持，普萊德科技投入社會責任的努力，在

2014年連八年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

民獎》，獲頒中堅企業組第二名，也是唯一

連續八年獲獎之上櫃企業，這份榮耀實屬難

得，更激勵我們以踏實的心態，以更大的熱

情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公司各項經營指

標，達到員工、股東、客戶、廠商滿意，追

求卓越，創造企業永續競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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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得獎紀錄

2010年起連五年榮獲上市上櫃公司資

訊揭露評鑑「A」等級榮譽。

2014年連續第八年榮獲天下雜誌《天

下企業公民獎》，獲頒中堅企業組第二名，

且是唯一中堅企業連續八年入列天下企業

公民獎，被譽為『天下CSR 12常青樹』之

一。

2012年榮獲首屆《新北市卓越企業獎

─社會責任獎》。

連續二年獲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

獎》，2010年榮獲上櫃企業組首獎─五星

獎。

2011年入圍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

獎》教育推廣類創新CSR方案前六名，為唯

一之上櫃企業獲選。

普萊德概況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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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of IP Innovation」，彰顯

PLANET發展的產品與技術核心，皆以

IP(Internet Protoc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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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普萊德科技提供高階、高品質及高附加

價值的網路通訊全系列產品，從進軍高品質

的歐洲市場為品牌鋪路，打下了高度的國際

知名度，行銷網絡至今已擴及全球五大洲

140餘國，與世界各地的經銷商建立綿密而

長久的夥伴關係。PLANET產品屢獲全球

各國政府、國防、企業、教育、金融、醫療

等機構的採用與肯定，例如2010年智利礦

工救援行動、全亞洲半島酒店體系、馬來西

亞吉隆坡機場、英國學校與體育界及各地政

府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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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公司治

理、企業承諾、環保、社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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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經營效益。

品牌經營理念

普萊德科技秉持誠信、創新、品質、效

率的理念，健全公司治理和CSR，專注研發

創新與品質提升、掌握國際品牌行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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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溝通

普萊德科技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投

資人、客戶/經銷商、供應商、政府機關、

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等等，普萊德依據各單位

所執掌業務鑑別常與其接觸或影響之相關利

害關係人，透過電話、Email、問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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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不同溝通管道收集利害關係人回饋的資訊

與關心的議題，經過內部溝通協調及管理階

層整合評估，針對不同利害關係人所關心議

題之重要性與對公司的衝擊程度，決定出實

質性重要關切議題。接著針對各利害關係人

重要關切議題之優先性予以回應，並透過適

當管道進一步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

需求，妥適回應其關切之重要議題。

永續企業的承諾

普萊德科技秉持誠信經營的理念，專注

網通核心業務之外，將社會責任納入核心事

業策略中，凝聚企業核心價值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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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維持良好企

業體質，提升品牌價值，永續企業發展。

普萊德科技以策略性、長期性的作法，

落實社會責任。從企業創新核心能力出發，

選定環保與社會公益特定議題，以具完整

性與創新性的CSR機制，結合社會多方資

源，長期投入，期使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影

響力達到廣度與深度，隨著新議題和趨勢之

演變，逐步提升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層次，

達到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社會等利

害關係人滿意。

CSR政策

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發展不可或缺的一

部份，普萊德科技堅信唯有對社會多元負責

的企業，才能獲得客戶肯定，永續發展。在

追求企業經營利潤的同時，對所有利害關係

人負責，顧及股東、員工、社會和環境等利

益。普萊德依據CSR發展藍圖，訂定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

• 落實健全公司治理
制定企業倫理與道德規範、董事會的獨立

性、資訊即時透明揭露、維護股東權益、

實行公平競爭、保障勞動人權等。

• 積極實現企業承諾
對客戶及供應商的承諾、對員工的培育照

顧、對創新研發的投入。

• 保護環境，再生永續
推動環保回收再利用、節能減碳、綠能產

品開發、綠色製程等。

• 投入社會參與，發揮長期影響力
運用企業核心職能，實踐社會參與，發揮

長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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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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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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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執行CSR政策與落實企業承諾，內

化CSR為企業的DNA，塑造誠信、承諾、

環保的企業文化。

企業誠信

道德與價值觀

企業倫理

風險控管

資訊透明

社會責任

員工照顧 企業承諾

公司治理

顧客滿意

維護股東權益

綠色開發
•設計、採購、製程、包裝、運輸

綠色行動
•生活環保、生態環保、心靈環保

社會參與
•志工推動、深入社會議題

彈性工時方案

員工急難救助

�員工子女教育輔

助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架構

普萊德科技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為普萊德最高階領導企業社

會責任發展之組織，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目標和永續發展方向之擬定，並定期檢視

目標達成度和績效。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下設有「公司治理小組」、「綠能產品小

組」、「環保推動小組」、以及「社會參與

小組」，以落實普萊德科技對健全公司治

理、環境保護、社會關懷之參與和各利害關

係人之承諾，邁向企業永續發展，善盡企業

公民之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普萊德科技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向投資股東與社會大眾公開呈現普萊德

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策略、政策、目標、措施

與績效，以及持續落實永續發展的努力與決

心。報告書毎年定期發行，並以電子版本公

告於普萊德網站，以落實無紙化環保，本報

告書於2015年6月發行，最近版本的報告書

於2014年6月發行。

網址：www.planet.com.tw/tw/csr/
report_download.php

報告期間與範圍

本報告書揭露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
12月31日期間，普萊德科技在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參與之作法與

績效，本報告書揭露的各項資訊和數據來自

普萊德自行統計，惟財務數據則引用經會計

師簽證後之公開財務報告，部分事件或數據

說明回溯至以往年度，以茲參照，內容範圍

以普萊德所在之台灣地區為主。

報告書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的內容界定經由普萊德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討論決定，依循全球永續性報

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最
新公布的GRI G4綱領之「核心要求」標準

進行報告，訂出與公司營運價值鏈相關的各

個重大具實質性的考量面，並納入利害關係

人的意見，從而判斷出每一個考量面的邊

界，全文最後並提供GRI G4指標對照表以

茲索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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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營運及財務管理，恪遵法律與規

範，使公司穩健成長。普萊德依據「上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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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理守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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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2年相繼

通過CG6004、CG6005、CG6007通用版公司

治理制度評量認證，2010~2014連續五年獲

證基會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級榮譽。

普萊德將持續嚴格遵守以下原則完善公

司治理制度，落實公司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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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績效

普萊德財務狀況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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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德自2012年起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董事會

普萊德董事會成員共計五名，包括二名

獨立董事、一名非參與營運董事以及二名營

運董事，其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管理階

層、負責公司整體的營運狀況、致力於股東

權益極大化，並向股東會負責，確保依照法

令、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執行。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2014年共

召開九次董事會。董事長陳清港兼任普萊德

CEO，帶領公司維持良好企業體質，穩健

營運。經營階層與董事會之間維持良好溝

通，致力執行董事會之策略指導與業務營

運，為全體股東創造最大利益。

薪酬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健全普萊德董事、監

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普萊德成立

「薪資報酬委員會」，訂定並定期檢討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

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薪資報酬委員

會」由二位獨立董事及一位非參與營運董事

組成，並由委員推舉一位獨立董事為會議

召集人及主席，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

2014年共召開三次薪資報酬委員會會議。

確保管理紀律 

薪酬委員會

監　察　人

股　東　會

內部稽核

董　事　會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

公司治理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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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公司治理，普萊德陸續訂定各類

管理制度，確保管理階層之紀律。

一、「誠信經營守則」。

二、「董事、監察人暨經理人道德行為

準則」。

三、「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四、「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五、「重大資訊處理管理辦法」。

六、「董事、監察人績效考核辦法」。

七、「董事會績效考核辦法」。

八、「防範內線交易作業程序」。

九、「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風險管理

為有效控制企業風險，永續營運，普萊

德設有「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

細則」及「風險管理辦法」，其修訂均需經

董事會決議，內部並設置稽核室，直接對董

事會負責，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監督內部

各項制度及流程，確實執行年度稽核計畫，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財務報導之可

靠性以及相關法令之遵循外，並能夠適時提

供改善之建議，以使公司內部制度得以有效

實施，落實監督機制及控管各項風險管理之

執行。

監察人定期每月審核公司內稽報告，與

管理階層、內稽人員、簽證會計師有良好之

互動；普萊德網站投資人專區設有監察人信

箱，便利股東、公司員工與監察人直接聯繫

進行任何形式之溝通。

普萊德依據內控制度加強企業風險之管

理，以三層級機制執行風險控管，控管程序

包括風險偵測、評估、報告及處理。如下表：

員工道德及保密行為

普萊德以誠信經營為首要準則，制定從

業工作規則、道德倫理及保密行為規範，包

括「誠信經營守則」、「企業倫理與道德規

範」、「部門道德行為規範」、「保密行為

規範」、「資訊安全規範」等等，強化從業

道德行為標準，所有員工在進行各項公司業

務或活動時，應遵守所有法律、法規及公司

內部規章辦法，嚴守商業與社會道德與保密

規範，預防產生影響公司信譽的行為，共同

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

保障股東權益

普萊德除創造營利績效保障債權人權

益外，為達保證投資人權益，落實公司治

理，普萊德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

第三層級第二層級風險控管層級

執行單位

控管責任

第一層級

● 主辦單位
● 承辦人員

● 總經理　
● 副總經理
● 營運長　
● 技術長　
● 財務長　

● 董監事
● 稽核室

稽核人員對風險
之檢查、評估、
改善追蹤，並報
告予董事會及監
察人審議

決策可行性及
各種風險之評估

作業的最初風險偵
測、評估及管控考
量設計與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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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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萊德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

區，提供投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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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訂定有投資人關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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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夥伴關係

誠信、正直是普萊德選擇供應商的首要

條件，並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普萊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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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合作夥伴CSR管理規範」如

下：

• 供應商產品需採用無鉛製程

• 產品設計需符合環保節能原則

• 產品未使用危害性物質

•  產品符合歐盟RoHS、REACH、WEEE規
範、EuP指令

• 新委外加工廠需具備ISO 14001認證

• 委外加工廠工作場域需符合安全規範

•  供應商不使用任何非法勞工(保障合法勞

工)及童工

•  供應商原物料不使用來自剛果周邊國家之

衝突礦石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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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德向來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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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永續

環保政策

對環境的保護是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的一

環，普萊德將環保觀念納入企業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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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認證

經過全員對公司環境保護的努力，

2014年11月以零缺失通過「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定期審查，落實整體環

保品質系統運作。並對所有供應商進行ISO 
14001環保系統宣示，確保供應鏈符合環境

管理法規要求。

綠能產品開發

普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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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供應鏈管理

為確保普萊德之產品符合環保節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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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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綠色

產品環保保證。

環保教育推廣與執行

普萊德透過系統化的組織與教育訓練，

來執行環保教育、環保行動、身心靈健康講

座等等，拓展環保行動的深度與廣度，帶動

全體員工參與環保的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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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高效能LED燈管取代普通LED燈管和傳

統日光燈管，照明迴路調整，確保照明充

足並兼顧節能。

2. 配合調整燈具位置與遮陽簾之角度改變遮

蔽率，更進一步減少燈具耗電量並有效

減少陽光熱能進入室內，減少空調系統負

擔，減低空調耗能。

3. 舉辦「PLANET全員節電抗漲大運動」，

透過節能減碳競賽，激盪節能妙方與節能

行動，帶動內部提升環保成效。近年節省

電力成效如下：

4. 設置樂活健康走廊，鼓勵員工實踐綠色行

動，辦公室樓層之間往來走樓梯代替搭電

產品設計

ErP, RoHS,
REACH
環保包材

採購管理

無鉛元件

綠色採購

供應商CSR管理

技術研發

節能晶片

運輸

減碳運輸

製造生產

無鉛製程

回收循環利用

WEEE規範

廢棄物回收

綠能產品開發

年度單位面積用電降低成效

年度 2013 2014 

公司總坪數 1,737.41 1,914.57

總用電度數 307,192.00 306,181.00

每坪年度用電度數 180.03 159.92

年度單位面積

用電降低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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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達到節能減碳，兼顧健康。

5. 資源分類回收：設置資源回收區，全員進

行資源回收，垃圾分類訓練，於工作、生

活中實際行動幫助回收可再利用資源，保

護環境，保護大地。

6. 持續導入電子簽核和e化流程，減廢節

能：將所有簽核流程陸續改進為系統化簽

核，而尚未完成電子簽核之流程/表單，

逐步改為email方式簽核，減少紙張列

印、文具用品使用量和文件傳遞能源消

耗，因此，2014年度文件裝箱廢毀量較前

一年減量20%，成效可觀。

7. 事業廢棄物清運：每月向新北市政府進行

申報，每年並進行事業廢棄物清運及廢

毀，由於增加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比

例，2014年無需要清運之事業廢棄物。

8. 設立藥品、廢電池回收站，減少藥品、廢

電池隨手丟棄，造成環境汙染之機會。

• 其他綠色環保行動：

「創造辦公室樂活綠空間」：增加辦公

室植栽綠化，降低碳排放量，營造環保健康

的辦公環境。

「認養坪林有機茶園」：認養翡翠水庫

上游坪林有機茶園，支持有機農業，愛護翡

翠水庫水源地乾淨水資源。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照護

公司甚為重視員工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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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概況

至2014年底，普萊德員工數為139人，

平均年齡36.4歲，聘用員工皆為台灣地區本

國籍人士，且全數為普萊德自行聘用之正式

員工，禁用任何非法勞工、童工、或其他違

反法律規定之勞力。

僱用多樣性

重視兩性平權：普萊德積極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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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總員工數139人之中，主管

占33人，其中女性主管占52%，比例高於男

性主管。

保障身心障礙員工權利

徵聘時，有符合工作人力需求之身心障

礙人士即優先錄用，2014年聘用身心障礙

員工占總員工數1%，符合政府之規定。不

分種族，平等僱用，從無歧視僱用之案例發

生。

員工薪酬

普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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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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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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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育與人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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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聘請業界學者專家及內部講師講授

之外，普萊德自2011年成立「PLANET e學
院」創新e-Learning學習平台，增加員工線

上學習管道及資源分享。毎項教育訓練後透

過滿意度調查，了解員工訓練所需並做適當

回應；並將教育訓練課程之綱要與重點精華

放置於公司內部共享平台，以達資訊共享

及傳承之效。2014年全體員工訓練總時數

2,366小時，平均每人受訓時數約17小時。

員工福利

普萊德具有完善的福利制度照顧員工，

吸引及激勵人才留任。

基本福利： 勞健保、教育訓練、年終獎金、

團體保險、健康檢查獎金/禮金/
補助：員工分紅、績效獎金、三

節禮金、生日禮金、婚喪喜慶補

助、員工子女教育補助、員工急

難補助

休閒福利： 員工旅遊、社團補助、文康休閒

活動

特殊假：育嬰假/產假/陪產假、志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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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科技推行以下全面關懷措施，塑造關懷、

樂活、健康、環保之人文職場。

普萊德毎年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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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同仁將綠色生活帶入日常食衣住行中，

不只針對外在環境落實環保，也一起綠化內

在心靈，良性循環打造一個充滿綠色心靈的

環境。普萊德同時會搭配年度主題，推行

「健康樂活」方案與課程，提供心靈環保、

養生舒壓課程，鼓勵同仁身體力行，確實關

懷員工身心健康及發展空間。

員工關懷

普萊德科技關懷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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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做法包含員

項目 措施

【Be Happy】身心靈環保 心理健康課程、心理諮商輔導、壓力指數診斷

【Be Cultured】人文素養 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各項藝文性社團和活動

【Be Athletic】體能運動 運動型社團及體育競賽

【Be Healthy】健康管理

每年舉辦員工健康檢查及醫療諮詢
贈送「健康管理全書」
設置「健康監測“讚＂」專區
提供「溫暖法寶箱」

【Be Long-Lived!】樂活養生
養生課程、辦公室健康操、有機農場體驗、
按摩小棧、公司內部網站樂活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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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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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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了許多工作環境及員工人身安全保

護相關保護措施：施行ISO 9001品質管理

系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通過「無

菸職場」認證、設置「品保中心」維護環

境、各部門制定執行「環境評估表」、公告

並教育訓練「環境安全相關法規」、實施並

進行管制標示「化學品管制」及「廢錫渣處

理」、實施「實驗室與維修區空氣汙染處

理」、每年定期進行「消防安全演習」與消

防器材檢查、施行「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等。經由各式措施嚴格維護職場安全與

健康環境，普萊德過去一年無工傷事件發

生。

社會參與

普萊德基於取之於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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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化推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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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以下四個面向的教育文化推廣專

案：

面　向 主　題

國中/小弱勢兒童教育 弱勢學生補救教學/心理輔導

大專青年志工教育
�推動大專生參與國際志工服
務
獎助學金

社會生命教育 推廣企業主管生命教育成長

藝文教育
推廣民俗文化教育
好歌傳唱─送好歌到校園

公益信託普萊德教育基金的運作融入企

業管理能力，建立推動執行標準，策略地、

有效地執行。運作十年以來，曾贊助新北

市、台北市多間學校之學生教育補助、學術

單位之學術研究和社會慈善文化補助，包括

弱勢教育課輔及心理輔導、獎學金、社團贊

助、校舍捐款等。以弱勢教育課輔及心理

輔導為例，參與之國中小和單位累計已16
所，課業與心理輔導活動的學生累計5,656
人次，參與成長團體活動之成人共1,073人
次，合計曾贊助輔導6,729人次。

弱勢兒童補救教學/心理輔導

普萊德科技長期投入「弱勢兒童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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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運用群體之力量各出其力，有策

略地去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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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贏之局。

普萊德科技投入「弱勢兒童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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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導」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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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5年起迄今，普萊德長期投入新

北市新店、三峽、汐止、樹林、台北市木

柵等地區之「弱勢兒童補救教學 /心理輔

導」，參與之學校累計已16所國中小學和

機構，共累計5,656學童人次。

教育有無限的價值，是社會進步的基

石，而社會邊緣社群競爭能力的高低，是社

會整體競爭力重要的一環，我們的輔導計

畫，不僅關注在弱勢孩子的成長與發展，也

著重在社會的希望工程。這套弱勢兒童教育

的運作模式可被綿密的複製，形成更大的效

益，補救教學輔導計畫的推動，就像拋磚引

玉一般，將一顆小石頭投入池中，將會引起

陣陣向上向善漣漪，喚起社會的覺醒，盼望

能以此計畫為一個契機，讓愛與關懷像漣漪

般擴張出去，使更多人一起參與，展現人文

關懷，共同營造一個溫馨和諧的社會氛圍，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是普萊德科技弱勢兒童

補救教學希望促成的永續成果。

飲水思源，喝茶護水源—坪林有機茶園認養

行動

普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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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社區關懷天使擴

大協助社區之學生、

家長及教師

協助弱勢家庭課業落

後學生輔導

培訓輔導志工之專業

技能，提升輔導品質

篩選嚴重落後之學童

進行個別補救

促進家長教育之正確

觀念及調整行為模式

針對情緒障礙導致學

習意願低落之學童進

行心靈輔導

提升教師對學習障礙

學童之教育啟發及同

理心效益

弱勢教育計畫

全方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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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胸襟與氣度。

同時，透過認養支持茶園有機式的栽

種，亦促成以下效益：

• 大台北地區水資源保障

• 健康土壤、健康茶葉、健康茶農

• 茶園、水庫周圍生態豐富多樣性

• 員工對大地生態真誠關注凝聚環保向心力

(資料來源：普萊德科技2014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年　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認養參與率 56% 60% 60% 60% 67%
志工參與率 25% 40% 34% (暫停一次) (暫停一次)

茶農人數 8位 15位 17位 18位 28位
茶園面積 1公頃 5公頃 11.6公頃 14.7公頃 38.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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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網通品牌廠商普萊德一直是企業

社會責任（CSR）的常勝軍，普萊德董事長

兼總經理陳清港認為，在經營運作中貫徹社

會責任，塑造誠信、承諾、環保的企業文化

以及穩健公司治理，是打造永續企業發展的

根基。

普萊德主業為網通產品，在發展產品過

程，除掌握趨勢發展，更兼顧環保減碳秉持

綠能產品訴求，供應商部分則執行綠色採

購，更透過認養翡翠水庫上游坪林有機茶

園，來喚起員工關注生態環保的決心。

砸5,000萬 設教育公益基金

在社會參與，關懷學習弱勢兒童，打造

就教學心理輔導計畫，則是普萊德在企業社

會責任執行過程中最受關注的項目，從出

資、連結學校資源、志工、心理師，投入輔

導等，打造一個有系統的輔導計畫，背後最

大推手之一就是普萊德副總許華玲。

普萊德董事長陳清港是許華玲夫婿，兩

人結緣於大學時山地服務隊，陳清港也相當

支持許華玲的慈善計畫，普萊德上櫃後，兩

人拿出5,000萬資金，成立台灣第一個教育

公益基金「公益信託普萊德教育基金」，許

華玲表示，補救教學跟心理輔導是重點。

11年來，從小學的課後補救教學、社

區關懷天使、心理師到校輔導，到現在有系

統有組織的夜光天使計畫，普萊德輔助超過

5,656人次的學童，陪伴他們走過人格塑造

的關鍵期。

新店中正國小行政主任黃冠穎，原任中

正國小輔導主任，是與普萊德一起打造夜光

天使計劃的合作夥伴。黃冠穎表示，參與夜

光天使的孩子，常常是從一個放棄自己，沒

有學習動機的孩子，但是透過一點一滴改

變，有些孩子已經走在追尋夢想的路上。

國小是人格奠定的關鍵期，但光是要讓

孩子相信老師及願意改變，就是一個難度極

高的，曾經被至親拋棄過的孩子，很難相信

這世界上還有人願意愛他，相信自己的人生

有不同可能。夜光天使計畫努力的目標就在

於讓孩子們還保有對人生的希望，找到興趣

與目標，更重要的是喚起學習動機。

推補救教學 導正偏差行為

透過夜光天使計畫，讓「到處為家的小

祥」、「走出家暴陰影的小博」及「鍾情角

力小宏」都找到人生的興趣、目標與動力。

小祥媽媽因家暴離開，爸爸工作不穩

定，與阿公、阿嬤同住，是隔代教養的小

孩，小祥兩個哥哥比他年紀大很多，家庭功

能不完整，造成哥哥行為偏差，因案進入少

年感化院，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加上家住

得遠，小祥沒有學習動機，沒有模仿典範，

普萊德出動夜光天使 照護弱勢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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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遲到缺課，也讓人擔憂稍不注意，小祥

也可能步上少年感化院的路。

小祥加入夜光天使班後，首先解決晚餐

問題，建立生活常規，後來小祥更愛上夜光

天使班的吉他課，後來甚至為了上課，每天

輪流在不同親戚家的沙發或地板打地鋪睡

覺，避免遲到。

在升上國中前，老師及社工評估後，希

望轉介小祥就讀可以住校的國中班，延續，

原本小祥不願意離開家裡，但參觀學生宿舍

時，小祥特地問了老師：「這個床是每個人

都有的嗎？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床嗎？」原來

小祥從小到大從來沒有自己的床，也讓他決

定努力爭取有限的住校國中班名額。

喚醒學習動機 改變人生

小祥參與夜光天使班的過程，喚起小祥

對於人生的新想望，也帶起他的學習動機，

進入國中後，除樂於上課，更發展出田徑優

勢，屢次在田徑比賽中拿下優異成績，也讓

小祥順利進入高中的體育班就讀。後來離開

少年感化院的哥哥也感嘆地跟小祥說，要好

好跟老師學習。

小博則是單親低收入戶的孩子，媽媽因

為家暴離開，爸爸有躁鬱症的情緒控制問

題，嚴重影響教養孩子跟工作，更曾經因為

爸爸的施暴，小博兩兄弟曾被緊急安置。

小博也因為晚餐不定，學習落後，因此

參加補教學及夜光天使班，讓老師發現小博

問題不大，關鍵是課後的正常生活，參此從

晚餐、課業指導，慢慢讓小博找回學習動

機。

另一方面老師及心理師也與小博爸爸建

立互信，當小博爸爸有情緒問題時，找到抒

發管道，而非以暴力解決問題，讓父子衝突

減少，後來小博也申請住校的國中班，在穩

定的生活及從國小培養的學習動機的激勵

下，小博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更申請上高職

的資訊科。

小宏是原住民孩子，父母親忙於生計，

疏於照料小宏三餐及生活，小宏時常與社區

國中生或中輟生一起遊玩，學習落後，但自

尊心強，時常在學校與同學起衝突，拳頭是

他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

加入補救教學及夜光天使班後，老師發

現小宏其實際善解人意，又渴望被愛，後來

校長引進角力訓練課程，讓夜光天使班的學

生免費加入，小宏的過盛的精力有發洩管

道，更發現小宏在角力運動上的潛力。

角力老師除了給予小宏角力特訓，更成

為他生活上的學習對象，也激發小宏學習目

標，在短短的一年內，靠自己的力量及動

機，考上國中體育班，贏了有多年角力基礎

的其他考生，進入國中後持續住校訓練，陸

續在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及全中運拿到優

異名次，讓小宏從一個只靠拳頭解決事情，

變成把力量用在對的地方的孩子。

董娘「從別人的需求看見自己的角色」

許華玲認為，每個加入補救教學及夜光

天使的孩子，並不是個個都可以馬上看到成

效，但仍相信「千里之路，始於一步」，今

天做了一分有一分，不做就是零分，

在執行過程中，光光要卸下孩子的防備

心，從教室的角落走到中間來參與大家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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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相當困難，志工老師們也時常感到洩

氣。

而往往一學期過去了，最後上課的這

天，天天窩在角落的孩子願意走到教室中

間，參與活動，就是對所有投入的普萊德同

仁、志工老師、心理師等人最大的鼓舞。

許華玲則時常鼓勵大家，投入夜光天使

是播種，也勤於給種子澆水，但不要期望很

快看到成效，這種感覺就是地球持續自轉，

但是大家卻沒有感覺一樣，播種、澆水的過

程，已經把愛放進孩子的心中，希望他們在

心靈上有轉換，從內在改變動機，甚至是要

相信未來還是有機會的。

許華玲也滿心感恩的認為，這些孩子讓

她可以「從別人的需求，看到自己的角色」

也讓自己面對困難，更有勇氣去嘗試。黃冠

穎則認為，只要看到孩子充滿自信的笑臉，

就相信付出是值得。 （黃晶琳）



— 688 —

中強光電

總論

2014年，總體經濟環境呈現溫和成長

走勢，促使產業需求穩健上升，中強光電以

高度彈性的經營模式深化與優質客戶之業

務，在背光模組及教育和企業投影機市場的

穩定成長帶動下，創造近年來最豐碩的成

績。在此，對所有同仁的盡心投入、供應鏈

夥伴的大力合作，以及客戶、投資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持續的肯定及支持致上最誠摯的

謝意。

一直以來，中強光電深信，企業社會責

任是一種長期回饋社會且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的必要行為，唯有傾心投入企業社會責任，

與利害關係人共創價值，才能肯定公司永續

經營的可能性。因此，中強光電在經濟面、

環境面和社會面等永續發展三大面向均積極

付出，並連續三年榮獲企業社會責任指標性

大獎－「天下企業公民獎」。

為追求經濟永續發展，在公司治理方

面，中強光電致力揭露充分資訊予投資人，

確保股東能獲得即時訊息作為投資依據，這

樣不餘遺力地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使得公

司連續二年獲得「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最高等級「A++」榮耀。此外，繼獲頒

櫃買中心第一屆金桂獎「卓越市值營收」及

「卓越永續經營」獎後，今年再度囊括第二

屆金桂獎「促進就業」與「市值貢獻」雙項

殊榮，說明中強光電在市值營收之提升、獲

利表現、股東報酬之創造、企業社會責任等

表現優異。持續研發創新產品亦為經濟永續

成長的關鍵驅動力，中強光電自成立以來即

不斷提升產品創新開發與製程技術之競爭優

勢，除了數位投影機、背光模組產品外，並

將創新技術延伸至醫療用顯示器、LED照

明、觸控產品以及提供顯像系統整合及產品

開發服務等，使集團注入嶄新活力。

環境，是成為永續企業的基礎與根本，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如何友善對待環境

絕對是刻不容緩的要務。因此，中強光電於

2014年成立環保委員會，藉此整合各事業

群內、外部資源，規劃綠色四大行動方案

(綠色製造、綠色供應鏈、綠色產品與綠色

辦公室)並設定短中期目標，由上而下全員

參與環保推動計畫，響應節能減碳的環保措

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積極研發與製造

環保產品，希望能以最小的環境衝擊，達到

最大經濟效益。

對於中強光電來說，員工是公司最重要

的資產，因此，除了一系列的員工幸福計畫

外，對於員工培訓的投入自然不在話下。

為使全體同仁能將企業文化－R.I.S.E融入

工作中，從2011年開始推動四階段的企業

文化體驗課程，到2014年進入「入行」階

段，以「行動學習」為基礎，內化為「提問

式會議」，凝聚團隊動力與向心力，並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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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運用企業文化。此外，還規劃「日本文

化祭」、「韓國文化賞」、「美國文化通」

等活動，以增進國際視野，構建全球思維，

培育國際人才。

企業社會責任之核心精神，就是將企業

和社會緊密結合，共同創造1+1>2的綜效價

值，因此，中強光電希望透過各種不同型態

的公益活動來回饋社會，並努力將這股善流

推動至更多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中，讓他

們感受到源源不絕的愛與溫暖。「童心鞋

力」活動第二年捐贈球鞋予150位苗栗偏鄉

孩童，並在總經理帶領下邀請員工一起做公

益，一同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幸福

感；「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實踐了

「種下關愛的種子，就從屬於我們的這塊土

地開始」的理念，力挺在地老農，捐贈苗栗

苑裡米予在地弱勢團體；「希望農場」計畫

則扶持弱勢小農及清貧家庭，給予他們穩定

就業的機會以及走向美好未來的信心與支

持。每個小小的付出，就像載滿希望的種

子，期盼著更多企業能一同響應，為弱勢族

群帶來更多的幫助與更大的感動。

一種好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模式，最難能

可貴的在於，如何將公司的核心能力回饋給

利害關係人，並為其創造更高的價值，因

此，中強光電將專業核心技術與企業社會責

任策略結合，自2010年成立中強光電文化

藝術基金會以來，基金會致力於「以光點亮

台灣文化」，透過「光」將藝術美感融入公

共空間，以一系列的「感光城市計畫」，一

步步點亮台灣具有特殊歷史意義或文化意涵

的地標及場域，不管是台南的風神廟，還是

恆春的古城門，最終都希望能喚起大眾對所

生活的土地的記憶與更深的認識；過程中，

舉辦不同形式的推廣，促進居民的在地參

與，達成居民、歷史古蹟、城鎮發展的永續

共好。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日俱增，中強光電

將以永續經營為核心信念，積極擴展核心事

業的競爭力，強化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信

任，凝聚全員最高共識，以團隊合作及積極

創新的態度與執行力，專業管理以實現「科

技紮根、永續經營」之使命，並追求全體利

害關係人之最大利益，善盡社會公民之責

任，攜手邁向永續企業。

CSR得獎紀錄

• 連續兩屆榮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最高殊榮

• 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第二屆上櫃公司金桂獎「促進就業」及

「市值貢獻」雙項殊榮

•連續三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 榮獲衛生福利部－AED+CPR安心場所雙

項認證

• 子公司揚昇照明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健康職場認證及職場菸害防制暨健康

促進標章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中強光電自2008年起每年發行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內容包含經濟、社會及環境

面等永續指標的努力與績效。為了完整揭露

中強光電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並呈現與利

害關係人溝通的結果，自2008年起採用國

際公認的報告書撰寫原則－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之全球永

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G3.0標準(GRI G3.0 
guidelines)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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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4年起更與國際同步，依循GRI 
G4.0，向利害關係人報告本公司在經濟、

環境及社會等面向上的策略及活動，除呈現

中強光電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持續努力與

成果，並藉以表達企業永續發展之決心。

報告書範疇及邊界

本報告書的撰寫觀點及內容，主要是就

中強光電與社區、環境、客戶、股東/投資

人、員工、政府、非政府組織(NGO)及外

部評比機構等利害關係者的互動及作法提出

說明，內容涵蓋中強光電2014年整個年度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績效表現，部分溯

及1992年成立迄今之成長及改變的相關資

訊。此報告書邊界則涵蓋中強光電台灣各廠

區(新竹、竹南、台南)及分公司。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主要依循中強光電2014年在

企業永續方面的重大議題，並根據企業社

會責管理委員會及利害關係人回饋之關切

議題，而擬定報告書之架構內容以回應重

大性議題；同時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RI)
之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G4.0標準

(GRI G4.0 guidelines)編撰，並符合核心揭

露標準(請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4
對照表)。本報告書中之財務數據，係採用

經會計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財

務年報資料；ISO14001，OHSAS18001及
CNS15506皆為通過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 Taiwan Ltd.)

發行時間

中強光電自2008年起，每年定期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書，同時公布於中強光電官方

網站上。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0月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10月
下一發行版本：2016年6月

中光電公司概況

中強光電於1992年6月30日創設於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自創立以來即定位公司為

「創新顯示系統整合方案之提供者」，是台

灣第一家液晶背光模組製造商，並且率先

開發量產全球最小、最輕之VGA單片液晶

經營理念

企業文化

使命承諾

• 創新顯示系統解決方案專業製造商  

• 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  

• 專注本業，穩健經營  
 

• R－責任   

• I－創新  

• S－卓越  

• E－開創  
 

• 對客戶－品質承諾、專業服務  

• 對員工－追求成長、激發潛能  

• 對社會－科技紮根、永續經營  

 

中強光電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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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及XGA DLP投影機，整合光、機、

電、熱、材料及精密模具製程等技術，開啟

了台灣顯示系統的新時代，奠定日後企業發

展利基。

中強光電秉持「專注本業，穩健經營」

經營理念，持續在新技術及新產品投資與開

發，鞏固背光技術及投影技術領域之全球競

爭優勢；另一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策略進而掌

握關鍵專利與核心技術，擴展客戶合作模

式，並提升獲利能力，使得中強光電不僅成

為台灣先進液晶監視器、數位投影機、液晶

背光板技術的領導者，亦位居全球同類產品

研發、製造商前茅之列。

營運概況

本公司2014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

台幣811.78億元，較前一年度成長12%，合

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34.04億元，合併稅前

淨利新台幣39.79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

幣30.05億元，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

為新台幣28.41億元，年成長47%，2014年
以期末股本計算之每股盈餘為新台幣5.23
元。 

本公司主要產品為背光板及投影機。

2014年背光板合併出貨量為92百萬片，全

球市占率約為11%。根據市調資料估計，

2014年全球投影機市場出貨量為815萬台，

本公司2014年投影機合併出貨量為116萬
台，全球市占率約為14%。

年度永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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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和

1. 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參與

中強光電認為企業經營需要與利害關

係人共生共榮，對於員工、股東、客戶、

供應商、政府、外部評比機構、非政府組

織(NGO)及社區等負有責任，因此透過各

種溝通機制，積極與利害關係人維繫暢通的

溝通管道，瞭解其需求及他們對中光電的期

許，也作為擬定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及相關計畫之重要參考。

2. 重大性議題流程

建立溝通目標→鑑別利害關係人→議題

蒐集與分析→重大性議題結果

3. 重大性議題回應

中強光電CSR管理委員會評估重大性議

題對公司的衝擊程度，再依高關切且高衝擊

度歸納出17個高度優先議題，並於本報告

書揭露2014年目標執行狀況，並提出2015
年計畫。其他次要優先議題亦同步呈現其績

效狀況於本報告書中，依照 GRI G4.0 的指

標內容一一回應。

公司治理

中強光電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作為公司治理運作之依歸，且在公司

治理與內部管理機制上皆遵守相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落實營運及財務等各項資訊透明

化，注重股東權益，並透過董事會加強對公

司營運督導與管理，因此，於董事會下成立

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為確保股東權益，中強光電除了透過企

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相關財務業務

及公司治理資訊，中光電亦設有發言人及代

理發言人專責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

落實發言人制度，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搜集及揭露，依法善盡公司資訊揭露之責

任及義務。 

在提高資訊透明度之作法包括舉行法人

說明會、定期在網站上公布集團合併營運及

財務相關資訊、不定期參與全球性法人說明

會及海外巡迴說明會，在公司年報上清楚說

明營運狀況、未來規劃、策略執行與財務績

效等，將公司的經營績效及經營策略與投資

人進行充分有效的溝通。 

此外，亦增聘獨立董事，訂定股東會議

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

章程、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章程、董事選舉

辦法及內部控制制度等，積極落實公司治理

文化。

公司組織架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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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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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下設有兩個功能性委員會，分別

為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兩個功能

性委員會將決議事項再提報至董事會討論，

透過功能性委員會的審查，協助董事會做正

確決策，使股東利益最大化。本公司董事選

舉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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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為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中強光電於

2008年正式成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

會」，負責協助推動CSR相關工作。

3. 環境保護委員會

公司以秉持「落實節約能源機制、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升企

業整體形象、降低公司營運成本及確保永續

經營發展」為宗旨，於2014年11月成立環

境保護委員會，並於每季(配合公司年度預

算編列時程)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委員會，研議與檢討節能減碳及環

境保護工作推動及執行情形。

誠信原則

中強光電致力奉行商業道德，除規範公

司全體成員應遵守之行為準則外，同時要求

公司全體成員需以誠信正直為原則，以維護

中強光電資產、權益及形象，確保中強光電

及所有利害相關者之權益，讓本公司得以永

續經營及發展。

中強光電公司之內部稽核為超然獨立部

門，直接隸屬於董事會，除每月向審計委員

會報告稽核進度及成果外，亦於董事會例行

會議中彙總報告。

客戶滿意

中強光電重視顧客滿意，建置提升客戶

滿意度的管理制度－在創新研發、產品品質、

工作環境及工作安全性，充分瞭解客戶的需

求。在前端之業務同仁每週以面談或電話方

式與顧客溝通其需求，後端同時設有專責客

服單位，立即處理客訴問題，並固定每月進行

品質評比，以提供客戶更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除此之外，中強光電每季對年度交易金

額達年度銷售金額5%以上客戶，針對「物

流管理、價格/成本、科技/品質及客戶服

務」等四大面向進行滿意度調查，其結果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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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中強光電對於供應商訂有相關規範及稽

核、輔導、評比機制，以確保供應商提供的

商品及服務符合標準。2014年針對交貨較

頻繁及新進之供應商進行年度重點稽核及輔

導，投影機產品方面共稽核44家供應商，

其中新增28家廠商；背光模組產品方面共

稽核24家供應商，其中新增七家廠商。

2014年度重點稽核之供應商總數為68家，

合格供應商共計68家，合格比率為100%。

年份

供應商數量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稽核廠商數 96 91 68
稽核成功數 96 91 68
稽核合格率 100% 100% 100%

環境永續

中強光電致力於綠能環保產品研發與製

作，亦積極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的環保政策，

在創新研發各項技術及產品的同時，亦於各

廠區規劃一系列具體的節能方案，藉由推動

省電、省水、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利用及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落實節約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溫室氣體盤查

中強光電對氣候變遷問題，以謹慎態度

面對，於2008年起台灣各廠區推動溫室氣

體盤查作業，建立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制度，

並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我們希望透過盤

查掌握排放量，經由排放量清查登錄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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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客戶滿意度調查分析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排放強度(噸/億元) 64.06 63.28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 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 排放強度（噸/ 億元） 64.06 63.28 

64.06

63.28

62.8
63.0
63.2
63.4
63.6
63.8
64.0
64.2

2013年 2014年

排放強度

每億元減少排放

0.78 噸 CO2

＊ 計分方式： 5：非常滿意/Very Satisfied, 4：滿意 /Satisfied, 3：可接受 /Acceptable, 2：
不滿意 /Unsatisfied, 1：非常不滿意 /Very Unsatisfied

＊此問卷調查對象為 Projector(投影機)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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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獲得正確的資料，了解產業內部減量

空間所在，進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降低溫

室氣體排放量。

 能源管理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

候，已對世界與台灣造成衝擊，能資源有限

造成企業經營成本提升，也讓人類社會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積極進行節省能資源

使用來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2014年中強

光電分三方向執行節電措施，包括空調系

統、電力照明及其他用電等，節電總計約

537,926度，節電率超過2%，相當於減少約

342.12噸CO2排放量(以1度電產生0.636公
斤CO2計算)。

水資源管理

中強光電各廠全年自來水的總使用量

為 120,822噸，為節約用水，我們於各樓層

廁所、洗手台及水龍頭增加省水器，可減少

1/2的出水量，並回收空調冷凝水供冷卻水

塔使用，雨水回收則使用於景觀澆灌，全年

用水減量 18,575噸，節水率達15%以上。

台灣各廠區之廢(汙)水委由各廠位址之科學

園區汙水廠處理。

汙染防治

1. 原物料使用

中強光電之節能產品事業群主要從事背

光模組製造，各廠區使用原物料中以擴散

片、反射片及導光板為大宗，於生產及組裝

過程如有原物料損壞就會收集至廢棄物區。

因製程投入之原物料皆屬於成品，無法再讓

品檢不符合之物料再重製，所以無任何原物

料回製程再利用，再利用率為0%。

2. 廢棄物管理

為確保事業廢棄物能妥善、安全的被處

理，除了符合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公司也

訂有明確的廢棄物管理辦法。並以回收再利

用為優先處理方式使環境之衝擊降至最低，

2014年各廠區製程所產出之廢棄物交由環

保署核可之再利用廠商，可再生原物料已達

總廢棄量90%以上。台灣各廠區之一般事業

廢棄物委由各廠位址地區之縣市焚化爐處

理。

3. 空氣汙染管理

中強光電未使用臭氧消耗性物質，故無

排放臭氧消耗性物質。南科廠煙道檢測結果

皆符合排放標準。

環保支出

為持續推動環境保護之管理及汙染防治

設施之維護，2014年環保總支出約為新台

幣1,674.8萬元，藉由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的持續執行，環境管理方案中的廢棄物回

收方案總效益約新台幣612.8萬元。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 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 排放強度(噸/億元) 64.06 63.28

環境風險管理

為持續發掘潛在因物料、機具設備、作

業環境及人員行為可能造成危害與持續改善

降低風險之決心，中強光電由各部門推派經

訓練人員，就所屬工作區域或作業活動，負

責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與控制等作業，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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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不定期進行重新評估，以界定公司整體

作業之不可接受之風險。

1. 化學品管理

2014年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未發生因

化學品洩漏影響廠區周圍環境或造成人員受

傷、財產損失等工安災害，亦無遭受主管機

關罰款處分。

2. 緊急應變

廠內有建立並定期執行緊急應變計畫與

演練，除了符合安全衛生法規要求。也希望

當緊急事件發生時，在有限的時間內，該做

什麼事、如何做、何處可得到外界支援等相

關事宜，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使人員財產損

失降至最低。

3. 環境多樣性

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位於科學園區及工

業區內。區內無生態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區

域，公司活動所產生之廢氣、廢(汙)水與廢

棄物均遵守政府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符合排放

標準。對環境無造成汙染。同時廠區內保留

台灣原生物種，例如：在竹南廠區保留了台

灣櫟樹及鵝掌藤二種台灣原生種植物。

綠色產品

中強光電響應國際綠色永續思維，從

2004年開始即積極推動綠色產品行動，以

「綠色設計、綠色製程、綠色採購」為主

軸，推動綠色產品之發展，使產品品質能符

合顧客需求以及兼顧永續發展的目標。

1. 綠色產品管理系統

中強光電從研發設計→零部件採購→進

料檢驗→庫房管理→SMT無鉛焊錫→製程

組裝→產品檢驗→出貨，將各項綠色產品流

程之管制要求，納入標準文件控管與執行，

完整結合了「綠色設計」、「綠色採購」、

「綠色製程」三個主要層面，使綠色環保觀

念深植在產品設計流程的制度下，以發展綠

色環保的專業知識及技術，創造產品的綠色

競爭優勢。同時，將來自客戶之綠色產品需

求轉化為綠色設計之項目，並且和供應商配

項          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廢(汙)水處理費 555,571 727,179 875,017

廢棄物處理費 1,178,195 992,159 831,504

檢測費(包含：環境、空汙、廢汙水、廢棄物等) 1,083,794 1,350,117 1,487,845

環境設施維護保養運轉費 10,508,782 11,435,111 13,553,895

總計 13,326,342 14,504,566 16,74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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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產出客戶所需要的綠色產品。

2. 綠色教育 
中強光電為員工與供應商安排綠色教育

訓練課程，希望透過綠色產品教育訓練與宣

導、說明綠色產品定義與供應商管理系統運

作方式，協助供應商與中強光電在綠色產品

推動上達成共識，提升整體認知。

3. 環保標章產品

中強光電2014年設計之可攜式投影機

中，共有八款取得「台灣環保標章」。這樣

的成果意味著，中強光電產品通過比歐盟所

訂定之RoHS更嚴格的六大化學物質標準。

另外，中強光電為確保產品的使用安全，在

將投影機產品輸出至各國前皆會依當地安規

要求進行認證。

4. 環境足跡盤查 
由於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環保趨勢，因

此，中強光電自2010年起，積極參加政府

及驗證單位舉辦的產品碳足跡盤查說明會，

亦對零/組件之供應商展開產品碳足跡盤查

教育訓練，並展開產品碳足跡盤查。

2014年5月歐盟委員會招募廠商參與產

品環境足跡評估，探討從原料採集到廢棄及

回收利用，產品及企業活動對環境產生的影

響，計畫試驗為期三年，後續歐盟將制定

「環境足跡」規則。 

為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中強光電預計

參與經濟部推動環境足跡盤查示範廠評選，

並計畫從2015年6月開始，因應國際未來趨

勢，使環境影響廣泛地實現「可視化」以提

升公司競爭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照護

1. 員工概況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中強光電在

台灣地區員工總數(含正式及非典型員工)為

2,642人，其中男性員工數為1,317人，女性

員工數為1,325人。

2. 薪酬與福利

中強光電將人才視為最重要的資產。公

司秉持與員工利潤共享的理念，提供員工有

競爭力的福利措施。

中強光電的員工福利體系則是建立在

營運利潤與全體共享(台灣地區全職員工適

用)、全方位員工照顧、多元化貼心之福利

設計三大架構之下，提供員工分紅、員工免

費團體保險、三節與生日禮券等各式福利措

施。

3. 照顧女性員工

中強光電為鼓勵員工生育，設置生育補

助：以員工及員工之配偶為補助對象，每胎

補助新台幣2,000元；若生多胞胎，每增加

一胎多補助新台幣1,000元。另外，中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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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亦設有育嬰留職停薪、家庭照顧假、產

假、陪產假及哺集乳室。

4. 退休計畫

中強光電遵照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

新制規定，每月按時提撥員工退休金，公司

提撥率為6%，員工自行提撥率為0~6%。對

於工作表現優異的資深員工申請退休之後， 
公司邀請員工擔任顧問，將豐富的經驗傳授

給其他員工，不僅為公司提供專業顧問服

務，且提供退休員工繼續貢獻所長的發展舞

台。

溝通管道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與員工的溝通與互

動，我們依據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

「工作規則」，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2014年在台灣區合計

有八次例行性之勞資協商。此外，亦建置及

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宣導公司政策、制

度、福利措施及各項活動，同時讓員工意見

得以充分表達，並由相關單位負責彙整，適

時給予員工回應並提供支援辦法。

中強光電除定期(每周或每年)進行員工

滿意度調查外，對於專案或特定活動(含教

育訓練課程)與議題(如家庭日、運動會…)

等，均有實施員工滿意度調查，同時，針對

員工意見或建議進行檢討、改進及追蹤，除

提高員工參與度外，更希望能讓同仁感受公

司對員工的照護，以及營造幸福有感的工作

環境之決心！

教育訓練

中強光電秉持「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

產」的理念，以多樣化管道與平台，滋養員

工學習成長所需的養分，不僅強化本職學能

的培訓，更著重於共同價值觀與態度之培

養，並積極強化員工之國際視野。

此外，我們更透過體驗學習法，讓員工

深刻體驗責任/創新/卓越/開創「R.I.S.E.」
之企業文化；員工可依個人職涯意願與學習

藍圖，參與系統化的培訓課程，成為管理職

系或專業職系達人；集團的全球策略布局、

區域輪調及外語研習，讓員工在國際舞台上

能成就夢想。

中強光電2014年共舉辦283班次的訓練

課程，參與總人數達6,052人，總受訓時數

為18,949小時，訓練課程費用共計約新台幣

781.9萬元。

績效審查

中強光電績效管理與發展作業結合目標

管理、核心職能、專業職能及管理職能等

構面，2014年共有2,099位同仁參與績效評

核，皆為試用期滿同仁，其中男性同仁占

52.1%，女性同仁占47.9%。公司以績效為

導向，不會因為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健康照護

中強光電長期致力於營造健康職場環

境，規劃及建置多元豐富樂活體系，舉辦健

康管理及健康促進活動，及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讓員工取得工作及生活中的平衡，打造

健康幸福的職場。

我們設有員工福利委員會，每年定期舉

辦多項親子同樂活動，包括「家庭日」、「運

動會」及「親子劇團」、「球類比賽」等活

動，並邀請員工攜眷參加，讓員工工作之餘

得以舒緩壓力，並促進夫妻、親子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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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各廠區皆設有員工餐廳，建置

舒適的用餐環境，提供季節餐點、特色小吃

等，並嚴選新鮮、有機食材烹調，滿足員工

餐飲需求。各廠區並設有便利商店、咖啡

吧、閱覽室及保險駐廠服務，提供員工生活

上的便利服務。

此外，為了讓員工吃的健康、安心，維

護餐飲衛生，我們要求供饍人員於受僱前提

供半個月內之體檢報告予醫務室審核，審核

合格後才能從事供饍業務，每年並定期接受

檢查。

在法定與急性流行性傳染病防疫作業方

面，我們會依疾病管制局發布之訊息與公司

內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決議，適時啟動緊

急防疫機制，提供相關防疫資，並進行個案

追蹤管理，且每年舉辦流感疫苗注射，以降

低流行性感冒在職場間傳播。

安全工作環境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職場的安全與衛生，

期望員工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同

時也能擁有健康的身心。因此，我們致力於

消除任何導致災害、汙染與個人傷害、不健

康的危險因子，以提供大家一個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1.環境安全衛生組織－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中強光電各廠區均設有「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負責職安衛事務之審議與推動各

項年度目標。

2.國際環安衛管理系統

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均有通過 I S 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及
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以

「落實風險管理，預防災害與不健康發生，

增進員工安全衛生意識，營造安全舒適的工

作環境；預防汙染發生，進行廢棄物之減量

與回收，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致力成為綠色

企業」為目標，承諾持續改善環安衛管理績

效。

此外，為有效評估管理系統之執行成

果，我們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內部稽核和外部

稽核，並依據稽核結果修正管理方式和執行

策略，進而達到持續改善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績效的目標。

在量化各廠區環安衛績效部份，我們訂

定了12項績效指標，並依據評核結果，要

求各相關部門提出矯正與預防作法，確保所

有運營活動均能達到「零汙染、零災害、零

事故」之目標。

2014 年健康職場機制

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專案管理 其他

• 「防癌未然,俊男美女都該打…」：子宮頸防癌疫苗/子宮頸抹片/
乳房檢查/婦科超音波檢查

‧�「愛肝強強滾」：腹部超音波、肝炎及大腸癌篩檢
‧�「攝護最前腺」：攝護腺超音波 PSA(攝護腺特 異抗原)篩檢活動
‧�「躍動人生，樂活久久」：體適能檢測
‧�「寵"eye"百分百,"視"界更精彩！」
‧�「挽救生命只需３步驟，學會傻瓜電擊器，你能 多寫一齣喜劇」
‧�「迎夏鏟肉大作戰」：健康減重活動
‧�「愛兒"藥"健康」：健康講座

‧�一般員工 健康檢查
‧�特殊作業 健康檢查
‧�高階主管 健康檢查

‧�捐血活動
‧�流感疫苗 注射
‧�醫療顧問 駐廠服務
‧�職業病專科醫師臨 

廠健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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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環境安全評估與監測

我們依據ISO 14001、OHSAS 18001
國際標準和TOSHMS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之要求，分析所有作業活動，考量員

工工作環境可能產生之環境安全衛生風險發

生頻率和嚴重度，計算出環境安全衛生風險

等級，屬重大環境考量面或不可接受風險，

將因應建立管理方案進行計畫性改善。而為

了保持資料之適切性，除了導入新設備、新

製程、使用新化學品或變更作業程序時，須

先進行環安衛風險審查外，並每三年全面進

行環安衛風險重新評估。

為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

露狀況，及早發現潛在危害因素，以保障員

工安全與健康；每年二次委由合格環測機構

進行現場作業環境監測，並依據作業環境監

測結果作為防護具之選用及員工健康檢查項

目修定時之參考，同時並將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公告於公司內部網頁環安衛專區。

4.環安衛培訓與宣導

為有效降低作業意外事故與人員傷害發

生，新進員工使用公司e化系統進行教育訓

練，在職員工則依作業內容定期進行教育訓

練，承攬商進廠施工或其他活動等皆須參與

環安衛訓練課程。2014年台灣廠區人員與

承攬商教育訓練總時數約7,000小時。

5.職業災害管理

「零災害」是中強光電在職業災害預防

努力的目標，為減少傷害及意外事故之發

生，建置意外事故通報及調查機制，每月統

計意外事故發生件數並分析異常原因與擬定

矯正預防對策，並透過持續追蹤以確保改善

完成。以南科廠為例，2013年發生職災件

數高於其他廠區，2014年開始由高階主管

執行每周工作場所安全巡檢，巡檢缺失改

善率達95%以上，讓南科廠總和傷害指數由

0.12降至0.009。

2014年度台灣區員工受傷失能件數合

計六件，公傷日數合計20日，無任何因工

死亡案例；失能類型中以衝撞居多，其次為

切割傷。公司持續檢討職場安全，提升同仁

危害認知的能力，讓每位同仁快快樂樂地上

班、平平安安地回家。

6.承攬商管理

除了員工，中強光電亦與廣大承攬商夥

伴合作，致力創造產業發展。而為了確保合

作夥伴的健康安全，我們訂有明確的承攬商

環安衛管理原則，具體落實中強光電對健康

安全的承諾。

社會關懷

中強光電於2010年底成立財團法人中

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致力於理想光環境

及生活光美學的推廣，以光影為媒介，點亮

在地人文地景，展現台灣文化的珍貴價值。

此外，中強光電每年皆會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並協助員工成立相關志工性社團，鼓勵

員工自發提案。

與2013年相比，我們在社會參與各方

面皆有顯著的進步，足以證明中強光電持續

投入公益領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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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One Family  幸福四重奏

活動

類別

公益 One Family
─Charity

運動 One Family
─Outdoors

旅遊 One Family
─Recreation

藝文娛樂 One Family
─Entertainment

活動

主題

• 二手書義賣

• 「童心鞋力」愛 心募款

•  「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

捐贈愛心米

• 視障按摩

• 希望農場計畫

• 員工自主性公益 活動

• 集團運動會

• 壘球錦標賽

• 黃金週旅遊

• 員工旅遊

• 劇團包場

• 台南風神廟旅人市 集&巡禮

• 攝影比賽及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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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One Family－Charity案例：「童心鞋

力」愛心捐款活動

中強光電本著回饋在地以及協助弱勢偏

鄉學童的精神，於2013年底結合世界和平

會發起「集小善助偏鄉」，匯集員工與親友

的愛心，獲得熱烈響應，不到一個月就募得

17萬餘元。

2014年「愛心球鞋送至偏鄉」活動，幫

助苗栗林森小學、永興小學及武榮國小約

150位學童，讓偏鄉學童能擁有「小確幸」，

一圓小朋友穿新鞋的夢想，也藉由送新鞋的

良好寓意，陪伴小朋友走穩未來的路。

運動One Family－Outdoors案例：壘球錦標賽

壘球賽是中強光電傳統活動，不管是初

賽或是決賽都讓人熱血不已。除了鼓勵員工

全家大小到球場加油同樂外，初賽還特別邀

請職棒啦啦隊到場炒熱氣氛，決賽更是高規

格邀請全國知名職棒主播徐展元前來轉播賽

事。徐展元在決賽當天播報結束後，也在個

人粉絲團分享這難得的經歷，且許多員工紛

紛表示，除了深切感受到公司對活動承辦的

用心及重視，亦讓熱愛棒壘球運動的員工有

個難以忘懷的回憶。

旅遊One Family－Recreation案例：黃金周旅遊

中強光電大多數員工平時忙於工作，與

同事、家人彼此間難得有共同時間，藉由九

天的黃金周假期，可以達到連絡感情、放鬆

心情的效果，除了增加同事彼此情誼，更提

高了眷屬對公司的認同。

福委會與知名旅行社業者合作，提供台

灣、沖繩、大阪、北疆等國內外熱門旅遊路

線，員工及眷屬可自由選擇參加，出團期間

與各團導遊建立LINE安全通報群組，即時

掌握行程動態，黃金週後問卷調查也顯示，

有90%的員工對福委會的表現表示肯定，總

參與人次超過1,550人。

藝文娛樂One Family－Entertainment案例：

台南風神廟旅人市集&巡禮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於2014年8月
開始，每隔兩個月，舉辦熱鬧非凡「台南風

神廟旅人市集」，邀請員工及眷屬參與。活

動內容包括：名人廟埕開講、旅行音樂表

演，以及旅遊達人分享，除集結在地文創能

量與人文特色，更顛覆以往廟會活動模式，

讓參與者更深度體驗在地文化的溫度。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

光，不僅是照明，象徵一種人文內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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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更代表了一個城市的高度、文化的質

量。因此，中強光電以建構「光與文化藝術

平台」的理念，於2010年12月成立「財團

法人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結合各領

域專業翹楚，長期持續從不同的面向進行光

影文化的推廣，以延續企業在光影領域的專

業及對光的熱情，投注於理想光環境及生

活光美學的推廣，拉近光與人、生活、自

然的連結。除舉辦光與影的工作營及美學

講座，探究光的人文內涵與深度，也持續

執行一系列的「感光城市計畫」，點亮在

地歷史特色，找回台灣文化的珍貴價值。

2014年度，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活動

參與人數總計16,110人，投入經費達新台幣

10,966,738元。

感光城市計畫案例：感光台南

繼2013年點亮光之廟宇－風神廟及接

官亭之後，2014年持續深耕台南，以廟埕

作為推廣基地，把人潮帶回廟埕、重新認識

五條港的歷史，看見風神廟與接官亭的珍貴

之處，並逐步建立永續經營的機制，將年輕

人帶回風神廟，重新認識古蹟，讓廟埕不僅

是信仰中心，更是富含生活美好記憶的新空

間，發揮「光之廟宇」的文化影響力。

基金會重新為風神廟找出和新世代連結

的新解，定位為旅行者的守護神，讓喜愛旅

遊的年輕世代親近風神爺。以「旅行」為主

題，運用風神廟廟埕於8/23、10/18、12/13
舉辦旅人市集，透過邀請旅行相關名人來廟

口說書、以及與旅行相關的音樂和舞蹈表

演，號召年輕人從自身文化出發，以創意商

品及深度導覽來為古蹟創造新價值。三場市

集總計超過4,000人參加，深受年輕世代的

支持與認同。

同時，基金會透過導覽培訓計畫，吸引

更多民眾探訪古廟老街、品味老房子，找到

重新欣賞城市的角度，也讓居民對於生長的

土地有更深刻認識，孕育在地解說人才資料

庫，將人文關懷、文化傳承的理念，藉由光

環境運動擴散到全台，讓府城悠久歷史文化

推廣至國際。

(資料來源：2014中強光電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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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電「童心鞋力」 種下愛的種子

中強光電(5371)本著回饋在地以及協

助弱勢偏鄉學童的精神，於2013年底與世

界和平會一同發起「童心鞋力」贈送愛心球

鞋至偏鄉的公益活動，迄今已成功為300位
偏鄉學童每人募得一雙舒適合腳的新鞋，希

望這些充滿祝福的愛心球鞋能帶領孩子走向

更好的未來。

發動募款 讓弱勢兒穿新鞋

2013年底匯集員工與親友的愛心，

獲得熱烈響應，不到一個月就募得17萬餘

元，並於2014年過年前，幫助苗栗林森小

學、永興小學及武榮國小約150位偏鄉學童

完成過年穿新鞋的夢想，也藉由送新鞋的良

好寓意，陪伴小朋友走穩未來的路。

苗栗縣苑裡鎮林森國小校長曾煥淦表

示，偏鄉弱勢兒童及家庭在物質方面較欠

缺，來自社會的愛心對偏鄉學童來說更別具

意義，中強光電在事業經營有成之餘，號召

同仁一起善盡企業公民責任，令他相當感

佩。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小學表示，該校學生

組成三分之一是賽夏族，三分之一是新住民

的小孩，平常獲得的社會資源不多，中強光

電同仁的愛心，讓孩子們能穿上新鞋過年，

幫助學童圓夢。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校長張傳源表

示，鼓勵偏鄉孩子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讓偏

鄉孩子有成功的經驗，讓他們有自信、相信

自己做的事是有用的。過去因為有社會各界

愛心單位的協助，讓全校37名學童能擁有

自己編輯專屬的個人書，以及利用拍攝微電

影方式讓孩子們認識故鄉，孩子自己當導

演、拿攝影機，讓他們有成就感。

2015年兒童節，為了給偏鄉孩童一個

不一樣的兒童節，中強光電再度發起「童心

鞋力」募款活動，一個月內就募集到11萬
元的購鞋善款，並贈與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

小、西湖鄉僑文國小，以及通霄鎮楓樹國小

共135位學童每人一雙合腳舒適的運動鞋，

讓孩子們擁有一份不一樣的兒童節禮物，一

個夢想成真的兒童節。

聚集愛心 放送兒童節禮物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小校長王淑美表

示，中強光電同仁們每年所聚集的愛心，讓

孩子們體驗一個不一樣的童年，除了獲得禮

物的雀躍心情之外，孩子們學習到他們對工

作的盡心、對服務人群的熱情，更學會把

「愛」傳出去的精神。

王淑美也說，中強光電總經理陳士元親

自帶來企業的風範與愛心，為海寶國小的學

童們豎立最佳的學習楷模與典範，這對孩子

們來說是兒童節最有意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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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鞋，萬份情，點點的感恩串起了武

榮國小與中強光電永不滅的情誼。中強光電

繼2014年與世界和平會合作推動「童心鞋

力」關懷偏鄉學童公益活動，將愛心球鞋傳

遞到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後，秉持著「永

續關懷，愛不停歇」的理念，再次誠摯邀請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全體師生於2015年
5月13日前來參訪，並於會後致贈兼具美觀

與實用性背包予每位學童。

捐贈白米 溫暖在地弱勢家庭

中強光電(5371)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地關懷的理念，

自2012年發起「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

捐贈來自苗栗大安溪小農自產自銷的心苑米

之公益活動，迄今四年來已陸續捐贈近16噸
的在地有機白米予在地弱勢及社福團體，希

望透過各種不同型態的公益活動來回饋社

會，讓愛不只傳得久，還傳得遠又廣。

2012年端午節前夕，捐贈近1,000公斤

有機白米予苗栗家扶中心及苗栗聖方濟育幼

院，溫暖在地弱勢團體。代表受贈的苗栗家

扶中心主任湯鳳琴表示，很感謝中強光電的

善行義舉，讓弱勢及單親家庭有機會品嚐有

機白米。

2014年的中秋節前夕，中強光電再度

贈送近5,800公斤的在地有機米予華山基金

會、世界和平會、聖方濟育幼院及歡喜助學

社會關懷協會等苗栗社福團體，以最實用的

糧食溫暖在地弱勢獨居長者、家庭及育幼院

小朋友，展現中強光電持續關懷在地弱勢的

愛心和熱情，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世界和平會督導羅文良指出，每位孩子

的成長過程並非相同，陪伴及激勵這些弱勢

孩童正向面對人生、健康成長，讓孩子們感

受社會的關心與愛，及對未來保有希望，中

光電持續的付出，正是一股激勵他們向上的

力量；有些家庭因為父母身體狀況不佳，以

致無法有固定收入維持家計，對於平常需仰

賴學校的營養午餐作為晚餐的貧童而言，愛

心米可以讓他們自己煮一頓飯，是多麼溫暖

的事情。

繼2014年的「中秋捐米，扶持弱勢」

之公益活動後，2015年中強光電大方加

碼，將更多的苑裡米捐贈給更多需要幫助的

弱勢團體們。此次一共送出約9,000公斤的

苑裡米，獲贈之弱勢團體逐漸增加，包含：

華山基金會、世界和平會、聖方濟育幼院、

長安老人養護中心、寧園安養院、苗栗縣身

心障礙燭光技能發展協會及竹北天后宮。中

強光電以最實用的糧食溫暖弱勢獨居長者、

家庭、殘障人士及育幼院小朋友，讓愛心擴

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長安老人養護中心及寧園安養院表示，

將會善用中強光電贈予之苑裡有機米，照顧

中心及社區之長者，使這群老朋友們不僅能

吃的健康，也都能享受到粒粒苑裡米中的點

點愛心。

力挺在地小農 送米傳播愛心

中強光電除持續積極地推動及參與各種

公益活動外，中強光電表示，為了實踐「種

下關愛的種子，就從屬於我們的這塊土地開

始」的理念，力挺在地小農，嚴選苗栗苑裡

米傳播愛心，由在地弱勢團體開始不斷向外

擴大，希望透過各種不同形態的公益活動來

回饋社會，並努力將這股善流推動至更多需

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中，讓他們感受到源源不

絕的愛與溫暖。 （曾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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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榮

總論

穩定本業產銷數量、聯合中下游建立策略聯盟

2014年本公司稅後淨利約為3.51億元，

較2013年明顯改善，惟2014年下半年度開

始，不銹鋼市場景氣低迷，因受到鎳價大幅

下跌、歐盟對台灣傾銷控訴及國內新增鋼廠

分食市場等影響，且全球不銹鋼粗鋼年產量

持續增加至4,170萬公噸，導致不銹鋼產業

供需失衡情形益加嚴重，營收及毛利出現大

幅下滑，為扭轉此情勢，經營策略上將朝穩

定每月基本產能、提升產能稼動率及降低產

品成本等重點著手。

今年度唐榮公司仍將致力於穩定既有業

務銷售量，透過內部成本管控、薪給制度變

革、開發新產品並與下游產業聯盟提升產品

附加價值、導入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

以及活化土地資產等多元面向積極努力向

前，以厚植本業競爭力，並創造公司未來轉

型契機。

穩定本業產銷數量

為降低不銹鋼市場長期之內、外部衝

擊，並滿足本公司每月21,000噸基本產銷數

量，公司銷售策略以：研發新鋼種產品以增

加產品銷售廣度、拓展直貿業務及通路，分

散銷售地區風險、爭取冷軋代工業務，提升

設備稼動率，降低固定費用分攤等為營運主

軸，以期穩定本業產銷數量。

研發並銷售高附價產品

國際不銹鋼市場長期處於供過於求，致

上游鋼廠經營日益艱困，適逢全球原物料低

廉之際，本公司應充分發揮AOD煉鋼設備

功能及特色，強化研發技術能量，開發各

式利基(特殊)產品(316L、430、抗菌不銹

鋼、631、800H、S2205等)，結合政府資

源申辦業界科專計畫，與中、下游建立研發

團隊籌組研發聯盟，以供應或投資國內、外

不銹鋼下游加工業者(終端客戶)用料需求，

增加產品銷售廣度，並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聯合中、下游建立策略聯盟

尋求高附加價值之中、下游產業，推動

策略聯盟或研擬直接投資等方式，俾利去化

公司產品，分流人力資源，擴大終端市場佔

有率及減少對經銷商依賴。

改革薪給制度、引進新血

本公司由公營企業移轉為民營公司已近

十年，因長期沿襲舊有公營薪給制度，致職

場競爭性逐漸降低，故為提升整體營運效

能，新進人員研擬改採薪幅制度，期藉由公

平、合理之薪給結構及升遷管道，招募及留

住優秀人才，破除齊頭式平等之公營制度並

內化為公司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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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土地資產

土地資源為本公司極為重要資產，高雄

市中都地區及周邊土地已陸續重劃完成，本

公司將著手規劃研擬各項可能之開發方式，

以挹注本業營收；新豐地區閒置土地10,000
餘坪已加強招租，將對營業外收入帶來相當

助益。

另為強化唐榮與社會之共存共榮，創造

友善區域環境，本公司將配合文化部古蹟修

繕期程，逐步規劃將磚窯廠的故事與唐榮發

展歷史結合，規劃為展示及休憩園區，讓廣

大市民參與並更加瞭解在地文化。

在此，衷心感謝我們的利害關係人，未

來本公司將更積極結合政府及在地資源，持

續對經濟發展、環境永續與社會服務做出貢

獻。

唐榮概況

唐榮公司於1940年5月由唐榮先生創

業，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鋼鐵公司，原屬經

濟部國營事業，2006年8月上櫃釋股轉為民

營企業。

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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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發展

研究發展是公司未來永續成長的原動

力，我們將強化各項研發工作，並逐年提高

研究發展費用編列，2015年研究發展費用

編列已提高至16,941仟元。除繼續突破技術

提升外，更積極配合公司營運規劃，進行前

瞻性研究、開發新產品、開創新綠色事業，

期提升整體競爭力。

CSR管理

唐榮公司在CSR管理上仍有待循序漸

進的努力空間與宣導，但是我們務實地在經

營、治理、產品、環境、員工福利、或夥伴

關係等善盡經營職責，尤其重視誠信經營，

多年來唐榮公司未曾有貪腐事件。我們希望

能在產業艱困的環境中仍能為我們的利害關

係人權益做最大的維護與努力。唐榮公司持

續追求在企業合理利潤與社會責任之間共同

的最大利益。

1.CSR管理與方針

我們以「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完

善並執行唐榮公司的CSR管理。企業社會責

任管理委員會將CSR管理分為「公司治理

組」、「環境永續組」、「社會公益組」三大

領域，唐榮公司除了不斷朝此三大範疇精進

外，希望本公司能更努力於社會正義、人權、

安全衛生、社區發展以及環境保護等面向。

2.利害關係人的鑑別與溝通

今年我們的利害關係人有七大類別：政

府、股東、員工、客戶(經銷商)、供應商、承

攬商及社區。唐榮公司相當重視利害關係人

的意見及其權益，因此，設有公開且直接的多

元溝通管道，希望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獲

得寶貴的意見，藉此瞭解利害關係人的想法

與需求，予以做出適當的回應與承諾。

唐榮公司除了透過年報及各專屬會議的

溝通管道外，並透過利害關係人問卷用心傾

聽利害關係人的聲音以及對公司的期許，此

外，亦於每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公

開唐榮公司在公司治理、環境管理，以及社

會關懷上的作為。

3.重大性議題的提出與邊界鑑別

唐榮公司透過各種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以及問卷調查，瞭解到2014年利害關係人關

注議題計35項，其中重大性議題合計17項。

針對各重大性議題，檢視對組織內與組

織外的影響，並根據GRI/G4指引、產業特

、

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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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鋼鐵同業的經驗，來界定資訊揭露的

邊界，適當的回應利害關係人，同時亦可做

為唐榮公司未來改進方向的依據。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關於本報告書

歡迎您閱讀唐榮公司2015年「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CSR報告書)，這是我們呈

現給唐榮公司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第三本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2015年唐榮公司持續揭

露、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希望能以

此方式，讓唐榮公司的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得

以被看見，也讓利害關係人瞭解唐榮公司在

企業社會責任上的作為。唐榮公司邀請各單

位部門代表組成「CSR核心小組」，蒐集資

訊並編撰本CSR報告書，並規劃未來持續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向。《唐榮公司2015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訊息發布方式，除

了以報告書的形式揭露外，我們亦將本報告

書以PDF文件及互動電子書的方式登載於唐

榮公司官網「企業社會責任專區」(http://
www.tangeng.com.tw/)

報告書期間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期間為2014年度

(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求相關專

案及活動成果的完整性，有關上述期間前後

的事例以及今後的方針、目標和計畫或部分

績效等內容也有部分刊載。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次報告範圍涵蓋唐榮公司之營業、環

境及社會相關績效為主。本報告書中，唐榮

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將簡稱「唐榮公司」、

「本公司」或「我們」。部分內容涉及唐榮公

司之關係企業，則於報告書中特別註明。本

報告書對於未能刊登在本報告中的事項和數

據以及本報告內容的相關資訊，歡迎參訪本

公司網站http://www.tan-geng.com.tw。

參考指導綱領與原則

GRI/G4核心選項之要求

AA1000當責性原則

ISO 26000指引及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

計算依據

財務報表已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空氣汙染物



— 710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彙總各轉投資企業挹注的財務績

效，財務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算；環保安全

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上通用的指標來呈現。

發行時間

唐榮公司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8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1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6年8月發行

2013 2014 2015

報告書之審查與查證

內部審查：

由CSR核心小組負責整體規劃，進行資

料彙整、溝通整合及編輯修訂等工作，報告

書內所揭露的資料及數據在各部門提供時，

已由一級主管做初步核定，完成的初稿經由

CSR核心小組成員，依其分工項目進行校閱

與修訂，確認後敬呈高層長官核閱，逐層審

閱及核定後定稿出版。

外部查證：

本報告書未針對報告書查證，我們仍然

以符合GRI/G4指引核心指標及AA1000保
證標準第一類型的高標準編製本報告書。其

中，已列入公司財務報告之成本及會計資訊

均已經由會計師查證；環境及安全衛生之管

理系統則除定期進行內部稽查外，每年都接

受ISO 14001及OHSAS18001的外部稽核。

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已通過第三者外部查證。

公司治理

唐榮公司為促進組織有效營運，借重董

事及監察人的專業，以達到「提升董事會職

能」、「發揮監察人功能」、「落實內部稽

核」、「資訊透明化」等重要原則，進而有

效提升企業競爭力與風險控管能力，追求穩

健營運與永續發展。

永續經營管理及方針

唐榮公司為求公司永續，2014及2015年
將公司定位於專注本業、拚獲利為最主要的

焦點目標。拓展產品廣度及銷售通路、積極

努力內部成本管控、產能提升、銷售策略改

變、繼續開拓外銷市場、開發新產品，尤其是

特殊合金不銹鋼品，以及活化土地資產等多

元面向。追求穩健營運與永續發展，以達「追

求獲利，建立價值創新能力，成為小而美並

具國際競爭力不銹鋼公司」之願景。此外，我

們將員工視為企業最珍貴資產，以身為唐榮

人為榮作為唐榮公司的新企業文化，重視人

力、優化人力是唐榮公司永續經營的基石。

重大衝擊與因應

強勢美元所帶來的影響，使得煉鋼原料

價格下跌，鋼廠生產成本壓力得以暫時舒

緩。目前，亞洲鋼鐵產能仍呈現供過於求的

現象，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鋼鐵產量仍居高不

下，面對國際市場呈現嚴重的供需失衡，預

期未來將面臨許多考驗。2014年唐榮公司

為提升營運績效，追求穩定的經營成長，已

與國外原料供應商簽訂長期合作關係、建立

多方的銷售通路、加強與大陸鋼廠策略聯

盟，以突破困境。

董事會

唐榮公司董事會為公司統籌決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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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4名具有豐富的產業經營經驗與學術經

驗組成，其中含有三名獨立董事及三名監察

人；14席董監事成員皆為男性，年齡介於

54~65歲，由董事長實際執行公司經營管理

之治理任務。董事會下設有「薪資報酬委員

會」，設委員三人。

唐榮公司並採監察人制度，監察人各得

單獨行使監察權，以發揮監察功能。

道德價值與從業行為

唐榮公司訂有《董事、監察人之道德行

為準則》，對於董事、監察人應具備之道德

標準與具體行為，訴諸條文，並進行宣導。

對於公司高階主管亦明訂《經理人及一級主

管以上人員道德行為準則》及「工作規則」

明訂禁止不誠信行為及利益之態樣和違反誠

信行為公司之罰處。對員工除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同時藉由法令宣導以使公司全體了解

公司對於道德與誠信之要求，並結合奬懲與

考核制度。我們將這些行為準則觀念落實在

員工教育訓練計畫當中，以達重視預防宣導

的成效。相關規範均揭露於公司網站供同仁

參閱。

完善的內控與稽核

稽核室依據風險評估，每年擬訂稽核計

畫，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依計畫定期或不

定期進行查核，將查核情形編製稽核報告提

報董事長、函報各監察人及獨立董事，並於

董事會報告，2014年提出75篇稽核報告，

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

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

知各監察人及獨立董事。此外，唐榮公司各

單位每年辦理自行評估內部控制，送由稽核

室覆核。2014年公司及其內部人員均無違

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

透明的資訊揭露

唐榮公司依照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網路申報公開資訊應

注意事項」規定，建立公開資訊網路申報作

業系統，揭露重大訊息，並透過公司網站、

股東服務專線、發言人及新聞聯繫專職單位

揭露相關資訊供各利害關係人參考。

風險管理

唐榮公司為了穩健營運，辨識風險事件

並加以管控，以達有效之風險管理，於公司

各單位相關當責單位負責管理、查核，並由

董事會審查及稽核室依風險評估結果，以風

險為衡量基準，循PDCA(Plan, Do, Check, 
Action)持續改善之管理運作機制。

我們與客戶

唐榮公司以客戶為導向，持續研發創

新，提供優質環保產品，杜絕有害物質，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唐榮公司各相關產品均分

別獲得ISO 9001、ISO 14001驗證，以及其

他合乎標準的相關認證或驗證。所提供客戶

的各項產品與服務，其標示與說明皆符合相

關法規，2014年本公司無任何關於產品與

服務相關之違反法令的紀錄。

1.品質管制

唐榮公司在品質管理系統的運作方面有

以下原則：

‧我們以優質產品品質為服務客戶的第

一要務，因此在處理客訴與技術服務工作方

面，由公司品保處專人處理產品品質之檢

驗、正字標記之驗證、產品規範之訂定專利

申請等相關事宜，且為了充分掌控產品品

質，除例行執行產品品質監控外，更提供產

品售後服務機制，並主動積極處理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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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意見，完善產品與服務品質。

‧審慎衡量公司內外經營環境及公司願

景，為公司擬訂合適的經營方針，並充分提

供資源給予整個過程進行管理活動。

‧對各項產品及過程進行監督量測及資

料分析，並透過內外部稽核、矯正措施、預

防措施、產品品質與過程改進專案、管理審

查等活動之實施，使系統持續改進，公司永

續經營。

2.服務優質客戶滿意

除了重視產品的品質，唐榮公司在產品

服務，設有提供產品售後服務機制，專責處

理產品品質與客戶意見，以達到產品品質與

售後服務兩者並重的目標。唐榮公司每年也

會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針對客戶所重

視的問題提報高階主管，並將調查結果之不

滿意項目，提交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由

主管審核後並立即改善。滿意度調查層面包

含「銷售員服務」、「交貨達成率」、「客

訴處理」、「交貨時效」、「產品品質」、

「產品全程合格率」、「訴賠金額比率」等

構面。

3.客戶隱私

唐榮公司致力於提供客戶最好的服務，

2014年本公司無破壞客戶隱私與遺失客戶

資料的抱怨事件。

合作夥伴

1.公平交易

唐榮公司向國外供應商採購原物料，均

須簽署採購契約，明訂供應商應遵守當地法

令，其中包含勞動與人權相關法規。同時，

供應商亦須明確提供其原物料之來源，藉以

過濾並避免取得違反國際法規或共識之上游

生產商所生產之原物料。原物料供應商管理

機制方面，訂有「拒絕往來廠商名單」，經

由上述採購程序規範及審查機制，可對供應

商預作資格及履約能力的管理及篩選。

在工程與勞務採購方面，因違反國內相

關法令規定而被主管機關列為拒絕往來廠商

者，均不得成為唐榮公司之供應商。此外，

唐榮公司與廠商簽署採購合約或協定時，均

明訂要求廠商須遵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僱用

勞務工作人員，前述法令包含「勞動基準

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等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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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地採購

唐榮公司為帶動國內相關產業升級，降

低對國外廠商之依賴，因此要求供應商增加

在地供應的比例，除降低成本外，同時也可

扶植國內產業。

2.供應鏈管理

3.承攬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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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綠色理念與管理

在能源環境理念、環境負荷量等管理

上，唐榮公司完全配合法令規定辦理，環境

衛生方面係由本公司安全衛生處及環境保護

組以隨機及定期檢查方式管理，為強化節能

減碳成效，唐榮公司由總經理及生產副總親

率成立節能小組。

唐榮公司環境保護組專責研訂各項環境

管理系統，專責人員負責管理空氣汙染防

制，水汙染防治及廢棄物處理事宜，以確保

集塵設備、廢水處理、廢棄物之分類與清理

等能有效依法運作，以降低生產對環境之衝

擊。本公司亦於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下設有

「環境永續組」，專責處理CSR報告書內各

項環境議題。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成立

能源管理任務組織，並參與工業局推動之產

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計畫，逐年提報溫室氣

體自願減量執行績效。

1.氣候變遷與碳揭露計畫

唐榮公司基於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

之策略成立能源管理任務組織，並參與工業

局推動之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計畫，逐年

提報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執行績效，並完成煉

鋼製程相關設備改善，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2.環境成本

本公司環境會計制度包含環保、工安、

衛生之成本，並納入物質流投入、產出資料

的蒐集及分析，有助於評估公司資源使用效

率、環境衝擊強度及環境效益等。

綠色產品

1.綠色製程

唐榮公司積極提升廢鋼及廢不銹鋼等再

生物料比例，以減低對環境負荷之衝擊，每

年再生原料回收率約60%。煉鋼廠大量使用

回收廢不銹鋼及廢鋼，使用廢不銹鋼及廢鋼

不僅可將資源回收再利用，也可減少其他原

物料之投入量，減少碳足跡前端碳排之產生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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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成效

1.節能與減碳

節能減碳是唐榮公司對愛地球的一份心

力，唐榮公司以重要股東中鋼與燁聯為借

鏡，致力於追求高效能、高產值及低排放、

低消耗的管制措施，以達節能，並有效降低

環境負荷之綠色成效。詳細做法包含廠區效

率改善、辦公室節約資源使用等。

2.空氣汙染防制

唐榮公司以「排放管道不透光率連續自

動監測系統(CEMS)」，24小時不中斷地量測

煙囪的空氣汙染物排放狀況，自主把關；亦可

透過網路與環保局連線，使環保主管機關即

時掌握工廠狀況，同時收集的監測數據可供

主管機關作為制定環保政策之參考依據。

3.節水與水汙染防治

唐榮公司制定節水策略，並設置節水設

汙

汙

周

2.綠色材料

3.綠色產品



— 716 —

施，如改善系統設計、採用高效率設備、回

收再利用等，使公司在節約水資源的成效

相當顯著。另公司水源來自高雄鳳山水庫

(目前有效蓄水量為340萬噸)，每日工業用

水供水量為30萬噸，唐榮公司每日原水使

用量約3,000噸，遠低於鳳山水庫工業供水

量，所以無因取水而重大影響水源。

除此之外，唐榮在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管

制、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廢棄物與有害廢棄

物管理上也多做了許多的努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我們與員工

唐榮公司重視員工薪資與福利、尊重工

會與公司和諧關係，因為我們堅信「員工是

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對於員工的照顧視為

唐榮公司的基本責任之一，也唯有如此，才

能穩固唐榮永續經營的基石。

1.員工僱用與權益

截至2014年底，唐榮公司之員工總人

數為734人(男性674人，女性60人)，平均

年齡51.9歲，平均年資26.3年。唐榮公司所

有正式員工皆僱用自台灣地區，並無僱用外

籍員工。此外，唐榮公司因屬作業鋼廠，基

於安全考量，故存在男女性員工比例差距，

且從未僱用童工從事工作，但唐榮公司對於

薪資、福利、考核與晉升，皆不會有不同等

之對待。2014年聘用員工未曾發生違反人

權或歧視事件。為保障員工的權益，唐榮公

司除依照勞動相關法令外，另有訂定工作相

關規則以及各項人事管理規定，並與企業工

會訂有團體協約及定期舉辦勞資會議，以保

障員工的權益。

2.薪資與福利制度

唐榮公司員工薪資的主要項目包括基本

薪資、年終獎金、盈餘激勵獎金以及考績獎

金。本公司新進人員薪資均高於當地最低薪

八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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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用一般員級、師級人員，自最低等之本

薪一級起敘為原則，員級人員二等一級起

敘，月薪為26,952元；師級人員四等一級起

敘，月薪為39,716元。

在福利制度上，唐榮公司除了依法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並提撥職工福利金從事各

項員工福利事宜外，本公司員工基本福利如

下表。

唐榮公司同時設有勞工退休金管理委員

會，並依規定按月提撥退休金至專款帳戶儲

存。

3.和諧的勞資關係

唐榮公司極為注重員工意見及溝通，營

造和諧的勞資關係，減少勞資的糾紛，為暢

通企業與員工的溝通管道，2014年唐榮公

司並未發生任何勞資糾紛。

企業工會

唐榮公司的企業工會於1995年5月23日
成立，企業工會是為員工發聲的管道之一，

協助員工的權益保障及爭取合理的工作環

境，並促進互助合作，共同發展公司事業。

4.人才培訓

唐榮公司以「績效管理」與「能力發

展」作為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核心，透對員

工在職訓練及新人進用，提供多元化的訓練

課程，包含：基層幹部管理訓練、各類技術

專長訓練、師級人員培訓，以培養優秀的中

高階管理人才及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以達

成技術、管理及經驗之傳承目標。2014年
員工受訓人次為1,419人、總時數為7,868小
時、平均時數為5.54小時/人。

5.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場所的安全條件是保障操作人員安

全的基本要素，因此唐榮公司從設計、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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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產及服務過程中相當強調安全衛生

工作需符合法規要求，並以PDCA的管理機

制，持續改善人員、設備及環境之風險，注

重預防措施，以安全衛生作為企業經營之核

心價值。此外，更強調員工自我安全意識，

以期共同達成工安百分百、事故零災害之目

標。

6.健康管理、健康檢查與健康促進

(1)健康管理

為照顧員工健康，唐榮公司設有醫務

室，同時聘有特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每月

提供一次約三小時健康服務，提供個人健康

指導或異常值追蹤。

(2)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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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促進

依據歷年來健康檢查統計報告顯示：本

公司由於平均年齡偏高，體重過重及三高的百

分比逐年上升，所以近年來健康促進的議題

大多以減重或三高的防治為活動推廣方向。

我們與社會

1.唐榮文教公益基金會

唐榮公司於1997年創立財團法人唐榮

文教公益基金會，其目的是獎勵優秀從業人

員、激勵社會表現優異人士、對特殊成就或

學術發展有所貢獻之人給予獎助與獎勵。

2.企業公民

唐榮公司除了在員工及供應商的安全、

衛生、健康、待遇、福利、平權及培訓等各

方面進行各種努力，同時也透過敦親睦鄰來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1)回饋社會：國家古蹟唐榮磚窯廠

位於三民區中華橫路220號的唐榮磚窯

廠內矗立的兩支大煙囪為愛河沿岸中都地區

的地標。在台灣經濟起飛的五、六○年代，

創造了甚高的利潤，停工生產後，作為其見

證高雄都市及工業發展的歷史，也記錄了中

都地區居民共同的記憶。2005年公告為國

家古蹟，內容包涵八卦窯、南、北煙囪、三

座倒焰窯、一座實驗窯、一座隧道窯及紅磚

事務所共九處。

(2)敦親睦鄰

唐榮公司持續贊助地方社區舉辦的一系

列活動，以作為社會的好鄰居。

3.參加社會團體

唐榮公司因應業務發展之需要，選擇與

本業可互相助益之社會團體，至2014年本

公司參加之社會團體共計11家，均為團體

會員身分。除此之外，公司亦依法律規定參

加相關之商業同業公會及工會等團體或組

織。



— 720 —

5.公共政策

本公司透過參與「台灣資源再生工業同

業公會」，期望在綠色議題盡一份心力；透

過參與「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致力

為國內金屬產業高值化獻策、為金屬產業突

圍，為謀鋼鐵工業之團結與發展，協助政府

經濟建設及爭取國家外匯，並協調同業關

係，增進同業共同利益。

(資料來源：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唐榮鐵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tangeng.com.
tw/index.asp)

4.社會責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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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榮是國內第一個不銹鋼上游廠煉鋼

廠，「南唐榮、北大同」六個字，就是早年

台灣工業的代名詞，足見唐榮不銹鋼在產業

界的分量，唐榮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用心，普遍獲得各界肯定。

不銹鋼是硬梆梆的東西，為建築、裝

潢，以及管、桶、零組件、機械體等各項工

業製品的高檔材質，但對一般民眾來說，不

銹鋼更是最好的食品容器之一，在日常生活

中如影隨形處處可見。

總座從食品級不銹鋼 看見社會責任

唐榮公司總經理黃鴻都臉龐上有二個深

深的酒窩，感覺上相當有親和力，他從食品

級不銹鋼切入談企業責任，因為與民眾息息

相關的議題，就是盡到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要

留意的事情。

黃鴻都說，不銹鋼分200系、300系與400
系等大類，其中編號430及304的材質，最常被

運用在食品級不銹鋼，而200系列不銹鋼材，

主要適用於工業建築，如鐵窗、鐵門、樑柱等。

但許多不肖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將200系
列不銹鋼充當304不銹鋼使用，製作成餐具

器皿流入一般家庭，因材質問題會造成後遺

症，民眾選用時要問清楚，注意其中的差別。

黃鴻都指出，不銹鋼器皿終究是金屬製

成，建議第一次使用時，應先洗淨後，以熱

水加入1匙白醋或洗米水燙煮過，可將殘留

在表面的拋光油汙洗沖掉。同時要避免長時

間盛放酸或鹼性物質，同時不要使用強鹼或

強氧化性化學藥劑洗滌，如此就可享受不銹

鋼帶來的高品質生活。

交貨準時 顧客服務到位

關心民眾的使用安全，唐榮對客戶服務

也十分用心。一家國內主力不銹鋼加工廠總

經理說，唐榮的顧客服務做得相當到位，跟

他們做生意，對開拓業務有相當大的幫助，

他的工廠十年來成長五倍，是目前市場最有

競爭力的不銹鋼加工廠之一，能有這樣的成

績，絕對少不了唐榮的支持與協助，未來還

打算朝股票上市發展。

根據唐榮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

揭露，2014年對客戶的「交貨達成率」、

「交貨時效」與「產品品質」都比2013年
進步，整體平均分數較2013年有所精進。

證明唐榮對客戶的重視。

黃鴻都表示，唐榮以「企業社會責任管

理委員會」完善並執行CSR管理，委員會

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親自督導，總經理擔

任副主任委員。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將

CSR管理分為「公司治理組」、「環境永續

組」、「社會公益組」三大領域，唐榮公司

不斷朝此三大範疇精進，產生不錯的成效。

唐榮 要當鋼鐵業綠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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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能源環保方面，唐榮完全配合法令

執行，設立「環境保護組」專責研訂各項環

境管理系統，專人負責管理空氣汙染防制，

水汙染防治及廢棄物處理事宜，以確保集塵

設備、廢水處理、廢棄物分類與清理等能有

效依法運作，以降低生產對環境衝擊。

另「環境永續組」專責處理CSR報告

書內各項環境議題。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的

影響，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

略，成立能源管理任務組織，參與工業局推

動的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計畫，逐年提報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執行績效。

黃鴻都指出，唐榮在CSR管理上仍有

待循序漸進的努力空間，最重要的是務實經

營，在產品、環境、員工福利、或夥伴關係

等善盡職責，重視誠信要求，多年來唐榮公

司都沒有發生貪腐事件，希望在產業艱困的

環境中，仍能為利害關係人權益做最大的維

護，讓唐榮持續追求在企業合理利潤與社會

責任之間，找到共同的最大利益。

重視氣候災害防禦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唐榮公司受氣候變

遷的傷害與威脅並不直接，但黃鴻都表示，

身為地球村一份子，必須共同重視氣候災害

的防禦作為。所以，唐榮持續關注國內外相

關法規變化，透過節能減碳及綠色產品等方

向，努力降低氣候變遷的風險。

尤其2013年唐榮成功建置環境會計制

度，於2014年1月正式實施。環境會計制度

包含環保、工安、衛生成本，並納入物質流

投入、產出資料的蒐集及分析，將有助於評

估公司資源使用效率、環境衝擊強度及環境

效益等。

追求高效能高產值 低排放低消耗

綠色產品與製程，則是另個重點。唐榮

提升廢鋼及廢不銹鋼等再生物料比例，減低

對環境負荷，每年再生原料回收率約60%。

煉鋼廠大量使用回收廢不銹鋼及廢鋼，使用

廢不銹鋼及廢鋼不僅可將資源回收再利用，

也可減少其他原物料投入量，減少碳足跡前

端碳排產生量。

黃鴻都表示，近年來由於市場需求，不

銹鋼產業朝向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同

時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規定，符合環保的產

品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之一。所以唐榮公司

始終致力生產符合環保的綠色產品。

而綠色材料的特徵，就是採用低能耗製

造工藝和低汙染環境的生產技術，生產過程

中不使用有害物質，產品的設計以改善環

境、提高生活品質為宗旨，並具有抗菌、滅

菌、防黴、除臭、隔熱、防射線、抗靜電等

多功能效果，使用後的產品還可再回收利

用，不會產生汙染環境的廢棄物。

黃鴻都說，不銹鋼是生命週期極長的結

構材料，只要正確選用，使用年限可高達近

100年，為永續發展定下良好基礎，加上廢

不銹鋼殘值高，回收率也高，因物價逐年上

漲，廢不銹鋼的殘值不僅不會減低，甚至有

增加的可能。

既然不銹鋼是綠色結構材料，他呼籲民

眾應主動廣泛指定使用，讓節能減碳這個普

世價值有事半功倍效果，並確保綠能經濟永

續發展，唐榮也矢志致力追求高效能、高產

值及低排放、低消耗的目標，扮演好社會企

業責任的角色。 (林政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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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體

總論

創新技術為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類生

活的主要驅動力，繼19世紀工業革命、20
世紀資訊通訊產業革新之後，21世紀生技

醫藥產業蓬勃發展，致力於在原有的基礎上

找出創新元素以促進醫療的信賴與成效，其

中生技藥品為產業鏈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根

據IMS Health資料顯示，2016年全球生技

藥品市場將超過2,000億美元，伴隨著發展

而來的挑戰也不容小覷，我們希望在經營團

隊齊心協力之下，公司除了在技術平台與藥

物研發方面續有創新突破，力求提供病患更

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Mission)
之外，也進一步學習擔負社會責任，在落實

公司治理、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益等

課題投入心力和資源，從希望讓社會更好，

到致力讓社會更好。

公司於2012年底掛牌上櫃，新進學習

的空間很多，我們秉持著穩健踏實的方式經

營管理，以創新、合作的核心價值，來實踐

具行動力的關懷，不論是對外透過更多的溝

通和交流來維持良好的投資人關係、選擇符

合環境管理ISO認證的委外藥廠、參與公益

活動及支持教育機構，或是內部員工的權益

保障與溝通機制，此等善盡社會責任的努

力，在在都為創造股東、企業、員工最適權

益；在資訊透明度方面，2013年首次參與

即獲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上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A等，鼓

舞公司在經營決策時，持續思考公民責任的

議題。2014年度董事會首度通過「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等管理方針，並定期由管



— 724 —

理單位彙報具體推動計畫與實施成效。

CSR得獎紀錄

‧2015年上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最

高等級A++。
‧2015年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

司組前5%。

‧2013年獲得台北生技獎「潛力新秀

獎」。

台微體概況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

微體)於1997年成立，於2012年12月21日正

式上櫃交易，目前為醫療生技類股之上櫃公

司。

台微體以「Bio Design House」為獨特

定位，公司重心專注於脂質藥物傳輸系統平

台與劑型設計的研發，以最適平台與劑型設

計克服藥物開發上的困難，利用專利藥物

傳輸系統平台降低藥物毒性、改善藥效及

增加其水溶性，繼而發展成特殊學名藥、

新劑型/新配方藥物及新藥，特殊學名藥有

Doxisome、AmBiL，新劑型/新配方藥物

Lipo-Dox、ProFlow、ProDex、TLC198、
TLC599、TLC178，以及新藥Lipotecan，
其中以AmBiL、Lipo-Dox、ProFlow領先

取得藥證。在生產上以掌握製程放大技術為

首要，將製造委由合格的cGMP廠執行；在

銷售上以授權方式，透過各地最適當的通路

夥伴，將產品銷售至全球。成立17年來篳

路藍縷，台灣微脂體以上述營運模式充分運

用有限資源，開發出五大技術平台運用至九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 

TLC 
Biopharmaceuticals
, Inc. 

TLC 
Biopharmaceuticals, 
B.V. 

TLC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 

台微體(上海)醫藥科
技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TLC 
Biopharmaceuticals  
Pty Lt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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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藥物之研發。

本公司依中華民國法律所成立，在公司

治理、環保、稅務、勞工、人權各方面遵循

相關法令規定執行，主要營運活動為研究發

展技術平台與藥物開發。台微體因應擴增實

驗室並接續試產與量產在新竹設立分公司，

在美國、荷蘭、香港、上海及澳洲等地設有

子公司，協理母公司進行抗癌新藥研發及相

關生物技術服務等事項。

台微體努力至今已經順利完成多項產

品授權，合作對象包括全球最大學名藥廠

Teva Pharmaceuticals、諾華集團學名藥廠

Sandoz、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專業製藥公

司SciClone Pharmaceuticals、韓國上市藥

廠SamchunDang Pharm、韓國前五大藥廠

Ildong Pharmaceuticals、日本最大健保藥局

通路商Nihon Chouzai等全球各地最具行銷

實力的廠商，以及台灣東洋工業及永信藥品

等。台灣微脂體對研發創新的投入能獲得政

府的重點支持是多年來團隊堅持的關鍵，目

前為止已獲經濟部十項計畫支持，亦獲得諸

多國內外獎項的肯定，包含六屆的台北生

技獎，並榮獲有「矽谷聖經」美譽之稱的

「Red Herring」雜誌評選為亞洲百大未上

市企業(Red Herring Asia 100)，更於2007
年進一步入選為全球200大未上市企業。

企業文化

台微體所從事的生技醫療事業，產業價

值最重要的是為疾病治療帶來貢獻，提供病

患更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自洪

博士創立公司以來，「Delivering Hope for 
Life為生命帶來希望」一直是塑造我們企業

文化的核心精神，希望帶來的力量源源不

絕，希望讓公司一本初衷不間斷地努力研

發，冀望早一步為疾病治療帶來貢獻；希望

病患即便身有病痛也懷抱著對生命的熱誠，

以更安全的治療方式，在有尊嚴的生活品質

下，勇敢面對生命的過程。

公司每年舉辦全員Team-Building，除

了形塑企業文化，也透過各種情境模擬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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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設計，深化企業文化，加強對企業價值

的感染力與執行力；除了員工本身之外，也

希望企業文化能為員工的家人所了解，家人

的支持無疑是員工不懈的最佳動力，因此，

公司也定期舉辦家庭日(Family Day)活動，

透過活動的設計來傳達創辦人的理念與企業

文化。

趨勢及機會

根據IMS統計分析，全球生技製藥產

業於2013年產值為9,890億美元，相較於

2008年的7,950億美元增加1,940億美元，

五年增幅24.4%，複合式成長率5.2%。預

估未來在2014-2018年期間，複合式成長率

約4~7%，與過去五年期間2009-2013的相

比，增長加速的可能性極大。

利基：

1. 台微體核心技術符合國際市場發展趨

勢。

2. 生技產業繼電子資訊產業後，為國內

產業政策發展方向。

挑戰：

1. 各國法規日趨嚴苛導致開發成本增

加。

2.後續競爭者將增加。

因應對策：

身為研發公司，維持永續成長的方法無

他，便是日益求精，不斷精進自身的技術，

以突破自己為目標，來維持公司競爭力。台

灣微脂體一直以來的「藥物傳輸系統設計

者」定位相當明確，未來預計將經由各地分

公司，尋求具有潛力的技術夥伴進行合作，

不但可更加深耕目前所專精的領域，亦可望

進一步發揚至其他同具市場潛力的適應症上

（如糖尿病所使用的胰島素等），甚至非藥

品類的產品上，以期擴大市場範圍。

公司利害關係人鑑別與重點議題設定

公司利害關係人係為對公司產生影響或

受公司影響的內部或外部團體及個人，包含

員工、客戶、供應商、股東、政府、媒體、

當地社區等，鑑別的重心在於了解利害關係

人與公司互動時關注的重點項目，以及可能

在互動關係中影響到公司的層面及本身或有

受到的影響，有了此項鑑別，才能幫助公司

適時適所地與利害關係人增進溝通，並及時

回應利害關係人之所需。

本公司追求永續經營，因此妥善維護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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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人的權益實屬切身相關，除了與公司

外部關係人建立多方且透明的溝通管道，採

取非單一窗口運作的方式，設有投資人信箱

及監察人信箱，力求利害關係人能充分表達

而公司也能及時回應，也積極將企業社會責

任的理念與做法推廣至供應鏈，進一步管理

利害關係人，選擇符合環境管理ISO認證的

委外藥廠，確保確實遵循環保、安全、衛生

等規範。在內部溝通方面，每季召開勞資會

議討論勞資議題，由員工選任職工福利委員

會辦理各項福利措施，同時，遵循勞動法規

並保障勞動人權，以建立愉快的人性化工作

環境為目標。公司成立迄今十餘年，未曾有

利害關係人申訴情事。

界定報告書內容和考量面邊界上，係以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揭櫫之綱領為基礎，並

參酌利害關係人(員工、客戶、供應商、股

東、政府、媒體、當地社區等)關注的重點

議題為範疇，公司各專業執掌對關切的議題

進行評估後，擬訂本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大面向，集結各面向的鑑別考量與執行成

果著成本篇報告書，我們希望凝聚組織內及

組織外的團體力量，推動公司持續且平衡地

朝永續發展的方向成長。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的資訊揭露期間為2014年全

年度，自2014年1月1日至2014年12月31
日，部分計畫為中長期的方案，為使資訊具

有連續性，因而包含更早期間的資料。

報告發布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官網

http://www.tlcbio.com，官網呈現於投資/企

No 
 

類別
 

 重大考量面 組織內邊界  組織外邊界

台微體 子公司 員工 客戶 供應商 社區 
1 經濟 經濟績效 ○ ○   
2 

環境

原物料 ○   ○

3 水 ○ ○   
4 排放 ○ ○   ○

5 汙水及廢棄物 ○ ○   ○

6 產品及服務 ○   ○

7 環境面法規遵循 ○   ○   ○

8 

社會

勞僱關係 ○  ○   
9 職業健康與安全 ○   ○   ○

10 訓練與教育 ○ ○

11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 ○

12 男女同酬 ○ ○

13 強迫或強制勞動 ○ ○

14 不歧視 ○ ○

15 勞工問題申訴機制 ○ ○

16 產品責任法規遵循 ○   ○

17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   ○

18 客戶隱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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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責任/資訊揭露專項中，提供各界一個全

面與方便即時獲取資訊的管道。

前一本報告書揭露期間為2013年全年

度，2014年7月發布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

司官網。

報告周期

本報告書為本公司第2本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出版周期計畫為每一年度一次，刊

印日計畫為每年第2季。

報告邊界

本報告書的組織邊界涵蓋台微體總公司

及分公司(不包含轉投資的子公司)，報告書

中的資訊及數據涵蓋以上主體的各項經濟、

社會及環境三大面向。

撰寫標準

本報告書語言為繁體中文，係依據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第四代綱領（ t h e 
forth generation of GRI’s Sustainability 
Repor t ing  Guide l ines，簡稱GRI G4 

Guidelines）之架構撰寫。

公司治理

董事會

董事會為公司治理的首要單位，2014
年度本公司董事會由八位擁有豐富學經歷的

董事組成，目前由洪基隆先生擔任董事長，

其為公司最高治理者暨執行長。董事會職責

包括遵照相關法令、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

會之決議行使職權，並監督公司管理階層，

負責公司整體營運狀況，董事若發現公司有

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

董事長定期檢討經營團隊對於公司整體營

運、企業社會責任等績效，敦促經理人遵循

法政單位相關規定，秉持誠信經營之準則，

在永續經營為目標前提下，維護員工、客

戶、供應商、股東、政府、媒體等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

監察人

監察人為公司治理另一主要單位，經由

股東會選舉產生，本公司目前設有監察人三

股東會 

董事會 

監察人 

薪酬委員會 

董事長 內部稽核 

總經理 
總經理室 

 
研發部 

 
臨床部 

 
前臨床部 

 
管理部 

製造 
開發部 

計畫 
控管部 

 
品保部 

早期 
開發部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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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分別為學養豐富的黃慶峯先生、陳志強

先生及楊大寬先生，職責為監督公司業務之

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查核簿冊文件，審核公司內部控制制度之執

行情形，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

告，其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

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東會。本公

司歷次董事會均同步寄送董事會議程及補充

資料予監察人，邀請監察人列席，以隨時掌

握公司營運狀況，監督董事會運作情形並適

時陳述意見；本公司監察人列席今年各次董

事會並無對董事會議案提出異議。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自2011年起即依主管機關規定

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由三

位具專業資格與豐富工作經驗的委員組成

「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會每半年至少舉

行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職權，定期檢

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等績效評估

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度、標準與結構等，

並對董事會負責，且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

討論。

風險管理

台微體在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上，包括三

大組別，分別為經營管理組、安全衛生組及

資訊安全組，各大組別為確保達成職能，並

各自下轄不同任務小組。

資訊揭露

本公司追求永續經營，因此妥善維護利

害關係人的權益實屬切身相關，多元化的資

訊揭露與暢通雙向溝通為互惠關係持久的開

始，2013年首次參與即獲評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上市櫃公司

資訊揭露評鑑A等。2014年度更榮獲最高等

級A++的優異成績，公司的資訊揭露透明度

備受肯定。

提升品質管理

台微體之藥品開發時之非臨床安全性研

究必須遵循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LP)並
獲得認證，藥品製造時必須遵循優良藥品生

產作業規範(cGMP)並獲得認證，臨床試驗

則必須遵循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
並獲得認證。換言之，當產品要向主管機關

申請上市許可時，所附資料必須依已認證的

GLP、cGMP及GCP規範去做。

本公司為維持研發效率，係設立專案管

理辦法以維持研發效率及速度，將須認證之

GLP、cGMP及GCP規範委託已獲認證之試

專案管

理會議 

績效管

理會議 

研究發

展會議 

經營管理組 

風險管理機制 

安全衛生組 

辦公處所安

全小組 

資訊機房安

全小組 

資訊安全維

運小組 

資訊安全事

件緊急處理

小組 

資訊安全內

部稽核小組 

資訊安全組 

委外評

鑑會議 

採購委

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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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單位執行。

遵循藥事法規進行各項操作並獲得認

證，是本公司本身及擇定委外藥廠的必要標

準，嚴格把關研發品質及產品品質，全面對

製成產品為盡責標示。合作的藥廠所生產的

我方產品迄今不曾有品質不良或違反產品標

示之情事。

供應商關係

台微體認可的友善採購對象，係要求在

環保、安全及衛生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共

同致力提升企業責任，未見供應鏈對環境有

顯著實際或潛在之負面影響的企業。為此採

購單位對供應商分類並進行評鑑，評鑑項目

綜合質量評估、交貨準時率、售後服務等項

目，更進一步對主要供應商進行實地審核，

也依供應商的重要性進一步分級評估並周期

性派遣專業人員指導供應商製程改善，提升

品質等，一方面係為篩選優良供應商加強往

來，另方面也推動採購單位與供應商互動。

客戶服務與合作關係

以所從事的生技研發來說，台微體與企

業(被授權的通路夥伴)間的客戶服務，不同

於消費者所要求客戶滿意的慣行指標如品

質、包裝、交期、售後服務等，尤其是藥物

研發階段須經歷一段長時間(5~20年)，授

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之間，重點在長期以信賴

建立起的合作開發關係，共同因應藥事法規

單位的審查條件，並逐步地達成各階段的研

發里程碑。因此，台微體與企業(被授權的

通路夥伴)間的客戶服務並不同於傳統，也

毋需一般的客戶滿意度調查，實際上是兩個

夥伴採優勢分工並合作開發，共同達成雙贏

的目標去取得藥證並上市銷售。在客戶權益

的保障上，則更重視合作開發成果的管理，

以及客戶隱私權。

在產品責任上，本公司與被授權客戶間

充分溝通產品研發狀況及藥證法規單位的各

項規定，並以科學化數據審慎評估藥物效果

與副作用。產品上市迄今，未曾有爭議或禁

止銷售，亦未曾違反健康與安全相關法令、

以及標示或產品安全等案件紀錄。

環境永續

台微體恪遵各項法規要求，以營造並維

護適宜永續發展之環境，公司成立迄今並未

有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之情事，因此亦未有

受到罰款或罰款以外之制裁。

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

台微體係屬生技研發產業，以實驗室為

主，無使用對環境負荷大的資源。在提升資

源的利用效率上，本公司實驗室管理辦法明

訂環保減廢措施，實施依資源類別分類處理

及回收利用。本公司同時設有環保及工安組

織，安排專人負責實驗室及辦公室環境管

理，並就空氣、水、噪音、廢棄物、毒性化

學物質之環保措施與操作管理制定實驗室管

理辦法，以為遵循。因此台微體迄今沒有

違反環保或相關處分紀錄，相關單位亦持續

落實環保工作，維持良好的勞工安全衛生環

境。

廢棄物處理及環境保護

台微體實驗室於2008年即奉行廢棄物

處理程序依固體廢棄物、廢液、廢水等特性

操作與管理，並設有專人負責。公司亦設有

控管簿及藥品保管櫃，詳實記錄實驗室控管

藥品之進料、使用及庫存。廢水則由公司所

屬的南港軟體園區大樓統一處理，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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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標準稀釋後將廢水排放至園區集中的廢水

儲存槽，配合園區依國家標準統一處理，因

此，營運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已降至最低，無

洩漏之情事發生。

節能減廢與運用高效率、再生能源措施

1.水資源管理

本公司因產業特性與所處的研發階段無

需耗用太多能源與自來水，2014年度總用

水量僅近5,000立方公尺，用過的水僅為一

般廢水，無重大汙染性，亦無回收價值，園

區統一規劃透過公共汙水管道流放。廢棄物

的數量亦屬有限。

2.原物料採購

由於公司專事研發，並無生產性的原物

料採購，因此原物料採購的金額為零，而不

適用於採購再生性原物料。

3.碳排放量

公司碳排量在過去三年(2012年、2013
年、2014年)分別為302公噸、424公噸與

425公噸，人均量3.5公噸、3.6公噸、3.4
公噸，顯示2014年度人均排放二氧化碳

較上一年度2013年減量，初步顯現減碳成

果。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物PFCs、
六氧化硫SF6之排放尚無統計。

減低產品對環境衝擊之作法

實驗室廢棄物處理設有專人負責並遵循

固體廢棄物、廢液、廢水等特性操作與管

理，後續委託合格廢棄物清運廠商並配合園

區規範辦理，因此本公司未有環境汙染情況

或影響生態之情事。產品商業化的部分，台

微體委外之藥廠為符合cGMP規範，避免交

互汙染，因此不能回收已出售之產品且再利

用包材。至於自藥廠運輸至醫療院所用來盛

裝冷凍運輸藥劑之冷凍盒和常溫運輸所需之

紙箱以及運輸箱盒所用的棧板等，因與藥劑

本身無直接接觸之可能性，則使用可回收再

利用之材料，由藥廠自行重覆使用或處分出

售，以減少廢棄物的數量並降低對環境的負

擔。

103年度 廢 棄 物 及 廢 液(註1)
類別 一般事業廢棄物 感染性廢棄物 廢 液 總 計 

重量 (公斤) 5,506 2,769 2,322 10,597 

最終處置 焚化處理 熱處理 熱處理

註1：本公司無被「巴爾賽公約」附錄I、II、III、VIII視為有害廢棄物的物質。

範疇 溫室氣體排放 單位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包括固定式排放源、移動式排放源、逸散

排放源及製程排放源所排放之溫室氣體 
t-CO2 302 424 425 

2.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 外購電力所造成之排放量 t-CO2 0 0 0 
3.其他間接(範疇三) t-CO2 0 0 0 
總排放量 t-CO2 302 424 425 
當年度營業額 新台幣百萬元 241 159 96 
排放強度(總排放量/營業額) 1.3 2.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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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社會參與

勞動人權政策

台微體尊重員工基本人權，保護員工個

人資料，以維護員工的隱私權及財產權，並

遵循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勞動

法令，使員工權益得到應有的保障。截至

2014年底，台微體員工人數141人，工作地

點在台灣。

本公司全體員工皆以正職聘任，無僱用

兼任、派遣人力或是約聘僱人員，員工工作

時間為每天八小時，週休二日，若需加班工

作者，延長之工時連同正常工作時數，一日

不得超過12小時，加班時數每月不得超過

46小時。希望在工作之餘，員工也能獲得

適當的休息，舒緩身心。

 類別 組成 人數

工作別

經理人 7

技術及研發人員 88 

管理及其他人員 46 

性 別 
男 65 

女 76 

學歷分布比率(%) 

博士 17 

碩士 53 

大專 30 

平 均 年 歲 36.8 

平均服務年資 3.5 

勞資關係

台微體除了提供一個安全及舒適的工作

環境及讓每一位員工能安心工作的薪酬福利

外，也透過正式的人事管道及日常關懷去了

解員工的生活，注重公司各項活動規劃時的

家庭參與，希望能做到全方位照顧員工及其

家庭，建立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促進勞資

和諧。公司定期每季召開勞資會議，秉持著

開放的態度，廣泛討論各項勞資議題，既可

以傾聽員工心聲，也是另一個創意發想的正

式管道。

員工薪酬與福利

本公司的總體薪酬包含薪資、年終獎金

及發放具股權基礎之憑證，此係結合公司營

運目標以評估員工的工作職能與行為職能、

貢獻度及未來發展潛力等，來決定其總體薪

酬，而且每年都透過薪資調查，衡量市場的

物價指標等總體經濟指標、公司營運以及個

人績效表現，適當調整同仁薪資。

在福利規劃上，公司本身有一套系統制

度，並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各項福利

及活動，使同仁身心健康，享受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多元化內容包含有員工旅遊、健康

檢查、多項保險、舒壓按摩福利、每季慶生

會、生日/結婚/生育禮金、育嬰假以及喪葬

/住院慰問金、內外部教育訓練及優於勞基

法的休假制度。迄今僅一女性員工申請育嬰

假，育嬰假後選擇回歸家庭全職照顧小孩。

人力資源發展與教育訓練

台微體規劃了全方位的訓練體系，讓員

工無論擔任管理階層或在專業領域，都能有

適當之培訓。在專業職能上，包含研發類、

法規類、行銷業務類、品管類、生產類、採

台灣法定基本薪資 職稱 台微體基層薪資對台灣法定基本薪資比例 
新台幣19,273元 基層員工 1.76 
註：本公司每一員工皆享有工資條件平等， 因性別因素而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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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類等訓練；為配合國際標準及國家相關法

令規定，亦加強輔導員工取得相關專業證

照。訓練體系概要說明如下：

      類別
功能

內訓 外訓 自我發展

管理職能
專案規劃
新人指導

績效管理
決策分析
簡報技巧

因材施教情境領導

研討會
專題講座
電腦技能
讀書會

專業職能
(研發)

工作輪調
工作會議
專業指導

藥品安全規劃
製程分析技術
藥品開發策略

藥廠製劑品質管理
動物模式及藥理分析

專業職能
(非研發)

會計財務
人力資源
資訊安全
智權法務
內控稽核

全員核心
職能

團隊共識營

2014年度本公司員工人數141人，共開

辦107班次訓練課程，員工受訓人次達168
人，總訓練時數達1,367小時，相對於去年

365小時的總訓練時數大幅增加，顯見公司

對教育訓練的重視。

職業安全與衛生

本公司為藥品研發型態的生技公司，從

事醫藥產品之研發，故僅設立研究用實驗室

而沒有設置廠房，職業安全上的重點在實驗

室安全衛生教育及管理，以及消防防護。因

此，公司制定了實驗室管理辦法暨設立相關

措施，希望為同仁們提供更安全且衛生的工

作場所，減少職業傷害與職業病，2014年
度本公司並無職業傷害之發生，有賴於全體

員工共同維護安全的環境並依標準作業流程

執行安全的行為。

為因應所有與環保與工安相關事宜，台

灣微脂體設立了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衛生組

織結構如下，並指定管理人與代理人以確保

所有突發狀況皆能處置得宜：

社會參與理念

台微體從事人的事業，Delivering Hope 
for Life是公司創辦人創設公司的初衷，也

是員工努力的方針。我們正在起步，因此有

時是公司透過活動規劃，邀請員工共同參與

總經理 

非管理部 

改善事項提案 

改善事項執行 

緊急事故處理 

緊急事故通報 

管理部 

安衛工作督導 

安衛政令宣傳 

新進人員教育 安衛工作執行 

緊急事故處理 改善事項執行 

安衛設施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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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公益活動或匯集小額贊助，拋磚引玉帶

動更多員工家庭對生命的關懷；更有些時候

是員工主動提議公益活動，促成群體意識。

參與生態保育及弱勢團體、捐贈及參與

公益活動、支持教育機構等，是現階段公司

與員工參與的型態。

1.生態保育：溼地特殊環境教育方案

公司有一群重視生態保育的同仁，不僅

時常觀察野鳥遷徙的變化與生態環境的影

響，也主動提供自然公園的各項活動訊息吸

引同事變成同好，公司於2014年度捐贈台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溼地特殊環境教

育基金新台幣25萬元，並於投入企業志工

協助進行特教學童之環境教育，服務對象以

北部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

縣市、新竹縣市）之特教學校、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特教班或資源班為優先，本次參與

學校有六所，師生與家長共計230人。

本次溼地特殊環境教育方案，係透過各

種適合身心障礙學童的自然體驗教案，協助

孩子們感受溼地生態系的風采，發揮與開展

潛在的身心感官探索能力，並帶給師生家長

一趟不同的生命經歷與快樂經驗；每一梯次

的內容不盡相同，共同的特色是每一張純真

的臉在大自然的溫暖中綻放滿足的笑容，這

也是最激勵志工同仁參與的動力。

2.關懷弱勢：伊布營

台微體於2014年著手規劃身心障礙相

關活動，我們認識到台灣盲人需要更多人伸

出友誼的手，「伊布營」因此成行，透過台

灣盲人重建院的介紹與情境模擬，參與的同

仁體會到視障者的困難，進而學習幫助視障

者的方法。

除此之外，台微體的同仁也主動發起

「鞋盒傳愛在耶誕」以及「育幼院學童文具

勸募」活動。過程中，台微體也會對每一分

贊助禮增額加碼捐贈，致上我們的關懷。

(資料來源：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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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體(4152)董事長暨執行長洪基隆

認為，公司從事人的事業，「Delivering 
Hope for Life為生命帶來希望」，是創設公

司的初衷，也是員工努力的方針，力求提

供病患更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Mission)之外，也進一步學習擔負社會責

任，平常就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也將公司

與全體同仁在這方面的努力成果彙編成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洪基隆認為，創新技術為促進經濟發

展和改善人類生活的主要驅動力，繼19世
紀工業革命、20世紀資訊通訊產業革新之

後，21世紀生技醫藥產業蓬勃發展，致力

於在原有的基礎上找出創新元素以促進醫療

的信賴與成效，其中生技藥品為產業鏈中相

當重要的一環，根據IMS Health資料顯示，

2016年全球生技藥品市場將超過2,000億美

元，伴隨著發展而來的挑戰也不容小覷。

藥物研發 力求創新突破

在經營團隊齊心協力之下，公司除了在

技術平台與藥物研發方面續有創新突破，力

求提供病患更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

質(Mission)之外，也進一步學習擔負社會

責任，在落實公司治理、發展永續環境、維

護社會公益等課題投入心力和資源，從希望

讓社會更好，到致力讓社會更好。

2012年底掛牌上櫃，新進學習的空間

很多，不論是對外透過更多的溝通和交流來

維持良好的投資人關係、選擇符合環境管理

ISO認證的委外藥廠、參與公益活動及支持

教育機構，或是內部員工的權益保障與溝通

機制，此等善盡社會責任的努力，在在都為

創造股東、企業、員工最適權益。

在資訊透明度方面，2013年首次參與

即獲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上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A等，鼓

舞公司在經營決策時，持續思考公民責任的

議題，次年更進一步獲得最高等級A++的殊

榮，並在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中脫穎而

出，列為上櫃公司表現最好前百分之五之公

司。2014年度董事會首度通過「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等管理方針，並定期由管理

單位彙報具體推動計畫與實施成效。

獲經濟部十項計畫支持

台灣微脂體對研發創新的投入能獲得政

府的重點支持是多年來團隊堅持的關鍵，目

前為止已獲經濟部十項計畫支持，也獲得諸

多國內外獎項的肯定，包含六屆的台北生

技獎，並榮獲有「矽谷聖經」美譽之稱的

「Red Herring」雜誌評選為亞洲百大未上

市企業(Red Herring Asia 100)，更於2007
年進一步入選為全球200大未上市企業。

台微體所從事的生技醫療事業，產業價

值最重要的是為疾病治療帶來貢獻，提供

台微體 為生命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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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更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Delivering Hope for Life為生命帶來希

望」一直是塑造我們企業文化的核心精神，

希望帶來的力量源源不絕，希望讓公司一本

初衷不間斷地努力研發，冀望早一步為疾病

治療帶來貢獻；希望病患即便身有病痛也懷

抱著對生命的熱誠，以更安全的治療方式，

在有尊嚴的生活品質下，勇敢面對生命的過

程。

公司每年舉辦全員Team Building，除

了形塑企業文化，也透過各種情境模擬及活

動的設計，深化企業文化，加強對企業價值

的感染力與執行力；除了員工本身之外，也

希望企業文化能為員工的家人所了解，家人

的支持無疑是員工不懈的最佳動力，因此，

公司也定期舉辦家庭日(Family Day)活動，

透過活動的設計來傳達創辦人的理念與企業

文化。

舉辦家庭日 邀員工參與公益

台微體有時是公司透過活動規劃，邀請

員工共同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或匯集小額贊

助，拋磚引玉帶動更多員工家庭對生命的關

懷；更有些時候是員工主動提議公益活動，

促成羣體意識。包括為台灣盲人重建院伊布

營、濕地愛奇兒企業志工、嘉義阿里山及苗

栗泰安義診等。

支援台灣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

義診服務、參與生態保育及弱勢團體、捐贈

及參與公益活動、支持教育機構等，是現階

段公司與員工參與的形態。

公司近年投入贊助台灣路竹會義診活動

的行列，參與台灣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地

區的義診服務，將實驗室研發技術與藥品的

精神延伸到社會需要的角落，落實台灣微脂

體從台灣出發的初衷。

此外，我們也著手規劃身心障礙相關活

動，在研發眼疾藥物的過程中，我們認知到

台灣盲人需要更多人伸出友誼的手，「伊布

營」因此成行，透過台灣盲人重建院的介紹

與情境模擬，參與的同仁得以體會到視障者

的困難，進而學習幫助視障者的方法，也讓

同仁們更能瞭解自己研發工作的價值所在，

以及我們可以對病患們產生的貢獻。

關注溼地特殊環境 捐贈基金

除了與台微體醫藥專業聯結的社會關懷

外，更重視永續環境的保護，於2014年度

捐贈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溼地特殊

環境教育基金，並於投入企業志工協助進行

特教學童之環境教育，服務對象以北部地區

之特教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特教班或

資源班為優先，本次參與學校有六所，師生

與家長共計230人。

本次溼地特殊環境教育方案，係透過各

種適合身心障礙學童的自然體驗教案，協助

孩子們感受溼地生態系的風采，發揮與開展

潛在的身心感官探索能力，並帶給師生家長

一趟不同的生命經歷與快樂經驗；每一梯次

的內容不盡相同，共同的特色是每一張純真

的臉在大自然的溫暖中綻放滿足的笑容，這

也是最激勵志工同仁參與的動力。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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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

總論

安心食品自1990年成立，引進日本餐

飲界首屈一指的品牌「摩斯漢堡」(MOS 
BURGER)在台設點經營，秉持「貢獻人

類，貢獻社會」的經營理念，透過親切、真

誠的服務，堅持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餐

點，讓顧客感到幸福。

回顧2014年，台灣餐飲業面臨數次食

品安全事件的嚴峻考驗，我們以積極正面態

度面對，虛心檢視食品安全衛生自主檢驗及

供應鏈管理機制，10月起已將內外部食安

檢驗及供應鏈評鑑等關卡再度提升，要求更

紮實地做到原物料溯源管理機制，務必從主

動把關、追根溯源、防患未然三大方向，落

實對消費者食品安全的承諾。此外，我們於

2006年即致力推動農產品導入在地食材、

生產履歷、契作農場之「三合一綠色採購」

策略，開辦樂活早市，讓顧客可於門市買到

產地直送的蔬果，達到支持在地農民，同時

穩定食材品質與源頭管理的效益。

除了深耕提供安心安全餐飲的核心價值

外，公司治理方面，我們也恪守誠信經營與

透明的資訊揭露原則，已於2014年4月通過

社團法人中華治理協會CG6008公司治理制

度評量認證、2015年4月證交所公司治理中

心主辦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全體受評

上櫃公司前20%。今年我們將朝永續經營的

方向，提升公司治理的強度，為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投入更多資源。我們深信，員工是餐

飲連鎖業是否能持續貫徹企業對顧客的服務

品質承諾、企業經營績效不斷精進的重要關

鍵，因此我們致力打造幸福企業，建立完善

的人才培訓及激勵制度，讓員工能實現自

我，也鼓勵同仁展開食育、清掃社區、提供

課業輔導場地等關懷社會的活動，心情愉快

做著讓顧客感謝的工作，從中得到回饋社會

的幸福感。

MOS就是「Mountain Ocean Sun」，

蘊含著安心食品全體同仁各項事務及作為上

皆融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觀念。面對環境變

遷及消費型態的轉變，我們將不斷挑戰自

我，突破現況，落實對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承

諾，讓安心食品成為與社會、環境及顧客共

榮共存的永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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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概況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係由東元集

團與日本MOS Food Services, Inc.合資與技

術合作在台設立經營，並於2011年12月15
日正式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掛牌(股票

代號：1259)，為台灣第一家上櫃的速食業

者。本於東方「食的文化」及「醫食同源」

的理念，均嚴格挑選新鮮及健康的高品質食

材，開發獨具東方口味的健康餐點，且推出

的「米漢堡」從西方速食業競爭中脫穎而

出，讓速食不再貼上垃圾食物的標籤，消費

者不但吃得滿足也吃得健康。因源自我們對

於提供新鮮餐點的堅持，我們大部分的餐點

均在顧客點餐後，於店鋪的開放廚房現場料

理，滿足顧客對新鮮與美味餐點的要求。

2011 年
數位時代第二屆綠色品
牌餐飲服務類第一名。
遠見第七屆社會責任獎
CSR環境保護類楷模獎。
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產品碳足
跡標簽證書』，首家擁有碳足
跡認證的連鎖餐飲業者。

2010 年

2010 年
ISO22000&
HACCP驗證合格

2009 年

通過優良服務GSP認證 獲得第七屆遠見雜誌傑出

服 務 獎 連 鎖 餐 飲 業 第 一

名。

2014 年
通 過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CG6008公司治理制度評量】
天下103金牌服務業調查連鎖速食
第二名
新北市環境保護局「103年綠色
循環商店」29店獲獎。

2010 年2013 年2012 年

數位時代第四屆綠色品牌餐

飲服務類特優

數位時代第三屆綠色品牌

餐飲服務類第一名

2008 年

「MOS鮮乳冒險系列」

 2010年台灣視覺設計

 獎包裝設計金獎。

「風味物語手機套」

台灣區設計鉑金獎

德國設計IF大賞。

433g

法蘭克熱狗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於1990年11月成立，首家摩斯漢堡於1991年2月

在新生南路開業，近幾年來於全台大規模展店，目前已躍居台灣第二大連鎖

速食店，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台店數已達237家。

28店

2店

11店

17店

95店

1店

3店

1店

1店

2店

16店

8店

4店

3店

3店

雲林縣

彰化縣

嘉義縣市

高雄市

花蓮縣

宜蘭縣

3店
南投縣

台北市

基隆市

桃園縣
38店
新北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台南市

屏東縣

金門縣

1店
澎湖縣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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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顧 客

員 工

政府機關

 社 區

媒 體

股 東
供應商

安心
食品

重大議題辨識與回應

在重大議題辨識的部分，我們透過內部

討論與外部專家協助，依GRI 4.0與所屬產

業特性，依經濟、環境及社會等面向，篩選

出共45項關注議題，並藉由公司內部各單

位同仁依職責分別代表填寫利害關係人問

卷，共回收33份問卷納入分析。我們亦藉

由CSR專案小組共同討論，評估出利害關係

人關注CSR各面向之權重占比及對公司衝擊

幅度之影響。透過這些數據蒐集及實質性分

析流程，統計出關注廣度以及各議題對公司

營運的衝擊幅度，並將結果表現於關注議題

重大性分析圖中。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基本資料

本報告書呈現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安心食品或我們)在永

續發展的過程中，面對利害關係人關切重要

議題的觀點與因應作為，並說明目前的成果

與未來的機會，以此作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

策略方法。同時，本報告書也是安心食品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重要管道之一，期待透過

揭露、交流及回饋與利害關係人保持良性互

動。並誠心希望得到各界的指教與建議，使

安心食品的努力能更符合社會大眾對食品安

全的期待，持續朝向成為業界的永續發展標

竿邁進。

2015年本公司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

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之最新

G4.0版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向利害

度
廣
心
關
人
係
關
害
利

對公司之衝擊幅度

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圖

1
‧ 顧客健康與安全1

‧ 產品與服務標示2

‧ 法規遵循3

‧ 行銷溝通4

‧ 經濟績效5

‧ 環境申訴機制6

‧ 童工7

‧ 組織概況8

‧ 環保支出9

‧ 能源10

‧ 人權申訴機制11

‧ 倫理與誠信12

‧ 職業健康與安全13

‧ 勞雇關係14

‧ 綠色產品15

‧ 強迫勞動16

‧ 顧客關係17

‧ 採購實務18

‧ 訓練與教育19

‧ 供應鏈管理20

‧ 水21

‧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22

‧ 公共政策23

‧ 外部組織參與24

‧ 社區發展25

‧ 多元化與性別平等26

4

5

1110

9

8

7

6 12

13

14

16

17
20

25

26

21

22

23

24

18

19

15

3

2

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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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說明本公司在經濟、環境及社會上的

具體作為，以及展現永續發展的決心。

報告書範疇與時間

首次發行版本的數據及內容以2014年
（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資料為主，並包括未來的營運展望及機

會。範疇係依據合併財務報表的原則設定組

織邊界，報告績效呈現則以台灣地區為主。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規模、架構或所有權並無

重大改變。

報告書編撰原則

報告書數據蒐集，係邀集相關部門，彙

整日常營運管理的數據、教育訓練、議題討

論之資料及參考各單位訪談記錄，按GRI準
則及指標要求，整理出本公司在經濟、環境

及社會等面向的績效資訊。各項指標內容數

據資訊的收集、量測與計算方法，係以符合

當地法規要求為主要依據，如當地法規無特

別規定，則以國際標準為準，如無國際標準

可適用，則以產業標準或產業慣例為依歸。

外部確信

本報告書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PwC)按照中華民國確信準則公報第

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

之確信案件」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

公司治理

董事會

安心食品設有九席董事(含三席獨立董

事)及三席監察人，任期三年。董事遴選以

專業、多元為基本原則，背景橫跨財務金

融、經濟、會計、環境、綠色產品開發、電

子及營運事業發展等領域；其中並有女性出

任董事，以促進董事會之多元性。董事會至

少每季召開一次，為公司營運面之最高決策

2014年度 EPS
2.86 元

CG6008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

通過中華治理協會

237店

為台灣第二大連鎖速食店

2014年度合併營收

42.5 億元

董事會董監事
親自出席率達8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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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並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作為董事會

之議事程序指導原則，且設有董事利益迴避

原則。2014年度董事會已召開六次會議，

全體董監事平均親自出席率為89%。

薪酬委員會

為能公正及公平的執行、評估及檢討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

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安心食品依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6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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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範於2011年8月11日設置薪

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

整體酬勞與福利政策。目前共有三名成員，

由獨立董事所組成，由林建元獨立董事擔任

召集人。2014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已召開八

次會議，召集人與成員實際出席率為97%。

風險管理

企業經營過程不免面對諸多潛在風險與

挑戰，為求合理降低風險因應利害關係人對

我們的期望，我們訂有嚴密的內控制度並由

內部稽核單位定時及不定時查核執行情形並

提出報告。除此之外，我們對於辨識出來較

重大之營運風險，也都設有組織專責管理，

並於董事會中報告。除專責風險控管單位

外，我們亦結合各部門專業並針對食品安全

及公共安全議題設計控管機制。

針對緊急重大事件處理，我們的程序主

要分成三步驟：1.事前的防範(例如：原物

料的源頭管理、產品上市審核流程的強化及

加強供應商評鑑等)；2.事發後緊急的應變

措施(例如：由負責權責單位於12小時內召

開專案會議)；3.事發後的檢討(例如：所有

紀錄妥善留存，並稟報董事會)。

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管理

我們充分認知，企業經營創造獲利的同

時，是可以更負責的面對所應善盡的社會責

任。於2014年正式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並由林建元獨立董事擔任委員會總召集

人，透過會議方式評估及追蹤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議題之風險與績效，並協助檢視及覆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程序。董事會亦高度

重視企業永續經營理念，本公司黃茂雄董事

長自2002年至2010年擔任中華民國工商協

進會理事長，除常代表工商界向政府提供財

經建言外，並積極推動國際產業合作與兩岸

經貿交流，另自2003年至2009年擔任中華

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致力推廣企

業的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黃董事長並曾擔

任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主辦的台德經

濟合作會議主席十餘年，促進台德經貿關

係，目前兼任東亞經濟協會與中華民國台灣

印度經貿協會理事長，推動我國與日本及印

度的經貿合作不遺餘力。

誠信經營

誠信正直是企業經營的基本價值，安心

食品自創業以降就秉持公平、誠實、守信、透

明原則為營運圭臬。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作為本公司全體同仁的行為指導

原則，並依相關法規設計內部控制制度，作為

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具體作為。此外，我們

亦訂有「給安心同仁的信─員工行為準則」，

藉此具體規範同仁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

項。對於相關法規與行為準則，並不定期舉

辦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使同仁充分了解誠

信經營之重要性，並要求公司內部不分階級

皆應以負責任的態度遵循。為求落實本公司

誠信經營的價值，我們嚴格要求同仁不得直

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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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本公司全

體同仁均需熟讀基本方針及食品安全政策。

用心服務感動顧客

面對市場激烈的競爭，安心食品謹守品

牌精神，不隨著市場做削價競爭，反而朝向

提升產品品質、開發新產品、彈性調整產品

組合，給顧客更多元的選擇，並用心於食材

的挑選及品質的控管，讓顧客能夠吃得安心

安全。

APP點餐共計

1,408,362筆

顧客意見表回收

100,378件

        發卡量

超過66萬張

顧客投訴
管道

免付費電話 0800-208-128

顧客意見表 門市反應

電子郵件 http://www.mos.com.tw/contactUs.php@

call center 通知 (02)449-2626

加強教育訓練及對店鋪夥伴的活動宣導。

針對餐點等候時間過久

因應溫度、分量及品質所造成的抱怨，確認流程溫
度，提供製作流程標準圖卡。

與當事者溝通指導正確的處理程序及應對技巧，顧客立
場思考，同理心對待顧客。

1.報章雜誌供顧客等候時閱讀

2.告知需要等候的時間

3.提供新產品或活動資訊

顧客抱怨類別 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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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貼心服務的品質

為了能夠持續提供給我們客戶滿意的餐

點與服務，除了意見卡的部分，2014第4季
時開始規劃秘密客到店訪查，以客戶的角度

全方位評核我們的服務品質是否合宜。此專

案規劃每季一次，並正式於2015年1月開始

執行。

安心產品評估

從商品開發企劃到食材的採購、餐點製

作、用餐環境的所有環節中，安心食品均不

斷為「提供安全安心產品」而努力，並堅持

提供消費者應該吃的是價值而非價格的食

物。我們優先採用不添加防腐劑及減少反式

脂肪食材，亦使用純植物油精製而成的專用

油來製作油炸產品。我們跳脫速食產業的框

架，重新打造樂活新主張。

基本衛生管理

2014年店鋪衛生抽檢總計入店566次，

水質檢驗(包含冰塊、過濾水、自來水)輔導

合格率100%。若商品檢出病原菌，會立即

速度

友善問候建議

點餐品質

清潔

邀  請 神秘訪客 統  計 分  析

全年衛生自主抽檢

566次

公司取得ISO22000 & HACCP
及實驗室ISO/IEC 17025認證

商品農藥檢測407件
合格率100%

FSC紙類包材採購

50,750仟元

來自台灣在地食材
占總採購金額

72,105仟元，

佔農畜產品總採購金額之79%

推動安全及
綠色採購供應鏈

主動標示

過敏原及商品營養分析

58%

採購具有TAP生產履歷之
農畜產品總金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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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店鋪進行缺失改善及作業環境清潔，於

三日內擬定相關改善對策回傳品保課，並通

知營運主管入店確認店鋪改善事項。品保課

72小時內入店複檢，發出異常訪店報告與

改善建議，持續要求追蹤改善至商品檢驗合

格，才會發出結案通知。店鋪抽檢結果會透

過店長月會檢討改進各季度及年度衛生抽檢

成效，並作食品安全衛生重點宣達，同時透

過公告及值班主管要求讓我們的夥伴清楚作

業標準，減少異物混入可能。

食品安全問題如今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

注，消費者對品質要求的提高使食品供應鏈

的從業者均面臨更加嚴格的控制及要求，我

們對食品安全的堅持應超越法令的最低標

準，總公司及松江店在2010年通過AFAQ-
BQR法國標準協會驗證頒發ISO 22000食品

安全管理系統暨HACCP驗證合格證書。為

確保ISO 22000相關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已依標準內化並有效執行，我們於2014年7
月通過續評。我們同時採用相同之流程與標

準，針對所有店鋪實施店鋪衛生作業抽檢並

追蹤其執行成效，以確保其他店鋪能依循營

運及品保單位相同之評核內容並與食品安全

關鍵績效指標結合。

商品企劃開發設計 食品安全規格確認 產品製作 安全衛生確認控制 出餐店鋪導入販售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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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檢驗中心

為落實對顧客食品安心安全之承諾，

我們自2007年設立品保專責人員，2009年
成立品保室，2010年成立實驗室，2011年
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核發ISO/
IEC17025認證，並擴大為食品檢驗中心。

每月除檢測店鋪商品生菌數、大腸桿菌及

大腸桿菌群，並委外抽檢原料之防腐劑、農

藥、動物用藥、抗生素等化學危害，確保商

品安全。實驗室清潔度、檢驗操作流程品質

管制、檢驗管理乃至於檢驗同仁教育培訓計

畫等，都經過審慎規劃，以期盡善盡美，合

乎ISO/IEC17025的國際標準，2014年7月更

獲得展延評鑑通過有效期限三年至2017年。

食品檢驗中心檢測項目主要分為：(1)
食品及水質微生物檢測：通過TAF認證檢測

項目有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另

可獨立自主檢測之項目有金黃色葡萄球菌/
沙門氏桿菌；及(2)化學檢測：食材農藥殘留

自主檢測，嚴格把關食品安全。2014年針對

商品、原材料、水質等直接影響食品衛生安

全之項目進行自主檢驗件數2,363件，符合檢

驗指標為1,869件，未符檢驗指標計494件。

針對全年皆販售之常態性食材約130
項，除每月檢測衛生規格與農產品農藥殘留

外，也委託第三公正單位再次驗證檢測結

果，委外檢驗部分計102件，合格101件，

未符合標準之食材已更換供應廠商，並出具

第三公正單位檢驗合格證明，以保障食品安

全。2014年商品農藥檢測共計407件合格率

100%。2014年度食品檢驗中心產生之費用

總計4,903仟元(包括委外檢驗費用711仟元

(註)，約占年度營業淨利3.75%及營業收入

0.12%。

法令合規

食品安全相關修正草案或法令規範係由

品保課對內部單位進行溝通。2014年度關

於食品標示精準性的兩項重大法規修正，需

變更商品標示為和風醬罐、鮮橙汁(杯裝)及

新鮮柳丁汁(冷凍罐裝)，均已配合主管機關

調整，並在店長月會中宣導，以協助店鋪面

對消費者時能清楚溝通。該年共有78項新

修正案已提醒相關單位注意。

2014 年實績

店鋪衛生作業抽檢分級比率(註一)

正式訓練店及代理訓練店(註二)

衛生抽檢分級比率

全年度店長食安衛平均訓練時數
(包括急救、防火及勞安平均訓練時數1.7小時)

店長食安衛生平均訓練時數(註三)

2014年每月皆有達成；
每月各營運中店鋪(註四)完成施做消毒

定期施做店鋪病媒防治作業

目標要項 2 0 1 4年執行結果

92.8 %

100 %

除第1季進行水質抽檢無相關評分外，第2季
到第4季等級符合佳的標準以上者總計達

除第1季進行水質抽檢無相關評分外，第2季
到第4季等級符合佳的標準以上者總計達

4.4 小時

1次

食品安全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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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回應食品安全

對近年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是餐飲

業者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安心食品截至

2014年12月販售商品約103項，原料(含食

材及包材)約1,029項，分別由39家供應商供

應。由於加工品原料製程複雜且供應商眾

多，故2014年油品風暴延燒時有部分商品

受到劣質油品之影響。我們已於第一時間對

受影響之產品進行預防性下架並發布退費方

案，也深刻省思並不斷強化原物料溯源管理

檢核作法。針對2014年使用不良油品事件

提出以下說明：

2014年9月4日衛生局公告強冠公司出

廠的全統香豬油品使用劣質油事件，安心食

品當天即接獲醬料供應商魔術食品通報肉汁

醬與kemma咖哩醬使用清芳油爆香，8月用

量約142公斤，當日立即回收。次日魔術食

品主動通報並將相關文件備妥呈送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安心食品亦即刻擴大自主管理，

停售摩斯漢堡等五種商品。9月12日衛福部

公布強冠第二波下游廠商名單(包含魔術食

品)時，我們主動通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使

用劣質油品之品項，並於9月16日改用植物

油配方，採用合格植物油及進口橄欖油，

檢驗確認食品安全無虞後於9月18日全店使

用。官網與門市並同步公告安心宣言海報。

另在2014年10月22日食藥署公布正義

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挪用飼料油以食品用油販

售前，安心食品已於10月15日開始進行內

部油品清查，追溯牛脂粉原料之第六階供應

商在10月1日前為正義，主要受影響商品為

摩斯清燉牛肉粥，故於10月23日自主通報

衛生局並於隔天採預防性下架。

在食品供應商安全管理方面，我們

2014年10月起加強執行配方組成審核及原

料追溯配方履歷審查，截至12月底已累計

審查73項新舊品項，相關執行項目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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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未來，我們仍持續遵循法規標準，推

動安心、安全的商品，以保障消費者健康，

落實食品安全把關。

綠色採購

安心食品首重與理念相符的供應商合

作，透過緊密合作方式及客觀嚴謹的評鑑和

稽核制度，確保供應體系的食品安全無虞。

2014年與安心食品穩定合作的供應商約61
家，其中以食材供應商約占86%為大宗，優

先採用具認證之食材(如CAS台灣優良農產

品、GMP良好作業規範、GHP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ISO22000&HACCP食品安全管理

系統、TAP農產品產銷履歷等)。未來將新

供應商之工廠認證納入ISO管理系統及內控

制度中確實稽核評鑑；針對食安風險較高之

食材亦持續開合格發備用廠商，以增加食材

來源穩定性及分散風險。

除了重視食材採購，紙類包材我們

優先選擇符合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森林管理委員)(註)國際認可產品

責任標準之永續森林所生產的紙類產品。

2014年與四家供應商採購冷熱飲料杯、薯

條炸雞用袋、熱狗堡盒、外袋等均取得FSC
認證之包材，總採購金額達50,750仟元，約

占當年度總紙類包材採購支出之77%，相較

2013年採購額亦增加11%。我們以實際行

動支持負責任的森林管理，藉由綠色消費行

為推動對地球更友善的資源永續概念。

現代飲食觀念已經從重視精緻、美味演

變為養生、自然及均衡的時代，了解食材來

源已成新的飲食消費趨勢，惟有「新鮮」、

「原味」與「健康」才能贏得消費者的青

睞。安心食品獨步同業的差異化優勢在於

「三合一綠色採購」策略。對食材的精選

重點為：在地食材結合生產履歷和契作農

場。在安心食品網頁www.mos.com.tw中可

以查詢當季使用本地蔬菜的生產履歷及檢測

報告，也會在店鋪前擺設小黑板提供產地情

報，與消費者進行綠色溝通。長期以來我們

對食品安全的堅持，以從源頭把關的做法，

不僅保障消費者飲食安全，也加深顧客對摩

斯店鋪漢堡的信賴感。

結球萵苣：雲林縣麥寮鄉的台灣生菜村

與台灣生菜村近幾年的配合契作、採

收，透過生產履歷，我們可以嚴格控制每批

食材的品質、種植採收日期、運送過程，

灌溉用水亦經SGS檢驗未含重金屬及有害

物質，確保每一間分店的食材安全。2014
年舉辦員工產地之旅，共有員工124人次參

加，除強化專業知識以座談及問卷進行種植

簡介、預冷處理、配送物流介紹，更直接進

行採收，體驗由產地到餐桌的過程，建立員

工對土地的情感。

供應商評鑑

安心食品深知採購的源頭管理是企業給

消費者的最基本保證，我們進行新供應商開

在地食材

生產履歷
可追溯

栽種過程透明化
責任歸屬透明化

契作農場
保障農民收入
穩定食材品質

支持在地農民
降低食物里程

三合一綠色採購策略

MOS
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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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評鑑、新品製程評鑑及既有供應商評鑑稽

核，以確保食材安全無慮。

環境永續

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安心食品除

研發健康、美味與安全的產品，倡導回歸自

然的飲食文化外，也體認到友善環境的重要

性。因此，我們由店鋪開始，藉由節能減碳

的推行、汙染防治與管理，以及創新綠色服

務的導入等方式，希望以身作則，為社會大

眾帶起綠色餐飲之意識，並實現我們對環保

的堅持與承諾。經由不斷的努力，近三年來

我們連續獲得<數位時代>雜誌的綠色品牌

餐飲服務類特優獎。

節能減碳行動

因應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帶來衝擊，

我們積極推動店鋪節能減碳，致力設備能源

使用效率的提升。店鋪主要的能源使用為電

力，超過50%用於照明與空調設備上，為了

避免能源的浪費，我們著重其設備的最適化

與改善，截至2014年，已進行的節能行動

方案包括燈具汰換為LED燈，換裝變頻冷

氣、冷凍冷藏設備採用變頻器及採用節能循

環排風扇等。

用電、用水及溫室氣體管理

電力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註一：電力統計範疇包括總部與全省各店鋪。

註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僅計算範疇2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電力)。

註三：電力碳排放係數2012年採0.532 kgCO2e/kWh計算；2013年採0.522kg CO2e/kWh計算；

         2014年採0.521kg CO2e/kWh計算。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總用水量
（噸） 

用水強度
 (噸/店鋪數) 

用水強度
(噸/平方公尺)

用水量情形

4,227

4,261

4,215

24

25

24

984,837

1,001,434

998,840

36,973,745

19,263

885

461

37,730,418 

20,073

919

495

38,337,011

20,012

931

491

 

電力使用量
(kWh或度)

溫室氣體
排放量
(噸CO2e)

電力使用
密集度強度
(kWh/m2)

溫室氣體
排放密集度
(公斤CO2e/m2)

一般性廢棄物(公噸)

資源性廢棄物(公噸)

廢油量(公噸)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3,3282,1592,190

1,800

734

1,774

434
911
513

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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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綠生活

有感於現代人生活品質逐漸改變及提

升，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注重綠色消費及樂

活生活；安心食品已於多年前引進FAST 
CAUSAL概念，從店鋪設計乃至餐具、商

品等各種細節著手，針對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進行創新改善。自2003起，我們即全面導

入內用餐具：使用馬克杯、湯杯與玻璃杯及

木製沙拉碗，取代紙杯、塑膠沙拉碗，除提

升用餐品質外，亦可有效減少紙類及塑膠垃

圾量；2005年之後，則陸續推動包括文宣

品使用大豆油墨印刷、餐盤紙全面改用無螢

光增白劑的新聞紙及塑膠杯容器改為由玉

米澱粉製成可自然分解的聚乳酸(Polylactic 
Acid或Polyactide, PLA)材質等措施。近幾

年，更支持政府部門低碳消費，領先同業進

行產品碳足跡計算與查證，以及外送服務車

輛導入電動車，希望藉此打造綠色氛圍，幫

助社會建構低碳永續生活環境。

環保支出

2014年我們投入環保的各項投資與費

用支出合計為新台幣43,838仟元。

摩斯漢堡產品碳足跡與標籤

產品名稱

碳 標 籤

碳排放量
(gCO2eq)

加大薑燒珍珠堡 夏威夷鮮蔬沙拉 新鮮葡萄汁 法蘭克熱狗

528.49 613.47 482.05 433.01

433g

法蘭克熱狗

碳標字號 號1101602001
一個法蘭克熱狗

http://www.epa.gov.tw

482g

新鮮葡萄汁

碳標字號 號1102009002
一杯容量320毫升的新鮮葡萄汁

http://www.epa.gov.tw

613g

夏威夷鮮蔬沙拉

碳標字號 號1100709001
一盒夏威夷鮮蔬沙拉

http://www.epa.gov.tw

433g

加大薑燒珍珠堡

碳標字號 號1100203001
一個加大薑燒珍珠堡

http://www.epa.gov.tw

碳標字號 號1100709001

http://www.epa.gov.tw

613g

夏威夷鮮蔬沙拉

一盒夏威夷鮮蔬沙拉

產品碳足跡計算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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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服務導入電動機車

員工與社會參與

打造幸福的企業

打造幸福企業是安心食品成立以來一直

對自我的期許與使命，我們秉持著基本方

針：「我們店裡的每一個人，心中充滿善

意，待人接物皆以親切、和藹、明快、爽朗

的態度和敏捷的行動，共同創造清潔又極富

人情味的店」，其目的就是在戮力營造讓員

工與顧客都能享有愉快而友善的環境。

薪資報酬及福利制度

我們提供員工激勵性的彈性薪資制度，

員工薪資發給及延長工作時間薪資之加給標

準等事項，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動

法令辦理。此外，在安心食品的員工所享有

的薪資福利不會因性別、年齡或其他條件而

有差別待遇。所有員工績效均以定期客觀的

績效考核制度進行個人工作考核。2014年
約有82%夥伴為兼職人員，因此我們針對兼

職員工提供各項福利制度與保障。

完整的人才培訓

企業願景的實現，需要志同道合的夥伴

加入，來一起成就。在安心食品，我們需要

積極進取、以經營管理為志向，並有豐富的

人文涵養的夥伴加入。在人才培養面向，公

司對每一位夥伴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幫助

每位夥伴了解公司的營運方針與策略、專業

知識、產品製作及銷售流程、顧客需求及未

來產品趨勢等，並於不同階段的課程間安

排各商圈門市之實務演練，目標是培植出

最優秀之經營管理人才！除了訓練安心夥伴

成為「美食」的專家，也培養出溫暖友善的

特質，讓安心夥伴有機會在摩斯漢堡安家立

業。

職場安全衛生

職場的安全與衛生是我們對於夥伴能安

心工作的重要承諾，我們定期統計職災件

數，並進行檢討分析及宣導，以期望降低職

災發生率。2014年發生的酒精噴瓶引燃事

件，我們於事件發生後立即通報並到場關懷

受傷夥伴，應變專案小組亦於12小時內成

立並開始積極協助後續處理。我們也立即評

估導入酒精替代品並於店長月會中加強宣導

勞工安全事宜。

安心食品的店鋪與夥伴一直努力成為社

區的好鄰居，希望為創造社區的幸福而服務

貢獻，為顧客提供美味、健康的餐點與簡潔

明亮的休憩環境。讓我們的店鋪成為社區鄰

里活力再生的園地，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

標。我們的店鋪遍布全台各地及離島，深入

大街小巷，與民眾日常生活有著緊密關聯，

除了透過安心的食品與幸福的空間的提供及

高品質多元化的服務滿足我們的社區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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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們也藉由投入更多的公益活動，將我

們的幸福價值帶給更多的人群，創造安心幸

福的社會氛圍。並期許我們在取之於社會資

源的同時，也要回饋更多於社會。

愛心捐助、捐血、
捐發票、捐舊衣、
愛心商店等公益活動，

合計268場次

積極參與社會關懷

課後輔導及

食育辦理31場次

社區清掃等119場次

資源回收、

418件

愛心捐助

學習互動

社區環保

268次

119次

31次

64%

29%

7%

社會公益

2014年
我們贊助高雄81氣爆
事件，雲南地震捐款
及舉辦食育活動

社會貢獻金額

1,194仟元

社會公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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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活動【案例】

1
2

課堂講解 (漢堡的由來&五大營養的介紹)

及傳遞專業洗手流程介紹及操作
3

動手做漢堡4
圓滿結束5

花蓮中山MOS店舖舉辦飲食教育活動，邀請明義國小一年級小朋友共26人參
與。希望小朋友們藉此了解食的重要性及營養均勻的觀念、如何吃的更健
康、學習正確洗手的流程，並體驗新手製作漢堡的樂趣。 

活 動 花 絮

(資料來源：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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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食品(1259)旗下的「摩斯漢堡」

(MOS BURGER)為全台第二大的連鎖速食

店，多年來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這次安

心食品也成為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6%-
20%的企業。

安心食品董事長黃茂雄指出，東元集團

一直經營秉持「貢獻人類，貢獻社會」的經

營理念，「摩斯漢堡」(MOS BURGER)的

MOS就是「Mountain Ocean Sun」，蘊含

著安心食品全體同仁各項事務及作為皆融入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觀念。

導入「三合一綠色採購」策略

安心食品自1990年成立，引進日本餐

飲界首屈一指的品牌「摩斯漢堡」在台設點

經營，除了深耕提供安心安全餐飲的核心價

值外，2006年即致力推動農產品導入在地

食材、生產履歷、契作農場之「三合一綠色

採購」策略，開辦樂活早市，讓顧客可於門

市買到產地直送的蔬果，達到支持在地農

民，同時穩定食材品質與源頭管理的效益。

公司治理方面，也恪守誠信經營與透明

的資訊揭露原則，已於2014年4月通過社團

法人中華治理協會CG6008公司治理制度評

量認證、2015年4月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主

辦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全體受評上櫃

公司前20%。長期安心食品持續朝永續經營

的方向，提升公司治理的強度，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投入更多資源。

落實對消費者食安承諾

安心食品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要全面性

的推動。回顧2014年，台灣餐飲業面臨數

次食品安全事件的嚴峻考驗，安心以積極正

面態度面對，虛心檢視食品安全衛生自主檢

驗及供應鏈管理機制，10月起已將內外部

食安檢驗及供應鏈評鑑等關卡再度提升，要

求更紮實地做到原物料溯源管理機制，務必

從主動把關、追根溯源、防患未然三大方

向，落實對消費者食品安全的承諾。

安心企業社會責任由採購開始，推動

安全及綠色採購供應鏈，全年衛生自主抽

檢566次、商品農藥檢測407件，合格率

100%；主動標示過敏原及商品營養分析，

來自台灣在地食材占總採購金額達58%，採

購具有TAP生產履歷的農畜產品總額占農畜

產品總採購金額79%；公司取得ISO 22000 
& HACCP及食驗室ISO/IEC 17025認證。

簡單的講，安心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從商

品開發企畫到食材的採購、餐點製作、用餐

環境的所有環節中，安心食品長期不斷為

「提供安全安心產品」而努力，每一項交至

消費者手中的餐點，都必須經過嚴格的上市

標準流程；並堅持提供消費者應該吃的是價

值而非價格的食物。

安心食品溯源管理 品質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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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年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成為餐飲

業者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安心食品截至

2014年12月販售商品約103項，原料(含食

材及包材)約1,029項，分別由39家供應商供

應。由於加工品原料製程複雜且供應商眾

多，故2014年油品風暴延燒時有部分商品

受到劣質油品的影響。安心也於第一時間對

受影響的產品進行預防性下架並發布退費方

案，也深刻省思並不斷強化原物料溯源管理

檢核作法。

用心服務、感動客戶

黃茂雄指出，員工是餐飲連鎖業是否能

持續貫徹企業對顧客的服務品質承諾、企業

經營績效不斷精進的重要關鍵，安心食品致

力打造幸福企業，建立完善的人才培訓及激

勵制度，讓員工能實現自我，也鼓勵同仁展

開食育、清掃社區、提供課業輔導場地等關

懷社會的活動，心情愉快做著讓顧客感謝的

工作，從中得到回饋社會的幸福感。

為了讓家境清寒的學生不因經濟弱勢而

影響升學與就業的機會，推出「摩斯漢堡弱

勢助學保障就業計畫」，幫助弱勢學生能繼

續學業外，也保障未來能順利就業。安心食

品預計將每年資助40名青年學子，透過既

有的合作學校來保障學生升學與就業。

安心食品也致力於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加入MOS的行列。自2012年以來，總公司

與門市聘雇身心障礙者人數由77位提升至

2014年的85位，占總員工人數2%。

「摩斯漢堡弱勢助學保障就業計畫」補

助弱勢學生，於就學期間的全額學費，學生

畢業後即可直接加入安心食品的行列，提供

二年或四年的工作保障。此外，為了減輕同

學的經濟負擔，外縣市的同學至大台北地區

或新竹地區工作者，將免費提供住宿。針對

學業成績優秀學生，每學期再發放5,000元
獎學金作為激勵。

在實習期間表現優異的同學，畢業後直

接推薦參加「內部儲備幹部店長計畫」，接

受公司完整培育訓練，有機會成為門市的經

營管理者，實現自我職場的成就。

積極擴大並鼓勵每個MOS門市運用二

度就業人士我們依據「勞動基準法」絕不僱

用未滿15歲之人員外，也秉持著「就業支

持、自立生活」的理念，提供傳統被認為職

場弱勢的民眾有自給自足並實現自我成就的

就業職場。

積極參與社會關懷

安心企業也積極參與社會關懷，2014
年課後輔導及食育辦理31場次，資源回

收、社區清掃119場次、愛心捐助、捐血、

捐發票、捐舊衣等愛心商店等公益活動，合

計268場次。

黃茂雄進一步表示，安心食品的店舖與

夥伴一直努力成為社區的好鄰居，希望為創

造社區的幸福而服務貢獻，為顧客提供美

味、健康的餐點與簡潔明亮的休憩環境。期

望MOS的店鋪都能成為社區鄰里活力再生

的園地，安心的店鋪遍布全台各地及離島，

深入大街小巷，與民眾日常生活有著緊密關

聯，除了透過安心的食品與幸福的空間的提

供及高品質多元化的服務滿足我們的社區街

坊外，藉由投入更多的公益活動，將幸福價

值帶給更多的人群，創造安心幸福的社會氛

圍。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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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巖

總論

董事長的話

我們唯有一直站在浪頭上，去挑戰、去創

新，才有追求卓越及成功的機會，也才能夠

永遠讓龍巖的團隊「幸福領航」。

感謝我所有的夥伴們，因為大家辛勤的

付出，2014年，我們又再度為自己創造了

一個新的里程碑。54.513億元禮儀服務案件

達5,186件。

台灣的生命產業環境及問題越來越複

雜，這些問題，必須要以專業為基礎，透過

專業組織、企業界甚至政府，唯有合作才能

有效的推動創新及改革。

在未來，龍巖很樂意也責無旁貸的擔任

一個更積極的角度，努力解決可能遇到的問

題，並且將服務及商品的水準做到最好，

達到極緻。20多年來，我們積極的創新求

變，創造了龍巖的品牌價值，成為業界首家

也是唯一的上市櫃企業。遍布全台的陵園、

會館、服務處、營業據點，建構了完整的服

務平台，強化了龍巖的競爭力。優秀的人才

以及強大的通路，支持著龍巖向前邁進。但

任何一個比賽，在優勝結果產生之後，接著

就是另一個新的競賽的開始。我們沒有條件

自滿，因為我們還有太多向上的空間要努

力。

我們還有太多需要不斷向上的空間

我們多年來連續榮獲天下雜誌評選500
大服務業，也創下無數的領先事蹟，成為台

灣生命服務產業的領導品牌，但我們不能就

此滿足而停下腳步，正是因為這是一個生命

的產業，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的站在家屬的立

場，以需求者的角度來看，如何「滿足人們

最不幸的需求，且是絶不能重來的需求」。

自2012年取得福田妙國生命紀念館之

後，我們思考著如何將龍巖的用心及優勢讓

更多的客戶可以感受得到。2014年福田大

殿一樓重新改造計劃完成上線，高品質的設

計與裝潢，以及擁有最完善齊全的祭祀設

施，不論祭祀或是佛事都非常的方便，完全

賦予了福田生命紀念館一個全新的面貌，我

們希望家屬一進門，就能感受到我們為先人

準備的長眠之地是如此的用心。

「富足人生永常存、地落綠林美常在」

2014年登場的森林墓園－富綠美地，我們

用頂級的石材－「德黑蘭」結合多樣豐富的

植栽，創造出一個讓心靈沉靜的綠色園地。

安藤大師的設計總是能那樣的撫慰人心，龍

巖再度邀請大師在桃園富岡規劃設計一個

「人、建築與環境共生」的產品－光之迴

廊！

在硬體上我們努力創造出讓客戶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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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在禮儀服務上更是要追求更上層樓

的感動。2014年我們特別聘請日本專業禮

儀服務中西先生，來指導我們的禮儀服務，

目標是：飛躍性的提升客戶滿意、提供一個

獨一無二的告別式、構築一個龍巖才辦得到

的殯葬服務、實現一個未來時代應該要有的

領導者形象。

我們在做的是正確的事，龍巖也必須對

於這些新理念、新想法的殯葬服務給予共

鳴，並付諸行動，才能辦到提升殯葬產業的

品質。

專注本業的經營、著重公司治理、穩定成

長、關懷貧弱

2014年可說是我們多年在公司治理以

及企業社會責任上努力上斬新一頁。獲頒天

下企業公民獎以及『資訊揭露評鑑A++』之

雙榮耀。

「專業、誠信、慈悲」是我們一向堅持

的企業核心理念與價值，而「誠信」更是龍

巖立業基礎，因此1992年成立之初，我們

就希望走出自己的路，並且帶要殯葬產業文

化的提升，誠實開立發票，公開透明，是我

們自我要求的第一步，一切都需合乎法令規

範。1994年龍巖辦理了股票公開發行，法

令嚴格的監督與管理，讓我們能夠完全的落

實企業誠信，這樣的做法與信念，奠定了

龍巖上市櫃的根基。2011年龍巖與大漢建

設合併，正式成為上櫃企業，整併之後，大

漢股價創下歷史新高價，龍巖總市值突破

四百億元。塔位、生前契約、禮儀服務，都

比過去大幅成長許多。這看似水到渠成的一

切，其實是運籌多時的成果。2007年，龍

巖即比照上市電子科技大廠，選出獨立董事

成立審計委員會，推動公司治理與財務透

明。惟有一切透明，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

「龍巖不是個人的，公司百分之百的獲

利，都是公開的，都是屬於股東的」股票上

櫃，在公司經營的策略目的，就是要讓龍巖

穩健的獲利，能公開透明予社會大眾，強化

龍巖的品牌價值，成為投資人及客戶唯一的

首選。

我們從事「義助殮葬」已經十多年了，

總認為這種事，讓我們來做會更好。因為我

們知道每一個生命都該有尊嚴的被對待。而

這樣的一份持續不斷的心意，讓首次參與

「天下企業公民獎」評選的龍巖，即獲得了

中堅企業前10名的肯定。

還是那句話，我們選擇對的事，只要我

們有能力，將這股「善」的力量持續不斷散

播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擔負起拋磚引玉的企

業社會責任，是我們責無旁貸的。

「超越」的意義，之於個人或者一個企業，

並不僅是超過別人，或是超過第一名，而是

要時時不忘超越自己，才能夠不斷精進。

龍巖這個小學生，可以上國中了嗎？我

認為還沒有，因為成功不是屬於跑得最快的

人，而是不斷在跑的人。我們要帶領產業發

展及創造企業的永續價值，我們要以台灣為

基礎，布局大中華。就是這樣一份寫歷史的

使命感，不斷的突破自我，秉持著專業、誠

信、慈悲，堅持一步一腳印，邊做邊學邊成

長。為實踐對客戶、股東、員工以及社會的

責任而努力。

總經理的話

遇水搭橋、遇山開洞，這就是執行力。

在殯葬這條路上，我們並非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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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前例可循的狀況下，我們努力的開創

出自己的路，這條路不但要能走，還得要領

著客戶、股東、員工一起向前。22年，經

歷了真龍殿落成、與安藤忠雄的合作、首家

成為上市櫃企業，更在2013、2014連續二

年拿到資訊揭露最高等級A++、天下企業公

民獎、各類的禮儀評鑑獎項，這代表我們經

營品質的保證，公司治理的透明健全獲得國

家監督單位的嚴格認證，這造就了龍巖集團

的價值與市場定位，同時也說明了，唯有不

斷突破與創新，才能夠在競爭的市場上脫穎

而出。這一切的成績，都來自於經營團隊的

執行力。

四道防線、五大信條，仍然是我們的信

仰。根深柢固的，從沒有鬆懈的想法。每月

二次的業務、內勤檢討會議，一件一件的檢

討。每月一次經營檢討會議，對於管理報表

顯現的數字，逐一的檢討說明以及提出改善

的對策。

任何事情，我們的團隊都必須迅速的分

析得出以下三個問題的答案：要不要做？怎

麼做？何時做？所有的工作都必須清楚的列

管，明確的追蹤進度，發生異常時隨時反

應、解決。

捍衛保護龍巖法人最大利益是我們大家共同

的原則

2014年，我們在商品上不斷的創新、

業績再創好成績，除了人力物力的投入之

後，教育出符合企業文化的員工是重要的。

給員工一個正確的觀念，是經營管理者的

責任，對於每一個員工，我們都珍惜。透

過營運上的小小案例，對全體員工展開case 
study，告訴員工該如何面對及思考同類型

的問題。引導員工以公司最大利益為共同的

原則。龍巖這個法人是屬於全體股東、客

戶、員工的，而我們的未來也是依存在龍巖

的永續經營與繁榮昌盛，捍衛保護龍巖這個

法人最大利益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原則，沒有

人有權利、我們也不允許因為個人的利益、

情緒來破壞這原則。

展開case study的同時，也收集員工

的反應。公司設有通暢的員工反應管道

「5186意見反應信箱(5186@lungyengroup.
com.tw)」。我們教育同仁：只要循正確的

管道向公司提出建言是一個健康的行為。

我們不以同業為競爭對手，我們的目標與對

手就是我們自己

展望未來，2015年，成立營運、行

政、財務三大事業群，為的就是要「超越龍

巖」，冀望透過資源的整合，發揮綜合效

益，我們將持續專注本業，以成為生命產業

領航者為目標，拓展更大的市場。憑藉著我

們大家的努力與決心，再創更加輝煌耀眼的

成績。

CSR得獎紀錄

■ 2014年榮獲天下雜誌評選為300大服務業

第278名，獲利率排行第10名之殊榮。我

們在環境快速的變遷下始終保持戰戰兢兢

持續突破精進，展現優異的成果。

■2014年各項禮儀評鑑獲獎紀錄

‧ 榮獲苗栗縣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

鑑為「服務優良業者獎」

‧ 苗栗縣評鑑的殯葬服務業者計110家，

僅評選出二家優等，六家甲等，龍巖為

優等業者之一，本次苗栗縣聘請中華殯

葬教育學會、苗栗縣殯葬教育學會、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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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縣葬儀商業公會與縣府消保科等單位

組成評鑑小組進行查核考評，評鑑項目

包括組織管理、專業服務、專業職照與

教育訓練，消費者權益保障，改進及創

新措施等項目。

‧ 榮獲新北市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

鑑為「服務優良業者獎」

　 新北市2014年評鑑的重點放在業者服務

品質是否具專業，是否充份保障消費者

權益，有無創新觀念及結合社會公益活

動。目前新北市許可的殯葬服務業者約

400多家，本次評鑑優良者僅有七家，

龍巖即為優秀之業者之一。

‧ 榮獲高雄市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

鑑為「服務優良業者獎」本年度評鑑殯

葬禮儀服務業者共計203家，由高雄市政

府民政局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及專

家組成評鑑小組，結果列為「優等」計九

家，龍巖為其中之一獲選為績優業者，

代表對專業能力及服務品質的肯定。

‧ 榮獲基隆市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

鑑為唯一「服務優良業者獎」

　 基隆市受評16家禮儀服務業者中，唯

一一家獲得優等的禮儀服務公司即是龍

巖。

■2014各項墓園評鑑獎項

‧ 白沙灣安樂園暨真龍殿榮獲103年度新

北市私立殯葬設施業優良獎。

‧ 白沙灣安樂園榮獲103年度新北市殯葬

設施經營業優良獎。

‧ 福田妙國生命紀念館萬壽山墓園榮獲

103年度新北市私立墓園設施優良獎。

‧ 宇錡建設榮獲103年度新北市殯葬設施

經營業優良獎。

■  2014年首次參與「天下企業公民獎」

評選即獲列中堅企業前10大之肯定，亦為

本次中堅企業新起之秀。

■ 2014再次獲得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委託證

基會辦理之「第十二屆上市上櫃公司資訊

揭露評鑑」A++最高等級的成績。

■ 2014龍巖慈善基金會獲得103年度財團法

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評鑑優等獎

目前共計243家慈善基金會，獲選為優等

獎的計88家。

業務狀況、財務狀況較上次評鑑增加5
分，評鑑成績92分為「優等」。龍巖與永

齡、中國信託、台新、麥當勞叔叔之家、

統一基金會等基金會並列優等。

• 獲頒苗栗縣政府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鑑「服
務優良業者獎」

• 獲頒基隆市政府殯葬禮儀服務
業查核評鑑「服務優良業者
獎」

• 獲頒新北市政府殯葬禮
儀服務業查核評鑑「服
務優良業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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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巖概況

龍巖自1992年創立以來，不斷積極致

力於殯葬服務、禮儀商品與設施革新研發，

從中努力求突破與創新，公司內部更持續不

斷地教育訓練與研發，以維持應有的服務品

質與滿足不同族群的消費群眾，提供社會大

眾最優質的殯葬環境與服務，更期望領先與

創造消費趨勢。

展望未來，龍巖，從「龍巖」出發，不

僅以「21世紀的龍巖，跨時代的巨龍」自

我期許，更傳遞「以人為本，全生命服務」

的企業經營宗旨，以人本為主義、以人本為

砥勵，更以人本為存在之目的，「增進客戶

滿意、維護員工福利、創造股東權益、加強

社會回饋」是龍巖的使命，龍巖未來將以宏

遠的遠光、前瞻性的規劃，繼續為「成為大

中華殯葬服務的最佳託付者」，本於人性關

懷成為生命託付之最佳選擇而努力。

營運表現與股東權益

2013年美國聯準會於年中宣布將逐步

退出QE(量化寬鬆政策)，引發全球股市及

債市劇烈動盪，中國官方以穩經濟、重調控

之方向而不追求高速成長，國內經濟發展則

面臨結構性與政治性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

決，產業轉型困難，經濟改革進展緩慢，致

使國內經濟成長乏力，連續二年經濟增長低

於2%。然本公司在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的

努力之下，仍持續追求營運狀況穩健成長。

在2014年之營運表現方面，公司年

合併營業額新台幣54.513億元，較前一年

度成長31.30%，稅後淨利22.99億元，較

前一年度成長8.83%，然2014年底稅後純

益率42%，較前一年度稅後純益率51%衰

退17.65%，2014年底合併總資產新台幣

415億元亦較前一年度新台幣392億元成長

5.83%。

本公司2015年發展策略將著重發揮併

購墓園塔位之效益，在全省殯葬一元化服務

的理念下，讓龍巖品牌效應得以有效拓展，

持續擴大殯葬本業之市占率，並著手海外布

局，以創造最大股東權益為目的的社會責

任。

• 白沙灣安樂
園暨真龍殿
獲頒 1 0 3年
度新北市私
立殯葬設施
業優良獎

• 龍巖獲頒103
年度新北市殯
葬設施經營業
優良獎項

• 福田妙國生命
紀念館萬壽山
墓園獲頒103
年度新北市私
立墓園設施優
良獎

• 宇錡建設獲
頒 1 0 3年度
新北市殯葬
設施經營業
優良獎

• 獲頒2014年『天下企
業公民獎』

• 獲頒『第十二屆
上市上櫃公司資
訊 揭 露 評 鑑 』
A++最高等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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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2014年度營業收入

2. 2009-2014年度毛利率、純益率

3. 2009-2014年度EPS、現金股利

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與承諾

想要成為生命企業的領航者，我們持續

的堅持與努力，在逐年成長的營收以及各類

評鑑上的得獎，我們感受到社會大眾的認

同，就因為我們從事的是與人有關的生命事

業，讓在這個環境中生存的生命更受尊重是

我們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龍巖的企業社會責任，我們不改創業的

初衷，堅持「專業、誠信、慈悲」的核心價

值，實踐在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會公益

與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我們與所有

的利害關係者一起來創造一個最適生存的環

境。

所以我們承諾：

一、 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持續精進公司治

理的管理

二、嚴守商業道德規範、遵守法律

三、 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提供合理的福利

與報酬

四、 積極的推動環保，節能減碳的議題，並

鼓勵所有的龍巖人一起來參與

五、創造公司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六、經營資訊的公開透明

七、 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給予弱勢支持，回

饋地方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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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針對利害關係人，本公司依照性質的不

同設有各自的專業溝通管道。參閱上表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撰寫依據

社會責任也是企業使命的一部份，正因

為我們產業的特殊性，可以發現、看到不同

於其他產業的社會現象，而我們必須去思

考，有那些事，由我們來做，會更好。

實踐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一條堅持的路，

我們憑著一股熱忱，朝向既定的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方向，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

龍巖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發行「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本期於2015年5月發

行，透過本報告書向股東、客戶、社會大眾

公開說明我們2014年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策

略、目標、實際的作為以及產生的績效。

報告期間及範疇

我們將在這一本報告書內，說明龍巖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在公司

治理、經營績效、環境保護、社會參與的各

項政策、做法及成績。

發行資訊

這是我們的第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以電子檔方式，公告於本公司網頁。歡

對象 管道及做法

股東
投資人

(1) 設有投資人關係維護專責單位，提供投資人所需的資訊，包括財務資訊、公司治理制度等。股東可
以透過電話或是郵件詢問問題。

(2)不定期的召開法說會，主動的與股東、投資人進行雙方的溝通。2014年，共召開19次之溝通會議。
(3) 定期召開股東大會。2013年6月4日召開龍巖年度股東大會，說明公司之營運結果以及未來發展，出

席率達83.17%。
(4)每年依規定發行年報。於股東會中發送。
(5) 官網設有投資人專區，提供投資人所需的資訊。2013～2014年資訊揭露評鑑均得到A++之最高等

級。

員工

(1)885─幫幫我信箱，員工如對公司有意見時，可以透過885信箱向總經理反應。
(2)不定期主題式問券調查。
(3)5186信箱，提供員工申訴的管道。由稽核室主管負責受理以保護員工的權益。
(4) 董事長與總經理均會依照工作上所產生的實際案例，用EMAIL方式與全體員工分享。教育員工正確

的觀念。
(5)總經理不定期針對政策推出召開說明會，親自向員工說明政策的目的及方向。

供應商

(1) 本公司與供應商簽訂有廉潔條款，以維護雙方的權益，供應商亦可以利用5186之申訴專線，向公司
提出申訴。

(2)定期召開供應商大會。
(3) 不定期隨機的抽核供應商提供的服務品質，對於表現佳的供應商給予鼓勵，表現不夠好的供應商，

也給予應有的教育與懲罰，期待供應商能與公司站在同樣的立場，一起成長，一起提供一個滿意的
服務。

客戶

(1)本公司設有客戶滿意部門，並提供0800免付費之客戶服專線，維護客戶權益。
(2)不定期的抽訪客戶對公司提供服務的滿意度。
(3)每個服務個案均提供客戶關懷函，客戶可透過此函向公司反應服務上的問題。
(4) 本公司非常重視客戶的意見，對於每個客戶反應意見，均由總經理親自個案審閱。凡有重大客戶意

見，均以即時的簡訊通知總經理。並規定30分鐘聯繫客戶，12小時內回應客戶的問題。
(5)持續執行『愛讚聲』方案，保障客戶的權益，替客戶做好品質的把關。
(6)並不定期派稽核人員執行抽查，以確保客戶得到的服務是符合甚至優於期待。
(7)各陵園區均成立臉書粉絲團，除每日提供氣候、交通相關資訊，並提供許多公司活動的訊息。

社區
(1)龍巖慈善基金會，進行相關的社會關懷議題及行動。
(2) 各塔區進行相關的敦親睦鄰行動，舉辦法會後的物資，均提供予社區需要的機構。(轄區派出所、

三芝區公所、學校、相關鄰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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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關心我們的利害關係人下載閱讀。

發表時間：2015年5月
發行單位：龍巖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業群

‧2011年 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豐

收貳拾、從心起誠」

‧2012年 第二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馳

騁未來、夢想起飛」

‧2013年 第三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衝

破極限、創造經典」

‧2014年 第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

典鋒芒、幸福領航」

公司治理

對龍巖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可以

確保公司即時且正確的揭露任何攸關公司運

作的重大資訊，包含財務狀況、經營績效…

等，也能夠讓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發揮

指導、監督的功能，這是我們對客戶、股

東、員工應做到的最基本承諾。我們堅持

營運資訊的透明化、及保障股東及客戶的

權益。透過持續的努力，在2013～2014連
續二年我們的資訊揭露評鑑均得到A++的最

高等級評鑑成績。我們依照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以及其他相關法令制定公司治理架構，

並且落實執行：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獨立客觀的稽核單位以及

優良的經營團隊，為維護利害關係人的最大

利益而堅守各自的崗位。

董事會

本公司設有九名董事，包含獨立董事三

名。

董事的參與性：2014年共召開董事會

九次，實際出席比率達77%、78%
董事會的獨立性：獨立董事占33%。

本公司制定有「董事會議事規則」各項

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均依照該規辦理。

董事會成員以最高度的審慎態度行使職權。

本公司九位董事均擁有豐富的學識與經

驗，而李董事長「事實管理、資訊透明、尊

重專業」的領導風格，在各項重大議題的討

論與決策上，董事們獨立、專業的的意見，

給了公司具體而明確的方向指引。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由三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2014年共召開審計委員會七次，實際

出席比率達100%。

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審查監督各項重

大的議題。本公司制定有「審計委員會組織

章程」各項議事規則的運作均依此章程辦

理。會議期間針對各項重大的議題，邀請會

計師、外部專業顧問…等單位，提供最客觀

而精準的意見供審計委員們參考。使得審計

委員們能夠協助投資人確保公司在公司治

理、資訊透明…等方面的可信度，以保障股

東的權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擁有內部稽核

單位的人事權以及代表公司委任律師、會計

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就行使職權有關之事項

為必要之查核或提供諮詢。透過內外稽核單

位充份發揮獨立董事制度的功能。

薪酬委員會

2011年成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

董事組成，定期的召開會議，藉以強化健

全的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2014年
共召開薪酬委員會四次，實際出席比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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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室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直接隸屬董事會，

依照董事會核定通過的稽核計劃執行，而該

計劃亦是依據風險評估辨識程度來擬定。範

圍包含了公司所有的作業以及子公司的監

理。內部稽核的任務在於檢查評估內部控制

制度之缺及衡量營運之效率，適時提供改善

建議，以確保制度得以持續有效的實施，並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

龍巖對於內部稽核單位非常的重視與支

持。董事長形容內部稽核單位就像是一個家

的守護者般，透過查核的系統，找出那兒有

漏水、門窗有沒有壞，有沒有小偷……有漏

水快補起來，大雨來時就不會淹水，門窗壞

了，快修好，小偷強盜就不會進來，而發現

小偷真的闖進屋內，趕快通知警察把小偷抓

起來，這一切的作為都在保護我們的生命財

產的安全。再有錢，口袋是破的，錢也留不

住。本公司稽核人員每月將查核完成之稽核

報告呈審計委員審核，並至少每季一次於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中當面提出報告說明。

公司賦予稽核人員一個獨立超然客觀的

立場，使得稽核人員無所懼，對於每一項查

核工作都能本著追根究柢，對於缺失決不隱

藏，即持揭露矯正並追蹤改善，以控制風

險。用這樣的態度來回饋公司的支持以及保

障投資人的權益。

反貪瀆

我們的經營理念與核心價值「以人為

本」、「專業、誠信、慈悲」。22年來，任何

的貪瀆行為都是不能被允許的，我們扺抗殯

葬行業中紅包小費的陋習，我們對所有的供

應商宣誓，龍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應酬，並

且所有供應商均必須遵守公司的廉潔條款，

嚴禁各式回扣及行賄行為。5186信箱由集團

總稽核負責，受理各單位的檢舉，只要查證

屬實，一律開除，永不錄用，並且移送法辦。

利用制度讓大家不願意、不敢犯此天條。

環境永續

環境保護政策

位於山坡區的墓園，水土保持以及監測

是最重要的，不僅是為了公司的資產保全，

更重要的是安全以及環境的維護。綠化不但

能帶來美麗的環境有助於銷售，同時也可以

做到良好的水土保持。龍巖在各個墓園區域

都有規劃綠化區域，同時為了能在三芝成就

一片美麗的櫻花園，我們努力的培育。

持續的綠化與水土保持：各園區均持續

的執行植栽計劃，並且持續的定期進行園區

的用水品質檢測，以及監測園區水土保持狀

況(雨量計、水位觀測井及傾斜儀)地質鑽探

確實掌握地質情況，提供工程地質參數選擇

之依據，以確實掌握園區建築物的安全，保

障人員平安。

環保材料研發推廣

習俗要改並不容易，必須靠持續的推

廣，漸近式的改善，龍巖對於環境的汙染該

如何降低也是我們一直想努力的方向，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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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廢除的狀況下，我們在物料的提供上

追求較為環保的材質。環保棺木、環保孝

服、環保香…等。

節能減碳的具體作為

1.電力

每年固定的檢討使用的功率以及定時器

設備的控制減少浪費。

2.照明

‧ 所有的照明在更換時，均首先考量使用

較節能的燈具。新裝潢空間亦要求使用

節能燈具。耗電量大的鹵素燈不再使用。

‧ 張貼隨手關燈標張貼紙，時時提醒使

用單位，避免電力浪費。

3.其他

‧ 電梯設備：電梯省電設計，包括1.尖峰

運轉、2.離峰分散待命、3.夜間及假日

關閉、4.鼓勵員工少坐電梯多走樓梯健

身又節能。

‧ 其他事務機器於採購時，均要求具備

相關的省電功能。

‧ 廢棄物有效分類與回收處理。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關係

1.優質的工作環境

我們制定有「員工行為準則」要求每位

龍巖人均必須了解其內容規範。相對的，給

予員工一個安全、平等、尊重、舒適的工作

環境是公司的責任。2015年即將完工的企

業總部，不但有舒適的工作空間，也規劃了

整棟的休閒中心，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

本公司設有性騷擾防治規範，具體明文

規定不得有因性別或與性有關造成令人產生

不悅、冒犯性質的行為與言語。

嚴密的門禁系統：大樓一樓門口有24
小時的警衛，每層辦公室設有電子保全，維

護公司財產及人員的安全。

2.看到希望得到公平的績效考核制度

用人以誠，每個員工不分性別，只要有

能力，願意爭取，都可以得到一個可以發光

發熱的舞台。公司管理階以上的人才，只要

績效好，年度績效獎金沒有月薪比例的限制，

公司歡迎有能力的同仁來挑戰。非管理階層

的同仁，給予一份安定穩定的收入是我們的

責任，考核制度結合調薪晉升委員會議的運

作，讓這一群穩定的力量能夠得到照顧。

3.員工招募

專業的禮儀人才的招募與培訓是年度重

點項目，2014年禮儀人員招募總計1,577人應

徵，錄取44人。並且提供214小時的專業訓練。

4.員工培育

1.2014年員工訓練彙整

　 新進人員
經理人專業訓練

(派外訓練)
陵園專業

訓練
禮儀專業
訓練

中西顧問
禮儀專業
訓練

總計

人數 142 41 159 542 7 891 
費用 8,900 190,190 0 991,530 9,771,011 10,961,631 
時數 152 122 857 214 2,632 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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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人訓練是我們相當重視的，完整的

新人訓，能夠讓同仁迅速的了解公司文化及

商品。其中包含了人事管理辦法的說明、組

織介紹、商品介紹以及環境介紹。同時我們

也重視每個訓練之後的心得檢討。受訓學員

給予公司的資訊意見回饋是我們不斷改進的

重要資料。

3.專業教育：聘請日本專業禮儀顧問指導

為了不斷精進禮儀服務品質，我們特別

聘請日本的專業禮儀顧問「中西實」先生來

台給予禮儀團隊為期一年的指導。身為龍巖

的禮儀人員真的很幸福，禮儀處組成了一個

專案學習團隊「成龍小組」跟著中西老師學

習，大師級的禮儀頧問來協助我們自我檢

視，協助我們找到對的方向。朝著目標遠景

持續努力。

4 .我們秉持著傳播「美學」、「智

識」、「正面能量」的使命，舉辦「龍巖講

堂」不只是員工，我們鼓勵社會大眾以及我

們的客戶，與龍巖一起成長。繼2013年安

藤忠雄建築美學系列後，今年更將廣度延伸

到勵志、旅遊以及職場智慧的範疇，希望能

透過各領域的賢達將各自的心得與人生體

悟，分享給更多需要的朋友、夥伴。2014
年共計舉辦17場共計4,582人次參加。

5.業務體系的訓練

業務人員是銷售的第一線，如何給業務

同仁正確的銷售方式以及觀念是公司的義務

與責任。2014年舉辦多場商品及銷售技巧

訓練班共計參與人次達3,947人次。除了開

班授課外，為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應有的知

識與技巧，2014年線上學習系統上線。

龍巖講堂

勇敢做大夢 不怕做傻瓜／講師：魏德聖
魏導分享從跨行拍攝電影的艱苦歷程，如何作心理的
調適，讓自己充滿勇氣再持續奮門的精神，就像現場
龍巖的業務同仁，一定會受到客戶的拒絕，當面對挫
折時要越挫越勇，懂得適當的調適心理的壓力，過程
中還回憶起曾經賣過納骨塔，也是常常被拒絕，大家
聽到這大家都很驚訝魏導有過這段的人生經驗，而這
也為魏導帶來人生不同的體悟，發揮在電影劇情中情
感細膩的呈現。

•名導演－魏德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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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元的員工溝通管道

(1) 885－幫幫我信箱，員工如對公司有意

見時，可以透過885信箱向總經理反

應。

(2)不定期主題式問券調查。

(3) 5186信箱，提供員工申訴的管道。由稽

核室主管負責受理以保護員工的權益。

(4) 董事長與總經理均會依照工作上所產生

的實際案例，用EMAIL方式與全體員工

分享。教育員工正確的觀念。

(5) 總經理不定期針對政策推出召開說明

會，親自向員工說明政策的目的及方

向。

7.完整的員工福利

我們依法成立有職工福利委員會，且正

常的運作。我們同時提供完整的員工福利，

保險、健檢、基本的補助：生育補助、結婚

補助、喪奠補助、傷病補助；特定節日的禮

金：　生日禮金、五一禮金、端午禮金、中

秋禮金；還舉辦許多的部門活動、社團補

助、員工旅遊、旺年會等。

客戶關係

(1) 本公司設有客戶滿意部門，並提供0800
免付費之客戶服專線，維護客戶權益。

(2) 不定期的抽訪客戶對公司提供服務的滿

意度。

(3) 每個服務個案均提供客戶關懷函，客戶

可透過此函向公司反應服務問題。

(4) 本公司非常重視客戶的意見，對於每個

客戶反應意見，均由總經理親自個案審

閱。凡有重大客戶意見，均以即時的簡

訊通知總經理。並規定30分鐘聯繫客

戶，12小時內回應客戶的問題。

(5) 持續執行「愛讚聲」方案，保障客戶的

權益，替客戶做好品質的把關。

(6) 不定期派稽核人員執行抽查，以確保客

戶得到的服務符合甚至優於期待。

(7) 各陵園區均成立臉書粉絲團，除每日提

供氣候、交通相關資訊，並提供許多公

司活動的訊息。

投資人關係

龍巖通過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良好的溝

通，提高投資者對公司的認同度，形成與投

資者擁有互相信任的關係，增強投資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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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進而提升公司價值，有助於企業長期發

展目標的實現。

供應商關係

(1) 龍巖嚴審供應商的供貨品質，希望供應

商將成本花在品質的提升上，與供應商

聯手杜絕紅包小費的文化。龍巖與供應

商簽訂有廉潔條款，以維護雙方的權

益，只要有任何人向供應商提出不法、

不合理的要求，可以利用5186之申訴專

線，向公司提出申訴。

(2) 定期召開供應商大會，建立雙向的意見

交換與溝通。

(3) 供貨品質好的供應商，我們也會給予應

有的回饋。期待供應商能與公司站在同

樣的立場，建立一個良性的循環，一起

成長，一起提供一個滿意的服務。

社區關係

對於地方的回饋與照顧，龍巖一向是不

遺餘力。除了持續對地方活動的支持外，也

持續的提供物資給地方弱勢團體、資助老人

會的活動、國小的活動、社會重陽敬老活

動，圓山、福德、八賢里生態活動等相關鄰

里的活動以及弱勢團體。

慈善公益

基於對生命的尊重，秉持著龍巖的核心

價值：「專業、誠信、慈悲」，支持慈善公

益活動回饋社會是我們想做、要做而且持續

在做的事。

一直以來，在本業上，義助殮葬的持續

執行以及提供弱勢團體工作機會，由新生活

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供應祭祀物品，與台大

醫學院合作人才培育專案亦沒有間斷。

2014年更發揮基金會的功能，全省的

捐血活動，獨居老人的關懷活動……等。只

要我們做得到，龍巖願意為生命的每一個階

段貢獻出我們的力量。2014年總計捐贈金

額達2,500萬元。

1.義助殮葬，讓生命回歸平等與尊重

殯葬是我們最專長的事，而且我們一直

堅持著，不論尊卑，毎個生命都有權得到平

等的尊重與禮遇。2014年共受理52件，執

行完畢42件。

龍巖多年來辦理義助殮葬不收半毛錢，

甚至幫助葬家申請補助費。我們的出發點

是：政府照顧不到的弱勢，就由民間接手

幫忙。2014年龍巖基金會與雲林縣政府合

作，幫助縣內貧困家庭，協助家境清寒及弧

苦無依的往生者，能夠圓滿的走完人生的最

後旅程。蘇縣長十分感謝基金會的義舉，並

當場指示民政處及社會處全力配合。務使協

助宣導周知，並各村里長及村里幹事都應知

曉此一資訊。

有了雲林縣的成功經驗，2015年將繼

續拜訪彰化、雲林、嘉義地區縣長、沿海地

區鄉鎮長及全國性社福基金會以推廣義助殮

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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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捐贈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3.贊助華山福利基金會

4.高雄氣爆案，龍巖投入救災！捐款

一千萬重建家園！

龍巖在得知此消息後，在海外的董事長

立即決定公司捐款1,000萬元。高雄區的同

仁們亦自發性的投入救災的工作，希望為受

災戶提出及時的服務外，也希望帶動更多的

善款來協助高雄災民重建家園。

5.2014年社工專業人員表揚頒獎典禮暨

餐會活動贊助。

龍巖慈善基金會感念默默為社會貢獻的

社工人員，他們的無私奉獻與付出，更應該

被重視與表揚，為感謝與鼓勵這群優秀的社

工人員，肯定其服務精神與工作辛勞，特別

贊助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辦理2014年社工專業人員表揚頒獎典禮暨

餐會活動，共同推動各項福利政策，建構溫

馨、關懷、和善的社會。

6.天使之翼‧美麗原鄉慈善計畫贊助

福澤慈善基金會協助花蓮偏遠地區家境

清寒及低收入戶之國高中完成學業，提供學

雜費及相關所需的補助，本會為了讓慈善的

能量能在彼此的合作中更加茁壯，贊助福澤

基金會103年度「天使之翼‧美麗原鄉」公

益活動，並另外提撥急難救助金肆拾萬元，

供學生突遇家中有突發狀況，還可透過專案

申請，由學校代為傳真通報福澤，本會則依

個案狀況提撥每案2,000~5,000元救助金，

並持續追蹤依需求給予更進一步的協助，共

同扶助偏鄉地區莘莘學子完成學業。

7.找回人生自主權公益講座

推廣人生自主善終的觀點，從認知了解



— 769 —

自主生命終途的過程，進而找回人生的自主

權，因此特別邀請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黃勝堅

院長，舉辦「找回人生自主權」公益講座，

以救人無數的醫者角度來談，面臨生命終途

時如何陪伴讓生命自主，自在終老。活動參

與人次：780人次。

8.熱血沸騰公益捐血活動

基金會去年度舉辦捐血活動反應熱烈，

今年度再度與台灣血液基金會合作辦理台北

與台南場捐血活動。號召熱血青年與社會大

眾來共同響應捐血，也結合公益團體來放大

連鎖效應。透過龍巖企業的同仁，邀約親友

及客戶一起參與活動。並藉由媒體與基金會

的網站電子報等宣傳管道，拜訪附近鄰里長

呼籲民眾一起挽袖捐血。除捐血中心的贈品

外，龍巖另規劃了星星王子的打擊樂團演出

以及唐氏症基金會的手工皂，吸引民眾。

9.空難祈福

近日來災難頻傳，復興航空澎湖空難事

件及高雄大氣爆事件，造成臺灣人民恐慌

及頓失家園，龍巖慈善基金會本著社會救

助之精神，為澎湖空難事件中罹難的二位

法國里爾大學來台交換女醫學生Deramond 
Jeromine與Luternauer Penelope於7/30辦

理追思會，並於農曆七月中元法會期間

(8/9~8/17)特別為罹難者於三芝真龍殿1F生
活館規劃祈福專區，並於法會中特別立超薦

牌位，為往生的先靈誦經祈福、功德迴向、

祈福祝禱，一起祈願天佑台灣祈福平安！

10.關懷弱勢、獨居老人

爰以禮記禮運篇「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為精神，補助高雄市各人民團體辦理「關懷

弱勢、獨居老人」活動，俾能使為國家、社

會拚博一生的長者感受到我們的敬意與温

暖。

(資料來源：龍巖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龍巖企業官網http://www.lungyengroup.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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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殯葬業，一般人多以「忌諱」產業

視之，直到1992年龍巖人本創立，以關懷為

起點出發，加上誠信、公開、透明、專業的

形象不斷傳達，讓以往多以蒙著一層黑紗的

行業，逐漸開始起了「質變」；24年的過程

中，龍巖不僅讓殯葬業的服務制度化、透明

化，更成立慈善基金會辦理義助殮葬服務，

大力推動環保香、環保金紙、環保園區，

2011年龍巖正式成為上櫃企業，去年更拿

下上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級「A++」
獎，為殯葬產業樹立新一代標竿、典範。

誠信、關懷 樹立殯葬業典範

1992年龍巖成立，背後的推手正是董

事長李世聰，不過面對投入這個傳統舊有觀

念極深的殯葬產業，李世聰決定跳脫既有包

袱與窠臼，要讓殯葬業這個生命產業以關

懷、莊嚴、專業呈現，取代傳統悲情、不透

明的印象。

李世聰說，1992年成立之初，我們就

希望走出自己的路，並且要帶領殯葬產業文

化的提升，誠實開立發票、公開透明，是我

們自我要求的第一步，一切都需合乎法令規

範。1994年龍巖就辦理股票公開發行，讓

殯葬業能在法令嚴格的監督與管理下，完全

落實企業誠信、財務透明，也奠定、推升

2011年龍巖上市櫃的根基和地位。

不過，對於上市櫃的發展，李世聰還是

覺得做得不夠，2001年更成立了龍巖慈善

基金會，提供「義助殮葬」服務，只因為他

認為殯葬產業是他最擅長的事，這種慈善服

務讓龍巖來做，會做得更好。

「義助殮葬」讓清寒家庭喘口氣

為了協助遭逢喪親的清貧家庭，龍巖慈

善基金會在成立之初就推動了「義助殮葬」

服務，凡是擁有中低收入證明的家庭，或是

經過醫院、社福機構轉介的弱勢家庭等，龍

巖就會提供「義助殮葬」服務；14年來，

幫助超過上千名個案，走完人生最後旅程。

曾經有清寒家庭，父母接連過世，龍巖

慈善基金會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後，便與喪家

聯絡，過程中包括接體、豎靈、入殮、奠

禮、火化、封罐、協助安奉進塔，以及後續

關懷等全程承辦；面對一連串的突發情況，

家人無所適從，受到基金會幫助後，龍巖慈

善基金會表示，喪家非常感謝社會上還有企

業願意照顧和協助，這樣的服務不僅讓雙親

能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也讓在

一連串事故打擊後，還能夠獲得一絲喘息、

從容面對一切的機會。

除此之外，龍巖慈善基金也曾接獲一

案，而當中申請「義助殮葬」服務的民眾，

竟然是病人自己。據龍巖基金會轉述，該病

友從自己得知罹患癌症的那一刻，到過程中

治療癌症所需的龐大醫療費用，已經帶給身

龍巖 圓滿人生的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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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家人面臨龐大的壓力和負擔，若接下來自

己不幸過世，想到家人還需要擔憂自己身後

事費用，寧願自己在生前就先做好一切規

劃，也不要當一切發生時，再讓摯愛的家人

再承受磨難。因此在得知有無力殮葬慈善服

務之下，鼓起勇氣為自己也為家人，打出這

通電話。

號召業務團隊 擔任一日志工

不僅是提供清貧家庭辦理「義助殮葬」

的身後事服務，慈善基金會每到農曆新年除

夕夜前，也會號召龍巖業務團隊擔任一日志

工，到先前所服務的個案家庭，提供「團圓

年菜」，這一道道代表愛與關懷的清香送愛

到案家。龍巖指出，服務的案家在遇到重大

年節時，情緒上總需要多一點陪伴，畢竟家

中家人剛離開，那種頓失所依的感覺，是需

要更多關懷和幫助，公司也希望藉由提供年

菜，在新的一年裡為他們帶來暖暖的愛與新

希望。

另外，在清明祭祖時節，龍巖慈善基金

會也會為個案提供「法會超薦服務」，希望

藉由誦經超渡、聽聞佛法為往生親人誦經祈

福祝禱，並保佑陽世親人平安吉祥，希望藉

由關懷、幫助弱勢的民眾，為社會奉獻一己

之力，讓社會更加富有人情味與愛的關懷溫

暖。

推廣環保香、環保金紙

龍巖從2002年也開始進行環保香、環

保金紙、環保園區的革新，包括從禮儀用品

著手，接著進行塔位、骨罐，甚至是墓園的

建設、環境保護等，全都納入改革的項目之

列。

不過，要更改舊有習俗並不容易，龍

巖則利用環保香、環保金紙等取而代之。

2009年推出「自在心香」環保香，就是以

天然草本有機材料配合無煙奈米科技技術所

製造的無煙香，並與台大環境衛生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環境研究中心，以及全球最大品

質驗證組織SGS等機構合作，對環保香進行

檢測、把關。

龍巖表示，過程中公司投入數十億元資

金研發、創新，不僅希望能為客戶在用香祝

禱時能避免毒煙傷害，更重要的是降低對環

境的汙染、維護地球環境，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之重責。因此，在推行的初期就獲得客戶

們回響與認同，讓客戶能在花同樣的價格卻

能享受到無害的環境，更感受到龍巖的用

心。

龍巖多年來也與合作廠商持續研發環保

棺木、環保孝服，在用料選擇上都以較易燃

燒且不易產生空氣汙染的材質，如棉、麻等

材質。另外，位於山坡區的墓園，龍巖也扎

實做好水土保持及監測，並進行環境周邊綠

化作業。

將善的力量 散播到每個角落

李世聰說，我們選擇對的事，只要我們

有能力，就能將這股「善」的力量持續不斷

散播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擔負起拋磚引玉的

企業社會責任。龍巖發展至今，很多人說已

經成功了，但對我來說，成功不是屬於跑得

最快的人，而是不斷在跑的人，接下來我們

要繼續帶領產業發展，及創造企業的永續價

值，要以台灣為基礎，布局大中華，不斷的

突破自我。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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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企業社會責任年鑑》遴選標竿

企業，是為表彰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優良的企

業，對國內企業起示範作用，帶動國內企業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氣，進而讓國內企業

走向永續發展。編輯委員會基於以下原則，

選列納入2015企業社會責任年鑑的標竿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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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企業可做為企業永續

經營的範例，也希望由此獲得投資人的

重視，進而以實際的投資給予支持。本

年鑑以上市或上櫃公司作為挑選標的，

讓投資市場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投資決

策的評估選項，鼓勵企業繼續做對的事

情，在投資市場形成正向循環。

二、 必須為「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分

股／「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或

於「第一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

鑑」評鑑結果列為前20%企業。公司治

理是企業社會責任中重要的一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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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

2015年起發布排名。這是目前國內少

數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評鑑，本年鑑

將依此評鑑結果入選為前20%的企業做

為基本的篩選標準之一。

三、 須有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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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育或重視勞工權益等事蹟，但並

不為外人所知。企業製作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一方面集結過往事蹟，公開給

大眾檢視；另方面可檢視其業務及經營

所面臨的風險及挑戰，呈現企業所處環

境及其作為與未來努力方向。本年鑑標

竿企業的遴選，將根據企業所公開的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檢視是否可列為標

竿企業，故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是納入

評選標準之一。

四、 獲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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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遴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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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社會有助益的事蹟，也更貼近企業永

續發展的精神。因此，具有特色事蹟的

企業，也是本次年鑑遴選標竿企業的重

點。

標竿企業遴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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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

2013年

12月26日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發布

「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規劃出「形

塑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股東行動主

義」、「提升董事會職能」、「揭露公司

治理資訊」及「強化法制作業」五大計

畫。金管會同時表示將要求所有上市櫃公

司從2015年開始至2017年間，需完成獨

立董事設置。

◆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證

交所)指出，已成立「公司治理中心」，

下設「諮詢委員會」，並分設綜合規劃

組、秘書組、推廣宣導組及輔導評鑑組等

四組，統籌規劃辦理與公司治理(及企業

社會責任)相關事宜，包括：法規研訂、

專題研究、資料庫建置、媒體合作、董事

訓練、投資人關係、投資人教育、資訊揭

露評鑑、公司治理評鑑、國內推動宣導及

國際活動參與等。「諮詢委員會」由證交

所董事長李述德擔任召集人，邀集由金管

會證券期貨局、銀行局、保險局、經濟部

商業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以下稱櫃買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期交所)、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以下稱集保結算所)、財團法

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

下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稱證

基會)等機構所指派之委員代表共10名。

2014年

1月3日
◆ 日月光半導體汙染事件爆發後，高雄地檢

署偵結，依刑法流放毒物罪及廢棄物清理

法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嫌，起訴廠

務處長蘇炳碩等五人及日月光公司。

1月13日
◆ 為了強化金融業的企業社會責任，金管會

鼓勵銀行參考國際間的「赤道原則」，增

加對環保企業融資，對於破壞環境、帶給

社會問題的企業，則減少放款。金管會主

委曾銘宗表示，全球已有超過70個主要

金融機構簽署「赤道原則」，中國大陸也

有一家(興業銀行)，但台灣金融機構至今

都沒有簽署。簽署「赤道原則」是自發性

行為，金管會並不會硬性要求金融機構一

定要簽，但金融機構不應該只以獲利為目

的，應多考慮企業責任。根據「赤道原

則」公開揭露的內容，金融機構簽署「赤

道原則」，成為赤道銀行之後，就必須遵

守相關規範，例如對於1,000萬美元(台幣

3億元)以上融資案件，必須評估是否符

合環保要求，會不會傷害或破壞環境。另

外，赤道銀行核貸時必須先分類，除了評

估融資案對於環境的影響，也要考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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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人權或勞工權益，如有疑慮，銀行可

拒絕貸款，或要求企業提出改善計畫。

1月23日
◆ 證 交 所 與 銳 聯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Research Affiliates, LLC)合作編製「臺

灣就業99指數」，2013年累計報酬率為

22.3％，超過同期間「臺灣證券交易所發

行量加權股價指數」(TAIEX)的報酬率

15.1％、及「臺灣50指數」的11.9％。證

交所董事長李述德表示，經由授權使用

「臺灣就業99指數」發行指數商品或作

為投資指標，可引導資金投資僱用員工人

數較多的公司，具有鼓勵上市公司多僱用

台灣員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效果，此

為發布該指數的主要目標。「臺灣就業

99指數」於2010年12月30日發布，從上

市公司中篩選出在台灣僱用員工人數最多

的99支股票作為成分股，並以「員工人

數」篩選成分股和決定成分股的權重，為

新一代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1月28日
◆ 台北地檢署偵辦胖達人涉嫌詐欺案偵結。

檢方依違反證交法起訴基因國際董事長徐

洵平、妻子姜麗芬及股東許慶祥、許雅鈞

父子。

2月1日
◆ 身障者權益保障法規定，私立機關員工人

數67人以上，必須進用1%身障者。隨著

企業社會責任觀念興起，企業進用身障者

意願也大幅提升。勞委會定期公告的身障

進用不足額名單發現，包括連續多年位居

榜首的企業，包含台積電，以及台灣大、

麥當勞等都在2013年大幅進用身障者，

自進用不足黑名單中除名。

◆ 勞工委員會(以下稱勞委會)鼓勵大企業設

置特例子公司，每僱用身障者一人，就

補助一人基本工資19,047元，最長補助一

年，不限人數。

2月6日
◆ 財政部5日召開公股金融機構季報會議，

為因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財政部長

張盛和要求所有公股銀行到海外設立據點

時，優先考慮到TPP及RECP國家，以強

化與這些國家的互動。同時在授信的評估

過程中，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考量點之

一。

2月8日
◆ 台灣機車數超過1,500萬輛，但機車族普

遍養成訓練不足，因此交通部協調國內三

大龍頭機車廠商在出售機車時，額外提供

還沒考駕照的購車者一筆上機車駕訓課的

補助津貼，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2月17日
◆ 創櫃板將納入社會企業。櫃買中心指出，

推動社會企業公司來掛牌，不但能讓資本

市場更多元化，也能帶動更多的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預計第二波的創櫃板掛牌，有

機會看到更多社會企業來登錄，且在創櫃

板輔導之後，希望未來能進一步朝興櫃，

甚至上市、上櫃之路發展。

◆ 勞委會自本日起改制升格為為勞動部。

◆ 勞動部(時稱勞委會)於日前成立「社會企

業辦公室」，以審查社會企業送件資格等

相關事項，未來希望讓勞退基金有機會可

以投資社會企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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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
◆ 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指出，「公司治理中

心」將針對各上市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

及資訊揭露等面向擬定評比指標，3月底

內部定案後，4至5月對外公布，6月至12
月進行教育推廣，2015年1月正式上路。

屆時將進行首次評鑑、選出標竿企業，未

來證交所預計一年進行一次評鑑。

2月22日
◆ 立委提出公司法修正草案，要求上市、上

櫃公司應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

上網，且須每年編列「企業社會責任預

算」。金管會表示，此法牽涉層面廣泛，

初期不宜強制規定，應以「鼓勵」為主，

並積極與各界溝通，取得社會共識後，再

著手修法。

3月6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出席「資誠企業社會責

任論壇」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是監理重要

一環，金管會已責成證交所，今年推動企

業社會責任評鑑制度，二至三年後再遴選

表現優異企業，編製臺灣永續企業指數。

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則表示，上市櫃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有四大原則，分

別是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

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資訊揭露。

3月10日
◆ 證交所舉辦「公司治理評鑑系統」研商會

議，建置「公司治理評鑑系統」，將對所

有上市上櫃公司進行評鑑。該會議邀請包

括專家學者、上市上櫃公司、會計師事務

所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等相關社團組織代

表出席。

◆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啟動全台火鍋店大稽查。

3月17日
◆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與僑馥建築經理

公司簽定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履約保證

(ESCROW)業務合作契約，將履約保證

納入交易機制，未來凡選擇以履約保證方

式向該公司購買不動產的民眾，各期購買

不動產價金將先匯入公正第三方的僑馥建

經公司，待所有過戶程序完成後，價金才

會提撥給台灣金聯，買方將可享有進一步

的權益保障。

3月19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將編製「調薪指

數」，引導資金投資薪酬合理的上市櫃公

司，鼓勵加薪。

4月3日
◆ 證交所表示，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系

統」相關作業已正式啟動。第一屆評鑑將

由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委託證基會執行後續

評鑑作業，上市上櫃公司則同步進行自評

工作，透過自評程序，使企業對本身公司

治理情形進行檢視，並可就不足處主動加

以改善。證基會執行評核之初步結果並與

自評結果比對後完成評核作業。本次評

鑑預計於2015年1月前各公司完成自評作

業；2015年3月由證基會完成評核；2015
年4月完成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並

將分別公布排名前百分之20之上市、上

櫃公司，以作為資本市場公司治理之楷

模。

4月9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為鼓勵企業，尤



— 778 —

其是上市櫃公司在獲利提高後能加薪回饋

員工，證交所正在編製「高薪指數」，預

計8月底出爐。高薪指數將囊括上市櫃企

業共100檔成分股；會被納入高薪指數的

企業，在過去五到十年，須對員工做合理

調薪，即將獲利適度回饋給員工；公司若

有長期制度化照顧員工福利的政策，也是

參考指標。

4月14日
◆ 證券交易所公布「公司治理評鑑制度」指

標及配分標準，參考了包括亞洲公司治理

協會(ACGA)、東協ASEAN等指標，提

出了包括92項指標評鑑及五大配分重點，

配分比重以「董事會結構與運作」達35％
最高，其次為「資訊透明度」20％，最後

則是「股東權益之維護」、「股東平等對

待」、「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及企業社

會責任」，各為15％。證交所還將研擬

公司治理指數選股標準或指標，未來推出

「公司治理指數」ETF等相關商品。

4月15日
◆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舉行「CDP
說明會」，吸引許多業者前來取經。

CDP是一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總部位於

倫敦，簽署支持的全球法人投資機構至

今有767家，代表的全球總資產達92兆美

元。自2003年開始每年邀請全球數千家

企業，透過填寫CDP問卷，揭露其溫室

氣體排放量，以及處理氣候相關的投資風

險和機會的因應策略報告。

4月17日
◆ 證券交易所在台北福華文教會館舉辦第一

場次的「公司治理評鑑系統」宣導說明

會，活動併同第12屆「資訊揭露評鑑系

統」一起進行，之後將陸續於4月18日、

4月23日、4月24日及4月25日分別在新

竹、台北、台中及高雄舉辦。

4月18日
◆ 公司治理協會舉辦「CG6008公司治理制

度評量第三次授證典禮」，共22家企業

獲證，其中獲通用版證書14家，進階版

八家，累計由2005年上路至今，已有244
家上市櫃公司通過認證。

4月22日
◆ 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宣布將結盟美商

甲骨文共同建立「源頭管理資訊服務平

台」，強化台灣的食品產業競爭力。

4月23日
◆ 證交所宣布，為響應金管會全面推動上

市櫃公司電子投票政策，2014年股東會

首度採用電子投票，股東可在5月22日至

6月8日進入集保結算所「股東e票通」網

頁，行使表決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

動公司治理藍圖，將電子投票列為實施項

目，便利股東行使表決權，規定股本在

50億元以上且股東人數超過1萬人需強制

辦理電子投票。

◆ 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下午1時於新竹國

賓大飯店辦理「聚焦新竹市—打造智慧低

碳友善城市論壇」。

4月24日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台灣省工業會聯手舉

辦「綠色永續邁向營運持續研討會」。

4月26日
◆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舉行「政府治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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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研討會，邀金管會主委曾銘宗

談「從監理角度談治理之落實」。曾銘宗

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指數將提早到2015
年完成，除了揭露表揚公司治理(社會責

任)做得好的企業，也會揭露做得不好的

企業，作為警惕。不過，指數發布的第一

年，因新制剛推出，只會揭露做得不好的

原因、項目；第二年起，才會揭露做得不

好的公司名稱。

4月28日
◆ 證交所表示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已正式啟

動，本次評鑑年度為2014年，證基會預

計今年10月前完成評鑑系統建置，屆時

公司可於系統上進行自評，檢視初步得分

狀況。預計2015年第1季將進行評核，並

公布首份公司治理評鑑報告。

5月1日
◆ 104資訊科技調查上班族如何看待企業社

會責任(CSR)，公布結果，高達八成上班

族認為，CSR是企業的基本責任，應首重

照顧員工、做好環保、扶持弱勢。不過對

照企業心中對CSR的優先順序，第一是落

實公司治理、強化企業競爭優勢，其次才

是照顧員工與顧客服務，因此民眾對台灣

整體企業的CSR總評並不高，平均只給

54.6分。

◆ 104資訊科技最新調查發現，民眾願意優

先，且多花近16%的預算購買有做到企業

社會責任的CSR產品。其中，高達三成六

的人，願意多花5.1%~10%的預算，願意

多花10.1%~22%者，也有二成二；其次

有二成左右民眾表示願意多花5%以內預

算購買CSR產品，平均是15.7%。

5月15日
◆ GRI第四代「《永續性報告指南》簡稱

G4」正體中文版正式發布，由中華民國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與GRI總部簽署協議

書，授權進行翻譯。為GRI G4版指南第

11個外國語言譯文版本。正體中文版的

發布，有助於國內企業在編製報告書時，

更深刻地了解揭露指標的意涵，以幫助利

害關係人更準確地獲取該企業的永續資

訊。

5月21日
◆ 檢調偵辦鴻海集體索賄案，台北地檢署依

違反證交法特別背信罪起訴廖萬城、郝緒

光、鄧志賢、陳志釧、游吉安以及蔡宗志

等6人。

5月31日
◆ 台北地檢署偵辦桃園縣合宜住宅弊案，聲

押葉世文、蔡仁惠、趙藤雄及遠雄開發部

前副總魏春雄等四人，台北地方法院裁定

葉世文、蔡仁惠收押禁見；趙藤雄與魏春

雄各以500萬、100萬元交保，同時限制

出境、出海。

6月2日
◆ 遠雄企業團董事長趙藤雄被控行賄，原於

2014年5月31日以500萬元交保，但檢方

提出抗告，台北地方法院今日凌晨裁定收

押禁見。

6月13日
◆ 第一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表示2014

年起將「赤道原則」納入授信評估中，企

業金融部門增列環保法令遵循檢視標準，

一旦有違反環保法規、汙染環境的行為，

授信契約續期就必須調整緊縮授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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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調升利率、減低額度等，都是可能做

法。

6月16日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辦的「2014
台灣企業永續獎」即日起採e化線上報名

作業，至8月15日截止。今年特別設立

「台灣10大永續典範公司獎」。此外，

還有七大獎項包括「台灣Top 50企業永續

報告獎」、「創新成長獎」、「透明誠信

獎」、「氣候領袖獎」、「社會共融獎」

及「創意溝通獎」和「供應鏈管理獎」。

6月17日
◆ 證交所以「股東會場地違規」為由，將三

陽股票打入全額交割，為台灣證券史上首

例。證交所表示，即使場地違規情況已改

善、也完成補件申請，但仍要等到證交所

收到證明文件，投保中心、集保結算所至

場地勘查無誤後，才會取消原先處置，讓

三陽股票恢復正常交易。由於三陽列入全

額交割股，且經營權大戰也不符合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效果，今天起剔除「臺灣就業

99指數」成分股。

6月18日
◆ 配合公司治理藍圖推動策略計畫，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在台北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14F貴賓廳辦理「董事與監察人聯誼

研討會」，研習主題為「由公司治理、內

線交易看資本市場與董監事責任」。活動

邀請總統府資政陳冲擔任講座，現場貴賓

分享公司治理相關議題。

6月23日
◆ 公平交易委員會發言人吳成物表示，環保

意識抬頭，但業者如果過度誇大環保或企

業社會責任，有可能觸犯公平交易法21
條認定的廣告不實，就是在數量、品質、

內容、價格、製造方法等項目上，過度誇

大，甚至不實，經官方認定違反公平法

21條確定後，可處5萬元至2,500萬元。

6月26日
◆ 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與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共同舉辦「促進台灣市場 推動公司

治理前進」交流會。

7月1日
◆ 食品包裝標示新法上路，乳品、果汁及米

粉都須在外觀上標註主成分含量百分比，

違反的業者最高可處300萬元罰鍰。

7月2日
◆ 旺旺友聯董事長洪吉雄、新安東京海上董

事長陳忠鏗、第一產董事長李正漢表示，

將配合金管會指導，加入微型保險開辦行

列，爭取2014年底前開賣。

7月16日
◆ 調查局宣布在經濟犯罪防制處轄下成立

「企業肅貪科」，專職辦理相關案件。

7月23日
◆ 復興航空澎湖空難事件發生，造成48

死、10傷。

7月25日
◆ 台北地檢署偵辦桃園合宜住宅弊案偵查終

結，起訴趙藤雄以及桃園縣前副縣長葉世

文、遠雄副總魏春雄等五人。

7月30日
◆ 針對日月光提出K7廠含鎳製程復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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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環保局召開審查會議，做出有條件

復工結論。

8月1日
◆ 高雄發生氣爆事件。

◆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與救國團臺北

市團委會合作，即日起啟動為期一年的

「社區1起亮起來」活動。

8月2日
◆ 位於江蘇昆山開發區內的台資企業中榮金

屬製品有限公司發生工廠爆炸事故，為台

商在大陸有史以來最重大工安事故。

8月8日
◆ 台灣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指出，為

倡導企業社會責任，凝聚企業誠信經營共

識，將於北、中、南共舉辦八場次「上市

上櫃公司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

會」，邀請上市櫃公司負責人及高階主管

共同參與。

8月9日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邀請國內三大工

商團體：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

國全國商業總會及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擔

任「台灣企業永續獎」的合作單位，並簽

署合作備忘錄，藉由雙方具體合作，鼓勵

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將為企業永續推動的

工作注入強心針。

8月11日
◆ 行政院審查通過「社會企業行動計畫」，

將待修正部分文字細節後，於2014年8月
底上線公告細項。

8月14日
◆ 全球首創的「台灣高薪100指數」正式掛

牌，這是台灣因企業社會責任而編製的重

要指數。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透過台

灣高薪100指數的成立，期望能帶動1,400
餘家上市櫃公司、甚至一般未上市的公司

的加薪風潮，鼓勵企業加薪，將獲利回饋

員工，並引導資金投資薪酬較高的上市公

司。進一步更希望引領全球推出相關指

數，讓全球企業重視社會責任。

◆ 證交所為強化企業對資訊環境安全控管，

舉辦以「個資安全」為主題的稽核主管座

談會，除邀請22家電子通路業上市公司

稽核主管參加，並邀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企業風險管理專家，針對「個人

資料保護稽核實務」及「個人資料外洩風

險」進行專題演講。

8月15日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曾銘宗參加經濟

日報主辦「企業永續發展座談會」時指

出，公司的DNA裡必須要有公司治理及

社會責任否則談不上永續經營。公司治理

推動是公司永續經營相當重要的環節，所

以是金管會長期以來的施政重點。去年底

發布之公司治理藍圖透過三個機制，分別

為市場機制、自律跟法規的完備來進行，

同時也提出五年五大計畫項目，並滾動式

修正檢討。藍圖並請證券交易所成立公司

治理中心辦理公司治理評鑑，明年4月就

會公布評鑑結果，最快明年6月也會編製

公司治理指數。

8月18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將推動由金融總會

出面邀請10大金融產業共同出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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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子獎助學金。

8月20日
◆ 為配合公司治理藍圖推動策略計畫，提升

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於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行

「董事與監察人聯誼研討會」，研習主題

為「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

邀請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擔任講座。

8月27日
◆ 櫃買中心正式推出「櫃買薪酬指數」，指

數基準點為100點。「櫃買薪酬指數」編

製以員工薪資福利等費用為主題，希望藉

此敦促上櫃公司注重勞工權益，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此指數將於每年4月間進行成

分股定期審核，成分股則需通過流動性及

基本面檢驗，成分股共計66檔。

9月1日
◆ 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公布最新統計資料

指出，致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上市公

司，其EPS表現高於整體上市公司平均。

以2014年第一季為例，統計顯示，出具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上市公司，EPS為
0.624元左右，相較全體上市公司的EPS
約0.54元、高出約1.16倍之多。

◆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與救國團臺北

市團委會合作的「社區1起亮起來」活動

公布入選名單。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

吳文雅表示，該活動共有33個社區團體

入選，主要推廣社區藝術文化、支持社區

志工服務、促進青年志工服務、輔助弱勢

學生環境教育及鼓勵社區健康運動等五大

面向。

9月4日
◆ 強冠企業爆發食安事件。

9月5日
◆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召開記者會，公布

曾在2014年3月1日到8月31日間採購全統

香豬油的235家業者。

9月18日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將要求食品工

業、化學工業、金融保險業、餐飲收入占

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50%以上、及股本

達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自

2015年起強制規定編製與申報中文版本

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9月23日
◆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與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KPMG)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合辦2014社會企業高峰論壇，邀集各界

產、官、學及青年代表，分享社會企業與

企業CSR的合作案例。

◆ 遠見雜誌舉辦「2014企業社會責任論

壇」，邀請到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和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分別以

「企業永續的關鍵與趨勢」和「公司治

理?三贏三好」為題，分享企業社會責任

執行的關鍵與企業治理的價值。

9月25日
◆ 證交所推出全新的「公司治理中心」網

站，並置於證交所網站讓外界瀏覽、使

用。證交所總經理林火燈表示，為使投資

人及企業了解主管機關及公司治理中心，

以及對公司治理實施的成效、掌握國內外

公司治理發展近況及相關資訊，即日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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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司治理中心」網站。證交所公司治

理部經理鄭村則解釋，網站主選單將有六

個主要架構，包括1.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

責任介紹。2.公司治理相關法規及問答。

3.評鑑資訊。4.最新消息暨推廣與宣導活

動及統計資料庫。5.資料庫，包括執法統

計資料庫、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設立情

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以及6.聯絡

我們。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和法務部廉政署舉辦

「2014年第四屆台灣中小企業社會責任

獎頒獎典禮」暨「綠色奇蹟，創新無限」

成果發表會。「綠色奇蹟，創新無限」成

果發表會特別展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

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及「提升

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能力輔導計畫」之輔導

成果，如：綠色產品開發、綠色供應鏈、

綠色生產、節能減碳與綠色行銷等企業創

新策略，聯合展出35家綠色企業豐碩輔

導成果。

9月30日
◆ 富味鄉公司混油涉詐欺案，彰化地方法院

宣判前董事長陳文南、陳瑞禮兄弟遭判有

期徒刑1年4個月、緩刑2年，兩人各應支

付公庫2,500萬元。富味鄉公司則被科罰

新台幣500萬元，至於其他同案被告則獲

判無罪。

10月1日
◆ 富味鄉公司混油涉詐欺案宣判後，彰化地

檢署認為法院判決太輕，本日提出上訴。

10月7日
◆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於中華民國職

訓研發中心舉辦「2014 GRI G4 實務解析

課程」。

10月9日
◆ 為推動台灣企業社會責任，聯合晚報舉辦

「企業永續發展座談會」。由聯合晚報總

編輯張宗智擔任主持人，以編製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對公司的影響，以及如何落實

保障員工權益的相關內部措施為題，邀請

金管會證期局局長吳裕群、證交所副總簡

立忠、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陳春

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營運長張嵐

菁、台達電資深協理周志宏、東元電機協

理黃佳助、中鼎工程資深協理蔡英智進行

討論。

10月11日
◆ 根據經濟日報報導指出，至本日為止，包

括離島的澎湖、金門、連江在內，全台

22個縣市政府皆已通令所屬機關學校，

停用、抵制頂新集團所有產品。

10月13日
◆ 頂新集團各大往來銀行召開緊急會議，決

定即日起，全面凍結頂新集團各公司，包

括頂新、味全、正義等關係企業的貸款額

度。頂新集團在各行庫已動用的額度到期

即收回，未動用的額度也不能再動用。

10月15日
◆ 「安永企業家獎論壇」於本日舉辦。金管

會副主委黃天牧表示，企業要提升未來競

爭力，關鍵是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要

結合。

◆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日前舉辦2014第四屆

幸福企業獎「幸福時代style論壇」，由臺

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陳業鑫主持，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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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幸福企業代表及學生代表，以

「幸福企業」為題，分享不同的論點和想

法。

◆ 食安問題連環爆，國立台灣大學校長楊泮

池昨表示，台大決定成立跨科系的食安中

心，針對食安風險評估、溝通、管理等，

建立一套完整的標準作業流程(ＳＯＰ)，

供政府及社會參考，為人民健康把關。

10月17日
◆ 強冠餿水油事件後，食品藥物管理署鎖定

全台27家資本額超過3,000萬元的製油廠

稽查。

10月20日
◆ 證交所公布「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

股。

◆ 期交所規劃於2014年第4季舉辦「期心協

力 看見台灣 愛心送暖公益系列活動」。

◆ 日月光K7廠汙染後勁溪案，高雄法院一

審宣判日月光四名主管緩刑，日月光公司

罰款300萬元。

10月21日
◆ 台北地檢署偵查味全食品向大統長基黑心

商購劣質假油案偵結，檢方依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法、詐欺、偽造文書罪將味全前董

事長魏應充等13人起訴。

10月22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本日舉辦第一場「上市

上櫃公司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實務課

程」。

◆ 勞動部今天公告，將釋出300億勞退新制

基金，以「台灣高薪100指數」為追蹤目

標的委外代操案，兼顧收益與社會責任投

資，遴選五家投信業者代操，每家額度

60億元，委託期四年。

10月25日
◆ 金管會日前發函給四大基金，請四大基金

在選擇投資對象時，要將公司治理與社會

責任列為參考標準，並對外揭露依照上述

標準而訂的選股及投資策略。

10月26日
◆ 金管會證期局委託證基會與全台各地社區

大學合作辦理「金融知識普及計畫投資未

來系列社區大學講座」活動，即日起於

北、中、南、東及離島全台社區大學陸

續展開，共計辦理30場次，活動完全免

費。

10月27日
◆ 金管會公布最新統計，我國微型保險於

2014年7-9月間有效投保人數激增3.6萬
人、累計投保人數在2014年10月突破10
萬人。

10月30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本日舉辦第二場「上市

上櫃公司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實務課

程」。

◆ 正義、頂新混油案，彰檢、雄檢等四處地

檢署依詐欺及違反食安法，同步起訴頂新

前董事長魏應充、正義代理董事長何育仁

等15人。

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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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買中心慶祝成立20周年，同時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於10月31日及11月1日以舉

辦感恩音樂會、捐贈醫療救護車，以及辦

理金融關懷園遊會作為紀念20周年的慶

祝活動，表達對市場各界及社會大眾的感

謝與回饋。

11月1日
◆ 金管會與新北市政府在板橋運動廣場共同

主辦「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以行

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11月2日
◆ 集保結算所為慶祝成立25周年，在景美

國中舉辦愛心慈善園遊會暨登山健行活

動。特別邀請主管機關、證券周邊單位、

證券商、票券商等近2,000人共襄盛舉。

◆ 頂新集團旗下的頂新製油實業爆發食安事

件。

11月4日
◆ 證券交易所指出，為提升評鑑工作效率、

避免重複作業，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決議

自2015年起，將資訊揭露評鑑系統整併

至公司治理評鑑系統，資訊揭露評鑑系統

於2015年公布第12屆評鑑結果後，不再

續辦相關作業。

11月5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本日舉辦第三場「上市

上櫃公司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實務課

程」。

11月10日
◆ 證券交易所全面修訂「上市上櫃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提供企業符合實務需求與國

際發展重點之指引，並協助企業建立重

視誠信、永續的企業文化。其中，「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部分，修訂重點在加

強產品安全及環境保護措施、提升治理、

經濟、環境與社會相關資訊透明度，及重

視利害關係人權益等議題；「誠信經營守

則」部分除了強化吹哨者(whistleblower)
保護措施外，亦將「誠信經營」之範疇擴

大，除了反貪防弊，也強調營業秘密保護

與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 櫃買中心2014年初建置的「產業價值鏈

資訊平台」，原已揭露25大類上櫃、興

櫃產業及公司資訊，即日起新增水泥、造

紙及汽車等三項產業，將該資訊平台擴大

為28大類產業族群。

11月14日
◆ 證交所在資訊展示中心，與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共同舉辦「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及實務

前瞻研討會」。研討會特別邀請美國現

任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霍蘭大法官(Justice 
Randy J. Holland)，針對德拉瓦州與美國

施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公司治理法令及

司法判決，進行專題演講。

11月17日
◆ 勞動部表示2015年將啟動史上最大規模

勞動條件檢查，勞檢家數將由今年的1.8
萬餘家大增至40,000家，這波勞檢鎖定常

態性工時過長、濫用責任制的服務業，包

括媒體業、金融業、社福機構、派遣工、

打工族等將是擴大勞檢的首要標的。

11月18日
◆ 立法院三讀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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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最重可罰20億，並保留法人罰

金刑，將刑法第58條入法，若不法利得

高於罰金，法官可酌量加重。新法增訂

「舉證反轉」條例，食品業者製造對人體

有害食品，造成消費者損傷告上法院，舉

證責任由業者負擔。

11月19日
◆ 證交所舉辦「產品安全」主題式座談會。

11月20日
◆ 亞洲治理協會祕書長傑米．艾倫(Jamie 

Allen參與第10屆台北公司治理論壇時

表示，根據亞洲公司治理協會2014年
評比，台灣在亞洲11個國家中排名第六

名，與日、泰、馬、印度四國，同列「中

段班」成員。亞洲公司治理最佳的國家，

仍是香港和新加坡。

◆ 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參加「第10屆台北公

司治理論壇」進行「我國公司治理藍圖及

未來展望」專題演講時表示，我國持續堆

動公司治理，違約情況也大幅下降，2012
年台灣證券市場違約比率為每個月交易量

0.052%，2014年降到0.042%；公司違反

交易制度從2010年的138件，降到2013年
86件；上市公司內線交易在2007年以前平

均每年12.3件，現在每年六件。

11月22日
◆ 證交所與銳聯資產管理編製的高薪100指

數成分股獲得政策支持，勞退基金撥款

300億元，遴選五家投信已在本周簽約完

畢，下周將分批進場。

11月26日
◆ 證券交易所正式公告「上市公司編製與申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證交

所表示，應編製企業社會報告書的上市櫃

公司，包括食品、餐飲收入占整體營收達

50%以上、金融保險業、化學工業及資本

額逾100億元公司。

12月4日
◆ 櫃買中心正式公告「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依照「上

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

業辦法」及「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2015年共計203家
上市櫃公司需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12月5日
◆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於集思台大

會議中心舉行「董事與監察人聯誼研討

會」，研習主題為「如何引進民間資金投

入公共建設」。

12月6日
◆ 頂新集團正式退出台北101金融大樓，將

37%持股以250億元轉售給馬來西亞最大

地產公司之一的IOI集團。頂新發言人賈

先德表示，頂新處分101持股，主要是回

應政府和社會的期望，出售股權的利得將

優先捐出30億元做為當初承諾的食安基

金，另外則用來償還銀行貸款。

12月11日
◆ 為響應金管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由期交

所發起，結合證交所、集保結算所兩家周

邊單位及寶成國際集團共同參與「台灣少

年足球聯合捐贈活動」，昨日於金管會舉

行捐贈儀式。四家企業未來一年總計捐出

200萬元，各自認養屏東縣四所國中少年

足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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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加強企業社會責

任，將是金管會最重要的施政重點，計畫

分為三個階段來推動。希望企業獲利同

時，也能適度回饋社會，追求包容性發展。

第一階段是金管會周邊單位和財團法人，

像是昨日的捐贈少年足球隊活動。第二階

段是金融機構，金管會已要求金融業捐贈1
億元助學金，補助2,000名清寒學生。第三

階段則擴大到所有的上市櫃公司。

12月15日
◆ 日月光公司高雄Ｋ7廠復工。

12月18日
◆ 高雄氣爆案高雄地檢署偵結，認定32死
悲劇是人為疏失釀成，對李長榮公司董事

長李謀偉等九人依公共危險罪起訴。

12月29日
◆ 104人力銀行表示，近年求職者評估理想

企業的前10大指標，除了薪資福利、生

活與工作平衡、企業品牌、企業規模、交

通便利外，還包括企業是否落實CSR。

12月31日
◆ 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布「第二屆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合計共五大構面98項指標，

評鑑適用期間將自104年1月1日起開始，

至104年12月31日結束，預計105年4月公

布前50%名單。

2015年

1月7日
◆ 櫃買中心公告新修訂「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共計修訂19條、增訂1條，

並對7條守則內容酌作文字修訂。櫃買中

心表示，本次修訂主要是因應公司治理藍

圖規劃，參考亞洲鄰近國家公司治理發展

現況，及已開發先進國家相關規定，修訂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

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擬訂適當之

多元化方針，包括基本條件與價值及專業

知識與技能二大面向之標準。此外，增訂

上市櫃公司宜設置吹哨者管道與保護制

度，以及獨立董事、監察人、審計委員會

與內部稽核主管或簽證會計師間之溝通管

道及機制，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以

提高公司內部監督功能。

1月15日
◆ 證交所表示，經統計，上市公司於103年度

發布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家數總計

153家，較102年度發布的110家增加43家，

成長幅度達39%，顯示我國在推動公司治

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永續經營議題，

已受到重視與關注，且有愈來愈多上市公

司自願將各利害關係人重視之非財務績效

資訊加以揭露。以本次編製家數來看，最

高的前三產業為電子業的74家、金融保險

業的19家、及其他業的一家；而各產業編

製比重，以金融保險業之54%最高、航運

業之45%為次，其他業、鋼鐵業以及電子

業亦分別達26%、20%及19%。

◆ 資誠 ( P w C )舉辦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CSR報告書的未來式-看見企業競爭

力」，以幫助企業了解CSR的真義。

1月17日
◆ 聯合報系積極推動「企業公益尾牙」，

彙整全台40多個偏鄉中小學優質藝文社

團，徵求並媒合偏鄉小校的藝文團體到企

業尾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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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 立法院三讀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

案，授權政府可要求店家業者標示食品資

訊，例如火鍋湯頭原料等，避免發生欺騙

消費者行為。

◆ 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基法修正案，擴大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墊償範圍，將雇主積欠勞工

舊制退休金、新舊制資遣費等納入，並將

勞工債權提升至第一順位，與銀行抵押權

等同，且按其債權比例受清償，被稱為

「華隆條款」，自總統公告後八個月實

施。

◆ 民航局頒發「金翔獎」，由華航與華信奪

得2014年「國際及兩岸航線組」與「國

內定期航線組」冠軍。

1月22日
◆ 中華航空爆發員工集體上街頭抗議「超時

工作、壓縮休時」事件。

1月30日
◆ 櫃買中心規定食品類與餐飲收入占營業收

入50%以上的申請股票上櫃公司，應設置

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證交所表示，對上市食品與餐飲相關

類股的上市審查，也將跟進規範。

◆ 台北市勞動局訂定「台北市勞動條件檢查

陪同鑑定作業要點」，推動讓公民團體或

個人，以從業人員專家的身分，共同參與

相關行業的勞動條件檢查。

2月1日
◆ 勞動部即日起三日針對較容易產生過勞的

行業，全面展開春安檢查。

2月4日
◆ 復興航空編號B-22816的ATR72-600型客

機墜落基隆河南港段，造成傷亡。此為復

興航空自2014年以來第二次空難事件。

2月5日
◆ 經濟日報與證交所舉辦「企業永續發展座

談會」，希望透過CSR的推動，讓企業達

到永續發展的成果。

2月7日
◆ 針對復興航空於2015年2月4日墜基隆河空

難，飛安會初步報告顯示二具發動機均失

效，疑和機械故障和人為操作有關；民航

局表示，自本日起召回復興航空ATR機隊

71名機師重新口試，未通過即停飛，最快

春節前安排機師到國外接受模擬機測試。

2月10日
◆ 勞動部表示啟動49家國內外航空公司工

時專案檢查。

2月11日
◆ 勞動部結合各縣市政府實施國道客運駕駛

員過勞預防聯合檢查。

2月16日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布國內15家航

空運輸業工時檢查結果，有九家違法，其

中復興航空及中華航空因勞工超時工作，

威航和虎航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

未依規定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都將依違規情節處以2萬至30萬元罰

鍰。

2月25日
◆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表示已與GRI簽署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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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合作備忘錄，成為GRI資訊交流合

作夥伴(Data Partner)一員，GRI期望能

借助該會在國內永續發展的影響力，促進

國內企業發行永續CSR報告書。未來透

過此合作平台撰寫的永續報告書，將同步

上傳報告書成果至GRI的報告書資料庫，

增加國內企業非財務資訊揭露的國際能見

度。

2月26日
◆ 台灣證券交易所表示，為了讓所有上市上

櫃公司了解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重要修正

內容，並鼓勵落實公司治理，證交所與櫃

買中心將舉行「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暨

落實公司治理」宣導說明會。宣導會除將

說明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的修正內

容，並輔以介紹新修正之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等相關規範修正重點。另特別

邀請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公開發行公司

股務協會代表，配合公司治理評鑑指標設

計，分享電子投票及股務作業等實務，包

括法規介紹、對股東會的影響、電子投票

與股務作業應注意事項，以及公司治理趨

勢。

3月3日
◆ 台北市勞動局首創「陪同鑑定」勞檢新制

啟動，開放讓擁有五年以上資歷的第一線

從業人員擔任陪鑑人，隨同勞檢，本月起

實施，鎖定大眾傳播業、金融服務業、醫

療服務業及科技業，加強勞檢，嚴查責任

制和不給加班費。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在台北福華文教會

館舉辦第一場次「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

暨落實公司治理」宣導說明會。

3月5日
◆ 證交所表示，為使投資人及企業即時掌握

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最新發展與政

策，公司治理中心網站即日起推出全新服

務「會員電子報」，將於3月16日出刊第

一期電子報，未來每月出刊一次，並提供

中英文版供外界訂閱。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在台中舉辦第二場

次「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暨落實公司治

理」宣導說明會。

3月6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在高雄舉辦第三場

次「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暨落實公司治

理」宣導說明會。

3月7日
◆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金融周邊單位及金融

機構捐助1.2億元成立金融服務業教育公

益基金，堪稱「教育希望工程」，預計每

年可幫助2,000名學子。

3月9日
◆ 「台灣工會監督企業社會責任大聯盟」成

立。台灣工會大聯盟結合獨立工會及公民

團體，透過議題合作，推動上市公司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遊說立法將勞工董事法制

化。

3月10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在台北舉辦第四場

次「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暨落實公司治

理」宣導說明會。

3月12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在新竹舉辦第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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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介紹暨落實公司治

理」宣導說明會。

3月14日
◆ 勞動部公布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各地

不定時勞檢媒體的結果，23家中有10家
違反勞基法，以未發給加班費、工時過長

居多。違規媒體有台視、中視、東森電

視、蘋果日報、中央通訊社、聯維有線電

視、真晨報、公論新聞報社、寶島廣播、

大漢之音。其中，中視因未發加班費、工

時過長被罰22萬元；中央社因未發加班

費、工時過長、懷孕及哺乳期間的員工於

夜間工作，被開罰15萬元。

3月20日
◆ 桃園縣前副縣長葉世文貪汙案，台北地方

法院依二個貪汙罪及一個財產來源不明

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併科罰

金3,300多萬元，褫奪公權五年，並沒收

自動繳交的2,000萬元犯罪所得。行賄葉

的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依二個行賄罪

判處應執行徒刑四年半，併科罰金90萬
元、褫奪公權二年；遠雄前副總魏春雄也

是依二個行賄罪，判處應執行徒刑四年，

併科罰金50萬元、褫奪公權二年；台北

科技大學退休教授蔡仁惠依行賄罪判刑6
月、得易科罰金、併科罰金20萬元、褫

奪公權二年；葉的陳姓女性友人無罪。

3月23日
◆ 國泰世華銀行簽署國際環境融資規範「赤

道原則 (the Equator Principles)」，成為

台灣首家赤道銀行。

3月27日
◆ 證交所表示修正增修「上市公司編製與申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即日

起金融業編製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

書，應揭露基層員工福利費。本次修訂重

點包含兩部分，首先係考量金融保險業對

於國家經濟影響重大，爰明定其應參考

GRI(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4指南，加

強揭露「經濟績效」考量面之具體管理方

針及績效指標。另外考量「員工福利」是

屬企業所分配的經濟價值之一，為促進金

融保險業者對基層員工薪資待遇的重視，

證交所亦參考GRI G4-EC1部分內容，要

求金融保險業者於報告書揭露所僱用之非

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平均薪資及與前一年

度之差異。

4月2日
◆ 金管會啟動「勞檢」工作，涵蓋銀行、保

險、證券三個領域，並且鎖定二大重點：

一為是否超時工作；二是平均工作時數與

薪資是否成正比。金管會將待檢查結果出

爐後，視有無過勞情形，研議是否推出改

善與糾正措施。

4月7日
◆ 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完成第12屆上

市上櫃公司資訊揭露的評鑑作業，評鑑結

果並分別經過「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

及「諮詢委員會」決議通過。本屆受評

公司共有上市公司797家及上櫃公司596
家，合計1,393家，另有154家公司因上

市櫃未滿一年或變更交易方法等因素，

未列排名；統計第12屆全體受評公司之

平均得分為66.19分，優於前一屆平均得

分62.2分。 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表示，

第12屆資訊揭露評鑑結果比照第11屆方

式，將受評公司分為上市上櫃兩組，依

得分高低區分為A++、A+、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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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及C-等七級公布；比較本屆與上屆

各等級家數，本屆最優的A++由去年的

49家增為73家，成長幅度達49%，A+公
司也從去年的61家增加為82家，成長幅

度達34%。至表現相對較差的C及C-公司

則由去年的130家減為26家，減少幅度達

80%，顯見過去一年上市櫃公司對於提升

資訊揭露程度之重視及努力。

4月10日
◆ 台中捷運綠線工程發生工安意外，造成四

死四傷。

4月15日
◆ 知名連鎖紅茶店「英國藍」的玫瑰花茶原

料檢出殺蟲劑DDT，衛福部食藥署長姜

郁美今天表示，將啟動稽查連鎖茶飲店。

4月20日
◆ 證交所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首場「上

市家族聯誼活動」，活動中進行「公司治

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演講。

◆ 台北市勞動局今天公布新聞媒體勞動檢查

結果，受檢的34家平面、電子和廣播等傳

播媒體業中，禁止申報加班以至於未給付

加班費或補休的情事最多，近八成媒體違

反規定；其中違反勞基法最多的媒體包括

香港商蘋果日報台灣分公司、自由時報公

司、工商財經數位公司和中天電視公司等

四家，均有八項違規，將依勞基法裁罰。

4月21日
◆ 證交所、期交所及櫃買中心、集保結算所

宣布共同辦理偏鄉國小「一校一關懷計

畫」，扶助偏鄉地區乏人照顧的學生，避

免學生課後在外流連，影響學業及身心發

展，同時提供晚餐，讓弱勢學生在安全的

環境中獲得妥善的照護。

4月27日
◆ 證交所於台北舉辦第二場「上市家族聯誼

活動」，活動中進行「公司治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演講。

4月30日
◆ 2015年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頒獎。CSR
年度大調查部分，科技與傳產組首獎台達

電，楷模獎台積電、光寶科、聯電。服務

與金融組首獎信義房屋，楷模獎台灣大哥

大、國泰金。在傑出方案獎部分，幸福企

業組首獎為匯豐(台灣)商業銀行，楷模獎

富邦金控、群創光電。環境友善組首獎佳

世達科技、楷模獎光田綜合醫院、第一金

控。教育推廣組首獎台達電，楷模獎台灣

微軟。公益推動組首獎信義房屋，楷模獎

中國信託、台積電、星展銀行(台灣)。

5月1日
◆ 第一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出爐，

證交所公布受評的上市公司798家及上櫃

公司595家，合計1,393家上市櫃企業中，

依照五大構面、92項指標評分，平均獲

得73.45分；上市公司平均74.23分，略

高於上櫃公司的72.41分。證交所2015年
僅公布前20％企業(上市160家、上櫃119
家)，並表揚前5％企業。前5％的70家公

司，包括台積電、矽品、聯電、仁寶、神

隆、富邦金、國泰金、中華電、裕隆、漢

微科等各產業龍頭。

◆ 證交所表示，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的指

標，將比第一屆更嚴格，包括：評鑑總指

標從92項提升為98項、落實企業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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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權重從15％調升至18％、股東會決

議發放股息的公司，應於除息基準日起

30日內發放完畢、公司宜與員工簽訂團

體協約、公司董事會成員宜至少包含一位

女性董事等，希望強化台灣上市櫃企業的

公司治理，贏得更多國際投資人的信賴。

◆ 立法院三讀通過「加薪四法」的公司法修

正案，要求公司應於章程中明定「企業獲

利，應以加薪、獎金或分配紅利給員工共

享」。

◆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發動「五一行動

聯盟」，計有彰銀、合庫、台銀、台灣企

銀、渣打銀行、台北富邦銀行、瑞興銀

行、明台產險、永豐金證券、證交所、中

央存保、大眾銀行、安泰銀行、信保基

金、陽信銀行、上海銀行等16家工會，

號召近千人響應勞動節五一大遊行。全國

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表示，金融業長期存

在違法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等問題，底

薪低、獎金浮動的薪資結構，導致很多員

工的勞動報酬與實際工時不成比例。工會

主張雇主應將獲利盈餘，透過實質加薪分

配給員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5月3日
◆ 金管會結合證交所、期交所、聯合徵信中

心、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集保結算所及

櫃買中心等六家金融周邊單位共同參與並

舉辦「104年度金融周邊機構金融有愛-給
兒童一個希望的未來捐贈活動」。

5月5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在座談會致詞時指出，

已請證期局研議擴大強制上市櫃公司編製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報告書)適

用對象，包括資本額100億元以上公司，

擴大為50億元以上公司，並增列光電、

鋼鐵、染整等耗水、耗能及高汙染產業，

並從明年對外公布。相關細節，金管會近

期內就會公布。

◆ 臺灣集保結算所推出股東會電子投票

APP，同時辦理參獎活動，鼓勵投資人透

過「股東e票通」電子投票行使股東會表

決權。

5月6日
◆ 勞動部公告「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

指導原則」，立即實施，包括新聞工作

者、電傳工作者、保險房仲各種業務員及

車輛駕駛等約55萬名在外工作者，雇主

應逐日辦理工時記載，且勞工若超時工作

應給加班費，否則可依勞基法開罰2到30
萬元。記錄工時的方式也不以簽到簿或出

勤卡為限，行車紀錄器、GPS紀錄器、手

機打卡、電話、網路回報、LINE等App
通訊軟體和發稿紀錄，只要是有「跡」可

循的電腦資訊和電子通信設備皆可。但雇

主被勞檢時，應提出書面紀錄。

◆ 配合菸酒管理法修正，國庫署修訂「進口

酒類查驗管理辦法」，明訂供分裝銷售或

加工使用酒品，須逐批檢驗，並新增「企

業社會責任」條款。管理辦法將於2016
年1月1日實施。

◆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新竹舉辦第三場「上市

家族聯誼活動」，活動中進行「公司治理

及企業社會責任」演講。                                                                                            

5月7日
◆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台中舉辦第四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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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聯誼活動」，活動中進行「公司治理

及企業社會責任」演講。

5月8日
◆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高雄舉辦第五場「上市

家族聯誼活動」，活動中進行「公司治理

及企業社會責任」演講。

5月11日
◆ 2015年天下企業社會公民獎開放報名，

報名至2015年6月17日截止。

5月15日
◆ 立法院三讀縮短工時、周休二日案，勞工法

定工時由目前雙周84小時調降為每周40小
時，並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勞動部配合

下調勞工國定假日後，2016年起勞工可多休

六天假；雇主若要勞工維持原有上班時數，

估計至少要多付300億元加班費。立法院昨

三讀通過《勞基法》第30條還明定，雇主不

得因工時縮減而減少勞工工資。雇主若違反

規定，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5月21日
◆ 工總等六大工商團體發出聯合聲明，強調

長期照顧保險為社會福利的一環，不應以

「照顧」勞工的名義，強制要求雇主負擔

六成保費，否則企業每年將多增加361.6
億元支出，恐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後一根

稻草」。

◆ 大統偽摻油品消費損害團體訴訟宣判，判

決被告大統長基公司與負責人高振利應連

帶賠償消費者新台幣9,105萬6,384元。

◆ 「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在高雄市議會三讀通過，規定業者須在

2016年底前將總公司設籍高雄，才能繼

續使用管線。

5月27日
◆ 為持續推動上市公司對於企業倫理與永續

經營之重視，台灣證券交易所與政治大學

於27日舉辦「上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

壇」，邀請張忠謀、曾國烈與李長庚等重

量級企業領袖，一起探討企業倫理與社會

責任相關議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

2014年有219家上市櫃公司自願編製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CSR報告書)，其每股稅

後純益(EPS)平均達3.1元，高於上市櫃

公司平均值2.2元，顯示有做好社會公益

與責任的企業，經營效率比較高，亦相對

有競爭力。

6月1日
◆ 華潔洗滌公司工會通過罷工投票，今日起

展開無限期罷工。

6月2日
◆ 華潔洗滌公司工會不滿低薪資，於是發動

罷工，今日勞資雙方達成調薪6,000元的

折衷方案，建立共識。

6月4日
◆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日前公布亞洲

11個市場的公司治理分數及排名，2014
年香港與新加坡以65分並列第一，日本

以60分排第三，台灣則以56分排第六

名。

6月8日
◆ 立法院財委會邀請金管會提出「加強上市

(櫃)公司食品安全之內部控制並落實公司

治理」專案報告。金管會表示為加強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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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公司食安內控並落實公司治理，將規劃

五項具體政策，包括強化內控、設實驗

室、資訊揭露、增訂年報及公開說明書的

相關具體揭露項目，以及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等，希望企業食安管理更完善。

◆ 新北市勞工局公布2015年7月勞檢抽查量

販業結果，頂好超市連續三次未依規定給

勞工加班費，裁罰8萬元，佳瑪百貨連續

二次未給勞工國定假日出勤加倍給薪，裁

罰5萬，其他如生活工場、City'super、台

糖等也違規遭罰。

6月10日
◆ 台灣證券交易所辦理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

頒獎典禮，以獎勵上市櫃公司在公司治

理評鑑的優異表現，獲獎有上市公司40
家，上櫃公司30家，合計70家。本次典

禮表揚的公司，包括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的70家上市櫃公司，以及2014年度平

均員工薪酬成長公布名單排名前5%的15
家上市櫃公司，分別有10家及五家。

6月15日
◆ 立法院今天三讀修正通過證券交易法部分

條文，未來上市公司若發生重大公害或食

品藥物安全事件，主管機關得令停止有價

證券之買賣，不能在股票市場交易。

6月22日
◆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公布運輸倉儲業抽查勞

檢結果，27家中不合格有18家，不乏知

名業者。

6月25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宣布，今年起包括證交

所、櫃買中心等金管會督導的14家公司

與財團法人，必須提撥盈餘3%-5%做公

益，預估一年可有2億元公益投入，發揮

拋磚引玉效果。

◆ 金管會同時提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措施，

包括：2015年6月將發布公司治理指數；

2016年起將強制鋼鐵、染整等高耗能

企業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CSR)；另

外，創櫃板將增列社會企業產業類別，協

助社企跨越資金瓶頸。

6月26日
◆ 證交所、台灣國際法學會與金融研訓院共

同主辦「公司治理、金融監理與法律國際

研討會」，邀請金融犯罪防範大師萊德教

授(Professor Barry Rider, OBE)來台進行

專題演講，與國人分享金融監理等相關概

念及國際經驗。

6月27日
◆ 八仙水上樂園舉辦「Color Play Asia彩色

派對」發生粉塵爆炸意外。

6月29日
◆ 證交所推出公司治理100指數，以公司治

理評鑑結果、流動性與財務指標篩選出

「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分股，希望

經由指數化被動式投資，引導資金投入，

鼓勵上市公司重視公司治理。「臺灣公司

治理100指數」的採樣母體為在證交所掛

牌的上市公司(含國內上市公司及外國企

業第一上市公司，不含TDR)。指數基期

從6月15日起算，基期指數5,000點，未來

於每年7月進行成分股定期審核，審核後

維持成分股數目為100支。

◆ 櫃買中心為提升上櫃公司治理水準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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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推出「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指數

成分股必須是公司治理評鑑前20%的上櫃

公司，且須通過流動性檢驗、基本面條件

及非量化條件，再以本期淨利及營收成

長率選取60支成分股。經試算，「櫃買

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之103年度平均每

股稅後盈餘(EPS)為5.26元，高於公司治

理評鑑排名前20%的上櫃公司平均數3.05
元，亦遠高於全體上櫃公司平均數的1.82
元，顯示「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成分股基

本面條件相當優良。

6月30日
◆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與台灣企業永

續論壇在台北國賓飯店發表「能源與氣候

政策白皮書」，對政府因應氣候變遷及能

源政策提出建言。

7月1日
◆ 富味鄉公司混油涉詐欺案，二審智慧財產

法院昨天改判前董事長陳文南、技術總

監陳瑞禮兄弟一年10月徒刑，得易科罰

金、緩刑四年，仍需各支付2,500萬元公

益金給國庫定讞。

◆ 勞動部長即日起啟動為期2個月的「工讀

生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鎖定150家熱門

打工行業勞檢。

7月4日
◆ 證券暨期貨教育宣導專案小組於新北市

新店區主辦「2015年投資新趨勢系列講

座」邀請證交所公司治理部副理袁正華以

「投資不可不知的公司治理新觀念」為題

進行專題演講。

7月6日

◆ 交通部觀光局啟動全台遊樂園擴大稽查。

7月13日
◆ 證交所宣布，自2016年1月1日起只要上

市公司符合因併購、待釐清媒體報導、無

法釐清媒體報導等三大事項，公司需主動

申請或證交所強制執行股票暫停交易，違

反規定者最高可處500萬元罰金。

7月14日
◆ 期交所發起，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台灣集

保結算所、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兆豐金

控、華南金控、合庫金控及台灣中小企業

銀行等共八家周邊單位及金融業者，共同

捐助辦理「食(實)物銀行」，今日於金管

會舉行捐贈儀式。

7月15日
◆ 證交所加入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RI）機

構會員。目前全球GRI共有超過600位機

構會員，其中僅有四家交易所（其他三家

為巴西、德國與瑞士），我國證交所成為

亞太地區第一家交易所會員。

7月16日
◆ 證交所表示，配合金管會「強化我國公司

治理藍圖」提升股東會品質，讓程序更為

透明、公平公正，股東更有效率地參與投

票，證交所積極推動的諸多政令修法及宣

導，獲得良好成效，包括上市公司章程規

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的公司，

2015年達317家，較2014年度的201家增

加了116家，增加幅度達58%。採用電子

投票的公司更由去年的190家增至今年的

257家，增加67家，增幅達35%，其中47
家屬於自願提前採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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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 高雄市府和李長榮化工、華運倉儲簽署協

議，由李長榮化工先墊支32名罹難者的

和解賠償金，每名1,200萬元，分四年付

清；氣爆案判決確定後，這三方按責任比

例分攤。

7月27日
◆ 為促進國內投資機構與企業重視社會責任

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簡稱SRI)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及商機，證

交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資誠永續

發展公司於今日共同舉辦研討會，探討

「SRI社會責任投資–CSR的股東行動主

義」。

◆ 櫃買中心支持「愛心送餐」活動，除號召

員工一同共襄盛舉外，首度邀請上櫃公司

並獲友華及日揚共同參與。

◆ 台塑集團爆發集體收賄弊案，台塑集團

表示，已查明共有25名員工收受廠商賄

款，並依工作規定辦理予以免職。台北地

檢署後續將由檢肅黑金專組檢察官江貞諭

負責偵辦。

7月29日
◆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邀請國

內27家頂尖企業，籌設「台灣企業永續

研訓中心」，並於今日舉辦成立大會。

7月30日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辦理「食品業CSR
報告書編製與確信研習會」，邀請食品業

上市櫃公司負責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

書的承辦主管、及相關人員暨提供確信服

務之會計師參加。

8月4日
◆ 經濟部工業局舉辦「企業誠信論壇」，以

「企業誠信，向上的力量」為題，邀請各

界專家共同分享國內企業落實誠信經營的

理念與實務經驗席。

8月5日
◆ 集保結算所董事長丁克華表示，金管會推

動並落實上市櫃公司於股東會採行電子投

票，今年共計有281家公司採用電子投票

機制，計有超過34萬人次股東使用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使用率較往年大幅提

升。

8月8日
◆ 金管會日前發文給銀行公會、券商公會、

壽險公會及產險公會，要求轉知會員機構

應確實執行勞基法規範，提供符合法令規

定的工時及加班費等勞動條件，以維護員

工權益。

8月14日
◆ 期交所與世界和平會共同舉辦「偏鄉學童

全台文化教育之旅」活動。

8月15日
◆ 行政院表示將鼓勵上市櫃公司捐贈、成立

總規模近2億元的社企循環基金，幫助熱

血社企家取得創業的第一桶金。依政院設

計，融資與輔導工作將同步進行，讓今日

借錢的社企茁壯後，也有能力返還基金。

整體方案將在9月出爐，未來踴躍捐輸的

上市櫃公司，可根據所得稅法抵扣稅額，

還能找尋志同道合的社企，一同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

◆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宣布為協助上市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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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了解企業誠信風險控管及企

業社會責任對於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自8月27日起至9月中旬於台北、新竹、

高雄及台中辦四場次「上市櫃公司董監事

座談會─企業誠信風險控管與社會責任新

視界」活動。

8月19日
◆ 2015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公布得獎名單，

大型企業組共選50名，依序為台積電、

玉山金、台達電、聯電、光寶科、中華電

信、國泰金、中信金、第一金、中鋼、台

灣大哥大、富邦金、遠傳電信、東元、康

舒、仁寶、英業達、研華、統一超、矽

品、中光電、聯發科、世界先進、中租、

新光金、中華汽車、緯創、啓碁、中鼎、

遠東新、上銀科技、合庫金、裕隆、聚

陽、微星、技嘉、和泰車、台虹、亞泥、

南山人壽、正隆、台新金、美律、特力、

統一、大聯大、鴻海、中磊、華碩、遠

百。中堅企業組共選15名，依序為信義

房屋、宏正自動科技、普萊德科技、崑鼎

投資控股、宏遠興業、台南企業、瑞助營

造、晶技、關貿、京城銀行、車王電、統

一證、日盛金、振鋒企業、上緯企業。外

商企業共選15名，依序為台灣日立、滙

豐(台灣)商業銀行、英特爾、台灣賓士、

台灣巴斯夫、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花旗

(台灣)銀行、金百利克拉克、台灣諾華、

台灣拜耳、台灣愛普生、渣打國際商業銀

行、台灣松下電器、台灣麥當勞餐廳、福

特六和汽車。小巨人組共選20名，依序

為歐萊德國際、宏致電子、鮮活控股、高

雄市立小港醫院、歐都納、志鋼金屬、安

心食品、磐儀科技、全國生物科技、生

達化學製藥、薰衣草森林、久元電子、

盛群半導體、融程電訊、台糖長榮酒店

(台南)、台灣神隆、金益鼎企業、華城電

機、台灣港建、尖點科技。

8月27日
◆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台北合辦第一場「上

市櫃公司董監事座談會-企業誠信風險控

管與社會責任新視界」，超過300位上市

櫃董監事與會，現場座無虛席。

9月1日
◆ 櫃買中心宣布將捐助國立台灣圖書館加速

無障礙數位資源充實計畫，藉由圖書專業

自動掃描機器人以支持視障者數位學習，

協助其跨越閱讀障礙，加速取得閱讀書藉

的便利性及可及性。

9月2日
◆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傑出青年社創協會台北

分會舉辦「利眾性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協辦單位。資

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

竹元在論壇中發表演講時，以「CSR策

略」為切入點，探討企業在社會、環境等

議題上，應該有更積極的回應。

9月7日
◆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新竹辦理第二場「上

市櫃公司董監事座談會-企業誠信風險控

管與社會責任新視界」活動。

9月15日
◆ 證交所表示，為了提升企業內部稽核從業

人員與企業之經營管理及治理的水平，使

企業內部辦理公司治理人員及稽核從業人

員，對公司治理評鑑系統之範圍、指標及

相關辦理內容有正確及完整的認識與瞭

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共同委託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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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稽核協會，自21日起於台北、新

竹、台中及高雄等地舉辦六場次「公司治

理評鑑座談會」。

9月17日
◆ 櫃買中心及證交所於高雄辦理第三場「上

市櫃公司董監事座談會-企業誠信風險控

管與社會責任新視界」活動，南部地區共

計超過100餘位上市櫃董監事熱烈到場與

會。

9月18日
◆ 櫃買中心及證交所於台中辦理第四場「上

市櫃公司董監事座談會-企業誠信風險控

管與社會責任新視界」活動。

9月20日
◆ 星展銀行（台灣）主動出版「星展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成為外銀在台子行第一

家。

9月29日
◆ 日月光K7廠排放廢水汙染高雄後勁溪

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審宣判，一審被

判有罪的日月光廠務處長蘇炳碩、廢水組

主任蔡奇勳、工程師游志賢、劉威呈等四

人均獲判無罪，同時對日月光撤銷300萬
元罰款。 

10月7日
◆ 櫃買中心表示，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降

低資訊不對稱，上櫃公司發行面將有制度

變革，包括擴大電子投票適用範圍、增加

上櫃公司訊息面暫停交易機制、擴大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範圍、及強制企業年

度盈餘一定比例應分配給勞工等。

10月13日
◆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證交所已向金管

會建議，將編列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10月15日
◆ 證交所、集保結算所、期交所、櫃買中

心、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聯合徵信中心

等六家金融周邊機構，共同捐助辦理「敬

老關懷 體育圓夢」公益活動，本日舉行

捐贈儀式。

10月15日
◆ 證交所公告修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要求股本

達5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應自2017年
起編製與申報2016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

（CSR）報告書。但如果年度決算有累積

虧損者，得延至2019年度開始適用。

10月21日
◆ 櫃買中心公告修訂「上櫃公司編製與申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要

求股本達新台幣50億元以上未滿100億
元的上櫃公司，應自2017年起編製與申

報2016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CSR） 報
告書；預計2017年將增加五家上櫃公司

需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包括穩懋

（3105）、中美晶、中光電、立碁、頎

邦等。如果年度決算有累積虧損者，得延

至2019年度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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