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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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大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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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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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公司之衝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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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遵循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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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環保支出及投資

水

環境法規遵循

產品及服務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排放

顧客隱私

能源

原住民權利

勞僱關係

供應商人權評估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及服務標示

公共政策

原物料

供應商環境評估

廢污水及廢棄物

當地社區

間接經濟衝擊

交通運輸

保全實務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

職業健康與安全

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反貪腐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反競爭行為

童工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人權評估

女男同酬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不歧視

採購實務

投資採購守則
強迫與強制勞動
訓練與教育
生物多樣性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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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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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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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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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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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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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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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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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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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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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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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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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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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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5-緯創.indd   12 2015/11/9   下午 05:59:10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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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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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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5-緯創.indd   15 2015/11/9   下午 05:59:10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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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化方式見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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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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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惜弱勢兒 號召課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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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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