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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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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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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一艘十五年船齡的雜貨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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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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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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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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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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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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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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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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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TE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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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長榮.indd   502 2015/11/11   上午 10:48:37



— 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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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份發揮海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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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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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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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海下鄉 宣揚航海脫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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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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聰學校教務戴素美主任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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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