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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企業社會責任年鑑

編輯前言

企業社會責任(CSR)不僅是全球發展的趨勢，更成為企業經營的必修課。經濟日報自

2015年編纂企業社會責任年鑑以來，從許多公司的具體行動中，了解到台灣企業不僅是積

極投入CSR領域，並將其內化為DNA。

而且在金融市場上，2019年也首次出現「臺灣永續指數」(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為國內第一檔完整結合E(環境)、S(社會)、G(公司治理)與財務指標篩選的

投資型指數，象徵台灣推動永續投資的重要里程碑，且對於引導國內永續投資具有關鍵性

意義。

當代社會關注CSR，始於1999年聯合國倡議「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
跨國大型企業自願簽署及遵守盟約中，勞工、人權、環境等十大CSR相關準則，迄今衍生

為企業界和公民社會共同實踐CSR的力量，成為新一代企業永續經營的主流價值。

我國實踐CSR發展理念，緣於行政院2003年1月7日成立「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

並提出「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政府至民間積極推動增進公司治理之各項

政策。

2008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揭露之規範，2010年責成臺灣

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以

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進一步引導上市上櫃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落實誠

信經營原則。

2013年金管會公布「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更強化推動公司治理與社會責

任政策之指引，至今「公司治理評鑑」已完成五屆評鑑，上市櫃公司治理績效顯著提升。

2019年我國企業於亞洲永續報告高峰會展現優異經營成果，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表

現上，上市櫃公司家數也有效提升。

根據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規範，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宜注意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的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之因素，

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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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上市櫃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宜依下述四原則為之：一、落實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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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公

司治理發展藍圖及公司治理評鑑成果，為涵蓋上述指引並加以推動普及的主要指標。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上市公司家數，也從2014年之171家提升，2015年為267
家，2017年編製家數占全體上市公司比重首度突破三成，2018年家數達345家，再創新

高。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2018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上市與上櫃公司，共達到333
家和96家，總計429家。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上市公司中，自願提前採用GRI發
布之準則家數有204家，占整體編製家數比重近59%，且全體申報家數上，有過半企業之報

告書取得獨立第三方保證。2018年起，GRI全面強制適用。

從以上這些具體的表現，可展現出我國企業對永續發展之承諾及非財務資訊揭露之重

視，並大幅提升我國資本市場非財務資訊的可比較性和揭露品質，而我國企業的優異表現

也受到國際肯定。

在國際市場方面，2018年我國21家上市公司入選DJSI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或全球指數，

入選公司家數及權重排名為新興市場第一。日月光投控和台達電兩公司，並獲選為產業領

導公司。富時羅素所編製的FTSE4 GOOD ESG指數及MSCI ESG Leaders指數中，台灣權

重也為新興市場數一數二。

相關成果均顯示，我國政府透過制定法規與國際準則接軌、與機構合作辦理宣導及教

育訓練，透過公司治理評鑑與國際指數公司合作編製相關永續指數等，併同供應鏈的力

量，有效提升企業落實社會責任表現，並逐漸躍為國際市場認同借鏡之方向。

編輯架構

為了促進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風氣，引導各方投資、創業參考，同時作為研究經

濟永續發展的權威典籍，經濟日報出版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專業性刊物《2019年企業社

會責任年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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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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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鑑總論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國際篇，分別為2020 ESG企業永續商業策

略展望；國際SDGs新經濟潮流下之企業永續商機。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台灣篇，分別為

我國綠色金融與綠債的發展概況與挑戰；善用社會議合與社區投資推動企業永續經營；從

ESG看投資新趨勢；為企業解套迎向永續供應鏈；邁向企業永續治理 增加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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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論述包括：企業的人力資本和永續發展；循環經濟帶來的新生態系；一位16
歲少女帶來氣候變遷啟示錄；離案風電重新定義台灣能源地圖；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現況與

展望。

四、公司治理：包括公司治理評鑑；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介紹；櫃買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指數。

五、標竿企業故事：精選45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優良企業加以介紹，其中上市公司31
家，上櫃公司11家，未上市櫃公司3家。依照產業類型，上市公司分別為台積電、聯電、台

達電、創意、緯創、宏碁、英業達、東元、大聯大、台灣大、遠傳、裕隆、和泰車、中華

車、元大金、玉山金、第一金、華南金、永豐金、臺灣企銀、京城銀、中國人壽、長榮、

台灣高鐵、統一超、富邦媒、遠東新、台泥、亞泥、信義房屋、寶成。上櫃公司分別為世

界、欣銓、穩懋、頎邦、崇越電、聖暉、艾訊、元大期、台灣東洋、台微體、太醫。未上

市櫃公司包括遠東SOGO、昇恆昌、中油。

六、45家標竿企業均附錄小故事，將其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歷程以故事型態呈現，期

能拋磚引玉，換起更多企業擴大參與。

七、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起訖期間為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

八、本年鑑由文字圖表組成，專題論述由學者專家提出精闢見解，公司治理指數由台

灣證券交易所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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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SG企業永續商業策略展望

自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
公布至今已過四年，各國政府與企業多積極

參照SDGs制訂國家與企業層級的永續發展

目標，尋求人類生存、經濟社會及地球生

態的永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19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度報告 (T h 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9)」指出，過去四年來極端貧窮人數已

大幅下降，疫苗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同時大多數的人也都獲得了電力供給，並有

181個國家宣示遵循巴黎氣候協定，其中71
個國家與歐盟共同制訂了300多項政策工具

以促進永續生產與消費的發展。

然而，各國也承認距離達成目標尚有

一大段距離，並以氣候變遷的議題首當其

衝─若無法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1.5度之

下，其連鎖效應將造成後患無窮的極端氣候

災害、飢荒以及全球1.4億人流離失所。此

外，不平等的現象也會愈趨嚴重，造成最弱

勢的群體飽受飢餓、疾病與窮困所苦。

這些全球性風險也對各產業及企業造成

巨大的衝擊。根據KPMG所發布的「2019
年變遷準備度報告(2019 Change Readiness 
Index Report)」指出，氣候變遷將大幅衝

擊各產業的商業模式，包含金融保險業需要

重視氣候變遷及自然災害對長期資產帶來的

額外成本、農業被迫因應新的氣候型態與種

植周期、大型企業導入碳定價計算環境及財

務成本，以及投資人將氣候作為投資因子而

開始將資金配置在如綠色債券之新興綠色金

融商品等。

面對如此劇烈的變化與風險，企業也

並非毫無作為。例如過去多年以「股東利

益優先」為宗旨的美國商業組織「企業圓

桌會(Business Roundtable)」，其181家重

要企業會員如Amazon、JP Morgan Chase 
& Co.、Apple、BlackRock、Coca-Cola、
Exxon Mobil等，在2019年8月共同發布了

重新定義的「企業使命聲明(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提出對於

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基本承

諾，包含為顧客提供價值、投資員工、公平

並有道德地對待供應商、支持營運所在地的

社會、為股東創造長期的價值等。

除此之外，金融業在過去十餘年間

所建立的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 P s)、責任投資原則(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責任保險

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以及甫於2019年9月發布的責任銀行

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 
PRB)，也證明資本市場對於永續及氣候變

遷議題的重視並非曇花一現。因此，面對

全球永續風險，徹底的系統性轉型將成為

企業共同的目標，並以環境、社會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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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

為企業轉型創新的指南針，引領各行各業走

向嶄新的永續未來。而企業轉型的起點，則

需由永續治理做起。

策略一： 董事會層級的永續治
理

永續治理是影響企業永續轉型成敗的

關鍵因子。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在2019年發布

的「永續風險與機會時代的公司治理現

況(The Sta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Sustainability Risks and 
Opportunities)」報告指出，企業董事會已

認知永續議題的重要性，但仍缺乏適當的政

策與機制。有65%的公司將永續列為管理議

題，但僅有22%的高階主管認為董事會在永

續治理上發揮功用。

另一方面，投資人對ESG揭露的要求

也逐漸增加。以「氣候行動100(Climate 
Action 100+)」倡議為例，近300家管理超

過30兆美金的投資機構共同推動促進企業

永續治理、減少碳排放以及強化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同時全球證交所及監管單位亦為因

應投資人的需求而加強對企業的ESG揭露要

求。因此就董事會而言，迫切地需要回答與

永續相關之內部控制有效性和治理流程的問

題，包含董事會對永續風險的理解程度、討

論ESG風險與機會的頻率、永續專責單位與

其餘業務單位間的互動與管理機制、ESG相

關關鍵績效指標的制訂、管理、董事會成員

具備的ESG能力及公司經理人薪酬制度和

ESG的連結。

為回應這些問題，聯合國環境署金融

倡議(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Finance Initiative, UNEP FI)所提出的整合

治理(Integrated Governance)架構，即在於

協助企業將永續精神整合到公司治理的流程

與機制中，以精進企業的永續治理與內控機

制。整合治理架構將企業永續治理的程度分

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企業永續缺乏

董事會的參與，只有部分團隊負責執行小規

模的永續專案；第二階段則是企業將永續議

題獨立進行管理，包含建立永續委員會、評

估永續相關關鍵指標(KPI)與目標、定期發

布永續報告以及指定關鍵成員擔任永續長。

若更進一步要將ESG與企業整合，則永續

委員會可以和財務、創新、供應鏈等各部門

共同打造全新的永續商業模式，並透過與審

計委員會的合作整併財務與非財務資訊的揭

露。至於第三階段，則是企業已經實現了整

合治理，在商業策略、營運與揭露上都已整

合永續議題，無須額外設立專屬部門協助管

理。

除了考量整體ESG面向的永續治理之

外，近年也開始出現針對重大永續議題的

治理原則或規範。例如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的建議報告，

就強調企業氣候治理的重要性，包括董事會

對於氣候風險的監管，其管理流程、討論頻

率、考量面向以及目標管理，還有管理階層

在評估與管理氣候風險、機會的角色，氣候

相關管理責任的分配、建立董事會呈報機制

以及有效的組織架構等。

上述框架皆可有效協助企業提升永續治

理，但究竟一個高永續績效的董事會該聚焦

的重點為何？WBCSD提出了五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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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信賴的資訊傳遞：確保有及時可信

的ESG資訊供董事會進行決策

2.定期檢視與評估：董事會透過定期檢

視與評估永續績效，確保各單位的執行效益

3.前瞻性決策：董事會要有能力以長期

觀點進行決策

4.穩健的領導力：董事會能夠確立企業

方針與文化

5.企業文化：建立互相尊重、專業、與

利害關係人議合並且負責任的工作環境

策略二： 結合價值鏈的整體推
動

呼應SDG 17合作夥伴的精神，面對永

續新興議題，企業不能僅獨善其身，更必

須貫徹價值鏈、同業之間的整合推動。根

據KPMG的觀察，近年關於永續價值鏈的

新興議題主要有碳管理、循環經濟、人權議

題。而在合作對象方面，除了供應鏈上下游

推展，亦有產業同業倡議的水平串聯：

(一)低碳轉型的能力是企業永續成長關鍵

根據K P M G「2 0 1 9全球C E O前瞻

大調查(Agile or irrelevant - Redefining 
resilience: 2019 Global CEO Outlook)」，

氣候變遷首次躍居企業須考量的外部風險之

首，76%的受訪CEO認為企業成長取決於

從依賴化石燃料轉往低碳、乾淨能源的能

力。研究指出，2030年前碳價格至少須達

每噸50美元，才能有效控制地球暖化。面

對碳有價化的挑戰，企業必須做好四大準

備：

1.能源轉型：提升能源效率、購買再生

能源、再生能源發電

2.低碳管理：進行完整碳盤查、制定科

學減碳目標、建構健全的氣候治理，完善減

碳策略

3.掌握永續金融趨勢：依CDP、TCFD
等框架進行資訊揭露，特別是氣候風險的財

務衝擊管理，並採取行動因應

4.低碳創新開發：運用新科技創造對環

境、社會帶來正面效益之產品與服務

減碳策略可透過產業倡議加強推動力道

與效果。例如2018年底，全球時尚產業43
個領導品牌、零售商、供應商及產業公協會

組織等，共同簽署由聯合國發起的「時尚產

業氣候憲章(The Fashion Industry Charter 
for Climate Action)」，旨在結合時尚產業

價值鏈共同解決氣候衝擊，實現2050年淨

零碳排的願景。

(二)轉型循環經濟新思維模式

過往「線性經濟」型態下，取用、製

造、使用、廢棄的模式，已造成嚴重的環境

衝擊與資源浪費；「循環經濟」思維，不只

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更是讓企業重新看

待與顧客、市場和社群間關係的新思維模

式。KPMG整合國際智庫及研究組織提出

的循環經濟原則及切入點，建立「78533」
的框架，內容如圖1所示：

任何行業都有機會透過價值鏈，來

發揮在循環經濟上的影響力。例如2018
年荷蘭銀行(ABN AMRO)、荷蘭安智銀

行(ING)、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聯
合發布了「循環經濟金融指南(Circular 
Economy Finance Guidelines)」，明確定

義有助於驅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投融資產業類

別，希望藉此鼓勵更多金融業加入，加速邁

向循環轉型。荷蘭銀行本身已訂定2020年
循環經濟相關資產融資達10億歐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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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筆循環經濟專案貸款，以及價值鏈減碳

量達100萬公噸的目標。

(三)人權管理打造永續價值鏈

企業人權議題近年備受重視，企業可以

從多元平等職場、性別平權、勞資關係、客

戶隱私、童工等議題著手，建立人權管理機

制以降低風險、鞏固聲譽、吸引人才，並回

應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及富時指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FTSE)等國際原則與評等。

WBCSD於2018年發佈「人權機會報告

(The Human Rights Opportunity)」，列舉

15個企業同時落實人權及SDGs的案例，並

建議企業採行三大步驟，將以往被視為成本

的人權風險管控措施，轉化為商業機會。步

驟如下：

1.鑑別其營運範疇與價值鏈中所產生的

重大人權風險，透過風險管控機制，降低負

面衝擊

2.從人權風險與鑑別中，找到產品與服

務和SDGs的關聯性

3.透過商業模式和管理機制，將正面效

益最大化

除了打造企業自身的永續供應鏈，亦可

參與產業聯盟共同推動。例如，英國零售商

協會(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於2019年提

出「更好的零售，更好的世界(Better Retail 
Better World)」倡議，簽署倡議的零售商將

共同應對現代奴役、工作品質、永續經濟成

長、不平等、氣候變遷和責任消費與生產等

挑戰，並以SDGs為框架，制定清楚、透明

和可衡量的目標。

資料來源：Metabolic, WBCSD
製圖：KPMG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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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 提升揭露的品質及主
動性

企業與價值鏈實踐永續策略之外，亦須

透過資訊揭露展現ESG承諾與績效，達到與

利害關係人之有效溝通。隨著國際社會及資

本市場對永續資訊要求的持續加強，企業也

從過去被動因應法規要求，轉為主動爭取國

際機構投資人認同。

在責任投資的趨勢下，世界各大指數

機構競相加入ESG投資評估，規模與影

響力逐年增加。為協助企業提升永續評比

表現，KPMG彙整DJSI、CDP、明晟指

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MSCI)等永續評比近年趨勢，提出四點觀

察：

1.企業公開揭露資訊須滿足評等需求，

提升績效的可比較性

2.回應氣候變遷共識已成，各評等機構

的氣候相關題組漸趨一致

3.評比強調董事會的角色，以及高階管

理階層薪酬與ESG績效的連結

4.供應鏈的人權議題持續發酵，供應鏈

中員工薪酬的合理性將被特別檢視

隨著ESG議題備受關注，企業的利害關

係人更需要實質、具商業及投資意涵的永續

資訊。儘管發布企業永續報告書或揭露相關

資料來源：Bloomberg

圖2



— 10 —

資訊已是國際上諸多企業的例行作業，依據

彭博(Bloomberg)在2019年1月份公布的針

對逾11,000家企業之ESG揭露分數(圖2)，
卻可以發現ESG資訊揭露的品質仍有待大幅

提升─台灣企業的平均得分雖在這份統計中

名列25個國家／地區中的第三位，得分卻

低於40分。與其他類似調查相較，這個結

果並不令人意外，企業的ESG資訊揭露的透

明度普遍離投資等級尚有一大段差距。

考量各產業的永續衝擊差異性，美

國「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發

布產業重大性地圖(Materiality Map)以及

標準(Industry-specific Standards)，提供

具有財務意涵的重大性議題及揭露指標供

企業參考。以科技及通訊產業(Technology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中的硬體製造業

(Hardware)為例，SASB要求應揭露「對產

品相關資訊安全風險之鑑別與管理方式」，

企業除了主動在永續報告書說明管理方針

外，更可於內部規劃策略，進一步精進管

理機制，更有可能獲得投資人的青睞。因

此，以「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準則為基礎，

加上SASB作為應用指南，有助企業落實永

續管理的標準規範與機制，同時讓投資人理

解ESG議題對企業當下及未來財務績效的

影響。目前為止，完整揭露各項SASB指標

之會計資訊的企業仍屬相對少數，然而隨著

SASB標準日漸受到國際機構投資人支持以

及永續標竿企業採納，其影響力不可忽視。

此外，企業也必須全面盤點產品及服務

如何回應永續發展挑戰，評估並量化其環境

及社會效益，方能彰顯其長期投資價值。企

業可以「真實價值(True Value)」工具強化

企業價值創造之衡量、以「公益投資社會報

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提升永續績效溝通、以「整合性報告書

(Integrated Report, IR)」架構揭露資訊，

將有助於提升風險因應及掌握增值契機的能

力。

結語

在SDGs推動時程已近三分之一的此

時，全球永續風險仍節節攀升；在氣候變

遷、人權、經濟平等、生態保護等錯綜複雜

並且相互交織的議題上，從國家、產業到企

業都有不可忽視的責任。另一方面，低碳

經濟、循環經濟等商機的實現需要建立如

SDG 17強調的夥伴關係，彼此合作在不同

層面做出貢獻，並將成果放大、擴散到世界

各地。

本文中所述的三個ESG企業永續商業策

略，即是為了回應這些風險、機會而對企業

所提出的三個永續著力焦點，從企業內部的

永續治理做起，有效調動內部資源投入永續

議題，並延伸到與價值鏈共創永續價值，進

而有效對外呈現企業永續績效，獲得資本市

場等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回饋。為了在這片

藍海中搶占先機，企業勢必要將永續意識和

思維徹底內化到組織和機制中，在精進商業

策略、商品、服務與營運的過程中，永續就

是其中的一個考量因子，毋須額外區分出永

續議題，或是設立專屬部門協助管理─永續

議題就是商業議題，而商業策略就融合了永

續策略，唯有透過商業意涵的具體實現，企

業才有可能由上而下並結合內外部利害關係

人，共同追求及創造真正可長可久的永續價

值。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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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SDGs新經濟潮流下之
企業永續商機

本文將簡述全球永續發展歷程，並說明

SDGs對企業永續之重要性，以及其日漸擴

大之商機所在，提供企業界做為提升經營

管理策略，俾利因應SDGs新經濟潮流之參

考。

壹、全球永續發展歷程簡述

根據全球非營利組織「商業暨永續

發展委員會」(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於2017年1月
發布的旗艦報告書《更好的企業帶來更美

好的世界》(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Business)(2017)指出，在過去30年中，世

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得到巨大改

善，科技進步神速。我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

經濟高速增長，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我們

現在正經歷數字革命，生活因此而改變，全

人類從中獲益甚大，此革命可以幫助我們解

決最大的社會和環境挑戰。儘管或許在經濟

成長上獲得些許成就，但全球目前的發展模

式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時至今日商業市

場中的失敗和缺陷仍然存在。自上世紀起氣

候變遷引發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加倍；再如

2014年暴力和武裝衝突造成的損失占全世

界GDP的9％，而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

損失相當於全球GDP的3％。我們繼續投資

高碳排放的基礎設施，使人類面臨極嚴重且

不可逆轉的氣候變遷災害。而世界各國的社

會不平等和青年失業現象日趨惡化；在工作

上，平均而言，婦女收入比男性低25％。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開發國家實際工

資的中間值已停滯，人們極為憂慮人工智慧

與自動化對服務和製造業的影響以及全球化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幾個主要經濟大國的實

際利率達到歷史新低，甚至是負數，而總負

債仍然極高；經濟預期無法預測在技術樂觀

主義和政治悲觀主義之間徘徊。

1 9 8 4 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

發展委員會(The  Wor ld  Commiss ion 
on  Env i ronmen t  and  Deve lopmen t , 
WCED)」，以世界各國環境保護及經濟

發展議題之平衡發展為關注目標。該委員

會在1987年提出「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正式提出永續發

展的定義：「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

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在

此定義下，說明了永續發展必須包含公平

性、永續性及共同性三大原則。2012年巴

西里約熱內盧「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簡

稱Rio+20)三大目標為「評估在執行永續發

展問題各次主要會議的成果方面迄今取得的

進展和尚存差距」、「處理新的和新出現的

挑戰」及「對永續發展做出政治承諾」。會

議設定二大議題為「永續發展和消除貧窮脈

絡下的綠色經濟」以及「促進永續發展的體

制架構」，另設定能源、水、海洋、糧食安

全、永續消費及生產、永續城市，以及災害

預防及回復等七大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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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2000年之千禧年發展宣言

(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中所設定

之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 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已於2015年12
月底到期，為延續MDGs的成果，聯合國在

其所建立的基礎上，於2012年起開始一連

串行動研擬新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相關永續發

展議程。聯合國在2015年美國紐約聯合國

總部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Unit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決議

通過了以人類(People)、地球(Planet)、
繁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及夥伴關

係(Partnership)五大面向為主軸的「聯合

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7項永續發展目標為其

核心重點，內容包含：宣言、願景、承諾、

執行方法、後續行動及審查機制及永續發展

目標，並從環境、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三

大面向來推展相關行動計畫，在未來十數年

內達成終結貧窮、消除不平等以及因應氣

候變遷的願景(聯合國永續發展知識平台，

2019)。

在17項永續發展目標中，第1至6目標

主要關注人的自身發展，保障基本需求和弱

勢群體的權利；第7至12目標主要針對資源

利用與發展，如永續的經濟增長、工業化、

城市化、消費與生產等內容都是千禧年發展

目標所未觸及的；第13至15目標主要維護

環境永續，涉及氣候變化、海洋和生物多樣

性保護等全球性環境挑戰；第16至17目標

宣導和平正義、強化執行手段，構建全球永

續發展夥伴關係。其中，Goal 17全球永續

發展夥伴關係內容多達19個具體項目，特

別被賦予許多新的含義與管理目的，包括：

資金、技術、能力建設、貿易、系統性問

題五個部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知識庫，

2019)。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提供了終結

貧窮、為所有人建立有尊嚴的生活與顧及所

有人的美好未來藍圖，同時也是吹響的號

角，呼籲為了當今與未來世代的權益著想，

人們應當互相分享繁榮、增進彼此的生計並

確保和平與強化地球復原的能力。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議程使人們跨越國界的界線

並跳脫短期利益的思維模式，改採團結行動

的方式來長期規劃與經營，聯合國亦持續傾

力支持各會員國在此領域做的努力，確保

17項永續發展目標於世界各地都能確切落

實。

貳、SDGs對企業永續之重要性

企業是全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世

界上有161個國家的年財政收入，比不上美

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全球前

十大公司的營收總和，超過世界上最小100
個國家的總和；全世界前100大經濟體中，

有超過一半是企業。人類97%的財富是在近

250年創造出來的，但成長過程卻付出極大

代價。企業，是肇因的禍首，也是全球救亡

圖存的啟動者。工業革命200多年來，企業

的線性經濟思維和行為造成不永續的開發模

式，造成過量的環境與社會成本與負擔，企

業永續與循環經濟思潮正在國際間熱烈推動

中。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於2015年全球

永續峰會中曾敦促：「企業為實現SDGs的
重要夥伴，透過企業核心業務能為SDGs帶
來貢獻，各國企業應慎重審視其業務活動



— 14 —

之影響，進而訂定目標與對外揭露執行成

效」。此意味聯合國對於以企業能量與效率

推動SDGs的期待可能高於政府，且SDGs
範疇廣泛，須全球企業投入參與，並藉由資

訊揭露，擴大參與對象及影響力；相對於千

禧年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只著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SDGs則
具有全球性的意涵，而SDGs與MDGs最大

的差異亦在於企業之參與程度，故企業界

的參與，對於達成SDGs有無與倫比之重要

性。

現今全球三大趨勢為：全球化、科技化

及氣候變遷，各國紛紛訂定減碳目標以響應

全球永續願景，英國、法國及奧地利等30
多個國家已宣布將於2025年全面廢止燃煤

火力發電廠；挪威、荷蘭、愛爾蘭、印度則

表示，分別將於2025、2030年停止販售新

的汽柴油車，邁向電動車的全新時代。除政

府單位外，各大跨國企業亦紛紛構築永續藍

圖，如Apple公司表示，2019年起將100%
使用綠色能源，並要求供應商同步跟進；全

球最大零售業者Walmart則宣布，2030年前

將於採購流程中減少10億公噸二氧化碳排

放量。國際政治與商業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

挑戰與機會，除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對抗全

球暖化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外，SDGs在不同

組織層次上的影響亦無可比擬。對國家而

言，SDGs已成為各類治理領域融入國際社

會的通關密語，舉凡國政發展藍圖及國土規

劃等大計，必須能對準17個SDGs據以擘劃

施政方針，才能在國際經貿與科技文化等交

流中與其他國家對話，而立於不敗之地。事

實上，世界各國為了在商業環境面實現聯合

國2030年議程，跨國企業領導人開始與各

國政府、機構、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織等

機構合作，已紛紛將SDGs納入長期業務戰

略(簡又新等，2016)。

相較於國家之角色，SDGs對企業永續

而言，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因其可將企業

永續議題與全球永續發展議題對接，具體引

導企業高層決策者提升思考經營戰略之布局

高度、深化企業永續意涵，以及激發產品／

服務之設計更朝低碳與永續方向驅動，更

可成為突破現有企業永續績效的新契機(申

永順，2018)。因SDGs內容所涵蓋的範圍

廣泛，且與企業永續發展的關聯性高，可

引導企業高層與永續長(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CSO)以更廣泛多元地面向思考及

鑑別重大性(materiality)議題，特別過去企

業永續報告(CSR)撰寫過程中所進行的重

大性分析，習慣上是以「對組織經營衝擊大

小—利害相關人關切程度」二維矩陣且是

「由內而外」的思考模式，在SDGs成為當

代全球永續發展主流議題時，企業應該充分

瞭解SDGs對整個企業價值鏈的影響範疇與

商業意涵，增加「由外而內」的觀照模式，

以及將「對組織經營衝擊大小—利害相關人

關切程度」二維矩陣修正為「對整體經濟、

環境及社會影程度—利害相關人關切程度」

新的評估思維，才不會忽略可能的風險或提

升市場利基的契機(WBCSD, 2015)。

叁、SDGs國際發展趨勢下之
商機

《更好的企業帶來更美好的世界》指

出，利用SDGs釋放創新與經濟成長，實現

永續食農、永續城市、能源資源，以及健康

福祉等四個經濟領域，初步估計每一年能為

企業節省及創造12兆美元的市場產值，是

實現SDGs的關鍵，且至2030年為止，將能

夠為全球創造出3億8千個新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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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SDGs在未來對國際經濟、社會

及環境等面向之影響極為深遠。

茲以亞太地區為例，就各城市、能源和

材料、食品和農業、健康和福利等四大商業

領域所產生的新興議題及湧現的商機發展現

況與趨勢分述如下(簡又新，2019)：

一、城市

2030年亞太地區預計將有超過5.5億人

遷移到城市，85%以上的GDP(國內生產總

值)將由這些都市人口創造，城市人口占比

將達到約44%。2030年城市住房、基礎設

施和運輸系統的改造，將開啟價值1.5兆美

元的商機。在這其中，尋找途徑以填補亞太

地區經濟適用房屋空缺，將創造5,050億美

元的價值；改善房屋設計和施工將降低住房

運營成本，重塑未來全球能耗模式和環境狀

況。在運輸領域方面，至2040年時電動汽

車預計將占亞洲汽車總銷量的35%。依亞洲

城市人口增長率之發展趨勢，共用交通商業

模式將極具發展前景。

二、能源和材料

能源和材料的研發方向將會依循永續發

展的方向推動，預估至2030年前，此領域

可為亞洲創造價值1.9兆美元的商機，並可

緩解當地的氣候風險。該地區預計將占全球

未來常規石油需求增加量的88%─從2013
年每天將近9,000萬桶增加到2035年每天約

1.09億桶。如今亞洲已向永續能源方向迅速

轉變，在2020年代後半程，石油需求可能

會達到尖峰，而亞洲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的

裝機容量超過全球任何其他地區，且此一趨

勢還在繼續增長。在中國，至2040年的風

能和太陽能將約占全國發電裝置容量的近

40%(IEA, 2017a)。同期，東南亞的風能和

太陽能發電則以每年15%的增幅成長(IEA, 
2017b)。在因應氣候變遷方面，企業行動

的規模龐大且進展迅速，2006年至2010年
間，中國開展千家企業節能行動，鼓勵本國

最大的工業能源消耗企業節能減排，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近4億噸─相當於數個大國的總

排放量。該專案為中國實現能源密集型目標

所需的減排量貢獻多達25%。此外，各國正

積極研發不同類型的減碳技術，如碳捕捉儲

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及碳

捕捉利用(Carbon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CCU)等之商機，在技術障礙逐步克服後的

商機發展亦有極大潛力。

三、食物和農業

全球自然資源已遭受累積性破壞，加上

人類對於不同種類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在

食物和農業領域迫切需要創新性的科技與商

業模式投入。事實上，農業在全球各地都

受到忽視，其雖只占全球GDP的10%，但

農業技術上的投入只占到全球風險基金的

3.5%。另一方面，全世界人口至2050年預

計將會增加到約95億人，商機也會因糧食

需求增長而有顯著增加。2030年亞洲農業

及食物生產、分銷和零售業採用永續發展商

業模式，可能帶來價值1兆美元的商機，故

在改進生產效率和擴大生產方面可謂商機良

多。例如全世界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糧食生

產、13億噸的損失或浪費。僅在美國，每

年就浪費掉1,330億磅、價值超過1,610億美

元的食品，食物浪費每年也在加拿大造成約

310億加元的損失，約占該國GDP的2％，

每年更在全球造成約9,900億美元的經濟

損失(Heller, 2019)。因此聯合國的永續發

展目標設定至2030年將食物浪費減半的目

標，「在零售和消費者層面，減少生產和供

應鏈上的食物損失，包括收成後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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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領域包括為現有產業打造更加永續發展

的增長模式，如水產養殖業，預計未來15
年規模將增加近一倍。此外，在新技術開發

領域也蘊含著商機，從開發創新微生物肥料

和新型土壤再生技術，到為包裝增添數位化

功能進行防偽等。

四、健康和福利

人口的動態變化為亞洲醫療健康體系帶

來新的挑戰，如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缺乏運

動的生活方式，即使得慢性病發病率不斷

增加。亞洲有超過1.9億人確診為B型糖尿

病。根據2014年研究顯示，中國鄉村19歲
以下的兒童中，肥胖男女比例分別占到17%
和9%，而在1985年只有1%的肥胖兒童。另

外，人口也呈現出快速高齡老化的趨勢。亞

洲開發銀行預計至2050年，亞洲老化人口

可能達到9.23億人。除以上挑戰外，還存在

很多現實問題，如不少地區都存在住院治療

費用昂貴、缺乏適用保險產品的情況，使很

多民眾因此無法承擔手術治療費用。據此人

類年齡結構不斷變化的需求，如能轉向更具

包容性、更實惠的醫療保健模式並開發福利

服務，至2030年可能帶來價值6,700億美元

的商機。擴大保險範圍以分擔風險和採用數

位化技術提供服務，將可望成為最具發展性

的領域。未來公私性質的社區保險計畫和小

額保險，在支付醫療保健費用中會有重要影

響，並將更廣泛使用。

總結上述，保守估計在這四大商業系統

中因追求永續發展商機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

可達5兆美元，其中尚不包括資訊通信技術

(ICT)、教育和消費品等其他重要永續發展

領域帶來的額外收益。

此外，各國政府將會在此國際潮流中加

速檢視在實踐SDGs過程中的阻礙與助益，

並藉由修改法規與政策，提出更多獎勵措施

與誘因，使潛在商機更加擴大，這使得企業

與SDGs接軌顯得更為重要。

肆、結語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為人類未來

提供了全球化且兼具整合性與改革力的願

景，聯合國呼籲世界各國以議程中的17項
永續發展目標為藍圖，開始行動並建立嶄新

的全球夥伴關係，使人們跨越國界的界線並

跳脫短期利益的思維模式，改採團結行動的

方式來長期規劃與經營，聯合國也將持續傾

力支持各會員國在此領域做的努力，確保

17項永續發展目標於世界各地都能確切落

實。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聯合國2030永
續發展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擘劃了全球未來

15年人類世界的文明進展路線，而攸關人

類因應氣候變遷成敗的巴黎協定，則開啟了

人類走入低碳永續的未來。

台灣企業近年來不僅在國內參與各

類CSR評比的績效水準顯著提升，並在

許多國際場合的CSR競評或選拔成績也

相當耀眼，在此良好基礎上，建議企業界

可藉SDGs進一步提升國際永續視野，獲

取當今方興未艾的永續投資(Sustainable 
Investment)潮流中之商機，更可藉此將永

續議題與國際接軌，針對各類永續社會議題

與需要，以企業專業核心能力及社會創新理

念，研提具體有效的行動，解決貧富不均，

以及城鄉間教育與數位資訊、醫藥與治療資

源落差過大等問題，發揮企業公民之助難扶

弱的精神，同時以策略化的永續方案，達成

利已、利人及利眾之永續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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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企業永續發展不能自外於

SDGs的整體推動路徑，SDGs未來除將更

加為全世界企業利害相關人所重視外，也將

進一步影響企業布局與長期經營決策之研

訂，我國企業面對此世紀永續轉折風潮，

應亟思如何因勢利導，趁勢而為，建立以

SDGs為驅動力之企業永續新模式，突破既

有的企業永續界限，開創更具戰略高度與文

明深度之社會共融願景，俾利於新的國際政

經與環境發展情勢下，掌握企業致勝關鍵與

新世紀永續發展契機。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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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色金融與綠債的發展概況與挑戰

壹、全球氣候變遷重要趨勢

一、聯合國氣候大會疾呼氣候行動刻不容緩

2019年9月23日，來自政府、企業和

民間社會的領導人在紐約舉行氣候行動

高峰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只要全球溫度升高到1.5度
C以上，將會對我們的生態系統造成重大且

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科學告訴我們，若我們

繼續維持現下的排放行為，到本世紀末，我

們將面臨至少3度C的全球升溫。」呼籲氣

候行動刻不容緩。

“This is not a climate talk summit. We 
have had enough talk. This is not a climate 
negotiation summit. You don’t negotiate 
with nature. This is a climate action 
summit.”- António Guterres

透過這個行動高峰會，各國政府報告國

家目前對巴黎協定的貢獻，以及2020之後

的行動計畫；城市與企業則說明他們如何投

資於環保的科技與產業；年輕人在這裡提供

解決方案，堅持問責制，要求緊急行動。截

至目前，65個國家以及包括加州在內的數

個經濟地區已承諾在2050年前實現「溫室

氣體淨零排放」；70個國家宣布在2020年
前推行國家行動計畫，其中部分國家已經展

開行動。

要達成這些目標與承諾，如何從褐色能

源轉型向綠色能源是重要關鍵，在高峰會中

承諾的行動包含：法國和紐西蘭等國宣布將

禁止在本國領域或近海水域勘探石油或天然

氣；歐洲各國元首宣布將爭取淘汰煤炭；南

韓則宣布將關閉四個燃煤電廠，並在2022
年前再關閉六個，展現轉型決心。

許多國家也許下財務承諾，將會增加氣

候融資、投資綠色氣候基金。此外，氣候投

資平台也正式宣布成立，期望在2025年前

能調動1萬億美元資金，幫助20個最需要幫

助的國家發展其潔淨能源。

私部門也做出行動，總投資額超過2
萬億美元的全球最大資產所有者們承諾在

2050年前讓他們所有的「投資項目達成碳

中和」。87家大型企業則承諾減少排放，

並確保公司業務的運行能符合1.5 °C的限

制，避免出現最嚴重的氣候變遷影響。

二、綠色氣候基金創造綠色金融發展新契機

自最近一次氣候大會COP24後，面

對 IPCC發出的《全球升溫1.5 °C特別報

告》，促使許多國家對低碳共識採取更負

責任的態度，會議結束後，成立於2010年
(COP16)、一度落入匱乏的「綠色氣候基

金」(Green Climate Fund)有了新的挹注，

至2019年共有27個國家承諾為未來四年的

氣候基金投入97.8億美金，以幫助開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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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負面衝擊。

同時，全球投資人對政府發出氣候變遷

的嚴正聲明，2019年6月共有掌管34兆美金

的477個投資人共同發出「全球投資聲明」

(Global Investor Statement)，表示政府應

該嚴正面對與積極處理低碳轉型，實現巴黎

協定的目標；加速投資私部門進行低碳轉

型，幫助減緩與調適因氣候變遷帶來的經濟

衝擊；並且致力於推動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

報告，揭露相關風險與機會。這代表投資人

對未來經濟模式的看法，低碳經濟不是帶來

限制，而是代表無限商機，氣候變遷已經影

響全球運作的機制。

由此可見，無論政府、投資人認為氣候

變遷帶來的經濟衝擊，一方面令人擔憂，但

另一方面也可視為轉機。全球主要的金融機

構，也體認到透過綠色金融推動低碳經濟為

重要的關鍵及責任，也因此，各國政府響應

綠色金融的推動更加不遺餘力。綠色金融主

要活動可以透過綠色投資及綠色融資，透過

金流影響力，為國家、地區提供減緩、調適

的資金，促成全球升溫達1.5°C的目標。

貳、 綠色金融成為氣候變遷解
決方案

一、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帶動產業創造三贏

隨著綠色金融蔚為國際發展重點趨勢，

我國政府在非核家園、能源轉型、環保減排

等重大政策方面積極響應。除了在制定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時，將綠色金融列為重要

推動事項之一，行政院更於2017年11月6日
核定金管會所提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此方案具體推動內容包括：授信、投

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促進綠色金

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展、資訊揭露、推廣綠

色永續理念等七大面向。短期目標是協助綠

能業者取得營業發展所需之相關資金，特別

是台灣綠能發展之重點產業—太陽光電與離

岸風電發電業者。中長期目標則是希望藉由

各部會協力推動環境保護相關措施及規範，

促使金融市場引導企業、投資人及消費者重

視環境永續發展，以助於實現環境保護與促

進經濟永續成長，讓台灣逐步轉型為綠色低

碳經濟，並帶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創造金

融、實體產業及社會環境三贏。

二、投資－直接投資挹注綠能產業資金

氣候變遷迫使全球的保險產業重新省視

其商業模型；綠色金融成為新時代下企業危

機管理的關鍵途徑之一。

2017年9月，金管會推行「鼓勵保險業

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投資方案」，協助新創重

點產業取得營運資金；其中，配合我國能源

政策目標與能源轉型藍圖，綠能科技產業被

明訂為新創重點產業之一，尤以太陽光電與

離岸風電為發展重點。同年11月，綠色金

融行動方案啟動，針對投資面向，施行諸多

措施，包含鼓勵保險業直接投資綠能產業。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2018年底，金

管會已核准之保險業投資再生能源金額達新

台幣98億元；2019年10月，台灣人壽與全

球人壽始獲准投資台灣風能投資公司，投資

金額共計約42億元，促使保險業投資再生

能源電廠金額大幅提升至140億元，共計有

七家保險公司投資九家再生能源電廠，包含

國泰人壽、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台灣人

壽、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全球人壽等。近年

來保險業投資再生能源電廠金額之成長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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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可參見圖1。

另外，國泰金控除了透過子公司國泰人

壽直接投資太陽光電公司之外，亦藉由國泰

投信成立私募股權基金，100%投資國內永

續發展相關產業，包括循環經濟(如汙水處

理、廢棄物處理再利用)、再生能源(如太陽

能、風力、地熱、水力、儲能)等，以及政

府推動的五加二創新產業(如物聯網、智慧

機械、長照、新農業)等重點產業，總承諾

出資額達新台幣80億元，實現對環境永續

的承諾。

台灣人壽於2019年10月董事會決議參

與星耀能源公司之現金增資案，目標增資

15億，加上先前投資的9億，累積投資總額

約24億，預期進一步增強太陽光電之發展

動能。另外，亦於10月獲准投資25億於彰

化外海600MW之離岸風電廠，積極宣示其

支持我國再生能源發展之決心。

三、融資－將氣候變遷納入授信風險考量

行政院於2017年底核定之「綠色金融

行動方案」，明確規劃未來將以循序漸進方

式，鼓勵銀行簽署「赤道原則」，並擴大赤

道原則適用範圍，鬆綁銀行授信及籌資規

範，以協助綠能產業取得銀行融資，亦有利

於本國銀行參與外國銀行主辦之聯貸案。截

至2019年11月中，全球計有37國、共100家
金融機構宣布採納赤道原則，其中包括亞洲

地區16家。我國已有五家本國銀行簽署，

分別是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玉山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台

新國際銀行。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是赤道

原則協會參照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與世界銀行永續性發

展政策與指南建立的自願性金融行業準則。

該準則要求簽署銀行應於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授信過程中，識別、評估和管理該

圖1　已核准保險業投資再生能源電廠金額成長趨勢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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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資金用途計畫對環境及社會所可能帶來

之風險，進行對負責任的貸放，制定完善社

會環境風險評估、溝通及監控機制，只有在

借款客戶能證明專案計畫執行確實遵守赤道

原則之前提下，銀行始提供融資；放款後，

亦須持續監控借款資金用途及相關資訊揭

露。

另一方面，銀行亦積極配合金管會推動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劃」放款，截至2019
年6月底止，銀行對綠能科技產業放款餘額

超過新台幣1.1兆元。

四、籌資－綠色債券為環境永續重要推手

為協助綠能產業取得中長期資金或一般

產業設置環保設備，並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2017年4月21日公告並

施行「綠色債券作業要點」，建立完備綠色

債券市場制度。綠色債券係指發行人將所募

得資金全部用於綠色投資計畫或其相關放款

的融資工具，其投資計畫之範圍包括再生能

源及能源科技發展、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

源節約、溫室氣體減量、廢棄物回收處理或

再利用、農林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

汙染防治與控制、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

收循環再利用及其他氣候變遷調適等。依

照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MA)綠色債券原則

(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及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在綠色債券發行前後皆須由

第三方單位進行驗證，以確保相關資金有效

投入具環境效益之專案。

截至2019年10月底為止，我國綠色債

券已發行32檔，合計約當新台幣738億元，

發行人包含本國銀行、本國企業、外國銀行

在台分行、外國銀行等，市場相當蓬勃且多

元；資金用途方面，則大多數投入太陽光

能、離岸風電及水力發電等再生能源項目，

比例高達46%。透過綠色債券具有長天期、

穩定的特性，可協助發行企業取得長期穩定

的金流，同時也提供機構投資人履行責任

投資(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重要投資管

道，創造發行人、投資人及環境三贏的局

面。

五、保險-保障再生能源穩健發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主要會面臨政策風險

與技術風險。前者例如躉購費率變化或政策

法規調整導致案場遭停牌，後者如系統因天

災而毀損。台灣在2015年與2016年分別因

受蘇迪勒颱風與尼伯特颱風侵襲而造成太陽

能板大規模毀損，僅富邦產險在全國就理賠

了新台幣上億元，且許多案場因而須停運維

修或廢棄。2017年時，農委會加強查核光

電農棚運作實況，發現有業者並未依許可申

請書種植作物而產生「假種田真種電」之疑

慮，暫停上百個案場的營業執照，導致業者

與農民無法收取躉購收入。

躉購或購電合約通常長達15-20年，

IRR一般低於10%，且業者須償還案場開發

所需的貸款。一旦系統暫停營運就會影響收

入，必須透過保險制度來規避金流斷裂的風

險，以創造有利於產業持續發展的環境。在

2015年發生蘇迪勒風災之前，太陽光電系

統業者的施工意識與保險業者對於案場的技

術風險評估均顯不足，導致天災後雙方損失

慘重。其後保險業者因對理賠虧損與對風險

的認知不足而轉趨保守，發電業者體認到天

災風險而需要保險的保障，融資端則不願為

缺乏完善保險的系統提供更好的融資條件，

因此曾短暫陷入僵局。但再生能源市場持續

獲政策支持，市場前景看好；保險業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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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商與工研院展開調查後發現，案場的強度

主要與設置時的施工是否確實、系統結構是

否牢靠有關，保險業者在核保前必須明確評

估案場的整體技術風險，才能設計出合適的

保險方案。

離岸風電系統與太陽光電系統同樣會面

臨天災、系統設備故障或暫停等營運面的技

術風險，在開發前期與施工期還會受到更多

政策與環境風險挑戰，因此保險覆蓋範圍須

進一步擴大。根據行政院於2017年11月核

定的「綠色金融行動方案」，政府將針對再

生能源之保險商品設計與提供提出必要協

助，例如完整覆蓋建造與營運階段的離岸風

電綜合保單、太陽光電系統的工程綜合保險

與包含地震與颱風等天災的電子設備綜合保

險，以及對再生能源這類新式保險對象所需

之保險人才進行培育。

目前台灣再生能源保險的主要業者提供

的具體險種包括：營造與工程保險、火險、

電子設備綜合險、營運中斷險、發電設備保

險、公共意外責任險、產品責任險等，已逐

步覆蓋整體環節。同時，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會因空間差異而面臨不同類型的風險，保險

產品需要客製化設計，才能保障長期的穩定

營運。第三方機構的認證與檢驗亦可改善發

電設備的品質，或提供保險業者參考依據，

並藉此監督業者提高安全意識，強化系統安

裝工程強度、降低營運風險，進而取得更好

的融資方案，藉此形成正向循環。

叁、 綠色金融試煉場-離岸風
電計畫

一、我國離岸風電發展現況及挑戰

我國政府為建構未來邁向非核家園之永

續目標，規劃新能源政策目標於2025年提

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至20%，其風力發電長

期目標之裝置容量為2025年達6.7GW，分

別為陸域發電1.2GW，離岸風電5.7GW，

其中針對離岸風電目前政府於2018年躉購

委員會所擬每度新台幣5.8元的躉購價格高

於國際市場行情二倍，參與投標廠商眾多，

預期所需資金將達兆元新台幣。然而離岸風

電之發電成本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除電廠初期建置成本外，主要支出

成本屬於每年持續購入之燃料成本，故發電

成本會均分散於各年度，而離岸風電則會集

中於風廠建設初期，其關鍵重點為於離岸風

廠建造時期能否如期到位，資本結構健全與

否，風場開發商的融資成為風場成敗之重要

因素。目前除了金管會指示銀行將赤道原則

納入銀行授信範圍外，我國既有針對綠色金

融的融資與籌資管道與措施均正於發展階

段，使得目前離岸風電發展之融資問題為目

前需解決之重要議題。

二、綠色金融推動離岸發展

為協助我國離岸風電發展，協助離岸風

電業者籌資，目前金管會從籌資、金融人才

培訓、建立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模式、發

展新型綠色金融商品等面向，與金管會相關

機關共同推行促進離岸風電籌資之重點措

施。

(一)籌資規範方面，金管會自2017年
鬆綁外國銀行授信及籌資規範，以利離岸風

電等資金需求龐大之再生能源業者取得銀行

融資。

(二)金融人才培育方面，金融研訓院開

設離岸風電融資相關課程，如「離岸風電融

資風險」、「離岸風電第三方可行性評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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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解析」、「離岸風電與太陽光能融資實

務」等課程，助於提升我國綠能專案人才的

專業能力。

(三)建立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模式方

面，金管會持續請金融研訓院與銀行公會舉

辦訓練課程、研討會與邀請國內外專業進行

教育訓練，發展適合台灣的專案融資模式。

(四)新型綠色金融產品方面，金管會修

正「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

準」，在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標準納入產險業

「離岸風機主體安裝及營運相關保險」承作

情形納入基金計提標準。

在多元綠色金融管道投入下，我國銀行

已有主辦離岸風電專案融資之案例，截至

2019年第二季已完成簽約之離岸風電在地

資金融資額度超過1,000億元。

肆、綠色金融發展未來展望

近年來，綠色金融蔚為風潮，其已逐漸

成為一新興之環境治理手段，強調資金的運

用應以社會長期發展為考量，同時降低對於

環境之影響。本文從政策、投資、融資、籌

資及保險五個面向談及綠色金融的應用場

域，凸顯綠色金融實質上驅動著經濟成長及

環境保護的共同發展。隨著氣候變遷相關問

題漸趨嚴重，綠色金融將作為一加速企業轉

型的重要推手，及早實踐低碳社會的永續目

標。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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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會議合與社區投資
推動企業永續經營

壹、前言 

於19世紀崛起，在20世紀成長茁壯的

資本主義，本應乘著世人的期望在21世紀

中綻放光芒，然而近年卻有愈來愈多的質疑

與討論，資本主義是否真的為人們帶來更好

的生活？

不可諱言的，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人

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新的產品與服務不

斷推陳出新，每一天都過得比昨天更好，各

式各樣的企業也應運而生，滿足人類的需求

也追逐財務指標的成長。然而綜觀近年來不

斷爆發的各種問題：各式開發案導致的生態

破壞及住民遷移、為降低成本而產生的食安

風暴、缺乏誠信經營而導致的企業弊案等，

不僅嚴重破壞社會大眾對企業的信任，更顯

示傳統資本主義下暴露的問題─「當企業僅

追逐眼前的財務數字時，便容易忽略了社會

真正的需求。」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變

化速度今非昔比，同時，社會大眾對於企業

的期望也不僅止於單純的服務或產品提供，

更要同時能夠為社會帶來價值。故，企業在

進行決策時，不再只是盯著成本與收益去計

算利潤及企業價值，而是必須關注包含財務

面、社會及環境面的「全方位價值」。這也

意味著一旦失去了對社會的敏銳覺察，企業

原有的競爭優勢恐將逐步流失。

為了在新資本主義的浪潮下持續保持企

業的競爭優勢，企業需要永續發展的新思

維，更需要運用新方法與新工具以真實且深

入的理解社會需求。然而多數企業面對這個

議題欠缺健全的規劃，企業內部的主流思考

方式、運作機制、溝通與決策工具等，亦與

新資本主義時代下的需求有所落差或脫節。

因此，安永奠基在多年來服務全球企業的深

厚基礎，並觀察現今社會現象與趨勢，經歷

無數次研究後提出「新資本主義」的三大關

鍵策略建議，分別是「使命導向」、「多元

與共融」及「包容性成長」。

「使命導向」是指企業必須設定使命與

目標，並以其來引導決策與行動，而為了正

確的設定使命與目標，除了領導者需具備企

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對於社

會需求與改變的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為了

能夠在大小決策及行動上都能夠體現全方位

價值，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多元與共

融」的企業文化，擁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員

工，並包容不同的聲音，能夠幫助企業更容

易理解並回應社會需求；最後，為存於現今

的社會以及永續經營，企業不能僅關注自身

成長，「包容性成長」是目前社會最大的共

識，企業必須正確的理解自身決策與行動將

為社會帶來的正負面影響與短中長期價值，

以促成更具社會包容力的企業永續成長。

透過這三大關鍵趨勢，並且搭配全方位

價值的思考角度，安永認為企業得以重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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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自身之於社會的全方位價值，並且開展相

對應的策略與計畫提升企業的社會影響力，

打造21世紀企業的永續競爭優勢。

貳、企業如何進行社會議合

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應提供社會所需要

的產品或服務，兼顧顧客與員工權益，是企

業帶給社會的主要價值。隨著新資本主義的

趨勢發展，整體社會從投資人到顧客、從員

工到在地社區、從法規到輿論，在在強調他

們期望支持更具社會使命、更致力於包容性

成長的企業。因此，當社會期許企業應具備

全方位的價值，善用社會影響力以有效回應

社會需求的今時今日，首當其衝的挑戰即

是：企業應如何瞭解社會需求？

為了回應各方利害關係人希望檢視企業

營運與社會影響力，現行許多大型企業(尤

其是公開發行公司)每年按時編製發行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CSR報告書)，常見的做法

是依照AA1000SES(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國際標準進行「利害

關係人議合」，發送利害關係人問卷，抽樣

調查股東、員工、顧客、社區、主管機關等

人重視企業哪些面向的議題(部分企業會搭

配簡易訪談)，據此進行經濟、環境、社會

面的「重大議題鑑別」，作為CSR報告書應

重點揭露的章節主題規劃。

安永透過豐富的CSR輔導實績，長期

協助客戶進行利害關係人議合與重大議題鑑

別，也提供專業的社會參與策略諮詢，透過

實務觀察發現，常見的報告書議合程序是

以企業績效報導為主體，著重「標準化程

序」，雖符合國際標準與報導目的，但能做

為個別企業社會參與策略參考意見的程度其

實有限。若企業希望深入瞭解社會需求、創

新社會參與策略、強化長期影響力，則建議

進行更周延與深度的「社會議合」(Social 
Engagement) 。

根據安永從事社會影響力評估(SROI)
的經驗發現，企業進行社區投資等社會參與

計畫的直接效益和長期影響力，明顯與對議

題的掌握度及對利害關係人互動的深度高度

相關。為了顧問服務的完整性，並帶動台灣

企業的社會影響力成長，安永延攬數位多年

從事社區營造、社會創新與社會服務的專業

人才，發展安永「社會議合」的顧問服務。

社會「議合」同時也是「參與」的意

思，實務上這意味了兩種角度的互惠反饋，

一方面是指企業責任促使「企業參與社會公

益行動」，另一方面也意指，對社會產生影

響的企業作為與行動策略，應提升「關係人

意見參與企業決策」。因此，社會議合將透

過「資源盤點與訪談」、「社會／社區議題

調研」、「願景聚焦與策略規劃」等，帶動

企業與目標合作組織、在地社區、對象群體

共同檢視現行企業社會影響力，優化並創新

策略。

調研或訪談的目的在於釐清策略對話與

規劃的要素，舉例如下：

資源盤點與訪談

●員工對當地社區的認識？關心什麼當

地議題？

●善用員工專業，適合協力什麼？

●如何提升員工創造力、領導力與團隊

合作信任文化的契機？

●客戶／投資人(例如外商投資機構)對

公司永續作為的期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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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與供應鏈夥伴關心什麼議題？

有什麼可能的資源？

社會／社區議題調研

●關係人對目前企業參與社會／社區計

畫的感受？

●廠區地方正面臨什麼重要的社會問

題？社區關係人需要什麼？

●員工關心的議題有哪些民間組織長期

投入？其策略與瓶頸為何？

●相關組織認為公司能在議題上扮演什

麼重要角色？

安永相信社會議合具有三大效益：(一)

回應關鍵需求，促進長期效益，(二)建立信

任關係，激發創新策略，(三)提升企業員工

的參與程度和意義感。因此，若企業對於現

行投資社會公益的做法與成效感到疑慮，擔

心未能掌握關鍵需求、發展最適方案，安永

建議企業嘗試社會議合，發展更具深度與創

新的社會參與策略，既能提升社會影響力，

也能有效提高員工認同感與品牌知名度。

叁、 社區投資：發展「主軸參
與」和「平衡回饋」的適
當策略配比 

社區投資(Community Investment)是
多數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主要策略之一，尤

其在所在地社區關係會明顯影響營運的公司

或工廠時，企業更需要加深社區投資的合作

關係與長期效益。如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準則

(GRI Standards)便特別強調，企業應報導

每年創造的經濟價值中，有多少比例分配在

社區投資項目(如圖2)。

追本溯源，社區投資是以「社區發展」

為目的，以社區組織或在地社群為經營主

體，發展社區照顧等社會服務或社區型經濟

事業(例如社區合作社)。由於社區投資的核

圖1　社會議合的執行規劃建議

資源盤點與訪談

願景聚焦與策略規劃 創新社會參與策略

社會/社區議題調研

圖2　全球永續報告準則強調社區投資是企業經濟價值的分配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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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念強調「社區並非只是受助方」，應協

助地方社群自主共同經營，不僅可發揮更長

期的社會效益，也有助於帶動經濟利益的在

地循環。

安永認為，企業作為協助社區發展的投

資方，若希望強化社區投資計畫的社會影響

力，主要應先進行前述的社會議合，拓展傳

統商業決策方法與評估工具難以掌握的社區

需求與行動策略架構。透過熟悉社區溝通工

作與企業營運實務的專業中介組織協助進行

社區議題網絡分析，企業可進一步發展出雙

層次的社區投資策略：「主軸型」和「平衡

型」。

主軸型的社區投資策略，是指企業應綜

合檢視本業特性與目標社區的議題特性，聚

焦形成長期與在地社區共融的特色方案，形

成社區投資策略的「深度」。例如建設公司

可將等待更新的閒置空屋免費出借，邀請合

適的創意社群或當地志工組織經營，改造活

化成社區照顧中心、青年創意中心，鼓勵員

工投入協助推行社區照顧、社區營造與文化

保存等。又例如再生能源的設備商，可結合

政府推動社區公民電廠的趨勢，主動接洽社

區提供優惠的建置服務，或是讓企業人才成

為專業志工提供諮詢，協助欲自主發展再生

能源的社區組織成功開展事業，協助社區未

來透過這些事業收益循環自主，投入更多照

顧服務或在地經濟行動。

平衡型的社區投資策略，則是考量企業

與工廠在當地社區，需要經營維繫多組不同

關係人的友善往來，仍應投入一定資源以維

持社區投資策略的「廣度」。例如台灣企業

常見的贊助當地宗教或文化節慶活動、捐贈

社區基礎建設等，非直接屬於主軸型策略，

但為了兼顧與平衡地方關係，仍應投入一定

的贊助金額。因此，安永建議企業重新檢視

現行CSR資源配置，設定社會參與的主軸策

略目標，調整社區投資的預算配比，並提高

對於主軸型策略的員工參與，以發揮社區投

資的綜效。

肆、安永觀點與建議 

因應「新資本主義」的趨勢，全球企業

皆面臨轉型的壓力，安永認為不論營收規

模、所在地區、產業服務，都應該即刻開始

進行自身社會策略與作為診斷。基於多年服

務企業之經驗，安永建議企業引進專業社會

影響力策略外部顧問，原因有二：

一、導入外部觀點，避免企業盲點

企業在進行內部的產品與服務討論時，

能理解對於消費者的價值為何，然而當面對

圖3　社區投資整體策略概念

建議社區投資之資源配比

主軸型
社區投資策略

經費與物力：高/人力：高

經費與物力：中/人力：低
平衡型：宗教/文化節慶贊助、
急難救助、基礎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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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需求時，企業由內部中心出發的立場卻

可能使其思考出現盲點，進而錯誤的理解企

業對社會的全面價值以及當前社會的真實需

求。引進外部顧問則可以結合企業內部的見

解與外部觀點，發展出內外兼顧的社會影響

力策略。

二、專業顧問協助企業跳脫舊思維與舊方法

現今企業計算自身價值的方式並不符合

「新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需求，然而卻是多

數企業運行許久的方式，這也使得企業若僅

以內部人員進行社會策略規劃，難以產生創

新的思維與成果，此時若能引進外部專業社

會策略顧問，利用現況診斷與社會議合等工

具快速掌握新資本主義趨勢、思潮、方法，

協助企業在時代轉變與多元社會價值的挑戰

中，有效發展最佳的社會影響力策略。

此外，員工在企業轉型中可以是助力也

可能是阻力，但轉型應成為整體企業與員工

的共識，因此安永建議企業可借助顧問之專

業，進行內部社會策略工作坊的教育訓練，

讓全體員工理解全方位價值與「新資本主

義」等現今關鍵趨勢，使其能夠在企業轉型

中貢獻一己之力，在其工作崗位上為企業創

造更多價值。

與員工建立企業內部共識後，緊接著則

是與顧問緊密合作，由顧問帶領企業執行社

會與其他利害關係人議合，找出企業對於不

同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價值與定位，搭配企業

的願景、使命和目標，規劃整體的執行策略

並逐步落實，打造企業堅實的社會影響力。

伍、結語 

綜觀國內外的長青企業，其永續經營的

秘訣並非僅因不斷提升產品的規格或質量，

更是因為其與社會有緊密的連結，能洞察人

心的需求，發揮企業對社會的價值，而能在

競爭激烈的商業世界中持續占有一席之地。

在現今的世代，企業僅發掘自身對不同利害

關係人的價值已然不足，需要設法創造價值

之間的連結，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從員

工、所在地社區、社會團體、政府等，用對

的連結方式，一步步擴大社會影響力網絡，

讓社會影響力在不同價值之間以乘數擴大，

讓利害關係人真正感受到企業存在的必要，

自然地推升企業永續經營的動能。

放眼現今與未來的世界，社會與環境的

變化愈加快速，企業要創造社會價值也將愈

發複雜，每季一次或者每年一次的內部會議

或發放制式問卷等傳統方式已不足夠，安永

建議企業立即開始投資社會影響力策略規

劃，搭配外部專業顧問執行社會議合、社區

投資、與可落實的整體社會策略規劃，用新

思維與新工具，為企業永續經營打下堅實而

關鍵的新基礎。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圖4　企業「社會影響力」整體策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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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ESG看投資新趨勢

企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唯有企業

體制健全，具有競爭優勢，國家的經濟才會

好，金融市場才能斷絕呆帳所產生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國企業的經營模式無法

應付潮流巨變，面臨需要透過改革來面對挑

戰，藉由引進「公司治理」概念，成功地將

企業轉型成公開上市，並使其經營資訊透明

化、管理專業化，建立公司正派經營的形象

與價值，以獲得投資人認可的股價和本益

比，藉此建立市場紀律，並有利公司經營。

且公司治理有利於健全資本市場，提升投資

人信心，促進經濟繁榮，進而促進國家整體

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為呼應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 D G s )，也出現完整涵蓋環境保護

(Environment)、社會責任(Social)與公司

治理(Governance)等ESG議題。聯合國這

17項SDGs包括消除貧窮、消除飢餓、性別

平等、乾淨水資源、氣候變遷、永續消費與

生產模式等，以此模式又細分成169項追蹤

指標，涵蓋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

護等三大面向。加上近年來責任投資趨勢興

起，機構投資人要求股東報酬之餘，也開始

關注上市公司在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

理)方面的績效表現，ESG提供的非財務訊

息與企業提供的傳統財務訊息一樣重要。

壹、「ESG」概念的產生

蓬勃發展的經濟帶來了一定的財富，但

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以及對於環境生態

的破壞也隨之而來，ESG概念因此開始受到

重視。在現今，當代CEO要面對的關鍵問

題，除了獲利之外，更要回答：公司的存在

是否對社區有利？企業是否改善了環境？企

業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是否做了有悖道德的

事？

由全球永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SSB)制

定，2016年推出的「全球報告倡議」(GRI)
準則，簡要來說，GRI框架的特點在於幾

乎涵蓋當前ESG發展的所有面向，鼓勵企

業「自行揭露、愈多愈好」；但對於「投

資人」來說，若要從這樣一份包山包海的

報告書中，抓出「影響公司業績的關鍵因

子」，往往陷入不知從何下手的「資訊超

載」困境。因此，為了評估各議題在不同產

業中的重要性，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收集各項企業報告、股東會決議、

媒體報導等原始文件，從中尋找ESG相關

議題的關鍵字，逐步歸納出各項因素對於營

收成長、資本報酬率等財務表現的關聯，最

終，完成了一張「企業評分地圖」。這是一

張涵蓋11個主要產業、77個次級產業與26
項ESG議題的「重大性地圖」(Mater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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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然而SASB標準的一個特色，在於

強調與投資人的溝通，並專注於「財務重要

性」。自此，投資機構得以按圖索驥，依照

企業所屬產業，在眾多議題中找到影響企業

財務表現最關鍵的ESG因素，給予更精準的

投資評分判斷。以科技產業中的半導體業為

例，SASB歸納發現，26項ESG議題中，只

有九項會明顯影響業者長期經營績效，相對

以往，投資機構要換上ESG的選股腦袋，自

然方便許多。一旦確定每個產業的關鍵ESG
議題，也確定每個議題的相關績效指標，企

業就可以與同業就相同的財務重大問題進行

溝通，也方便進行比較，投資人更能藉此做

出更完善的投資與股東會投票決策。

根據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機構

(PRI)統計，截至2019年三月底，PRI的簽

署機構家數已來到2,372家，旗下管理資產

規模上看86.3兆美元，「全球ESG革命正來

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Tipping point)。」加

上有了可供作為績效指標的各類指數，也有

簡單可行的選股工具，這是《金融時報》

認定2019年ESG已從專業領域轉變為主流

的原因。在環境層面，考慮包括如生物多樣

性、環境汙染防治與控制等面向；在社會考

量層面則可能包括如勞工的工作條件、工作

安全、社區健康與安全與受產業影響之利害

關係人的關係維繫、土地的占用與非自願性

遷徙、對於當地原住民之補償與照料、文化

遺產之保存等等；並且強調公司治理的透明

度與完善程度。簡單來說，ESG的目的主要

在於檢視企業如何與變動中的世界互動，同

時了解每家公司在各自領域所承受的風險與

機會。若從狹義角度，評估投資風險往往就

是細讀財務報表、損益平衡等數字，但是投

資人也必須開始了解，企業不能只用數字代

表。一家公司若存在，勢必會與社會產生互

動、運用社會資源，並延攬人才經營管理，

同時也會雇用大量員工，因此企業必定對社

會產生影響，而社會自然也會對企業有所期

待。從狹義數字面來理解一家公司，往往只

能看到故事的一半，但若在評估企業表現時

加入ESG標準，往往能將企業經營的光譜看

得更全面。重視ESG的企業擁有因應市場變

化的彈性與韌性的商業模式，也通常是體質

更好、更能永續發展的企業；同時因其良好

的形象與價值，不只有助於建立吸引人才的

雇主品牌，也能贏得消費者或客戶的信任，

成為更受市場偏好的企業品牌。

隨著ESG議題在全球發燒，我國企業

的意識也愈來愈高。更多企業想要了解的是

ESG策略如何擬定、如何去做具體關鍵績效

指標(KPI)的設定以及如何與財務的績效結

合等。ESG原則強調一反過往企業僅就財

務表現進行評估，也應將環境、社會和公司

治理等因素納入投資決策或者企業經營之考

量。就企業而言，ESG的施行可為公司的經

營穩定度和聲譽帶來一定影響。在企業經營

管理上，無論是台商或者是外商，愈來愈多

的企業開始以ESG之達成率作為合作的必要

條件之一，要求合作對象必須重視ESG概念

之施行與管理，方有合作之可能性。例如，

NIKE關注海外承包商對於內部員工福利與

作業安全的管控，並透過編製ESG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洗刷過去因為幾次工安事件和

勞工權益問題而被冠上血汗工廠的惡名。而

高雄氣爆事件的衝擊，李長榮化工對於ESG
的要求延伸至下游客戶端，派出公安專家，

協助輔導其客戶在點清交付具危險性的化工

產品時，做好一定的安全防範措施，降低工

安事故可能造成的營運問題和賠償責任，

目前已有95%的客戶已經改善其公安管理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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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業本身對於ESG的努力外，政

府的政策導向亦更加凸顯ESG概念的重要

性，愈來愈多的成熟國家，如歐盟、澳洲

等，皆開始對企業課徵碳稅，倘若業者不配

合，除可能錯失商機，甚至恐將遭受貿易

報復措施。由此可見，企業對於ESG的實

踐，可有效降低風險、提升客戶及內部員工

的滿意度，甚至得以進一步提高商業利益，

且一旦企業之ESG形象確立，顧客對於該企

業或品牌的忠誠度亦將大幅提升。就投資者

而言，重視ESG概念之企業，通常也擁有較

透明的財報以及相對穩定、低風險的營運狀

況，成為很好的投資對象。根據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曾推出之報告Show Me The 
Money: Link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to Company Value指出，

ESG管理確實會影響公司的股東權益，這

些指標對於股價的影響是可以被評價與量化

的；高盛針對1,000家企業進行ESG評鑑後

更指出，ESG表現較佳的企業，現金回報率

與穩定度都相對較高。

貳、投資新趨勢：全球

隨著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永

續觀念的興起，全球愈來愈多企業、金融機

構、大型基金法人都積極投入，社會責任投

資的概念在國內也漸普及。其不論是在企業

經營方面，抑或是在金融市場投資方面，都

掀起一股熱潮，讓ESG儼然已經成為投資

新顯學。此外，市場更有愈來愈多的法人點

出，只用「市值」大小作為買賣評估，並無

法保證「市值」與「存續」永遠呈現正相

關，只有做好永續的公司，才有機會源遠流

長，投資報酬超越一般個股。

相關投資概念席捲全球後，連結ESG

投資的商品也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目前國外

針對ESG概念所衍伸出來的投資產品已經

相當豐富多元，甚至出現實際對應之標竿指

數，例如道瓊永續性指數。目前，以美國、

盧森堡推動ESG投資最為積極，相關ETF的
發行檔數皆超過30檔，規模最大的也各都

超過15億美元；反觀亞洲，發行最多的南

韓僅有六檔，中國最有名的CSI環境保護產

業ETF，規模只有約2.5億美元，顯示亞洲

對於ESG投資才正要起步。根據元大投信

統計，至2019年3月底止，全球與ESG相關

的ETF發行檔數來到126檔，總規模316億
美元，尤其以歐洲占比70%為最高(黃色部

分)，其次為美洲(灰色部分)，亞太地區(綠

色部分)對於永續概念投資才剛開始萌芽，

加上2019年第1季因為芬蘭的保險公司對一

檔新推出的ESG ETF為8.7億美元，帶動全

球單季ESG基金流入逾40億美元。元大台

灣ESG永續ETF研究團隊也指出，重視ESG
的公司，容易取得永續和企業營運間的平

衡，也因此，全球超過九兆美元的退休基

金，將ESG因子納入投資的篩選準則，甚

至知名的挪威主權基金，直接將ESG表現

不及格的國際級大公司大韓海運、中興通訊

等，直接列入投資黑名單。截至2019年，

全球ESG資產管理規模總金額已達到86.3兆
美元，近13年來年複合成長率高達22%，由

此可見，全球永續投資的風潮正逐漸崛起當

中！全球永續投資相關ETF發行總規模，如

圖1。全球納入ESG因子的管理資產規模，

如圖2。

在ESG永續經營的理念下，企業可以帶

來正向的循環。公司有良好的企業形象，幸

福企業能吸引到一流的人才，降低員工的離

職率，增進員工向心力。在正派經營下，也

同時能夠得到投資人的信賴，外部人願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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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球永續投資相關ETF發行總規模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

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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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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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全球納入ESG因子的管理資產規模

資料來源：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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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投資企業。如此一來，員工共同努力為企

業帶來了強大的創新力與競爭力，就能促使

營收獲利年年成長。最終也會讓環境、社會

一同進步。ESG經營正向循環刺激企業獲利

成長，如圖3。

另外，可由社會責任投資(SRI)來看

ESG投資新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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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球永續性投資聯盟發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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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專業管理資產總額百分比則從2012年的

21.5%，上漲至2014年的30.2%。且全球各

地SRI資產不管是在規模或者占該地區專業

管理資產總額百分比皆有上升之現象。歐

洲在2012年SRI規模占當地總管理資產規模

比已達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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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占比依序為歐洲、

加拿大、美國、澳洲。而SRI資產占總管理

資產比率最低的地區為亞洲，2012年僅有

0.6%，2014年則為0.8%。

再者，根據2018年報告，SRI全球資產

規模從2016年的22.9兆美元，增加到39.7兆
美元，二年成長34%。2018年歐洲SRI資產

規模為14.08兆美元、美國接近12兆美元；

而日本增加速度最快，SRI資產規模從2016
年0.47兆美元，增加到2.2兆美元。

叁、投資新趨勢：台灣

台灣證券交易所近年推動機構投資人與

上市公司的互動，並且推出多項友善投資人

的措施，包括修訂相關規範，例如規定舉辦

法說會、提升英文資訊揭露等，希望驅動更

多上市公司重視投資人關係，促進上市公司

圖3　ESG經營正向循環刺激企業獲利成長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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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構投資人加強互動。金管會在行政院會

報告「2018～2020年公司治理藍圖及推動

執行情形」指出，已啟動新版三年計畫，將

透過深化公司治理文化、發揮董事會職能、

提升資訊揭露、促進股東行動以及強化法令

規章遵循等五大面向，推動我國企業及投資

人重視公司治理，並以根植公司治理文化、

創造友善投資環境為主要目標，希望可以透

過機構投資人監督力量，促使上市公司重視

公司治理，提升整體資本市場品質。台灣證

券交易所也配合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發布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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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金管會也指出，已與台灣證券交易

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台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等單位，共同實施重要措施，包括推動公

司治理指數及永續指數，其中包含全面辦理

公司治理評鑑，證交所會依評鑑結果前20%
上市公司篩選編製「台灣治理100指數」，

並與富時指數公司合作篩選E(環境)、S(社
會)、G(治理)表現優良的上市公司，編製

「FTSE4Good台灣永續指數」。如富邦投

信統計，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自2015年6
月發布以來，截至2019年上半年報酬率高

達近22%，優於加權指數的16.1%及台灣

50指數的16.8%；且9月美國道瓊永續指數

成分股名單公布，台灣入選企業增加至23
家，相比2018年增加二家，入選家數排行

新興市場指數第一、世界指數第七。因應此

風潮，台灣近年公司治理評鑑也成為上市櫃

企業爭相角逐的榮譽，截至2018年底，共

有528家公司主動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也有愈來愈多外資投信強調，基金的

股票池僅買賣符合ESG的公司，國內投信也

不落人後。

許多企業或基金管理公司亦相當關注

ESG商機，如德盛安聯及富邦投信亦分別

推出「德盛全球永續發展基金」和「富邦台

灣企業社會責任基金」兩支類似概念的基

金。繼富邦投信2017年搶先發行台灣首檔

公司治理ETF後，2019年陸續有合庫六年

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基金、元大台灣ESG
永續ETF、兆豐國際投信可望發行與彭博

巴克萊MSCI ESG美元債券指數相關ETF，
投信對於ESG著墨之深，很難讓投資人

忽略ESG風潮。其中元大投信攜手台灣證

券交易所旗下的台灣指數公司和富時羅素

(FTSE Russell)指數公司，取得這兩家指數

公司共同編製的台灣永續指數授權，並已

經在2019年8月成功發行元大台灣ESG永續

ETF(代碼：00850)，第一天上市掛牌就達

初級市場申購金額，且連續三天都有申購，

為近幾年新上市ETF首見現象，初期成立時

規模雖僅14.6億元，但在兩個月後的10月中

旬，規模已近48億元，成長頗為迅速，且

從2007年到2019年5月底的回測數據中，台

灣永續報酬指數(綠色線)的表現優於台股大

盤台灣加權報酬指數(黑色線)，平均年化報

酬率約9.86%，表現相當不錯，代表台灣市

場對於ESG投資議題認同，已經與國際投資

潮流接軌，同時也為台股ETF、以及台灣永

續投資寫下新里程碑。證交所表示，ESG
主題的台股ETF極具指標意義，不僅帶來投

資台股的新選擇，幫助投資人藉由ETF參與

台灣優質企業的成長，也可望帶動國內永

續投資風氣，激勵企業重視ESG，創造企

業、投資人及社會的三贏。根據哈佛商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針對資產管理人

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如今已有超過八成的

資產管理人將ESG列入投資決策的考量因素

之一。台灣永續指數回測走勢，如圖4。

在投資標的上，由於受到永續投資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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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企業在營運上，其社會責任與公司治

理等面向，逐漸受到重視，已有相關研究顯

示，重視永續經營的企業表現，在長期經營

績效上有望表現較佳。以公司治理訴求為主

的ETF商品，相較於其他台股ETF，除了市

值之外，更強調公司治理評鑑、以及財務指

標等成分股篩選因子，更能選出經營相對穩

健、長期獲利能力較佳的優質企業。台灣公

司治理100指數近二至三年的表現確實勝過

於台灣加權指數，也印證了強調公司治理之

下，長期績效有望優勝過大盤；在企業營運

上，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等面向，逐漸受到

重視。

(國立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葉

銀華)

圖4　台灣永續指數回測走勢

資料來源：元大投信

台灣加權報酬指數MDD(註)

台灣加權報酬指數

台灣永續報酬指數MDD
台灣永續報酬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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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解套迎向永續供應鏈

根據全球生態足跡網絡 ( G l o b a l 
Footprint Network, GFN)2019年發布之統

計資料，人類只以七個月就提前用完本年度

地球可再生的資源額度，若依當前人類耗用

與地球再生資源狀況，約需1.75個地球方能

達到供需平衡，對於全球企業及其供應鏈的

永續營運不啻是個重大的風險警訊。此外，

根據碳揭露計畫(CDP)於2019年供應鏈報

告《Supply Chain Report 2018/2019》指

出，平均而言，供應鏈的碳排放量為企業營

運的5.5倍，顯見供應鏈遠比企業本身具有

更重大之環境衝擊。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永續發展之意識提

升，各方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及其供應鏈履行

社會責任的要求也隨之增加，甚或促成相關

規範或法規之訂定，例如：科技產業須針對

3C產品及零組件是否含有「衝突礦產」進

行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電子與時尚

產業須確保相關產品並非來自剝削勞動力的

「血汗工廠」、餐飲及食品業則須嚴格執行

溯源管理以杜絕「食安」問題等。

綜上所述，在全球資源與碳排放量受到

限制，以及多元利害關係人持續增強對產業

重大議題之關注力道下，企業更須及早推動

永續供應鏈管理，攜手供應商共同克服永續

經營之嚴苛挑戰。

壹、永續供應鏈的主要推動助力

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企業及其供應

鏈的快速擴張使得永續供應鏈管理愈顯複

雜。近年來在國際組織規範與指引、產業聯

盟與倡議、永續評比與資訊揭露要求、以及

供應鏈ESG管理平台等面向之發展趨勢，皆

已陸續到位，進而形成全球永續供應鏈的主

要推動助力。以下分別闡述之。

一、國際組織規範與指引

以國際組織層級而言，聯合國全球盟

約(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於2004年發布十大原則，鼓勵企業在人

權、勞工標準、環境及反貪腐等面向採取

相關作為，並擴展至供應鏈管理。2015年
聯合國訂定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特別強調價

值鏈的緊密合作是全球達成永續發展不可

或缺的一環。此外，ISO國際標準組織亦於

2017年發布全球第一個永續採購指南《ISO 
20400：2017》，使企業可透過系統性架構

整合採購政策及永續策略，從制度面及決策

面推動永續供應鏈。

二、產業聯盟與倡議

產業聯盟與倡議也扮演重要推手，

例如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要求企業及其供應鏈依循

勞工、健康與安全、環境、商業道德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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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體系等相關規範以提升永續供應鏈的發

展。而在產業倡議，近期則有全球時尚業

於氣候公約COP24期間，邀集43家時尚領

導品牌、零售商、供應商和其他相關產業

公協會組織共同簽署《時尚產業氣候憲章

(The Fashion Industry Charter for Climate 
Action)》，訂定為2050年前實現淨零碳排

的目標，此為聯合價值鏈夥伴共同對抗氣候

變遷的最佳示範。

三、永續評等與資訊揭露要求

近年來，供應鏈於ESG各面向的資訊

已成為各方利害關係人期待企業揭露的主要

內容之一。以投資機構為例，國際上最具代

表性的永續評等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已將永續供

應鏈管理目標、ESG風險鑑別、選商連結

ESG要求、以及年度稽核等相關行動措施納

入企業整體ESG評估的一環；而碳揭露專案

(CDP)除了將供應鏈納入氣候變遷風險與

機會鑑別、減碳目標設定之範疇外，亦針對

供應商議合(Engagement)進行相關評估。

此外，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也已將供應鏈環境及社會

評估等指標列為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

四、供應鏈ESG管理平台
前述三項促成了供應鏈ESG管理平台

的興起，有助於產業間的水平整合與資訊

共享，並能更有效率地執行供應商稽核和

管理。近年較知名的供應鏈管理平台包含

EcoVadis、Ecodesk等。以EcoVadis為例，

其透過建立全球供應商的CSR評比制度，提

供品牌商清楚的動態評分資訊，讓供應商的

ESG績效和改善行動持續受到監督，以提升

供應鏈的永續發展。管理平台的快速興起，

在在反映出永續供應鏈已然邁向「平台化管

理」及「數位化管理」的新里程。

貳、 不可不重視的永續供應鏈
重點議題

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及SDGs等永續

議題之重視，永續供應鏈管理也被賦予更多

的期待。以下列舉循環經濟、環境績效、人

權管理、以及在地發展等四項重點議題，說

明永續供應鏈面臨之挑戰。

一、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所帶來的轉型機會被視為企業

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途徑，透過產品生命周

期各階段的逆向工程讓相關資源回到各自的

循環系統中，可系統性解決線性經濟所產生

的資源浪費和環境衝擊。而轉型循環經濟的

成功與否，仰賴企業本身與其供應鏈的相互

配合，透過檢視產業的上中下游活動，鑑別

供應鏈上可轉型之機會，進而實現永續的封

閉循環。

二、環境績效

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風險日益升

高，企業除了檢視自身的環境績效，更期待

或要求供應鏈於環境管理上有所作為。根據

CDP 2019年供應鏈報告統計資料，2018年
參與CDP供應鏈計畫的115家核心買家企業

(採購金額總計達3.3兆美元)，73%會以環

境績效做為篩選供應商的條件，而上述企業

合計逾5,500家供應商，於2018年共減少排

放6.33億噸的二氧化碳當量，超過全球總排

放量的1%。由此可知，供應鏈的環境管理

至關重要。

三、人權管理

在供應鏈全球布局的時代，我們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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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接觸到的3C產品、衣物和飲料等，多半

是西歐、北美、日韓或台灣本土品牌，但其

原料或零組件可能來自東南亞、非洲、中南

美洲等具有勞動權益爭議的國家，而此供應

鏈所衍生的人權議題亟需被各國政府、企業

和消費者正視。近年來全球已陸續發布與

人權相關的國際框架和法規，例如英國現

代奴役法《Modern Slavery Act》和加州供

應鏈透明度法案《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Act》等，企業於推動永續供應鏈時

應密切關注後續發展趨勢。

四、在地發展

「在地發展」源自於永續採購、在地採

購與地方回饋日益高漲的需求，以及全球貿

易體系長期失衡所導致的不平等夥伴關係。

近年來許多企業開始致力於促進在地經濟發

展，並積極以相關的在地培力機制扭轉不平

等夥伴關係所造成的獲利落差，希望藉此建

立真正長遠而永續的發展，達成在地與企

業、或供應鏈上其他夥伴共存共榮的願景。

此外，促進在地發展亦可呼應相關SDGs，
目前除了食品、零售產業外，國內外各大企

業投入在地發展行列的比例也正持續攀升。

叁、邁向永續供應鏈之關鍵做法

為了將國際永續趨勢與重點議題落實於

企業營運，企業可以透過以下流程與相關作

法來推動永續供應鏈管理。

一、高階主管承諾

首先，企業高層或領導人可以透過發表

公開聲明或承諾，對外表彰企業投入永續供

應鏈管理的決心、企業自身的永續供應鏈發

展目標與策略，以及對於國際供應鏈趨勢變

化的應變和掌握。此階段的高階聲明可以國

際組織與聯盟的推動與倡議為主要依歸，藉

此明確指出企業遵循的準則內涵。

二、制定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

透過制定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及供應商

行為準則，企業能以更具體的框架定義管理

供應商永續作為的程序和方法。管理政策的

制定目前主要可以分為二種方式，其一是以

「重大主題」的角度切入，依勞工人權、環

境保護、社區議合等主題規劃政策內容；另

一切入角度則是以「管理面向」出發，可能

含括重大性評估、公開揭露、績效評估、法

規遵循情形等，較前者的管理意涵是更為細

緻進階，甚至可依照利害關係人類別再加以

說明。

三、供應商ESG風險鑑別
為確保供應商能將永續思維實踐於營運

各環節中，企業多半透過發放與分析供應商

ESG自評問卷，以掌握供應商中具有顯著風

險者之比例與類型，並規劃未來實施實地訪

查、稽核與輔導等。而供應商的ESG風險鑑

別結果，亦可以整合於企業的選商機制中，

例如在品質績效檢視(Quality Performance 
Review, QPR)中的檢核項目加入ESG相關

績效或成果之最低門檻限制，並以此作為篩

選供應商的標準，或者獎勵與汰除機制。

四、供應商議合與培力

伴隨著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及供應商

ESG風險鑑別之完成，企業可以採取定期舉

辦供應商大會的形式，向其供應鏈夥伴布達

其永續供應鏈管理目標，除了能夠督促供應

商符合企業自身政策要求並不斷精進，亦能

維持並穩定發展供應商與企業自身的夥伴關

係。同時，也可讓供應商藉由此場合，促成

彼此之間互相交流學習，並了解各自的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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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與進展。另外，將採購流程與供應商議

合進行整合，近期也成為愈來愈多國際企業

實務採行的方向。

五、激勵及合作倡議

最後，企業可善用舉辦供應商大會的時

機，鼓勵更多的外部參與，並在永續供應鏈

管理原則的基礎上，與供應商共同討論或建

立ESG合作的激勵機制與模式，以及公開表

揚在前述階段表現優秀的供應商，使其供應

鏈夥伴能夠持續精進，俾利共同以更永續的

模式長久經營。

肆、 借鏡國際標竿企業推動永
續供應鏈案例

永續供應鏈的推動對許多企業來說已行

之有年，筆者依永續供應鏈重點議題，列舉

以下相關之標竿企業做法，提供各界參考。

一、以循環經濟為主題的永續供應鏈

科技業龍頭Apple繼「閉合循環供應

鏈(closed-loop supply chain)」後，近期

大力推動「循環供應鏈」(circular supply 
chain)，聚焦於製造階段使用回收及可再生

材料、產品延壽設計、以及確保使用過的材

料可再回到市場等三大面向，預期將可帶動

科技產業相關供應鏈的永續革命。此外，由

於手機中的鈷可能具有童工、囚工等「衝突

礦產」風險，當Apple循環回收鈷的同時，

不但降低未來營運風險，也呼應了人權、

環保等議題。荷蘭皇家電信(KPN)則攜手

關鍵供應商共同簽署「循環宣言」(Circular 
Manifesto)，期藉由延續網路和客戶硬體

設備的使用，於2025年成為100%的循環企

業，迄今已有網路設備製造商和回收公司等

18家關鍵供應商加入。

二、 以環境績效為主題並結合金融的永續供
應鏈

零售業龍頭Walmart於2017年開始推動

「十億噸減排計畫」(Project Gigaton)，號

召供應鏈於2030年共同減碳十億噸，目前

已有逾百家供應商訂定減碳目標並定期回報

減碳進度與成果。此外，2019年Walmart更
與HSBC合作推出永續供應鏈融資計畫，提

供「十億噸減排計畫」有成果之供應商較優

惠的融資利率，期望以財務誘因讓更多供應

商願意投入更多於永續發展上。IKEA聲明

在2030年前整體供應鏈若能相較於2016基
準年減少15%的碳排量，則每個產品平均將

減少70%的碳足跡。因此，IKEA除了要求

供應商設立減碳目標，亦透過供應商永續指

數(Supplier Sustainability Index)來追蹤供

應商的環境績效，做為永續供應鏈持續改善

的重要參考。

三、以人權管理為主題的永續供應鏈

社會創新企業荷蘭東尼寂寞巧克力

(Tony's Chocolonely)創立之宗旨為改善可

可豆農的勞動權益與條件，甚至提出除了自

家生產的巧克力產品達成「零奴工」的目標

外，更想讓全球其他的巧克力商都達成相同

目標。為達此目標，東尼寂寞巧克力採取五

大永續採購原則：可可豆來源的可追溯與透

明度、支付更高報酬、落實可可豆農培力、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增加生產力並降低對單

一作物之依賴。荷蘭手機公司Fairphone關
注「衝突礦產」以及勞動權益等人權議題，

因此致力於公平交易，並建置完整的材料資

料庫，導入溯源管理並提供消費者共同監

督，同時亦採用回收材料並號召合作夥伴加

入行列，期望使價值鏈對於手機中原料的來

源及相關社會議題有更高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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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在地發展為主題的永續供應鏈

聯合利華(Unilever)除了將供應鏈的在

地發展納入企業策略藍圖的規劃中，亦發起

許多行動專案以幫助小農改善農業施作流

程，使之提高產量與收益，此舉不但改善了

農民的生計水準，更提升了產品的品質與安

全。而百事公司(PepsiCo)則發起永續農業

計畫(Sustainable Farming Program)，提供

農藝課程、肥料、灌溉等新技術分享，除協

助原料來源地的農民採取符合當地生態之最

佳種植策略，更進一步協助農民學習評估其

生產力與相關風險，培養其面對作物價格市

場波動的技能。此舉不僅與在地農人建立起

緊密的合作關係，更引導他們轉型為永續農

業的同時，提升其生計收入，以最永續且實

際的方式促進在地發展。

伍、結語

綜觀上述發展趨勢，全球永續供應鏈的

推動更加如火如荼地開展。事實上，當多數

企業視永續供應鏈管理為企業營運的額外負

擔，許多國際標竿企業已主動將供應鏈管理

作為永續發展的一環，而這樣的差異將反映

在企業未來營運的核心競爭能力。這給了我

們相當大的啟示，亦即，即使企業在轉型永

續供應鏈將面臨各種挑戰，仍須從中找尋機

會以減緩相關的負面衝擊，進而促進整體企

業營運的效益。

針對國內企業推動永續供應鏈，

KPMG建議須以國際最新趨勢為依歸，並

持續參考國際標竿企業的作法，瞭解自身的

供應鏈風險與機會，以歸納出因應諸如循環

經濟、環境績效、人權管理、及在地發展等

重點議題的解決之道，來強化企業因應永續

供應鏈風險之韌性。作為全球供應鏈的要

角，台灣企業必須與國際潮流接軌，方能持

續站穩腳步、搶奪先機，透過系統性從上到

下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的理念，勢必能夠找

到最佳轉型和創新的利基，進一步提升企業

和整體社會的價值。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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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企業永續治理 增加長期價值 

壹、 前言

21世紀的現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

業，應該是能積極因應科技創新、地球氣候

環境變遷、人類生活型態改變的企業；而具

未來性的企業應是能重視提供有助於紓解地

球及人類需求與挑戰的商品與服務的企業。

聯合國在 2 0 1 5 年針對人類所共同

面臨的挑戰，提出了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作為世界各國2030年前推動永續

發展的指導方針。聯合國更將這17項永續

發展目標分成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方

便目標的執行、定期評估及達成。這17項
SDGs包括消除貧窮、消除飢餓、確保人類

健康與福祉、確保公平及高品質教育、實現

性別平等、確保水資源及其衛生、促進永續

經濟成長、採取措施因應氣候變遷、促進生

態系統的永續、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等

等，涵蓋了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

等三大面向。

我國審計部於2019年6月出版了《審

計部永續發展自我檢視報告》(Voluntary 
Departmental Review of SDGs in National 
Audit Office)，致力成為公部門之典範

機關，以部會別觀點，檢視審計部回

應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簡稱INTOSAI)於2016年第22屆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的「阿布達比宣言」(Abu Dhabi 
Declaration)；行政院轄下所屬部會，本於

職責，也都在不同的領域，嘗試不同的政策

與制度革新，推動SDGs。

貳、企業價值重新界定

隨著地球及人類面臨愈來愈多的挑戰，

企業同樣需要因應諸如氣候變遷、資源耗

竭、人口成長、都市化、科技創新等等的劇

幅改變，消費者、投資人對於「企業價值」

的認定，也隨著時代的環境加以調整，評估

企業的經營績效除了財務數據外，也包含環

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 簡稱ESG)的三大構面的績效。

很多統計資料佐證，半世紀以前的企業

價值，八成來自有形資產；現在情況剛好相

反，八成來自無形資產，其餘二成才是有形

資產。企業商標、專利、營業秘密、利害關

係人對公司的信任、研發能力、員工創新及

向心力等無形資產，多數無法輕易從企業的

資產負債表中看到，也很容易被忽視。然而

這些無形資產，卻是企業最大價值之所在。

在今天，外在環境改變、投入的資本改

變、面臨的風險與挑戰改變，企業如何更有

效地衡量並創造企業長期價值，成為企業經

營者面臨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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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現代企業在現代社會的積
極角色扮演

根據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所評

選的2018年財富世界500大，全球企業以營

業額排名最大的500家公司，入圍門檻為年

營業額235億美元。

全球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Walmart)，全

年營收超過5,000億美元，全球排前60強的公

司，年營收金額都在1,000億美元以上，也就

是新台幣3兆元以上。我們對全球大型公司用

「富可敵國」或「影響力不亞於大部分國家」

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現代企業對現代社會

及現代人類的影響不可言喻。

多年來，國際上許多大型企業已逐漸將

公司的願景、發展策略與聯合國的SDGs結
合，將其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計畫與作為

跟聯合國的SDGs相呼應，以更長期、更永

續、更符合社會期待方式推動企業之發展。

國際上一些領導級企業也紛紛推動永續

治理，建立永續供應鏈及ESG管理與供應商

稽核機制，透過國際上新發展的「衡量與管

理全面影響和價值創造的方法」，以總體成

本效益分析，完整地將環境與社會成本涵括

進來，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最後反映在經濟

生產與管理決策中。換句話說，國際ESG
領導企業的經營，除考量價格、品質、服務

外，更加入ESG的表現為決策考量要件，這

在企業經營上是重要的理念改變。

肆、 ESG投資及機構投資人
的盡責治理

除了全球趨勢的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

標外，ESG投資及負責任投資者(Responsible 
Investor, 簡稱RI)的理念與實踐，也持續在全

球資本市場及機構投資人圈發酵。

ESG投資指的是將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履行和公司治理實踐等ESG因子與財務指

標一同納入投資考量。其具體的衡量內容包

括：

環境保護：企業對環境、氣候變遷、水

源、能源消耗等的態度和行為。社會責任：

企業對員工、客戶、供應商、當地社區、政

府等利害關係人的尊重與對人權、勞工權

益、防治貪汙等態度與作為。公司治理：公

司守法、道德標準、經營績效、公平對待股

東、透明等表現。

E S G投資，已經是現在世界投資熱

門趨勢。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

永續投資資產—包括環境、社會及治理和影

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在全球從2016
年以來呈高速成長，資產規模在2018年初就

已經達30兆美元。從2018年的Assets under 
Management(AUM)來看，以歐洲的14.1兆
美元名列第一，其次是美國的12兆美元。而

日本也已成為歐洲與美國之後第三大的永續

投資區域。此外，道瓊永續指數(DJSI)在
2017年新題組中，增加了「衝擊量測與評價

項目」，詢問企業是否有將企業營運對環境

與社會的衝擊貨幣化，並對外揭露。

機構投資人匯集並運用大量資金，對

資本市場影響愈來愈大，對良好公司治理

的影響也愈來愈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簡稱 OECD)於2015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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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的公司治理原則(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中，也特別將

「機構投資人、證券市場及其他中介機構」

納入第三大原則。

此外，機構投資人的盡職治理也受到各

國政府與機構法人的高度重視，亞洲重要市

場如日本、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泰

國、韓國及我國，都已經建置機構投資者

「盡職治理守則」(Stewardship Code)。也

有愈來愈多的機構投資人簽署「盡職治理守

則」，扮演起一個負責任的投資人角色。

「盡職治理守則」透過原則性之架構與

指引，鼓勵機構投資人運用其專業與影響

力，善盡資產擁有人或資產管理人責任，以

增進本身及資金提供者之長期價值。機構投

資人員透過對被投資公司之關注、對話、互

動，及致力提升投資價值之過程，促使被投

資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品質，帶動產業、經濟

及社會整體之良性發展。

機構投資人除透過環境、社會和公司

治理(ESG)三大面向來了解、分析個別企

業，並據以做為投資決策之重要參考外，也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狀況，並透過出席

股東會、行使投票權、適當與董事、主要經

理人對話與互動等方式，積極參與被投資公

司之公司治理，忠實履行受其受託人責任

(Fiduciary Duty)。

伍、 ESG治理及機構投資人
的盡責治理在我國的發展
狀況

我國一些ESG領先的企業，諸如台積

電、台達電、玉山金控、信義房屋、中鼎工

程、中鋼、華碩電腦等，也都紛紛加重關注

永續發展、強調利害關係人的尊重、引進企

業永續治理較佳實務。

以華碩電腦為例，除了在組織上設置

「永續長」，亦借鏡國際企業，執行「衡量

與管理全面影響和價值創造」的新方法：

TIMM。T, Total是指涵蓋環境、社會、治

理ESG全貌。I, Impact指企業除了檢視公司

內部的投入和產出外，要更進一步看對社

會、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和價值。M, 
measurement 是量化衡量，以財務表現或貨

幣單位來表現其價值。M, management則是

按照TIM所計算出的全面價值來權衡考量，

並做出經營決策。TIMM幫華碩電腦計算出

製造一台電腦的內部成本、外部環境成本及

社會成本等全部成本，讓成本效益分析，完

整地將環境與社會成本涵括於決策中。

在台灣，永續投資也已為我國資本市場

監理單位重視的一環，除了於2017年12月
編製發布「臺灣永續指數」，以市場機制鼓

勵上市公司重視企業永續發展外，亦於新版

公司治理藍圖列舉政策目標，研議編製上櫃

公司永續指數，並推廣公司治理指數及永續

指數之運用。

此外，我國現在已有三分之一的上市櫃

公司(約600家)發布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或永續報告書)，國內外機構投資人簽署

我國「盡職治理守則」也非常踴躍。根據台

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統計，目前已有

149家機構投資人簽署，自願承諾依照「盡

職治理守則」的原則及較佳實務來處理投資

相關事宜，其結果與影響在未來幾年也會持

續在台灣資本市場發酵，並影響其被投資公

司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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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盡職治理守則」包括以下六項

原則：

原則一：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原則二：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原則三：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原則四：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

情形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

盡職治理之情形

陸、 董事會帶領企業邁向永續
公司治理

企業注重ESG，就是針對人類面臨的問

題，提出可行的解決的方案，這對企業來說

也是一石二鳥，一方面是積極爭取潛在的市

場需求，一方面是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企業若能推己及人，由企業帶頭邁向永續治

理，不僅可以增加企業的長期價值，也可促

進所有利害關係人價值的提升及整個社會的

價值活化。未來企業的成功，必然要與社會

有更多正面的連結，彼此學習互利共生、共

好永續，形成雙向的當責好循環。

公司治理的中心在董事會，公司董事會

成員，無論是內部執行董事，亦或是外部董

事(含獨立董事)，都透過董事會的運作，討

論並議決公司重要的願景、策略及政策與制

度。董事會成員面對現在複雜的經營環境、

更高的遵循要求，除追求企業短期成功外，

如何與時俱進，從瞭解趨勢中探求企業自身

的風險與機會，實是董事會每個成員需要面

對的重要課題。

企業的所作所為影響股東，影響員工，

影響消費者，影響社區社會，影響供應鏈廠

商，影響供應鏈廠商的員工、消費者，以及

更多間接的利害關係人。所有企業若能由董

事會帶頭注重ESG，形成企業與社會間善

的、當責的循環，人類攜手邁向更永續、更

和諧、更和平的世界是可以期待的。

在全球永續投資、永續治理快速發展

下，企業董事長及董事們應多學習並了解企

業價值評估之發展與趨勢，並由董事會帶頭

前進，帶領公司強化對ESG及永續治理的重

視。

文末，從公司治理角度，想對公司董事

長及董事會成員提出幾個思考點：

●面對企業未來之挑戰及發展，公司如

何遴選並組成最佳的董事會成員團隊？董事

會如何能更具系統性思惟、前瞻性策略性思

惟來帶領公司迎向未來？

●如何更積極導入長期的、非財務的績

效衡量指標(如：接班傳承、組織效能、環

境保護、社會和諧、公司治理等)，讓公司

及高階經理人長短期的績效衡量指標更為均

衡，且更具前瞻？

●如何加強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尤其

是機構投資人及機構投資人服務機構如ISS
對話？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並增加利害關係

人對經營團隊的信任與支持？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劉文正)



專題論述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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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人力資本和永續發展

壹、前言

人力資本是所有無形資產中最具獨特

性、最具核心價值的資產，是組織產生利

潤的重要原動力及組織營運成功的重要因

素，學者更將之喻為「組織的心臟、智慧

與靈魂」，是「組織唯一的行動力量」

(Edvinsson & Malone, 1999)。而在Ernst & 
Young (1997) 研究中說明，大部分的高階

經理人皆認為企業投資人力資本的結果，可

以藉由創新的過程來提升企業的獲利。

近年來，「少子化浪潮」造成的人才短

缺不只衝擊大學院校的經營，亦是各家企業

招募困難的因素；而「學用落差大」更是人才

短缺的第二大原因。因此，如何更有效的創

造人力資本，成為國家目前關注的重要議題。

貳、 台灣產學落差造成的人力
資本風險

台灣企業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危機，根

據 Manpower Group〈2018全球人才短缺調

查〉結果，78%台灣雇主面臨徵才困難，是

自2006年加入調查以來最高點，位居全球

第三。人才短缺的一項主要原因為教育體

制並未隨著人力結構、技能需求的改變進

行變革。根據2018年知名人力資源平台的

調查，高達55.4％的上班族認為第一份工作

無法學以致用，且不會因為工作年資的增

加，就能找到與科系所學相關的工作。根據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2019年全球競

爭力報告」，台灣在141個受評比國家「人

力資本」構面的「技能」項由第21名下滑

至第23名，主要原因之一為「中等及高等

教育者具備企業所需技能的程度」(排名第

59)。產學脫軌的情形，導致學校所教授的

專業並未符合企業所需人才應有的技能，畢

業生無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企業也無從僱用

合適的人才。

另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106學年的總

休學人數及退學人數高達30萬923人，占大

專生總數127萬3,894人的23.6%，也就是幾

乎每四個大專學生就有一人休退學。休退學

主要理由為「志趣不合」。要改善此問題，

台灣知名教授指出大學考招必須改革。台灣

大部分高中生都是以考學測、申請推甄念大

學為主要目標，皆無心、也無力去探索自己

的興趣，更沒時間了解各科系內容與相關職

涯方向。現有制度要求學生在考完學測後，

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決定未來大學四年就讀

的科系，導致學生進入大學後發現與自己的

志趣不合。大學的轉系機制不彈性，很多學

生大學四年僅以取得畢業證書為首要目標，

對於教授的內容沒有興趣及動機去學習鑽

研，製造出「無動力世代」結構。

而另一方面，企業也普遍低估了人力資

本對於組織營運可能帶來的影響及其重要



— 54 —

性。台灣知名人力管理協會觀察台灣公司現

況後發現，目前大部分企業對於人員風險的

認定往往只停留在是否聘用到優質的員工、

薪資是否符合預算等等，卻忽略了人力配

置、員工流動率、人才多元化、薪酬競爭

性、員工培訓時數和同仁違規比例等議題都

可能為企業帶來衝擊，呼籲企業應及早建立

人才風險審核機制並訂定獎懲條例，將員工

視為資本，透過管理和投資提升未來價值。

協會進一步表示，因組織文化與價值觀

是確保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故若欲使企業

得以永續經營，導入人力風險審核機制與人

才資本管理系統為重要且必要的規劃，其主

要意義在於使員工瞭解並認同組織理念後，

進而將其能力、知識、經驗及對組織的承諾

轉化為組織績效。亦提及人力風險審核機制

不僅需由人資部門主導，更需由業務單位及

內部稽核部門共同籌劃，透過平常業務聯繫

的過程當中審查是否有違反組織規範的行

為，及探討如何優化公司的人力資源規劃。

叁、 企業充實人力資本的標竿
作為

全球各大企業皆致力於延攬優秀人才，

但對於人才的定義各有異同，某知名不動產

標竿企業的倫理長兼人資長明確的將「人

才」一詞定義為對於社會及企業發揮正向影

響力，並創造價值的人。其認為對於公司來

說，厚植人才資本的關鍵並不是找到對的人

才，而是建構完整、合適的人力培訓體系，

投入資源以充實人才量能。

倫理長認為公司應針對各自的需求建立

不同的人才培育體系，將企業理念和績效指

標相連結，依照組織的核心文化培育人才。

該企業的人才培訓系統即透過階層別、功能

別和專案別劃分培訓內容，執行階段性教育

訓練與考核機制，並將公司的「先義後利、

以人為本、正向思考」三大核心理念納入課

程中，希望員工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將企

業價值觀內化成個人想法的一部分。若培訓

做的好，則人員管理只需關注「選、訓、

用」三個層面，適合公司的人自然會留下，

成為企業成長的磐石；長期人才培育體系的

建立除了將有效提升財務績效與企業競爭力

之外，更將進一步擴及至客戶、社會、環境

和股東等利害關係人，展現企業價值與社會

影響力。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人力資本投資大致可

歸納為以下四類：正規教育、在職訓練、勞

動者的營養與健康及勞動者的休閒活動，

透過各式的投資將有助於勞動生產力的增

加。全球光電解決方案領導企業強調以人

為本的友善職場形塑，透過「重視並全面

管理勞動者的營養與健康及休閒活動」厚

植其人力資本，該企業的永續願景為「超

越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共享價值」，強調

全方位的照顧員工及眷屬健康，友善職場

的實踐分為「工作悠活、家庭樂活、健康

快活」三大構面。以健康快活為例，又可

細分為：文化(Lifestyle)、系統(System)、

場所(Office)、飲食(Healthy Diet)、活動

(Activity)五個面向，並建置健康管理系統

「全人照護智能+」管理員工的健康，經員

工同意後，所有健康數據將匯入系統，透過

大數據的積累，以預防醫學的模式進行分

析，並輔以專業醫護人員和員工討論如何改

善健康狀況。透過系統亦可預測有哪些健康

問題是哪些單位的同仁較可能發生的，提前

關切員工健康狀態；心理健康層面則引進

「生活教練」在絕對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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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陪伴員工一起面對交友、職場關係、人

生變故等議題。該企業更承諾未來將攜手價

值鏈上下游夥伴共同協助建立健康管理機

制，讓更多企業響應「重視並全面管理勞動

者的營養與健康及休閒活動」之人力資本投

資理念。

不僅是台灣，全球企業在人力資本市場

皆面臨挑戰，跨國科技及諮詢公司發現他

們有數千個職缺要求中等技術(低於四年學

制的大學學歷但又高於高中畢業文憑)，卻

找不到適宜的人選，造成公司正常營運的障

礙。因此在2011年該企業便攜手紐約市立

教育局、紐約市立大學共同制定出新的五

年高中教育學制「P-TECH」，主要目標是

「縮短學用落差」，希望培養出「新領」

人才(new collar)，該企業執行長對於新領

人才的定義為「不一定得受滿四年資訊科

技高等教育或擁有相關學位，但是要有運

用新科技的基本能力，例如數據判讀與分

析、人工智慧、網路安全等，而且存在各行

各業。」。耕耘至2019年P-TECH導入美國

11州與全球13個國家，全球已有超過200間
P-TECH學校、共600家企業夥伴與12.5萬
名學生，分布於美國、澳洲、摩洛哥、台

灣、新加坡、韓國與紐西蘭等地，更有超過

430家企業響應此計畫。在台灣2018年起推

動至今有四所學校引進該模式，攜手教育

部、多家台灣科技公司共同規劃課程內容，

以確保課綱切合未來職場所需，協助學生提

前做好「就業準備」，更為企業培育適才適

性的應用性專業人才，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奠定堅實基礎。

肆、安永建議

安永從事企業永續發展策略諮詢多年，

從CSR角度來看企業人力資本的經營與發

展，除了以既有的人力資源管理、人才培訓

與發展等做法強化企業人力資本，也應發展

「員工領導型CSR」策略，搭配社會議合

(Social Engagement)的方法，以整合「員

工溝通與多元包容」、「企業人才的社會參

與」兩面向的作為，並厚植企業人力的認同

感、向心力、領導力與創造力。

首先在員工溝通面向，國內大型企業常

見的制度設計，基本常見滿意度調查、申訴

管道，建制化的勞資會議、職工福利、環境

安全、獎懲評議委員會等，皆是增進職場環

境福祉的主要溝通管道；進階來看，部分標

竿企業則設有工會，鼓勵員工參與公司重大

經營事務，對等協商並簽訂團體協約。

其中，企業的員工多樣性與包容度

(Diversity & Inclusiveness, D&I)，一直

是國際頂尖企業努力改善提升的目標。

安永長期倡議並研究發表《D&I means 
growth》，實證指出在創造產業變革與思

維創新的路上，多樣性的差異帶來挑戰與刺

激，最能融合不同意見、觀點及文化背景的

團隊，將在商業市場獲得高績效的成長。

然而，安永觀察多數企業投入員工溝通

的心力有限，流於形式，或是未能積極提升

職場的多元包容度，相當程度影響人才對

公司的認同感，進而降低工作績效表現。

故安永建議客戶先導入社會議合(Social 
Engagement)的專業方法，盤點公司內人力

資本發展的重要議題，並配合公司不同階段

需求及資源，逐步進行從調查揭露、回饋對

話、知情討論、聚焦提案、合作改善等程

序，增強員工對公司既有制度的理解、信任

與認同，即可大幅提升現有溝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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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業內的議合是永續發展的重要策

略，如何鼓勵企業人才參與社會行動，更是

近年來各大CSR獎項評選的重要指標。為什

麼企業應制定策略提升員工的社會參與？安

永認為對人力資本的發展有兩大效益：

一、成就感與向心力

當代企業人才重視職涯內含應包含多面

向的成就感，專注公司交辦任務之外，自主

參與社會回饋、社區公益行動，有助個別員

工自我實現，也提升同事情誼與團隊向心

力。安永協助國內某大型製造業規劃CSR
策略時，曾訪問過十多間工廠的廠級主管，

發現超過半數皆支持集團應設計「志工假」

制度鼓勵員工；另有一位資深課長參與同事

間發起的志工社團，觀察到參與志工社的同

事，明顯在回到工作崗位時展現更樂意幫助

同事的熱忱，對團隊工作表現顯著加分。

二、領導力與創造力

搭配志工假機制，國際CSR標竿企業

進一步發展各種「員工提案制度」，例如香

港鐵路公司編列預算鼓勵員工提案申請，協

助各站所在社區進行社區發展。共發展了

292個CSR專案，促進員工與家屬、親友、

退休員工形成志工社群，共同回饋社區，創

造多元的領導力經驗，也成功提升該企業在

各城市與社區間的CSR執行細緻度及企業

形象。國際標竿網路企業則是累積投入上

億美元，鼓勵員工申請執行多樣的CSR提

案，與倡議平權、改善教育、促進弱勢就業

的NPO合作；國際標竿網路企業員工可能

扮演專案企畫、組織顧問、資工講師等多類

型的志工，在深刻的社會參與中觸發了平時

在辦公室的工作環境中難以獲取的資訊與靈

感，洞察國際標竿網路企業服務對於不同使

用者的需求情境細節，進而回饋到公司部門

本身的研發創新能量。

如何成功結合人力資本策略與永續發展

策略，達到上述的兩大效益，安永建議企業

應進一步發展「員工領導型CSR」策略，

系統性盤點企業現有員工對於社會參與的觀

點與資源，尤其是本身具備社會參與熱忱的

人才；應用前述的社會議合程序，對接企

業本身特性規劃CSR執行模式，包括資源

協助、專業協助、資源媒合、策略夥伴等模

式，整合多元工具制度，例如志工假與員工

提案機制，形成企業人力資本與企業社會影

響力皆持續增強的良性循環。 

伍、台灣政府作為

為有效解決人力資本問題，產官學的緊

密合作為主要關鍵。政府擔任產學之間的橋

樑，促進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共同培育未來

人才。企業可透過研發經費的投入、人力資

本的投資及產業趨勢及實務的分享，與學校

進行交流。學校則可透過研發能量的注入及

人才教育培育的經驗傳承，與業界合作培育

企業所需的人才。在產學聯盟的架構上，主

管機關扮演重要的角色。以科技部為例，科

技部長陳良基指出，主管單位可協助企業把

技術或產品，優先讓學校等學術單位進行研

究，另可要求學術單位在技術研究上達到一

定的水準。透過這樣雙向的互利合作，除了

讓產學聯盟架構下所研發出的技術及產品具

備競爭力，提供機會讓企業招募所需學界人

才，並讓學校更了解產業最新趨勢及所需技

能。此外，政府也可透過經費的提撥，協助

學校制訂整體性的訓練計畫，並與企業合作

設計專題實作的課程。透過完善的產官學合

作機制，可協助學生學習到符合產業需求的

專業知識，學以致用，提供企業新的招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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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讓學校教授了解產業趨勢並適時調整

授課內容。大學做為社會資源的創造者，且

企業做為人才的培育者，期望產官學持續共

同參與人才培育，以符合大學及企業的社會

責任。

陸、結語

綜觀上述具體案例及目標，許多企業已

著手進行人力資本之培育，而隨著投資人、

政府、客戶及整體社會對企業永續揭露的期

望倍增，在2030年以前，因應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將成為企業責任及永續發

展的關鍵作為，而被企業辨識為高度優先

推動的SDGs之一，「SDG 8 就業與經濟成

長」已成為人力資本實踐必須關注的目標。

企業如何落實SDGs將成為推動永續發

展的關鍵要素，安永關心企業永續發展議

題，期待人力資本可以轉化為企業長期競爭

力，並連結社會需求及國際趨勢，助力永續

發展。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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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帶來的新生態系

壹、 華麗轉身新機會─　　　
循環經濟

人類自18世紀以來，歷經兩次工業

革命，第一次透過機械化提升了勞動生產

力，而第二次革命則著重在都市化發展創

造規模經濟，200多年來整體社會及經濟發

展皆架構在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的
思維，以「取用－製造－丟棄(take-make-
waste)」的觀念持續消費及創造商業活動，

此經濟模型帶來了繁榮，大幅提高了部分人

民的生活水平；線性經濟帶來了空前的成功

卻忽略了地球資源有限。多數的產品在歷經

原物料開採，生產製造、銷售、使用，最後

被作為廢棄物處理，此時產品的價值就變為

「零」，根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研究，每年全球開採3.2兆美元的原料製

成的產品，有八成以上原料僅使用一次即被

丟棄，這種經濟模式將直接影響並造成資源

的稀缺，也進一步增加企業的原料取得成本

增加與價格波動衝擊[1]。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是藉由可

再生，再利用以及顛覆性商業模式和技術，

讓經濟穩定增長與稀缺資源耗用脫鉤；企業

不須再以短周期低成本的營運模式來進行商

業活動，而是重新思考產品和服務的供應，

如何帶來更穩定長期的獲利模式。循環經濟

轉型將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生態系統，將經

濟活動與資源的耗用脫鉤，仿造自然界生

命周期的概念，藉由創造一個閉合式環路

(closed loop)讓物料及能源不斷的在內部進

行循環，把經濟活動變成「資源－產品－再

生資源」的回饋式流程，透過從搖籃到搖籃

的循環方式，不僅可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更

可進一步衍生研發、製造、服務等機會，創

造額外的經濟附加價值[1]。

聯合國於2015年9月25日，在「聯合國

發展高峰會」中發布了「創建一個我們想要

的未來：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圖1)」，其中

SDG 12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期待即強調善用

寶貴有限資源來滿足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

共同創建一個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

步」與「環境保護」三大面向的社會[2]。各

國政府及企業將開始經歷轉型過程的風險與

挑戰，綠色國內生產毛額GDP(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eGDP)觀念開始崛起，

有別於現行的國內生產毛額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量化核算過程納入經

濟發展過程所需要的自然資源與環境元素，

如環境品質、生態自然環境、社會福祉與勞

動收入等影響，將經濟活動過程中所付出的

資源損耗成本與環境品質降低成本併入考

量，反應產品真實成本與價值[3]。

貳、驅動循環經濟新生態系統

根據PwC於2019年出版之The Ro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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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ity[4]，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可促進

經濟發展、商業利益、社會與環境效益，由

線性經濟轉型至循環經濟將是必然之過程，

客戶行為的改變以及科技突破的助力，企業

必須也得以重新思考如何延伸產品的生命周

期，搭配回收、再製、重新使用及翻新等創

新技術，來提升企業整體及環境效益。根據

PwC資誠觀察，驅動循環經濟新生態系改

變之三大趨勢如下：

一、資源的匱乏

資源的短缺導致其價格上升，同時也促

使各國政府針對製造業者加強實施更嚴格的

環保標準。公司開始尋找替代方案，如使用

植物合成為基礎的原料取代傳統的化石燃

料。線性商業模式通常仰賴大量資源的投

入，而在供應量與價格方面企業幾乎沒有掌

控的權限，因此也只能承受價格波動所帶來

的風險。循環經濟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從既

有產品中進行「挖礦」，並將其帶回產線中

重新利用。資源匱乏主要歸咎於消耗的量與

速度遠超過地球本身所能提供的，政治經濟

因素又使得此問題更加惡化。PwC資誠將

資源的匱乏分為三大類型：

1. 物理性的匱乏(Physical Scarcity)是
指關於資源的取得與消耗–是否還足夠？

當資源逐漸難以取得，開採相關費用及

能源需求同步增加，因此每單位開採的碳排

放量也向上提升，進而導致環境惡化加速。

2.經濟性的匱乏(Economic Scarcity)存
在於供應與需求雙方之間的關係─以目前的

價格開採資源在經濟上是否可行？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可導致資源在

特定地區分配過多或過少的情形發生。

3.地緣政治上的匱乏(Geopol i t ica l 
Scarcity)是描述在資源上的依賴與風險─誰

掌握取得資源的權力？

以稀有金屬為例，世界上9 0 %的鈹

(Beryllium)、90%的鈮(Niobium)、93%的

釕(Ruthenium)的自然儲量分別位於美國、

巴西、南非境內。

二、消費者行為的改變

消費者行為的改變使得支持永續營運模

式的企業逐漸在市場中得利。消費者開始

追求具有永續價值之品牌，產品含「綠」

量成為購買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根據

PwC資誠發布的「2019全球消費者洞察報

告」(PwC 2019 Global Consumer Insights 

圖1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

圖片來源：聯合國官網永續發展目標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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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35%的消費者願意選擇更永續的

產品以促進環保，37%期望看到包材為生態

友善的材質、41%在盡可能的狀態下避免使

用塑膠製品。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以生態友善或永續

思維為核心的新創企業獲得成功。2007年
成立的Tony's Chocolonely致力於按照公平

貿易的模式製造解放奴隸(slave free)巧克

力，就營收而言，現為荷蘭當地最暢銷的第

一名品牌。Alpro銷售一系列以植物基底為

主的飲品、優格、奶油替代品及甜點，目前

在歐洲乳製品市場中的市占率成長最快。相

對的，消費者也逐漸關注黑心企業的報導

及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法國媒體曾於

2019年年初揭露亞馬遜(Amazon)銷毀未售

出或退貨的全新狀態商品以節省倉儲成本的

醜聞，使得該公司受到大量消費者的抗議與

抵制而造成企業形象受損。

對許多企業而言，確保環境及社會責任

的壓力來自於供應鏈的整合，因為在現代生

產及營運模式下，企業的經營是必須與其他

組織相互連結、共同合作的；也因此，企業

必須將對永續的期待與野心傳遞至其供應

商，而這些供應商為了滿足其客戶對永續產

品與營運的要求，也必須對他們的供應商提

出相關的要求。這樣的過程使得永續生產與

營運模式成為企業與企業(B2B)之間互動的

重要關鍵。

三、科技上的突破

我們正在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數位化

及科技上的演進產生了許多新的商業機會。

這樣的發展對於避免廢棄物產生與實現循環

經濟扮演著關鍵角色。科技上的突破會推動

產量的提升，增進社會的福祉並使我們邁向

更永續的經濟，而數位化更是其中的催化

劑。在此PwC資誠鑑別出七項在下一個三

到五年間有助於產業進行循環經濟轉型的科

技：

1.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將會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最普遍被應用的科

技，並有最大潛能來支援循環經濟轉型。首

先，AI可提升產能，這是在循環經濟中相

當重要的一部份。AI也可用於優化如能源

或水等資源的使用，幫助系統更有效率的運

作。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尾聲，AI與機器人

的相互配合可使既有的產品或其零組件有重

新被利用的機會。例如，蘋果(Apple)的機

器人Daisy可拆解舊iPhone並從中取出最具

有價值的材料，高達99%來自舊電池的鈷可

再度投入於新的電池生產中。

2.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允許

製造業者控制、分析製程中的性能表現，進

一步收集數據以提高產能。IoT也可做為分

享平台或產品即服務之商業模式的基礎。以

雷諾汽車為例，銷售的電動車不含電池，車

主需租用電池並依照每月的消耗量進行付

費。電池上設有偵測器回傳電池的狀態給廠

商，當電池無法持續在車上使用時，將轉應

用於儲存再生能源，而非作為廢棄物丟棄。

3 . 積層製造 / 3 D 列印 ( A d d i t i v e 
Manufacturing/3D printing)可同時提升產品

設計的永續性及耐用程度，並盡量減少所需

資源的耗用。如提供客製3D列印鞋的廠商

Feetz在製造時未使用任何一滴水，材料皆

來自回收的原物料並且也可再次回收。當客

戶不穿時，鞋子可寄回給Feetz，材料會用

於製造新的3D列印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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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器人(Robotics)於製程上的多樣應

用可以增加產量、減少人為失誤及廢棄物的

產生，同時提高製造品質並延長產品的使用

年限。

5.區塊鏈(Blockchain)可幫助克服資訊

不對稱所引起的市場失靈。儘管產品及材料

的資訊透明度有助於產品的再利用，但在價

值鏈中的利害關係人有可能藉由資訊的不公

開以守護他們的競爭優勢。為了克服這項難

題，新創企業Circularise開發一套以區塊鏈

為基礎的平台讓所有利害關係人(產品製造

商、終端使用者、回收者)可以在不必揭露

機密資訊的前提下調查所需的材料及其回收

的資訊。

6.無人機(Drones)可用來運送小件的商

品，因其產生的二氧化碳較一般貨運要來得

少，有助於減少碳排放。同時無人機也可支

援精準農作及定期基礎建設保養的工作。

7.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與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可用來幫助

維護的程序，有助於產品使用年限的延長。

以AR為例，現場的非技術人員可在遠端技

術人員的指導下完成汽車或機械的修護及零

件替換的工作。

綜上所述，當市場需求發生變化，企業

即面臨轉型之壓力，也勢必將改變既有之生

態系統，PwC提出循環經濟轉型三大方針

與十大策略做為企業轉型之基礎架構，三大

方針分別為：

一、優先採用再生原物料

二、產品價值與功能使用最大化

三、副產品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表1　循環經濟方針與架構
方　　針 策　　略 說　　明

優先採用再生原物料

再生原物料
Circular Sourcing

在製程中將有限的資源/物料替換成可再生、生質基礎或
回收的材質

永續性設計

Sustainable Design
在產品設計及選料上促進更有效率的拆解、再利用、再
維修及升級再造

資源效率

Resource Efficiency 優化原物料/資源的使用，於製程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產品使用最大化

產品即服務

Product as a Service
產品的銷售轉型為服務的提供，透過再次利用以延長資
產的生命周期

分享/虛擬化
Sharing/Virtualising

分享汽車、房間、設備及數位產品等耐用性資產來延長
資產的生命周期

使用優化/維護
Usage Optimisation/Maintenance 透過維護提升資產效能及耐用性

重新使用/重新分配
Reuse/Redistribution 購買銷售二手產品來延長資產的生命周期

廢棄物及副產品回收
再利用

翻新/再製造
Refurbishing/Remanufacture

重新製造產品或零件來賦予新的使用目的，而非直接回
收

產業共生/製程回收
Industrial Symbiosis/Recycling from 
Manufacturing

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或副產品成為其他產品的投
入

消費後回收Recycling from Consumption 回收消費過後丟棄的材料

資料來源：PwC，2019，The Road to Cir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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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方針基礎下也提供以下十大應用策

略作為參考，期待透過衍生的行動方案達成

企業建構新的生態系統，達成循環經濟轉型

成果與目標。

叁、邁向循環經濟轉型建議

邁向循環經濟產生新生態系統已經是

必然的趨勢，但企業已準備好了嗎？循環

性商業模式將可帶來刺激創新、減少成

本、增加收入、減緩風險等多重效益，各

產業的國際標竿企業包括Apple、Google、
飛利浦、聯合利華、IKEA等都先後加入

CE100(Circular Economy 100)聯盟，承諾

朝向循環經濟前進，若台灣企業不重視此議

題，思考轉型策略，未來恐怕流失綠色競爭

力。對於推動企業導入循環性商業模式，

PwC資誠提供下列五點建議：

1.先盤點循環選項，而後由小到大循序

推動。

2.產品或服務的環境衝擊80%決定在設

計(Design)階段，因此「源頭設計」就要有

循環經濟思維。

3.「回收」僅是循環經濟的一個手段，

透過創新、商業模式、合作(產品／供應鏈)

等才是轉型重點，也是潛在機會來源。

4.推動循環經濟需有跨領域人才，包括

法律、環安、財務會計、生產單位等，故建

議企業建立跨部門單位推動循環經濟轉型。

5.循環經濟轉型不僅要關注獲利上的成

長，也應包括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影響，也

因此建立相關的績效量測指標同等重要。

循環經濟新轉型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簡單

的資源循環過程，而是過程中如何重新定義

產品新價值及建構一個完善的生態系統。在

整體實踐過程中，大家過去較關注的是資

源流的循環，但能實際驅動企業大幅度跨

入轉型的，其實是讓企業看見實質經濟效

益，因此要塑造一個成功的轉型案例，財務

模型設計(Financial Model)的重塑是一大關

鍵。其中共享價值的以租代售模式(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其財務模型須考量

的面向相對多，為讓循環經濟轉型成功，相

關產業鏈業者更需要有面面俱到、彈性可行

的財務模式，才能確保營運轉型成功。有鑑

於此，PwC資誠提出以下十項企業轉型必

圖2　企業轉型必須檢視的十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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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視的項目：產品設計、合作夥伴 、資

金來源 、存貨管理 、定價模式 、信評機制 
、營運成本 、法務系統 、財會系統 及監管

機制：

在完善健全的財務模型支持下執行循環

經濟轉型，才能為企業帶來長期、穩定及可

預測的財務效益。PwC資誠呼籲企業財務

長及循環經濟專案同仁檢視轉型規劃是否衝

擊既有財務模型、了解如何調節及進行最佳

化實務操作，才能協助企業完美轉型建構一

個完整且可被實現的新循環商業模式。從整

體趨勢觀察，循環經濟帶來的新生態系未來

將逐漸取代既有的線性商業模式。企業可藉

由循環經濟方針與導入建議著手評估尋找

轉型的契機。PwC資誠也提醒企業在轉型

過程中必備關鍵成功要素為一個允當可行的

「循環經濟 財務模型」，使企業能在穩定

的循環經濟流下創造最佳的、可持續的新生

態系統。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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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6歲少女帶來氣候變遷啟示錄

瑞典一位名為葛莉塔．桑柏格(Greta 
Thunberg)的15歲少女於2018年8月起，連

續三周於瑞典國會外展開罷課抗議，要求

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應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並隨即引發許多學生紛紛效尤。桑柏格更

進一步決定直到瑞典政府訂定的氣候政策

能符合全球升溫不超過2度C的目標前，

持續於每周五展開抗議活動，該活動標語

#FridayForFuture、#Climatestrike隨著網路

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截至2019年11月止，

已於222個國家號召了960萬人參與1，而

Greta也在2018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第24次締約國大會(COP 24)上發表演說，

以強烈的措辭說道2：

「我們不是來這邊請求各國領導者關

心，你們在過去忽略我們，你們於未來也會

忽略我們。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藉口、也沒有

時間了。我們來到這裡讓你們知道無論喜歡

或不喜歡，改變正在到來。」

從桑柏格的演說中，我們可以瞥見氣候

變遷帶來的「氣候正義」與「氣候變遷的急

迫性」議題。「氣候正義」概念為由於人

們減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的能力

取決於收入、種族、階級、性別、資本和

政治代表等因素，而低收入、少數族群、

兒童等由於較缺乏資源及對政治決策的發

言權，不僅更容易受氣候變遷負面衝擊影

響，也較難從這些負面影響復原。COP 24

會議期間也發表了「西利西亞宣言(Silesia 
Declaration)」，呼籲各國在認知氣候變遷

帶來挑戰與機遇的同時，要更關注城市韌

性、勞工轉型等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環境、

社會新興議題，並盡可能降低氣候變遷對

弱勢族群的衝擊，達到公正轉型的目標。

而對於氣候變遷的急迫性，我們可以從聯

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於2018年11月發布的排

放差距報告(Emissions Gap Report 2018)3

中看出端倪。摘錄其重點結論如下：

●依據目前各國提出的國家自定預期

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預計2100年全球升溫將達到攝氏3
度C。

●若期望達到升溫不超過攝氏2度C的目

標，全球減量企圖心必須達到現在的三倍；

若目標為升溫不超過1.5度C，則減量企圖

心需達到目前五倍。

●來自國家以外組織(如地方政府、企

業等)的努力將成關鍵。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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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第25次締約國大會即將到來的現

在，提出七大關鍵政策建言4，包含：

1.應提升企圖心朝向升溫不超過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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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度C及淨零碳全球經濟邁進

2.企業應採取領頭行動

3.導入碳定價及依巴黎協定第六條採行

合作機制

4.增進氣候韌性

5.財務機制

6.公正轉型

7.維護自然生態

由前述內容，可以看出私部門在因應溫

室氣體上扮演及其關鍵的角色。雖然國際氣

候談判近日因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而遭受

重大挫折，但企業界仍然致力實現巴黎協定

目標。財星雜誌全球前五百大企業中，近半

數已設定與氣候或潔淨能源相關目標5，顯

示愈來愈多企業已認知因應氣候變遷已是其

營運決策不可不面對的要素之一。以下將由

企業價值鏈角度，從企業自身、供應鏈、以

及投資者對於氣候變遷的因應作為進行探

討，探討私部門在氣候變遷議題因應的現況

以及未來展望。

壹、企業自身

瑞典女孩葛莉塔．桑柏格的行動造成的

效應與溫室氣體減量帶來的壓力，也為如今

的商業界帶來了新的經營壓力，對於尚未準

備好的企業，這股風潮如同洪水猛獸般為企

業未來的道路帶來了顯著的、巨大的不確定

性，在企業的營運方面，全球朝向低碳經濟

邁進，而企業的融資方面，「赤道原則」使

得企業若是未能有效管理營運上所帶來「環

境」、「社會」風險，將導致資金取得的困

難。對於已經有所準備的企業，則是帶來了

全新的機會。

一、碳定價(Carbon Pricing)
為「碳」定出價格，向二氧化碳的排放

源收取費用，讓排放者更加直接感受到「氣

候變遷」，社會所負擔之成本得以在符合使

用正義的概念下重新分配，將社會經濟成本

移轉回到排放源，這是「低碳經濟」的最

初概念。在現今的國際市場與各國政府，

目前常見的兩種措施為「碳稅」(Carbon 
Tax)與「碳權交易」(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6。截至2019年，全球已有57個碳

定價制度被實施或正計畫被實施。碳定價制

度所管理之碳排放量達11 GtCO2e，大約涵

蓋了全球碳排放的20.1%，且其涵蓋碳排放

仍持續增加中7。

圖1　全球碳定價實施現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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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稅

碳稅方案可視為政府直接給碳一個價格

(即稅率)，針對企業排碳課以一定比例碳

稅。同時，為了達成國家氣候變遷目標，稅

率也可能因此調整，如冰島2019年時，提

高10%的碳稅以符合國家減量目標。在全球

脫碳的浪潮下，台灣多數產業高度倚賴進出

口，需要特別關注全球在推動巴黎協定落實

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影響，包含掌握出口對

象所在地國家減碳政策及行動方案，以及利

害關係者對於碳排放揭露的要求，以維持產

品或服務的競爭力。

(二)碳權交易

「碳權交易」則是透過市場機制，將排

碳量進行交易，並進而對排放量進行抵換。

「碳權交易」通常會與「總量管制」一起實

施，法規對於企業排碳量設一上限，若排放

量超過該上限，企業必須尋求額外的碳權以

「抵換」其超出的排放量，企業亦可透過執

行減量措施並將得到的碳權出售給需求方，

透過這樣的市場機制，可提供企業執行減量

措施的誘因。碳權交易也已在許多地區實

施，如歐盟、加州等。而我國公告「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中，亦將總量管制與碳交

易納入規劃，雖目前尚未公告實施時間，面

對低碳經濟時代，企業為應對可能的財務成

本做好準備並思考納入相關碳管理策略。

(三)內部碳定價

依據CDP研究指出，目前全球已有超

過千家以上企業採取或預計採取「內部碳定

價」作為低碳時代的重要決策輔助工具8。

哈佛商業評論曾於「企業提升氣候競爭力

(Future-Proof Your Climate Strategy)」9一

文指出，企業必須先清楚了解自身排放溫室

氣體的情況，計算排放量，並制定減碳計

畫。了解碳排放量後，接下來需檢視並參

考目前國際上有實施徵收碳稅或已實施碳

交易的市場，尤其是企業設立營運據點之

所在國、所在地，或打算進入的國家市場

現行的碳政策價格，如：歐洲能源交易所

(European Energy Exchange)於其報告中說

明碳排放限額為約為2~3歐元10。然而，隨

著國際上可預見將以更積極的作為面對氣候

議題，碳的交易價格可能也會節節升高，企

業在制定內部碳價要以長遠的政策為出發，

因此需將未來可能的碳價格也納入考慮，

如：瑞典政府自1991年徵收碳稅以來，從

家庭每噸24歐元(工廠6歐元)到今年2019年
已增加至不分單位每噸價格為114歐元。

此外，由於技術層次與未來經濟發展

具高度不確定性，導致預測未來的碳定價

是很困難的，2017年由CDP和全球商業氣

候聯盟(We Mean Business)在2017年成立

「碳定價走廊」行動方案(Carbon Pricing 
Corridors)，其中內容提及若要達成巴黎氣

候協定的目標則2020、2025、2030年的參

考碳價格，企業要以此行動方案作為未來可

能的碳定價趨勢的內部碳定價基準11。

微軟公司2012年施行內部碳定價制

度，以各事業部為單位，對每噸排放收費5
美元至10美元，收到的錢集中統一作為基

金，實施之後，由於將碳排轉變為實際的財

務成本，可制定相對應的KPI，幫助企業建

立了環保文化，減少能資源的浪費，另一方

面，將收到的基金用以能源效率改善計畫、

綠色能源的設備投資和碳抵減計畫。微軟表

示，自2012年以來，每年省下了龐大的能

源費用支出，也減少了企業的碳排放量，微

軟更預計在2030年可以減少目前營運所產

生的碳排放量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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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碳定價」不僅可幫助企業改善能

源效率，也可作為幫助企業管理階層做出商

業決定的重要工具，例如：當企業面臨決定

是否投資某項會造成碳排放的資本投資案

時，若企業忽略將碳成本納入考量，則很有

可能會因此導致此項投資案評估結果失準，

除此之外，碳價也得以使用於衡量未來政府

的政策訂價機制所帶來可能的額外財務支出

與法規風險，並可提早找出風險和機會，據

以調整策略。

二、永續金融

透過將環境、社會相關因素納入專案

融資、放貸審核等流程，並進一步對客戶

提供更符合永續的諮詢、產品與服務，讓

金融業在對抗氣候變遷過程中也扮演了重

要角色。如聯合國於2019年9月正式啟動

「責任銀行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提供了一套幫助全球銀行業

應對和推動經濟永續發展並從中受益的指

引。該原則亦為銀行推動永續發展提供了衡

量標準及遠景目標。全球已有130家銀行簽

署該原則，合計資產總額達47兆美元。整

理其六項原則如下：

‧原則1：一致性。簽署行承諾確保業

務策略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巴

黎氣候協定、以及國家和地區相關框架所述

的個人需求和社會目標保持一致，並為之作

出貢獻。

‧原則2：影響與目標設定。簽署行承

諾不斷提升正面影響，同時減少因銀行的業

務活動、產品和服務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負

面影響並管理相關風險。為此，銀行將針對

其影響最大的領域設定並公開目標。

‧原則3：客戶與顧客。簽署行承諾本

著負責任的原則與客戶和顧客合作，鼓勵可

持續實踐，促進經濟活動發展，為當代和後

代創造共同繁榮。

‧原則4：利害關係人。簽署行承諾將

主動且負責任地與利害關係人進行磋商、互

動和合作，從而實現社會目標。

‧原則5：公司治理與銀行文化。簽署

行承諾將通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負責任的銀

行文化來履行銀行對這些原則的承諾。

‧原則6：透明與責任。簽署行承諾將

定期評估簽署行個體和整體對原則的履行情

況，公開揭露銀行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及其對

社會目標的貢獻，並對相關影響負責。

我國行政院已於2017年11月6日核定金

管會所提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期望金

融業擴大銀行發揮引導資金至綠色用途之影

響力，讓台灣轉型為綠色低碳經濟、綠色投

資、綠色消費與生活，並就授信、籌資、投

資、人才培育等面向提出相關策略。以授信

為例，該方案鼓勵銀行採自願性國際赤道原

則，將社會和自然環境衝擊等影響納入授信

評估，值得注意的是，赤道原則於2019年
發布了最新的EP4版本，預計於2020年7月1
號正式採用。此版本主要的改變包含擴大了

適用赤道原則的案件範圍，規範金融機構承

作符合赤道原則之專案相關再融資(Project-
Related Refinancing)與專案相關併購融資

(Project-Related Acquisition Financing)時
亦應符合赤道原則的規範，而專案於規模、

範疇無顯著改變、且在融資協議簽訂時，該

專案尚未完工的條件之下，也需納入赤道原

則的內容之中。另一方面，在環境評估的面

向，最新的版本更強調氣候變遷風險之評

估，於環境評估文件的清單中，新增了溫室

氣體排放程度(level)與排放密集度、耗水

量、耗水密集度、取水來源與占地面積、土

地使用方式等項目，可以想見，未來企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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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原則的簽署金融機構籌資時，社會、環

境風險的評估力道會更加的強勁。

貳、供應鏈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經濟中，現代供應

鏈的一大特點是地理範圍擴及世界各地，而

供應鏈管理也常被視為企業成功的關鍵。談

到供應鏈管理，其主要的核心目標——降低

生產成本、提升交貨速度、提高產品品質與

管理重大中斷風險，任何一個目標都有可能

受到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而現代供應鏈的

特徵更加劇了這些情形。因此，企業必須開

始考慮氣候變遷對供應鏈的影響。以下就氣

候變遷與減緩兩大面向進行探討。

一、氣候變遷與供應鏈管理的調適

對製造業來說，許多企業選擇在人力成

本相對低廉的地區設廠，以中國廣東與遼寧

為例，這兩個地區在2013年夏天出現嚴重水

災13，造成當地嚴重的災情，令許多企業措手

不及而造成損失；而食品業也列為首當其衝

的產業之一，天氣只要變化幅度異於以往，農

作物的收成就會受到影響，容易影響其原料

供應的穩定性，勢必增加原料的成本，這些都

更有理由使企業關注供應鏈管理與氣候變遷

的關係。國際大型食品業者雀巢公司(以下簡

稱雀巢)為了因應這些風險，對供應鏈進行控

管，使用衛星技術來確保其供應鏈中不會發

生森林砍伐來製造棕櫚油，並承諾2020年使

用100％負責任地採購棕櫚油14，將不遵守其

政策的公司列入黑名單。由此可見，因為氣候

變遷不斷惡化，供應鏈不但會有無可預見的

災害，勢必也為各種產業帶來更嚴峻的考驗。

二、透過新型態供應鏈管理達到氣候變遷減緩

除了調適氣候變遷所引發營運風險，減

緩的方向也為大眾所關注，其中使用再生能

源、減少碳排放及廢棄物汙染常是企業首先

著手的議題。企業不僅訂定內部的減排政策

及因應措施，也將範圍增加到了對供應鏈

的永續管理。以國際品牌大廠蘋果公司(以

下簡稱Apple)為例，Apple與供應商共同許

諾將在2020年前將4百萬瓩(GW)的再生能

源引進供應鏈15，並且預計明年額外多產出

超過1百萬瓩(GW)，承諾全數以清潔能源

生產其Apple產品的供應商總數量已達到44
家，其中許多為台灣廠商，包括台積電、鴻

海、可成、仁寶、和碩、廣達、緯創、致伸

科技、明安國際、力麗等。

台灣企業在推動供應鏈減碳上亦不遺餘

力，如台積電發布了「台積公司氣候變遷宣

言16」中提及，藉由供應商評鑑、稽核與訓

練，要求供應商施行節能節水的管控措施，

並表揚傑出廠商。此外，亦與供應商合作設

計節能製程機台與廠務設備。

而以離我們生活貼近的食品餐飲業來

說，餐廳有60％到70％的碳足跡來自食物

本身17，所以餐廳如何選擇供應商、設計菜

單和控制份量甚至是產品包裝來減少排放都

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2018年3月，麥當勞

宣布將與特許經營商和供應商合作，預計

在2030年前，將麥當勞餐廳和辦事處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從2015年的基準年度降低

36%18，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策略。

此外，到2030年，麥當勞承諾整個供應鏈

的排放密度(每噸食品和包裝)將較2015年
的水平降低31%。這個綜合目標已獲科學

目標計劃(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SBTi)認可。為了達成此目標各國麥當勞都

做了不同的努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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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裝節能設備，減少了17%的

用電量。

‧法國：透過如再生能源憑證的購買，

平均降低了每個消費者40%的溫室氣體排

放。

‧英國：建立永續牛肉俱樂部，有些牧

場成功降低約1/4的溫室氣體排放，由此可

見麥當勞的決心。

除此之外，隨著社會大眾日常生活對餐

飲外送服務需求的不斷增長，網路餐飲服務

業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產生的塑膠餐盒和包

裝製品消耗量增長，因而產生的廢棄物汙染

問題也日益凸顯，造成新的環境汙染壓力。

針對這一問題，阿里巴巴旗下訂餐平台餓了

麼，帶領材料供應企業、回收領先機構、行

業第三方專業機構，推動中國首個針對外賣

行業餐廳商戶的綠色供應鏈管理計畫《藍色

星球》20，其計劃分為短、中、長三階段：

‧短期目標：從產品層面引導用戶和商

家自發性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中期目標：綜合利用經濟及技術手

段，提高商家使用環保餐具積極性。

‧長期目標：深入供應鏈，以需求端的

進步倒逼上游產業改革。

這一計畫於2018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

試點上線，首批入駐環保商家超過千餘家，

截至2019年5月底，累計入駐商家已超過一

萬家，其中包括麥當勞、肯德基或漢堡王等

連鎖快餐品牌。

叁、投資者

在過去希臘城邦與現代民主公民社會

中，為了國家方向、社會發展與改變，人們

用「投票」作為表態方式或選擇將要採取的

行動，而在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時，

負責任的大人們現在可透過另外一個選項─

「投資」，來啟動新的發展並為這個世界做

出貢獻。

一、 氣候變遷讓投資人覺得「痛」─對氣候
變遷資訊需求提升

氣候變遷在近年已明確帶來經濟面的

風險與負面衝擊。英國風險分析機構Verisk 
Maplecroft指出，東南亞地區(含台灣)在未

來30年可能因為漸趨嚴重的高溫酷暑而平

均損失16%的勞動力，衝擊區域經濟成長動

能，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是受影響

最嚴重前三名國家21。

過去投資人基於傳統財務資訊來規劃投

資計畫，在氣候變遷因素的衝擊下，投資人

需要不同於以往的公開資訊種類。如獨立

非營利組織CDP由超過500個管理資產總額

達96兆美元的投資機構共同發起，邀請各

大企業填寫CDP設計的問卷，以公開企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鼓勵公私部門測量、盤

查、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然而僅只是碳排

放量的揭露並不足夠將投資人的投資部位與

氣候變遷風險有所連結，因此更進一步揭露

企業在氣候變遷風險因素下的實際財務配置

才能符合投資人真正的關注焦點。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即為一可供參用指引，此指引

為經由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 ia l 
Stability Board, FSB)在2017年6月正式發

布，在2018年CDP的問卷更直接導入TCFD
的架構，目前TCFD公告已獲得超過500個
企業組織所支持。TCFD共計有四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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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公司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

目標，公司企業可由此四大核心研擬氣候變

遷因應政策，且可依據產業特性或營運據點

設定不同分析條件，有助於投資人辨認在未

來情境下之氣候風險。分析結果除揭露碳排

放量資訊外，更提供利害關係人可靠的財務

基礎衡量資訊，也必須揭露氣候變遷可能帶

來的風險與機會，以瞭解在未來將對財務造

成的可能影響。

二、打造永續投資計畫

氣候變遷風險對經濟與投資獲利之衝

擊日益升高，投資人必須帶入永續投資的

概念並調整現有投資計畫，從氣候變遷高

風險項目轉移並尋找新投資標的。獲得聯

合國支持的「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即在此情形

下誕生，期望投資機構將投資標的之環境、

社會、治理因素(ESG factors)納入至本身

的投資考量與規劃中，以強化投資者的永

續投資概念及相關報酬與風險管理。舉例

而言，瑞典退休基金The Seventh Swedish 
National Pension Fund (AP7)將聯合國氣候

變遷綱要(UNFCCC)整合至退休基金投資

標的篩選機制中，一旦發現投資計劃所牽涉

的公司不符UNFCCC的精神與要求，將啟

動對談並要求改變，或者在協商失敗之後將

該公司列入黑名單並拋售原持有之股份，但

AP7也強調列入黑名單並非永久性懲罰，而

是希望該些公司能夠就此做出承諾與改變，

直到重新獲得AP7認可並再度投資其事業。

此外，原由教育界發起的「撤資」

(Divestment)行動也在近年獲得投資機構響

應。活動起源於2010年美國大學院校的學

生，聯署要求校方將原先投資在化石燃料產

業的資金，改投注在乾淨能源發展的相關

產業，及資助受氣候變遷影響之社群。相

關活動快速蔓延，如國家主權基金(挪威主

權基金、愛爾蘭主權基金等)、國際開發銀

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投資銀

行等)、宗教團體(橫跨基督教到伊斯蘭教)

等，也都陸續加入撤資行動。截至2019年
全球已有超過1,100個機構進行撤資行動，

累計從化石燃料產業撤離的資產總值已超

過11.5兆美元。法國的資產投資顧問公司

Kepler Cheuvreux也提出警告22，因化石燃

料產業資產套牢將使全球總值約28兆美元

的化石燃料營收將受到衝擊。顯示全球能源

產業在此趨勢下將逐漸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

賴，相關的投資方案或計畫終將不免走向虧

損的命運。

肆、總結

由前述企業、供應商到投資人因應氣候

變遷的倡議與案例，可以看出氣候變遷正確

實影響企業乃至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走

向，瑞典少女桑柏格的出現，或許也提醒了

所有人，雖然改變正在發生，仍不夠快。傳

統的商業模式正不斷被打破，現代的商業模

式則不斷朝向永續發展靠攏，「瑞典女孩」

所引發的全球旋風仍在持續發酵，套一句

桑柏格於2019年9月於聯合國氣候行動高峰

會(UN’s Climate Action Summit)演講的

開場白：「我們會盯著你們！(We will be 
watching you！)」23，從聯合國的作為、各

國政府、企業的響應，預期這股旋風在未來

會吹得更強、更遠。在公民意識崛起、對企

業資訊透明揭露的要求持續提升之下，企業

界也需要徹底調整體質，規劃更快速、更全

面、更符合長遠環境與社會目標的營運方

向。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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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重新定義台灣能源地圖

壹、 減碳成績拉警報 促再生
能源蓬勃發展    

為了解全球減碳結果，PwC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於2019年9月公布《2019全球

低碳經濟指數》(The Low Carbon Economy 
Index 2019)調查報告[1]，並解析全球國家

2017至2018年度減碳表現(圖1)。調查結

果顯示，雖然2018年全球排碳強度下降了

約4.7%(從2017年的265(tCO2/百萬美元

GDP)下降為2018年的253(tCO2/百萬美元

GDP)，但因為全球各經濟體2018年的GDP
成長幅度較大，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仍較前一

年度增加，並且增加為歷史新高點。

PwC的《2019全球低碳經濟指數》

調查報告進一步指出，G20國家的脫碳率

(Change in Carbon Intensity 2017-2018)
都不及格！調查結果顯示，要達到控制全

球升溫不超過攝氏2度C的門檻，全球年均

脫碳率(Annual Average Change in Carbon 
Intensity)要達7.5%，但是2018年只有

1.6%，比2017年的2.6%還要不樂觀，也

較巴黎協議中G20「國家自訂預期貢獻」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所承諾的3%，差距越來越遠。

圖1　2018年全球脫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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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地球化石燃料發電造成的嚴重二

氧化碳排放問題，全球都在積極發展綠色

(再生)能源，因為它具有潔淨、低溫室氣體

排放及自產能源的特性，減碳成績亮眼的國

家，主要也都是因為將綠色能源列為能源政

策的規劃重點，例如：

(1)德國透過有系統的推動再生能源與

提升能源效率的方式，建立無核且低碳的

電力供給系統，想要達成2050年再生能源

使用占比60%以上的能源政策目標[2]。在此

目標下，德國在2019年9月公布的「2030
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2030」，訂定2030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為，相較於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減

少55%。並規劃使各部門的減量目標具有法

律約束力，也就是如果某個部門未達成既定

減量目標，則主責該部門之部長有義務在三

個月內提出一項臨時計畫，使其減量狀況回

到既定規劃之路徑上[3]。

(2)英國於2016年推動再生能源進入

電網後，2018年再生能源(包括生質能、

水力、太陽能與風能等)供電占比達33%，

較2017年的占比29%大幅成長並創歷史新

高。更在2019年6月積極的通過「淨零排放

法案」，宣示將在2050年達到溫室氣體淨

零排放。

綠色(再生)能源正處於能源轉型關鍵時

代中，驅動全球經濟發展與成長的新引擎，

從全球各界發布之調查報告，也能清楚看出

再生能源在未來數十年將蓬勃發展的趨勢，

例如：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於《全

球能源轉型2050年計畫》中指出，若與

《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對齊，2050年再

生能源供電的比例，應上升至86%[4]。

‧IPCC於《全球升溫1.5°C特別報告》

指出，符合升溫不超過1.5°C之全球模型途

徑中的再生能源供給，推估於2050年會上

漲至70-85%。

‧英國石油公司(BP)的能源展望報告

指出，假設政府政策、技術和社會偏好持續

以近期之方式和速度發展，再生能源於初級

能源占比，預估至2040年將提升至15%以

上[5]。

貳、 離岸風電正改變台灣能源
地圖

依能源局分析2018年台灣能源供需情

形，台灣能源使用的供給高達98.06%仰賴

國外進口，較上年度增加1.62%，而其中初

級能源的化石燃料占比為94.5%[6]。就能源

自主性與多元性而論，化石能源依存度高不

僅加重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的壓力，也降低我

國能源使用的穩定性，因此分散製造能源的

來源與積極發展自主能源，就成為刻不容緩

的事情。根據台電統計2018年再生能源發

電量，約占台電系統4.9%，其中再生能源

的來源包括：

‧水力發電占1.9%，

‧垃圾沼氣發電占比為1.1%
‧太陽能發電占1.1%，

‧風力發電占0.7%，

‧生質能占0.0%(四捨五入)

經濟部能源局2018年全國電力資源供

需報告指出，台灣政府選定以太陽光電及離

岸風電作為主要發展項目，主要原因是可利

用夏季的炎熱日光發展太陽光電，提供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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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需求；冬季的強勁東北季風則為離岸風

電發電來源，可減少燃煤發電，有助於降低

汙染，符合我國用電特性並兼顧環保[7]。為

加速國內能源轉型，經濟部依「技術成熟可

行、成本效益導向、分期均衡發展、帶動產

業發展、電價影響可接受」等原則，推動新

能源政策發展方向的策略與各項措施，期

望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可達到經濟部規劃於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20%之目標。其中

各項再生能源發電量的目標如下表。

再生能源種類 2025年發電量目標

太陽光電
地面型則規劃：1,700萬瓩
屋頂型：300萬瓩

風力發電
離岸風力：573.8萬瓩
陸域風力：120萬瓩

地熱發電 20萬瓩
水力發電 215萬瓩
生質能發電 81.3萬瓩
氫能燃料電池 6萬瓩

台灣首座離岸風電預計於2019年底開

始商轉，目前發電量仍是0，但從經濟部規

劃在2025年，風力發電中的離岸風電發電

量要達573.8萬瓩的目標，可以看出離岸風

電正在改變台灣能源地圖！

叁、台灣離岸風電的發展近況

國際能源總署(IEA)發布的《2019離
岸風電展望報告》中指出離岸風電在2010
年至2018年以平均年成長率30%發展，但

是從2018年全球總計完成的4.3GW的離岸

風電裝機容量推估，發電量僅占總能源的

0.3%。雖然如此，而在現有政策的情境模

擬下，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2040年離

岸風電的發電量占比將有大幅度的成長，

推估可達總發電量的3%[8]。日前Bloomberg  
News報導，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全球風

速正持續增強，這將更有助於提高陸域風電

和離岸風電的發電量[9]。

台灣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擁有

世界上風力最強的20處離岸風場的16處風

場，吸引愈來愈多國際開發商來台投資風

機。2017年經濟部採取「先示範、次潛

力、後區塊」三階段開發策略，以短期厚植

工程實務基礎，輔以法規修訂與管理措施優

化設置環境，致力達成2025再生能源20%
占比的願景，並在同年核定「風力發電四年

推動計畫」，設立國內離岸風電裝機容量，

要在2020年達520 MW，2025年達5.7 GW
的目標，預估每年發電量可達203億度。而

在國際開發商來台投資風機的環境下，我國

政府推動在地化策略，透過本地廠商工程參

與風力機組、水下基礎、電力設施、海事工

程等相關產業軟硬體製造的機制，打造台灣

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帶動提升技術研發進

而刺激國內產業成長與轉型。除我國政府推

動在地化策略，台電亦規劃「離岸風力發電

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預定於2025年
底完成本計畫所提出之第一期加強電力網工

程，係提供桃園離岸風力1.14GW及彰化離

岸風力6.5GW之併網容量，合計7.64GW，

滿足政府2025年全台離岸風力5.5GW併網

目標及離岸風力業者併網需求[10]。

在全球離岸風電發展歷史上，台灣並沒

有缺席，我國第一批區域發展計劃中的二個

風場區塊之一，位於苗栗外海首座具商業規

模的離岸風場海洋風電(Formosa 1)示範風

場，共計22支風機，在2019年11月中已安

裝完成，為台灣離岸風電發展史設立新的

里程碑，預計於2019年底前正式商轉，裝

機容量128MW，估計可帶來每年4.8億度發

電量，供應12.8萬戶家庭使用；而西門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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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颯(SIEMENS Gamesa)亦啟動台灣離岸

風電海能(Formosa 2)計畫，將於2020年開

始進行風機安裝，裝機容量可達376MW目

標，預計每年可供應38萬戶家庭使用[11]，

以上成果主要來自於政府的大力推動離岸風

電的發展。

台灣綠電市場自由化與離岸風電技術在

地化的產業鏈發展，為台灣邁向低碳經濟

架構起了良好的開端，但再生能源(包括離

岸風電產業)的發展，需要有活絡的交易市

場，才能蓬勃發展。根據國際再生能源總

署(IRENA)2018年最新發布的企業採購再

生能源市場趨勢報告，歸納出常見的再生

能源模式有非綑綁式能源證書(Unbundled 
Energy Attribute Certificates, EACs)、能源

購買協議(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

與公用事業採購(Utility Green Procurement 
Programmes)等。國內經濟部於2014年開始

推動「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計畫」，在不修

電業法的前提下，建構一套購買再生能源的

管道，讓一般民眾、企業用戶能自願申請認

購，推動三年間逐漸受到民間與社會認同。

然而早期制度近似於把認購金投資於再生能

源發展，而非購買實質「綠電」。2016年
經濟部啟動能源轉型，推動新能源政策發展

策略，2017年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

開放綠電可透過直供、代輸及售電業銷售給

用戶，亦可自發自用，使市場機制自由化。

台灣標檢局亦成立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推

行綠色電力憑證制度，統籌台灣再生能源憑

證(T-REC)的發放與管理，透過第三方單位

驗證再生能源設備及發電量，確保電力來源

為再生能源。再透過2019年《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的修訂，我國綠電正逐步往自由市

場邁進，除允許躉購、直轉供雙軌可以互

換，保障進入自由市場的綠電可以再轉回躉

購，並且開放再生能源售電業的設立，得透

過轉供方式將電能售與用戶。此次修訂亦規

範用電大戶需設置一定比例的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與儲能設施或是購買再生能源憑證，未

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

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可知政府推動

綠電的決心。

因應國際綠能趨勢、低碳環保意識以

及客戶要求，(例如，共計有44家Apple供
應商，承諾全數以清潔能源生產Apple產品
[12])，企業積極將再生能源使用策略納入企

業方針，購買綠電的需求亦日益上升。經濟

部亦積極規劃台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接

軌永續評比，憑證除了可作為我國溫室氣體

盤查之用電端間接排放量之計算工具外，

也鏈結相關的永續評比如CDP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遠見雜

誌及天下雜誌，和國內獎項標章如綠色工廠

標章、第二類環保標章、企業環保獎、公司

治理評鑑、綠建築標章等。

自2013年起，隨著政府啟動離岸風電

示範計畫開始到苗栗外海首座具商業規模的

離岸風場海洋風電(Formosa 1)示範風場安

裝完成，除了達成2025年綠能裝置目標，

也希望藉由開發台灣海峽離岸風場的機會，

逐步建構我國從製造業、服務業、發電業之

風力發電產業鏈。並藉由示範機組、示範風

場與後續大規模的開發，逐步帶動我國整體

風電產業之發展。

肆、台灣離岸風電的挑戰與未來

台灣在牽涉廣泛的離岸風電產業鏈中

(圖2) [13]，所面臨的挑戰可由幾個面向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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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機設備系統

在離岸風電發電系統中，發電機具的建

置為最重要的關鍵核心，其中可分為三個部

分，包括上部的風機製造、塔架與穩定風機

的水下基礎風機系統。現階段台灣以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帶領下，與27家企業組成

「Wind Team國際合作聯盟」推動相關的技

術發展。風機建造時，除了工程技術商的參

與，還需要相關船舶作業，例如各式拖船與

警戒船的協助，以及維運團隊監控和緊急解

決運轉期間可能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由

於台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地帶，亦需面對地震

頻繁與夏秋之際的颱風等挑戰。因此，要如

何借鏡歐洲離岸風場開發的經驗、強化風機

結構設計與維持營運機制設計，以鞏固在地

工程產業鏈的發展，將是台灣能夠著力發展

的核心。

二、環境影響評估

台灣海峽復育白海豚、瓶鼻海豚與鼠海

豚等鯨豚，以及蝙蝠族群，在風機建置與運

轉過程，存有造成生物原有生活型態紊亂的

風險，為使離岸風電的開發不造成生態環境

的影響，台灣政府以環評審查機構和開始施

工前以生態觀察的前期探勘作業為生態保育

的守門員。然而對生物之生態習性資料庫尚

不完善，因此政府如何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干

擾，同時發展我國再生能源，仍是現階段的

關鍵議題。

圖2　離岸風電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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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色金融發展

台灣離岸風電建置發展至今，除帶來離

岸風場的開發建置、運營思維與國際開發商

來台投資與技術資源投入的機會，融資與管

理層面仍面臨艱鉅的挑戰。離岸風場的建造

因屬於資本密集產業，需要投入龐大的資

金，而高度仰賴綠色融資管道：國內金管會

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短期目標

為協助離岸風電業者取得風場籌設及興建前

期所需的資金，長期則透過金融機制引導

綠色經濟、綠色投資、綠色消費與生活的轉

型。金管會配合政府政策因應氣候變遷、追

求環境永續及發展綠能科技產業，發展「綠

色金融」已是金管會推動的重點政策，根據

台灣證劵櫃台買賣中心綠色債劵發行統計資

料顯示，2019年台灣發行綠色債劵共有13
筆，11筆綠色投資計畫類別為再生能源及

能源科技發展[14]。其中，沃旭能源(Ørsted 
A/S)於2019年11月5日以「綠色金融框架」

於台灣發行總額新台幣120億綠色優先債

券，以注資於沃旭在台灣的離岸風電計畫
[15]。綜觀目前離岸風電融資機制，專案融

資是風場建置相當重要的部分，然而台灣剛

啟程於離岸風電發展，國內多數銀行於風場

相關資訊不足與尚不熟悉風險評估框架下，

仍對投資專案採取觀望策略，因此未來如何

完善建構融資框架與全面評估相關風險以鼓

勵綠色金融的投入，是離岸風電發展的重點

項目之一。

離岸風電是能源政策，也是台灣的產業

政策！日前我國首座離岸示範風場已完工，

後續經濟部將採取以下策略，積極推動離岸

風電發展、建立在地產業鏈[16]：

一、分階段開發、逐步建立實績

現已完成示範及潛力階段招商作業，並

將進入風場建設期，自2026年後起之區塊

開發，每年將釋出1GW併網量，並納入價

格考量、降低開發成本，妥善規劃招商策

略。

二、完善基礎建設、友善開發環境

政府將積極建設風機預組裝碼頭、運維

碼頭、水下基礎碼頭與加強電力網等相關基

礎建設，以建構離岸風電之友善開發環境。

三、推動國產化、建立本土產業

歸納產業發展項目如塔架、水下基礎、

電力設施與海事工程等，並考量發展時程，

分為前置期(2021~2022)、第一階段(2023)
與第二階段(2024~2025)等，建置我國離岸

風電產業。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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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現況與展望

壹、前言

為了共同遏阻全球氣候暖化，2016
年11月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Par i s 
A g r e e m e n t)，目標是要在本世紀結束

前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

前平均增溫低於 2℃之內 (並努力控制

在1 .5℃以內)，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2017年所出

版的「Investing in Climate, Investing in 
Growth」報告中指出，要達成「巴黎協

定」中穩定全球氣候的目標，估計全球從

2016年至2030年必須每年投入6.3兆美元的

低碳基礎建設，更建議市場應進一步努力使

金融體系綠化，以動員民間投資於低碳和具

有氣候適應性的基礎設施，換言之，全球應

共同發展綠色金融，來引導全球市場資金走

向低碳投資。

綠色債券是綠色金融中近幾年發展最快

速的商品，也是連結資本市場與綠色經濟活

動的重要橋樑，在發展環境永續上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資金引導角色，不論是政府機構或

民間企業，要發展低碳基礎建設或轉型綠色

經濟，都需要龐大且長期的資金來作為支

柱，而綠色債券正是政府或企業可善用的一

種長期及穩健的籌資工具。

隨著全球日益重視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

的議題，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與責任投資意識

的抬頭，全球資金正持續不斷的通過綠色債

券朝向低碳永續的綠色投資邁進，以下將就

綠色債券之效益、國內外發展現況做相關的

介紹，並提出未來的展望。

貳、綠色債券之效益

綠色債券透過明確的綠色投資承諾與資

金用途，對發行人及投資人而言具有諸多效

益，說明如下：

一、發行人方面

OECD認為發行綠色債券是一種「承

諾」(Commitment)，係企業宣示對環境關

注的表現，發行人發行綠色債券，承諾將資

金投資在對環境具有效益的綠色投資計畫

上，透過給予市場明確正向的訊息，有助於

提升公司的聲譽及形象；再者，綠色債券可

吸引重視環境永續發展的投資人關注，進而

擴大投資群體，拓展企業的籌資來源，並為

企業建立更良好且更具彈性的投資人關係；

另外，發行人透過發行綠色債券，除了可取

得長期穩定的資金外，並可同時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此外，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發行人

在篩選與評估綠色投資計畫、管理綠色債券

資金，以及追蹤與評估綠色投資計畫執行情

形的過程中，亦有助於提高公司內部對環境

永續性的瞭解，提升公司內部對永續發展的

意識與相關專業，並在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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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提升企業的品牌價值與創造新商機。

二、投資人方面

投資人投資綠色債券，係重視企業

社會責任 (C S R )的表現，全球永續投

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認為，社會責任投資(SRI)
是在選擇及管理投資組合時，考慮環境、

社會以及公司治理(ESG)等因素的投資方

法，綠色債券主要係攸關「環境」面的議

題，投資綠色債券則為實踐ESG的投資精

神，係能同時兼顧債券的穩定投資收益及對

環境保護的責任，再者，對於資產管理者而

言，投資綠色債券亦能豐富其投資組合與多

元化組成，透過將投資部位與永續議題連

結，可分散整體投資組合的風險，另相較於

綠色基金投資及專案的直接投資，綠色債券

的出現，對於退休基金與保險公司等機構投

資人來說，也是一種可間接投資綠色專案的

便利管道，以及簡易落實責任投資的投資工

具。

叁、國際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現況

綠色債券自2007年興起後，市場發行

量逐年攀升，自2016年起，全球市場規模

更呈現蓬勃發展，逐年發行量屢創新高，謹

就市場發行概況、綠色債券資金用途、發展

綠色債券專板之主要國際證券交易所，以及

綠色債券標準的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一、發行概況

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CBI)官網的統計，截至2019年11
月7日止，綠色債券累計發行規模已達7,280
億美元，流通在外餘額為6,870億美元，而

今年新發行量已達2,108億美元(如圖1)，
與去年全年(1,709億美元)相較，已成長了

23%，市場更樂觀預估今年底新發行量將上

看2,300~2,500億美元。

以2018年國際綠色債券市場發行概況

來看，在發行區域方面，主要以歐洲為主，

其次為亞太地區及北美，近幾年尤以亞太

地區成長最為快速(2018年較2017年成長

35%，如圖2)，主要歸因於當地金融機構發

行量的成長，2018年幾乎超越亞太地區總

發行量的一半，而該區域前三大發行國依序

為中國、澳洲及日本。

在發行人類別方面，根據CBI「Green 
bonds market summary H1 2019」報告指

出，2019年上半年民營企業、公營事業與

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機構所發行的綠色債券

比率最高，分別占市場發行量的26%、23%
及19%(如圖3)。然而，與去(2018)年同期

比較，成長最多的則是民營企業、公營事

業、地方政府，以及主權債券，而在這波發

展的趨勢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綠色主權債券

的發展，綠色主權債券始於2016年由波蘭

率先發行，2017年法國、斐濟與奈及利亞

圖1　全球綠色債券市場發行規模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19年11月7日市場訊息(Market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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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相繼發行，而印尼、比利時、愛爾蘭及

立陶宛等也於2018年加入發行行列，2019
年上半年包括荷蘭、香港及智利也首次參

與發行綠色主權債券，根據CBI的統計，截

至2019年上半年，歷年來已累計發行23檔
綠色主權債券，發行總規模達475億美元，

其中2019年上半年新發行量就高達184億美

元，占累計發行總額的40%。從綠色主權債

券的成長趨勢，可看出各國政府為達成巴黎

協定的目標，已實際透過發行綠色債券方

式，積極執行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之計畫。

圖2　2018年綠色債券市場發行區域分布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Green bonds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2018

圖3　2019年上半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人類別分布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Green bonds market summary H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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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用途概況

在綠色債券資金用途方面，依據CBI
「Green bonds market summary H1 2019」
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綠色債券的資金

主要用於綠色能源、綠建築、低碳交通及水

資源等四大類，與2018年上半年的資金用

途分布比率類似(如圖4)。另觀察綠色主權

債券之資金用途，可發現交通類則是各國政

府最普遍的綠色投資計畫，其次則為能源類

與建築類(如圖5)。

圖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綠色債券資金用途分布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Green bonds market summary H1 2019

圖5　2019年上半年全球綠色主權債券資金用途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Green bonds market summary H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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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綠色債券專板之主要國際證券交易所

在綠色債券市場規模逐漸蓬勃發展的同

時，為了提供投資人更透明、更便利的資訊

與交易平台，全球各主要國際證券交易所也

紛紛推出綠色債券專板(如表1)，目前有設

綠色債券專板的主要國際證券交易所包括盧

森堡交易所、倫敦交易所、約翰尼斯堡交易

所、斯德哥爾摩交易所、義大利交易所、墨

西哥交易所、日本交易所以及國內的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等，大部分交易所都以國際

資本市場協會(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MA)所訂之綠色債券原則

(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為綠色標

準，其中部分交易所也會自訂國內標準或

接受其他標準，如CBI所定的氣候債券標準

(CBS)、東協的綠色債券標準(AGBS)，以

及中國或日本環境省等所發布的綠色債券指

引。此外，近年來由於發行人在企業經營活

動及投資人的投資策略中，已漸漸納入更廣

泛的ESG投資精神，故除了綠色債券外，

社會債券(Social Bond)及可持續發展債券

(Sustainability Bond或Sustainable Bond)的
發行規模也逐漸成長中，部分國際證券交易

所更發展出社會債券或可持續發展債券之專

板。

從國際證券交易所推動綠色債券專板的

發展趨勢來看，由於各交易所的積極參與，

不僅加深了全球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的深度，

也擴大了綠色債券市場的廣度，實有助於市

場長遠的發展。

四、綠色債券標準的發展現況

目前國際市場上對於綠色的定義尚無統

一的標準，自ICMA發布GBP後，GBP已儼

然成為全球各地發展綠色債券指引或標準

之基礎，各國官方機構或民間組織皆採用

GBP的核心精神，同時考量國家或區域的

環境發展現況及目標，發展出適合當地的綠

色定義。歐盟為了發展歐洲可持續金融，

於2018年6月成立了歐盟可持續金融技術專

家小組(TEG)，為歐盟研擬歐盟綠色債券

標準(EU GBS)及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EU 
Taxonomy)，TEG已於今年6月18日提供前

揭方案的建議報告。在歐盟綠色債券標準

方面，TEG建議歐盟先採行自願性準則方

表1　有發展綠色債券專板之主要國際證券交易所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官網https://www.climatebonds.net/Market Intel Green Bond Segments on Stock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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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供市場自由參採，以維持市場的開放性，

並提出綠色債券的資金用途應符合歐盟的六

大環境目標(如表2)之一，且不對其他環境

目標造成重大危害，並應遵守最低的社會保

障及遵守技術性篩選標準(即應符合歐盟可

持續金融分類方案)。另也指出歐盟綠色債

券框架應包含的要項，同時也要求發行前的

綠色債券框架與發行後的資金分配情形皆應

經外部機構評估，並規範發行人應每年定期

報告資金分配情形與環境影響；而在可持續

金融分類方案方面，TEG針對「氣候變遷

的減緩」及「氣候變遷的調適」兩大環境目

標，提出八大類共計67項符合的可持續金

融經濟活動，並針對每項活動訂有符合的條

件與具體的技術指標。

綠色債券標準的統一，對投資人、發行

人及政策監管機構而言，不但能有共同遵循

的標準，也能讓綠色債券的資金用得其所，

讓市場對綠色債券具有共通的語言並具有可

比較性，有助於市場的發展，但過於嚴格的

標準，也可能會限制整體市場的長遠發展，

由於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不一，投資人

關注與認為迫切急需解決之環境議題，亦不

盡相同，故各國應適時考量國家發展政策，

將國際趨勢結合當地發展條件，形成所需要

且可執行的行動或方案。

表2　歐盟綠色債券標準之六大環境目標

一、氣候變遷的減緩

二、氣候變遷的調適

三、海洋與水資源的永續利用

四、轉向循環經濟、廢棄物再利用

五、汙染防治與控制

六、保護健康的生態系統

肆、國內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現況

為與全球一起對抗氣候暖化的危機，減

緩氣候變遷，並促進環境永續的發展，金管

會於2017年訂定25項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而櫃買中心配合政府能源結構轉型及「五加

二產業」創新政策的推動，在資本市場籌

資方面，於2017年4月發布綠色債券作業要

點，建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機制，發展我國

綠色債券市場，以下謹就目前市場發行概

況、綠色債券發行人與資金用途，以及相關

案例介紹說明如下：

一、發行概況

國內綠色債券係由國內四家銀行(中國

信託銀行、凱基銀行、永豐銀行及玉山銀

行)於2017年5月率先響應發行，合計總發

行金額為51.7億元，發行元年總發行規模

即達新台幣206億元，2018年新發行量更

達新台幣333億元，較前一年成長62%，總

發行規模突破500億元，而今年截至目前

(2019/11/21)為止，新發行的綠色債券達

新台幣433億元，累計發行總額已達新台幣

973億元，年底將可望突破新台幣1,000億
元。

二、綠色債券發行人及資金用途

國內綠色債券在發行人分布方面，以外

國銀行所發行的金額比率最高，約占整體發

行量的35%(如圖6)，其次為本國民營生產

事業，比率為20%，其他依序則為國營事業

(17%)、本國銀行(16%)及外國民營生產事

業(12%)；在資金用途方面，前四大資金用

途依序為「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溫室氣體減量」、「能源效率提升及能源

節約」，以及「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循

環再利用」等綠色投資計畫，其中「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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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能源科技發展」占整體發行金額比率高

約達50%(如圖7)，顯示國內綠色債券的資

金用途與目前政府推動能源結構轉型之目標

相契合。

三、發行案例介紹

今年國內綠色債券市場不但在發行規模

有所突破，在擴大發行人參與方面亦有新進

展，包括日月光投資控股公司在國內發行首

檔外幣計價綠色債券、中美洲銀行為首家在

國內發行綠色債券之超國際金融組織，以及

沃旭能源公司發行首檔外國人新台幣綠色債

券。

日月光投資控股公司係於2019年10月3
日首次在國內發行綠色債券，發行金額達3

圖6　國內綠色債券發行人類別分布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圖7　國內綠色債券資金用途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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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係國內民營生產事業發行規模最大

的綠色債券發行案，所募集之資金全數用於

其持股100%子公司之綠建築、能源節約與

水資源回收等三類的綠色投資計畫，並由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其綠色投資計畫

及資金運用計畫出具評估意見，依據該公司

之綠色投資計畫與外部機構的評估意見，其

綠色投資計畫專案將可為環境帶來平均每年

減碳約28萬公噸之實質效益。

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CABEI)於2019年11
月15日發行一檔3.7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

取得國際認證機構Sustainalytics之第二方意

見，所募資金主要用於中美洲區域及其會員

國有關「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農

林資源保育」、「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

收循環再利用」等綠色投資計畫之放款，

CABEI為首家超國際金融組織在國內發行

綠色債券，投資人除了國內證券商與銀行

外，也包含外國機構投資人，並同時於櫃買

中心及盧森堡交易所掛牌。

另全球最大的離岸風電開發商─丹

麥沃旭能源公司，其子公司丹麥商Ørsted 
Wind Power TW Holding A/S，為支應大彰

化東南及西南離岸風場投資之資金需求，

於2019年11月19日在國內發行二檔綠色債

券，合計發行金額達新台幣120億元，外部

評估機構為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

中心(CICERO)，該案不但是國內首案外國

人新台幣專業板債券，也是今年度最大規模

的綠色債券發行案，該案由國內外承銷商共

同承銷，包括法國巴黎銀行、德意志銀行、

台灣銀行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等，由於發行

人信用評等為中華信評twAA等級，並由母

公司沃旭能源公司提供擔保，是相當符合國

內機構法人需求的優質標的，吸引國內許多

機構投資人如銀行、證券及保險業等熱烈參

與認購。

伍、綠色債券市場的展望

國內綠色債券發展至今僅短短兩年多，

雖目前發行規模已初具成效，惟國內發行人

初期多係響應政府新制度的推出或為提升聲

譽而發行綠色債券，相較於歐美，發行規模

的成長主要是源自於投資人對氣候變遷的擔

憂，以及對環境與永續議題的重視，主要由

需求方所驅動而有差異。此外，我國綠色債

券制度相對其他國家建立較早，隨著國際市

場的發展漸趨成熟，值得國內再進一步思考

如何調整市場制度、提升發行人對企業社會

責任的重視，以及投資人對責任投資的意

識，爰對於未來展望說明如下：

一、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

根據GSIA「2016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報告指出，全球可持

續投資金額以歐洲居冠，其次為美國，亞

洲(不含日本)的投資金額極低，只占全球

0.2%。歐洲可持續投資規模的發展主要源

自於投資人對責任投資之需求殷切，而亞洲

企業社會責任之意識目前仍不如歐美國家，

國內雖已積極推廣企業落實CSR，並要求

符合一定條件之上市櫃公司應編製CSR報

告書，但相較於歐美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此外，金融機構在企業轉型綠色經濟的過程

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目前全球簽署

赤道原則的銀行有97家，國內只有四家銀

行簽署，希望未來更多國內銀行自願簽署赤

道原則，將其納入放款原則，以驅動企業重

視CSR，而另一方面也期許國內機構投資人

能透過簽署聯合國責任投資(PRI)，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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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永續投資。

二、綠色債券發行人多元化發展

觀察國際綠色債券市場發行概況，民間

企業及政府機構的發行量占了舉足輕重的地

位，反觀國內，目前我國綠色債券的發行人

仍以金融機構為主，一般民營企業在考量發

行成本、資金運用限制或綠色投資計畫有限

下，發行意願較低。此外，由於政府機構的

發行具有指標性意義，除了宣示政府積極應

對減緩氣候變遷之決心外，並能作為市場標

竿引領民間企業跟進，期望未來國內不論公

部門或私部門皆能通過綠色債券的發行來因

應對抗氣候變遷，以達成環境的永續發展，

進而促進我國綠色債券發行人更加多元參

與，也提供市場更多投資選擇，壯大我國綠

色債券市場規模。

三、發展社會債券及可持續發展債券

隨著國際社會永續發展意識升溫，全球

各地的公部門或私部門都逐漸重視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SDGs)，不僅僅關注氣候變

遷對環境衝擊的問題，同時也對社會責任及

可持續發展等極為重視，企業也逐漸將ESG
理念納入其企業經營的活動中，此外，

ICMA已於2017年發布「社會債券原則」

(SBP)及「可持續發展債券指引」(SBG)供

市場參考，而社會債券及可持續發展債券的

發行規模，也逐年在增長中，未來國內得以

推動綠色債券之經驗，進一步發展我國社會

債券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市場，提供發行人一

個更為完整的債券籌資平台。

陸、結語

過去的經濟成長模式所帶來的環境汙染

與氣候暖化，已對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甚

至衝擊未來的經濟發展，為了持續經濟發展

並促進環境的永續發展，推動低碳經濟及綠

色產業，已成為全球共同的目標。在這一波

全新的發展趨勢與契機中，對企業、產業及

國家而言，是個危機也是個轉機。而企業

經營在注重EPS的同時，也應重視ESG(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將對環境的保護落

實在企業的價值鏈中，以達成企業發展、經

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平衡永續發展。

綠色債券正是協助企業、產業與國家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利器，透過綠色債券的發

行，不但可以協助企業永續經營、產業轉型

與升級，亦有助於國家經濟體質與結構性的

轉變，建構國家長遠的競爭力。

 (櫃檯買賣中心)



公司治理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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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壹、公司治理評鑑

一、推動緣起

亞洲地區於1997年遭遇金融風暴，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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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亞洲鄰近國家其公司治理之快速成

長，為強化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治理水平，

增加企業之競爭力，金管會於2013年底發

布「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簡稱公

司治理藍圖)，對我國公司治理之推動擘劃

詳盡之計畫期程，而「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即為其中重點工作項目。為協助投資人瞭解

我國公司治理實施成效，證交所公司治理中

心對所有上市櫃公司進行評鑑，希望透過對

整體市場進行評比並公布評鑑結果之方式，

促進企業間良性競爭，並增加其自發性改善

公司治理的意願及行動力，形塑公司治理文

化。

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於2014年3月發布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作業說明及評鑑指標，

並分別於2014年至2018年底發布第二屆至

第六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迄今已完成五屆

之評核，第六屆之評核作業刻正進行中，成

果已逐步顯現，成為鼓勵上市櫃公司主動採

行良善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措施。主管機關

於2018年4月24日公告「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2018~2020)」中，更將「強化公司治理評

鑑效度」列為「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

任文化」計畫項目之第一項策略目標，除了

肯定過去評鑑制度之推動成效外，也期許評

鑑能再進一步提升效度，持續鼓勵企業重視

公司治理，並將落實情形予以適當揭露。

二、推動目標

1. 形塑公司治理文化、導引企業穩定

發展

我國自推動公司治理以來，各項措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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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政府主導，屬於「由上而下」之公司治

理改革，許多公司仍缺少主動改善公司治理

之動機與行動。為進一步塑造「由下而上」

之公司治理文化，希望藉由評鑑結果之公

布，透過市場機制，如：媒體、股東及機構

投資人之反應等，促使企業積極尋求改善及

提升治理之方案，並建立主動健全公司治理

制度之決心。

2.獎勵優良公司、發揮標竿功能

公司治理評鑑希望找出積極增進公司治

理，且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治理措施的

企業，進行表揚與獎勵，使之成為其他公司

學習效法的對象，發揮標竿功能，並鼓勵企

業不只做到法令遵循，更以「追求最高公司

治理水平」為目標。

3.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形象

近年來，公司治理逐漸成為國際間熱門

而普及的研究課題，國際性組織亦陸續據此

公司治理原則發展評鑑指標。是故，推動公

司治理評鑑另一目標，便是希望採用國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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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訊公開、擴大參與

公司治理評鑑參採國內、外主要評鑑組

織或系統的評鑑原則與指標，更延攬外部學

者專家組成「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提供

專業意見，藉此促使企業及投資人重視評鑑

系統之運作與結果，進而提升整體公司治理

水平，達到資訊公開、擴大參與，提升資本

市場品質的目標。

三、評鑑作業運作方式

1.受評對象

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評鑑對象，惟如

於評鑑資料分析期間或評鑑結果公布前，有

下列情事之上市櫃公司，不列入評鑑排名對

象：

(1)評鑑資料分析期間內上市(櫃)未滿

一年之公司。

(2)變更交易方法之公司。

(3)停止買賣之公司。

(4)終止上市(櫃)之公司。

(5)其他經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會議通

過認為應不予受評者。

2.評鑑期間暨資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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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範圍。資訊範圍以受評公司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年報與公司網站所揭露之公司治理相

關事項、年度內發生之公司治理相關事件、

股東會、董事會、獨立董事之運作或職權行

使等資訊，以及金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之相關監理紀錄，暨公司自評內容為評鑑分

析資料範圍，惟若有與公司治理原則不符之

缺失，則資料分析年度不以受評年度為限。 

3.評核流程

公司治理評鑑的評核工作由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共同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證基會」)執

行。為讓公司能自我檢視各項評鑑指標之落

實情形，並提升整體評鑑過程之效率與透明

度，證基會另建置自評作業平台讓公司進行

自評作業，自評期間自受評年度10月1日起

至下一年度1月31日止。自評結果除供公司

自我評鑑外，亦供證基會評鑑小組評核時參

考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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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2018~2020)」，第六屆起新增問卷作業，

於2019年第4季發送問卷與受評公司之內部

稽核主管及簽證會計師，蒐集其對受評公司

董事會及董事成員有關治理監督責任之認知

與重視度之觀察，於填答回收後彙整相關內

容與執行建議，做為指標評核交叉比對、額

外加分與指標後續修訂之參考，問卷填答作

業至遲應於12月31日前完成。評鑑小組就

其評核結果與公司自評或問卷填答內容不一

致之部分與受評公司進行溝通確認後，完成

最終評核作業。

4.結果公布方式

評核結果提報「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

及「公司治理中心諮詢委員會」，並經委員

會衡酌其他加減分項目後，於每年四月底前

公告前一年度之評鑑結果。各屆公司治理評

鑑結果公布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http://cgc.
twse.com.tw/evaluationCorp/listCh)、證基

會網站「公司治理評鑑專區」(http://www.
sfi.org.tw/finance/finance1/finance1_1)，並

與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
tw/mops/web/index)連結，便利外界查閱。

評鑑推行初期採分階段公布評鑑結果

之方式，第一屆評鑑結果於2015年公布

排名前20％之名單；第二屆於2016年公

布前50％之名單；第三屆起已全面公布排

名百分比區間，並依得分情形，區分為前

5％、6％至20％、21％至35％、36％至

50％、51％至65％、66％至80％，及81％
至100％等七個級距。依據「新版公司治

理藍圖(2018~2020)」，於2019年公告第

五屆(2018年度)評鑑結果時，增加產業別

分類之公告方式，採上市櫃混合，分為前

10%、11%~20%、21%~40%、41%~60%

及61%~100%等五個級距，以促進公司積極

提升公司治理。

四、評鑑指標設計

1.評鑑構面暨指標數

公司治理評鑑每屆指標皆會進行檢討，

並配合國內新修正法規、政策推動重點、國

際發展趨勢及外界建議等進行增修。公司治

理評鑑架構主要係依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於2004年發布之公司治理六大原

則，調整設計為五大構面，第一至四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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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構

面，並分別給予不同配分權重，綜合評核

企業整體公司治理情形。第五屆起則參考

G20/OECD於2015年所修正發布的公司治

理原則，將「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

股東」構面予以合併，調整為四大構面，並

配合指標數調整各構面權重，現有權重分別

為20%、35%、24%及21%。

評鑑指標則係參考國內、外重要公司治

理相關評鑑指標，如：ACGA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ASEAN公司治理計分卡指標、美

國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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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國際實務

接軌並兼顧國內發展特性。指標內容每年配

合法規修正、國際公司治理發展趨勢及各界

修正建議持續增修調整。

2.評分原則暨題型分類

第一、二屆原計分型態分為「A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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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題型、C題型、特別加分項目、特別減分

項目、不予評鑑項目」等六大類。為簡化計

分方式，於第三屆後整併調整為「A題型、

B題型、C題型(含C＋及C－)」三大類，經

過幾屆變革，於第五屆起考量提升指標鑑

別度，調整指標計分方式，題型分為「A題

型、AA題型、A＋題型、B題型、額外加分

題及額外減分題」等六大類，分述如下：

(1)A題型：屬一般性題型，包含基本

法令遵循項及優於法令規範之良好公司治理

範例項，全體受評公司皆適用。

(2)B題型：內容與意旨與A題型相

同，惟例外規範在特定情況下部分公司得不

適用該項指標。

(3)AA題型：屬加重給分題型，主要

為優良公司治理範例，惟對於目前國內實務

運作仍屬進階性質者，如：在會計年度結束

後兩個月內公布年度財務報告等。

(4)A＋題型：屬分級給分題型，依受

評公司當年度公司治理執行情形予以分級給

分，如：公司揭露過去兩年二氧化碳或其他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者，構面內可得分；若揭

露內容係取得外部驗證者，則可額外加分。

(5)額外加、減分題：屬「特別加、減

分事由」，依計分方式區分如下。評鑑工作

小組彙整相關事項後，提報公司治理評鑑委

員會決議加、減分情形：

額外加分題型：受評公司當年度於公司

治理領域有優良表現，或於推動公司治理有

具體效益，如：持續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

相關環保永續之重大機器設備、發行或投資

其資金運用於綠色投資計畫並具實質改善環

境效益之綠色金融商品。

額外減分題型：受評公司有與公司治理

原則不符之缺失，如董事長或經理人因違反

內線交易相關規定經判決有罪等，且事件發

生年度不以受評當年度為限。

3.各題型計分方式

題型 計分方式

A題型 符合者計分，不符合者不計分。

B題型 符合者計分，不符合者不計分。若符合例外
條件，則不適用。

AA題型 符合者除構面內計分外，總分另加一分。

A＋題型 符合基本得分要件者於構面內計分。額外符
合進階加分要件者，總分另加一分。

額外加分題 視事由加總分一分或以上。

額外減分題 視事由扣除總分一分或以上。

五、評鑑指標演進歷程

公司治理評鑑自實施以來，指標內容及

評分標準不斷演化精進，推動初期較重視相

關治理架構是否設置、公司治理政策是否完

備等，之後逐年提升要求，將是否落實列為

評核重點，並逐漸減少形式、制式之評核指

標及評分標準，如：調整指標題型與計分方

式，提升鑑別度等，希望能凸顯公司治理實

施成效良好之企業，並將更多公司治理質化

元素涵括在內。過去幾屆評鑑指標演進重點

歸納如下：

1. 逐年提高標準，朝向更多「質化」

的要求

初期考量全新制度之推動有待市場配

合與消化，指標設計多以量化標準評核，

如：治理架構有無成立(如：是否設置獨立

董事、審計委員會等)、開會出席次數、公

司治理相關政策有無訂定等。之後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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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指標修訂、2016年開始發布評鑑參考

範例及評分指南，逐年對各項指標設定相對

嚴格之得分要件，以「實際落實情形」作為

評核重點，即公司除訂定政策外，還需落實

或執行達一定條件並加以揭露始能得分，提

高質化評分效果。

以設置獨立董事為例，第一年指標為鼓

勵公司設置獨立董事，故訂定指標「公司是

否已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而在上市櫃公司強制設置獨立董事

後，逐步增加有關提升獨立董事職能與履行

善良管理義務之質化指標，例如：2016年
新增揭露獨立董事與會計師及內部稽核主管

溝通情形、2017年新增年報揭露所有獨立

董事對於董事會重大議案之意見及公司後續

處理、2018年新增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或程序明訂至少每三年執行外部評估一

次，並依辦法所訂期限執行評估、將執行情

形及評估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或年報等。

另外，強化評分指南之具體得分標準，

要求公司揭露更多「質化」的內容，如指

標：「公司是否將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

管、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揭露於公司網站」，

公司需揭露當年度有透過審計委員會或其他

會議與獨立董事溝通、頻率及日期、各次溝

通之事項或主題，及獨立董事之建議內容與

公司執行結果等，始能得分，故若公司僅揭

露「獨立董事與內稽主管及會計師定期溝

通」是無法取得分數的。

2.增加給分差異化

評鑑初期係以是否符合指標要求之條件

而給予1或0分的方式評分，針對重點項目

會以增加題目數量之方式加重配分，如：為

鼓勵公司自願採行優於法規之公司治理措

施，故除符合基本得分要件外，額外符合進

階加分要件者，總分另加一分，增強自願採

行相關措施之鼓勵效果。

2018年開始導入給分差異化，新增

「加重給分題」及「分級給分題」，給予每

項指標不同的權重。另外，設計「額外加分

題」及「額外減分題」等，對企業於公司治

理領域有優良表現，或違反公司治理情節輕

重，給予不同程度之加分或減分，以凸顯公

司治理實施成效良好之企業。分別說明如

下：

(1)對於政策強化措施給予加重給分，

如：全體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每三

年執行一次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會計年度

結束後兩個月內公布年度財務報告、訂定公

司內、外部人員對不合法與不道德行為的檢

舉制度，皆可獲得額外加分。

(2)依執行程度分級給分，即依據公司

揭露程度及落實情形的不同，給予不一樣的

得分，如：揭露過去兩年度二氧化碳或其他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可取得基本分，若所揭露

之內容取得第三方驗證則可獲得額外加分；

對於自願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自願於

股東常會開會7日前上傳以英文揭露之年度

財務報告等，亦可獲得加分。

(3)額外加分題「是否於公司治理領域

有優良之表現，或於推動公司治理已有具體

效益」，2014年開始即有額外加分機制，

惟僅有「公司自願參加其他與公司治理有

關評鑑系統評核並獲認證」獲得加分；自

2018年評鑑開始，擴大額外加分的範圍包

括：持續投資於節能或綠色能源相關環保永

續之重大機器設備、發行或投資其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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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綠色投資計畫並具實質改善環境效益之綠

色金融商品等優良表現。

(4)額外減分題「是否有重大違反誠信

經營原則、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度或

其他不符公司治理原則之情事」，事由包

括：有董事或監察人遭投保中心列為被告提

起訴訟、有重大違反內部控制制度情事致產

生重大損失或經主管機關重大處分等。是否

額外加分及額外減分皆須經「公司治理評鑑

委員會」及「公司治理中心諮詢委員會」討

論決議後，決定加減分與否及幅度。

3.指標內容超逾法令規定

辦理公司治理評鑑之主要目標之一，為

鼓勵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各項治理措施

的企業，不只做到法令遵循，更以「追求最

高公司治理水平」為目標。故在指標之設計

上，除遵循法規之基本要求外，能夠積極採

用更高的公司治理標準，逐步減少基本法遵

題，增加許多「超逾法令規定」之指標，希

望能夠透過評鑑系統，引導公司主動採用國

際最佳標準。

例如：2014年即將股東常會採行電子

投票納入指標，其得分率分別自2014年之

13.5％，於2017年成長至71.41％，配合

2018年起上市櫃公司股東會皆須採行電子

投票，故該年度評鑑已將電子投票相關指標

予以刪除。另外，持續推動的指標亦包括：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申報年度財務報

告，提供英文股東會開會通知、議事手冊、

股東會年報等，以提升資訊透明度及促進股

東平等，推行迄今亦獲得良好之推動成效，

主管機關亦分階段納入法規強制項目。

公司治理評鑑的推動，係希望透過對全

體上市櫃公司進行公司治理總體檢，除讓外

界瞭解上市櫃公司目前公司治理評鑑的達成

狀況外，公司自身也可以取得明確的改善方

向。公司治理中心積極透過提供範本、參考

範例、修改法規及加強宣導之方式，引導公

司採用最佳實務，也透過表揚與獎勵表現良

好之企業，期能發揮標竿效果，提升我國整

體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中心觀察，自公司治理藍圖發

布並全面實施公司治理評鑑以來，經過近六

年的努力推動與宣導，多項有關提升公司治

理品質的量化數據，已獲致明顯成效。透過

評鑑制度之實施與推廣，國內各項公司治理

實務之品質，均有顯著提升(詳表1)。

六、未來展望

公司治理評鑑為「2013強化我國公司

治理藍圖」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愈來愈

多企業依循評鑑指標，主動採行各項良善之

公司治理措施，且積極投入資源提升公司治

理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從包括股東權益保

障、董事會職能以及資訊揭露面向的各項統

計數據顯示，我國公司治理已顯著提升，成

果亦獲得國際機構之高度肯定，例如亞洲公

司治理協會、Bloomberg 以及RobecoSam
等機構相關評比，台灣皆有亮眼成績。

為使我國公司治理之發展得以銜接，並

與國際接軌，金管會發布「新版公司治理藍

圖(2018~2020)」，期望上市櫃公司對於各

項公司治理機制持續重視，以達到根植公司

治理文化，創造友善投資環境及提升資本市

場國際競爭力之目標。

新版藍圖對於公司治理評鑑也有更高的

期許，將「強化公司治理評鑑效度」列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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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策略目標，重點措施包括：逐步增訂質化

指標及增加給分差異化，評鑑納入問卷內

容。另外，考量上市櫃公司所處產業，增加

可評鑑結果之比較性，依金融保險業、市值

100億元以上之電子業、市值100億元以上

之非金融電子業等三類進行分類公布等。證

交所公司治理中心持續依照新版藍圖之規劃

內容進行推動，希望透過公司治理評鑑系統

之持續精進，促進企業重視公司治理，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以加速我國公司治理與國際

接軌，增進資本市場發展。

 (臺灣證券交易所)

表1　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成效(上市櫃公司)

構面 項目/家數 108年度* 2年
增減%

6年
增減% 107年度 106年度 105年度 104年度 103年度

維護股東
權益 /平等
對待股東

章程規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

1,314 15% 441% 1,140 941 564 395 243

採行電子投票
(107年全面採行) 1,708 1% 750% 1,694 1,151 568 277 201

5月底前召開股東常會 220 -2% 134% 225 179 168 116 94
股東常會採行逐案票決 1,708 1% 424% 1,694 1,300 901 535 326
於股東常會當日申報每項議案
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

1,610 1% 1312% 1,593 1,193 818 470 114

股東會召開日前申報年報天數 17.47 1% 27% 17.28 17.73 17.57 15.51 13.79
股東會召開日前申報議事手冊
天數

30.75 2% 22% 30.02 30.43 30.03 28.08 25.27

董事會結
構與運作

設置審計委員會 1,065 17% 286% 908 751 537 399 276
設置獨立董事
(106年全面設置) 1,708 1% 67% 1,694 1,651 1,478 1,268 1,020

資訊揭露
2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財務報
告

139 1% 334% 137 124 99 72 32

申報英文年度財務報告 514 179% 1412% 184 142 116 46 34
申報英文版開會通知 771 18% 720% 655 545 359 163 94
申報英文股東會年報 489 102% 426% 242 212 168 121 93
申報英文議事手冊 558 55% 447% 359 306 236 160 102

非財務資
訊揭露

編 製 前 一 年 度 C S R 報 告
書-11/1** 432** - 104% 457 439 364 342 212

*:統計截至108年6月
**:預計108年底將有460家編製107年度CSR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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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介紹

壹、 國際市場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型指數之趨勢

近年來國際許多大型企業相繼發生

重大弊案或醜聞，使得國際投資人愈來

愈重視永續相關議題，國際金融投資領

域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 n v e s t m e n t，簡稱S R I)或稱永續投資

(Sustainable investing)更是蓬勃發展，

投資人在做投資決策時，已不再只是考量

傳統的財務資訊，更將投資標的公司的環

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與治理

(Governance)三大面向納入投資考量，期

望長期而言不但能獲得具競爭力與穩定的財

務報酬，亦能同時創造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鼓勵與督促其投資標的公司的企業社會責

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表現，達到雙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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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2006年全球僅有管理近6.5兆美元資產

的投資機構簽署責任投資原則，而至2018
年已有超過1,900家、管理全球超過80兆美

元的投資機構簽署；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全球亦有超過120家機構採用，管理資產

超過14兆美元；另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GSIA)2018年發布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社

會責任投資規模已達30.7兆美元，相較於

2016年初22.89兆美元，2016年至2018年全

球永續投資的資產規模成長34%，顯示全球

資本市場對永續發展及責任投資有強烈的需

求。

此外，隨著指數投資策略演進，各國

紛紛推動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以

亞洲地區而言，日本於2003年由日本晨

星Morningstar與日本公共資源發展中心

(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 Development)
合作，發布日本第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型指

數「The Morningstar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dex, MS-SRI index，該指數

透過對日本約4,000家上市公司進行問卷調

查，就公司治理、環境、社會貢獻、員工等

領域綜合評價，並依據評價結果初步篩選約

1,000家公司，最後由日本晨星考量市場流

動性及可交易性後，選擇150家公司股票作

為成分股；韓國交易所於2009年編製KRX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Index，
該指數與韓國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ervice合作，成分股篩選條件主要依據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ervice舉
辦的ESG integrated ratings，挑選ESG 
integrated ratings B+以上之上市公司為成分

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於2009年推出「上證

社會責任指數(S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99 —

Index)」，該指數以上證公司治理板塊中有

揭露社會責任報告書的A股公司為母體，成

分股篩選條件依據上海證交所《關於加強上

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關於每

股社會貢獻值的定義，對通過流動性篩選

過後的股票，估算每股社會貢獻值，選取

排名最高的前100位；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於

同年公布「深證社會責任指數(SZSE CSR 
Price Index)」，以在深交所上市滿六個月

以上且最近一年在勞動者權益保護、誠信經

營、產品質量與服務、節能環保等方面無重

大問題並揭露社會責任報告書公司的A股公

司為母體，成分股篩選條件以公司為股東創

造之淨利、為國家創造之稅收、向員工支

付之薪資、向銀行等債權人給付之借款利

息，計算四項總額與公司淨資產比值，並綜

合考量公司在公益事業中之貢獻，將計算

結果由高至低排序選取成分股；香港則於

2010年，由香港恆生指數公司(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與香港品質保證

局(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合作編製「恆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Hang Se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dex 
Series)，成分股篩選係根據香港品質保證

局對企業永續績效之評比結果，香港品質保

證局依照其設計的可持續發展評級框架對上

市公司進行評比，該框架包含七個核心指

標：企業管治、人權、勞動實務、環境、公

平營運實務、消費者議題及社區參與和發

展，指數挑選前20%的公司為成分股。

馬來西亞於2014年與富時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以
下簡稱FTSE)合作推出「FTSE4Good Bursa 
Malaysia Index」、新加坡則於2016年，由

新加坡交易所ESG評鑑機構Sustainalytics合
作，以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公司為母體，依

Sustainalytics公司在ESG方面的評分作為成

分股篩選依據，推出「SGX Sustainability 
Indices」，綜上顯示，近年來亞洲各國皆

十分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議題，積極推動編

製相關指數，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貳、 國際間三大企業社會責任
指數編製簡介

就國際間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指數而言，

最早由美國道瓊指數公司與瑞士資產管理公

司RobecoSAM合作，前述社會責任投資概

念運用於指數編製方法，於1999年編製全

球第一個永續投資之標竿指數系列－「道

瓊永續指數系列(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以下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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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富時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也在2001年推出「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 Index Series)」，追求涵蓋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三個領域的社會責

任投資。明晟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MSCI)亦依據不同主題及SRI
投資策略發展ESG系列指數(MSCI ESG 
Indexes)，以下簡介國際間三大企業社會責

任指數。

一、 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一)採樣母體：由瑞士資產管理公司

RobecoSAM每年從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指數

(S&P Global Broad Market Index, 以下簡稱

S&P Global BMI)中，邀請分布於61行業，

且資本額在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司為基礎進行

問卷調查(母體詳下表)，問卷內容依產業別

不同約有80至120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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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名稱 邀請企業
現有成分股
市值門檻

DJSI World
S&P Global BMI指數中
前2,500大企業

Above US$ 500 
million

DJSI World 
Enlarged
DJSI Emerging 
Markets

S&P Global BMI指數中
前800大新興市場企業

DJSI Asia/Pacific S&P Global BMI指數中
前600大亞太區企業

DJSI Europe S&P Global BMI指數中
前600大歐洲區企業

DJSI North 
America

S&P Global BMI指數中
前600大美、加區企業

資料來源：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Methodology, 
July 2019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DJSI採用「企業永續評估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以下簡稱CSA)

2.來挑選指數之成分股，CSA評估內容

包含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
與社會(Social)三大構面，公司治理則包

含於經濟構面中，CSA評估內容分為兩大

部分，一部分為一般題型約占40%~50%，

另一部分為產業別特定題型，DJSI透過

蒐集多種資訊以評估企業於三大構面之表

現，主要包含發送企業問卷、公司之公開

資料、媒體與利害關係人分析(Media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MSA)或直接與公

司訪談等評估企業表現，最後依據各公司

之CSA得分，計算個別公司整體永續性績

效(Total Sustainability Score, TSS)進行排

序。

3.世界指數篩選各行業中永續性績效

最佳的前10%公司為成分股、區域型及

Enlarged指數篩選各行業中最佳的前20%為

成分股。

4.若成分股公司有爭議事件，則DJSI的
負責機構將會對其進行媒體與利害關係人分

析，研究公司涉入的程度與處理狀況，再決

定是否將其除名。

(三)指數計算：依流通市值加權方式計

算，單一成分股權重原則上以10%為限。

(四)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五)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9月進行更

新。

(六 )資料來源： h t t p ： / / w w w .
robecosam.com/

二、 明晟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領導指數
(MSCI ESG Leaders indexes)
(一)採樣母體：指數之母體為MSCI全

球可投資市場指數(MSCI Global Investable 
Market Indexes, GIMI)。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主要透過MSCI ESG評級(MSCI ESG 
Ratings)進行篩選，內容包含ESG 3大支柱

(Pillars)、10個主題(Themes)及37個關鍵

議題(Key Issues)，並考量各公司於前揭議

題曝險程度與是否有效管理進行評級，由

AAA(最高)至CCC(最低)，MSCI透過企

業揭露之公開資訊、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提供

資訊以及超過2,000多家媒體資訊進行ESG
評級。

2.MSCI ESG爭議事件(以前稱為MSCI 
Impact Monitor)評估有關公司運營、產品

和服務對環境、社會和／或公司治理造成

衝擊的負面爭議事件。MSCI ESG爭議事件

中使用的評估框架旨在與以聯合國人權宣

言(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國

際勞工組織《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

言》(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和聯合國

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等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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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規範相一致。MSCI ESG爭議事件得分

由0分至10分，其中“0”分表示最嚴重的

爭議。

3.新的成分股須為MSCI ESG評級BB
以上且MSCI ESG Controversies分數在3分
以上才有資格成為成分股；現有成分股之評

級須高於BB級且MSCI ESG Controversies
分數在1分以上才可繼續留下。

(三)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單一成分股權重原則上以35%為限。

(四)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五)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5月進行更

新。

(六)資料來源：https：//www.msci.
com/esg-indexes

三、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Index 
Series)
(一)採樣母體：為富時全球股票指數系

列(FTSE Global Equity Index Series)。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FTSE的ESG評等模型(The FTSE 
ESG Ratings model)是決定FTSE4Good指
數成分股的核心基礎，FTSE自2014年9月
起實施新模型，包含ESG 3大支柱、14個主

題及超過300個指標，各主題由數量不同題

項組成，先做指標評分，再彙整為該主題

的分數。ESG評等由一獨立的委員會(FTSE 
ESG Advisory Committee)監督，成員包括

來自投資界、企業、非政府組織、工會和學

術界的專家。

2.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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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9年的篩選標準(每年調整)，

在已開發市場FTSE ESG評等分數須到達

3.3分以上始可成為成分股，而興新市場須

達2.9分。

3.設有ESG爭議事件調整機制，評鑑單

位每季對於企業發生嚴重或頻繁發生爭議事

件設有成分股刪除機制，依據公司ESG三面

向的爭議事件調整成分股。

4.FTSE4Good
5.MSCI皆依據企業之公開資訊進行評

比，並提供企業對其初步之ESG分數進行相

關意見之反饋，此種做法與DJSI直接要求

企業填寫問卷並不相同，目的是希望能夠增

加資料之可信度並加強該指數於市場的透明

度。

(三)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單一成分股權重以10%為限。

(四)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五)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6月及12月
進行定期審核。

(六 )資料來源： h t t p ： / / w w w .
ftserussell.com/

叁、 我國證券市場編製之「企
業社會責任型指數」

隨著社會責任投資在全球投資領域逐漸

受到重視，為因應國際投資趨勢，臺灣證券

交易所近年來亦陸續編製就業、薪酬、公司

治理永續等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相關指數以符

合國際趨勢及市場需求，以下簡介我國相關

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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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就業99指數
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如何

讓每一位員工能安心工作並全力發揮其專

長，是企業在創造獲利、對股東權益負責之

際，所應努力共同追求的目標，為鼓勵台

灣企業能僱用更多的員工，2010年12月30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與銳聯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Research Affiliates, LLC，105年將相關

權利義務移轉予銳聯財智有限公司Raylian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以下簡稱銳聯)合

作編製「臺灣證券交易所銳聯臺灣就業創造

99指數(簡稱「臺灣就業99指數」)，為我

國第一檔以企業僱用之員工人數對個股進行

排序加權之指數。

(一)採樣母體：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普通股為採樣母體，但排除經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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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國企業來台上市股票。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流動性檢驗：採樣母體內的股票必須

具備足夠的流動性，其中現有成分股，過去

12個月中，必須至少有八個月，其每個月

股票周轉率高於1%，否則將被刪除；非現

有成分股，過去12個月中，必須至少有十

個月，其每個月股票周轉率高於1%，若股

票之過去交易期間不足12個月，則依月份

比例作流動性檢驗。

2.員工平均淨利排序

3.採樣母體內符合流動性檢驗標準的股

票，分別以最近五年度平均稅後淨利除以最

近一年底台灣的母公司所僱用之員工人數計

算員工平均淨利。若有股票之稅後淨利資料

不足五年，則以實際可得資料之年度數計算

其平均稅後淨利。將股票以員工平均淨利由

高到低排序後，將員工平均淨利排名最後

10%及負數的股票刪除。

4.員工人數排序

5.採樣母體內的剩餘股票，以最近一年

底台灣的母公司所僱用之員工人數由多到少

排序，選取排名在前99名的股票作為成分

股。當員工人數相同時，以市值(股價×發行

股數)由大到小排序。

(三)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四)成分股數目：99檔。

(五)定期審核：每年7月進行成分股審

核，以審核月份的第三個營業日之收盤資料

為審核依據，每次年度定期審核後，維持固

定的成分股數目為99檔。

(六)指數授權：我國勞動基金運用局自

2011年起採用「就業99指數」，共辦理360
億元委外代操。

二、臺灣高薪100指數
我國上市公司體質健全、營收及獲利良

好，為鼓勵企業加薪、留住人才、將獲利回

饋員工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目的，臺灣證

券交易所於2014年8月25日發布與銳聯合作

編製之「臺灣證券交易所銳聯臺灣高薪酬

100指數」(簡稱「臺灣高薪100指數」)。

(一)採樣母體：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普通股為採樣母體，但排除經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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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國企業來台上市股票。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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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動性檢驗：刪除在最近一年期間

(前一年6月至當年5月)日平均交易金額最

小20%的股票，日平均交易金額以實際有交

易之日數計算。

2.高薪及獲利篩選

3.採樣母體內符合流動性檢驗標準的股

票，先分別依據下列高薪及獲利能力條件

進行篩選後，再選取同時符合2項條件的股

票。

4.選取最近三年員工平均福利費用的算

術平均數最高1/3之股票(「員工福利費用」

包含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及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員工平均福利費用＝員

工福利費用÷員工人數)。

5.選取最近三年稅後淨利的算術平均數

為正數，且最近一年底的每股淨值至少10
元之股票。

6.薪酬規模：將同時滿足高薪及獲利能

力條件的股票，以最近三年「員工總薪酬」

平均數排序，選取最大的前100支股票作為

成分股。以薪酬規模作為篩選成分股的最後

一項條件，除可選出規模大的公司以提升指

數可投資容量外，亦可彰顯成分股為對社會

貢獻員工薪酬較大的公司。

(三)指數計算：依最近三年員工福利費

用的算術平均數×(1＋員工平均福利費用三

年移動平均數的成長率)及最近三年「稅後

淨利」的算術平均數，二項基本面因素計

算。

(四)成分股數目：100檔。

(五)定期審核：每年6月進行成分股審

核，以審核月份的第三個營業日之收盤資料

為審核依據。每次年度定期審核後，維持固

定的成分股數目為100檔。

(六)指數授權：我國勞動基金運用局自

2014年起採用「臺灣高薪100指數」，共辦

理300億元委外代操。

三、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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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政府鼓勵企業

重視公司治理之政策，並響應金管會提出

之證券市場揚升計畫，臺灣證券交易所依

據2015年4月30日公布之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結果，編製並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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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讓大眾更進一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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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採樣母體：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普通股為採樣母體，但排除經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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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公司治理評鑑篩選原則：上市公司最

近一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20%的股票。為

利於「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授權業者發

行指數化商品或作為大型基金投資國內股市

之指標，除了以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20%作

為篩選條件外，亦加入流動性、財務指標等

條件。

2.流動性檢驗：刪除在最近一年期間

(前一年7月至當年6月)日平均交易金額最

小20%的股票，日平均交易金額以實際有交

易之日數計算。

3.財務指標篩選：每股淨值：最近一年

底的每股淨值不得低於面額。稅後淨利及營

收成長率：將符合上述條件之公司，分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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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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至小排序選取前

100檔成分股。若排名加總有相同者，則以

每股淨值高者優先。

(三)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四)成分股數目：100檔。

(五)定期審核：自指數發布日之隔年

起，每年7月進行成分股審核。每次年度定

期審核後，維持固定的成分股數目為100
檔。

(六)公司治理ETF：指數授權富邦投

信，於2017年5月17日掛牌上市「富邦臺灣

公司治理100 ETF。

四、臺灣永續指數

臺灣指數公司與FTSE Russell於2017年

證券代號 公司名稱 證券代號 公司名稱 證券代號 公司名稱 證券代號 公司名稱

1102 亞泥 2377 微星 2880 華南金 3665 貿聯-KY

1216 統一 2382 廣達 2881 富邦金 3702 大聯大

1301 台塑 2385 群光 2882 國泰金 3708 上緯投控

1303 南亞 2395 研華 2883 開發金 3711 日月光投控

1314 中石化 2408 南亞科 2884 玉山金 4119 旭富

1326 台化 2409 友達 2885 元大金 4904 遠傳

1402 遠東新 2412 中華電 2886 兆豐金 4919 新唐

1434 福懋 2441 超豐 2887 台新金 4938 和碩

1476 儒鴻 2442 新美齊 2888 新光金 4958 臻鼎-KY

1504 東元 2454 聯發科 2890 永豐金 5871 中租-KY

1605 華新 2458 義隆 2891 中信金 5880 合庫金

1609 大亞 2603 長榮 2892 第一金 6239 力成

2002 中鋼 2606 裕民 2897 王道銀行 6409 旭隼

2006 東和鋼鐵 2610 華航 2912 統一超 6412 群電

2049 上銀 2615 萬海 3023 信邦 6477 安集

2207 和泰車 2618 長榮航 3034 聯詠 6505 台塑化

2227 裕日車 2633 台灣高鐵 3036 文曄 8131 福懋科

2303 聯電 2634 漢翔 3045 台灣大 8163 達方

2308 台達電 2637 慧洋-KY 3167 大量 8341 日友

2324 仁寶 2723 美食-KY 3231 緯創 8454 富邦媒

2330 台積電 2801 彰銀 3413 京鼎 8464 億豐

2344 華邦電 2809 京城銀 3443 創意 8926 台汽電

2345 智邦 2823 中壽 3504 揚明光 9904 寶成

2352 佳世達 2834 臺企銀 3532 台勝科 9921 巨大

2356 英業達 2845 遠東銀 3563 牧德 9941 裕融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資料日期：2019年7月16日

最近期指數成分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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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共同發布合編之「FTSE4Good臺
灣指數公司臺灣永續指數」(簡稱臺灣永續

指數)(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 
F4G TIP TW ESG Index)，成為國內首檔

結合完整環境、社會、治理與財務指標篩選

的投資型ESG指數，希望讓投資人在落實責

任投資的同時，亦能獲得長期穩健的投資報

酬。

(一)採樣母體：FTSE對於FTSE4Good
指數編製係針對中大型股進行ESG資料評

鑑，作為其全球FTSE4Good指數的編製

基礎。FTSE對臺灣證券市場掛牌公司在

GEIS(Global Equity Index Series)系列選

股標準，歸屬FTSE Asia Pacific ex Japan地
區。

(二)成分股篩選條件

1.臺灣永續指數屬於富時社會責任指

數系列(FTSE4Good Index Series)，以

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FTSE4Good 
Emerging Indexes)成分股中的台灣上市公

司股票為合格股票，再運用財務指標篩選指

數成分股。富時新興市場指數須達富時ESG
評等2.9分始可入選成分股。

2.另臺灣永續指數於編製規則中設立指

數工作小組，透過工作小組會議提供國內市

場之專業建議與及時反應台灣國內市場情

況。

(三)指數計算：依市值加權方式計算。

(四)成分股數目：不固定。

(五)定期審核：成分股每年6月及12月
進行定期審核。

(六)指數授權：勞動基金運用局於

2018年指定臺灣永續指數為指標，遴選七

家業者委外代操新台幣420億元。

(七)臺灣永續指數ETF：指數授權元大

投信，於2019年8月23日掛牌上市「元大臺

灣ESG永續ETF。

五、 目前我國永續投資規模(不包含綠色債

券)

標的 金額 相關內容

臺灣就業99指數 約新台幣360億 國內相對報酬委外
參考指標

臺灣高薪100指數 約新台幣300億 國內相對報酬委外
參考指標

臺灣永續指數 約新台幣420億 全權委託投資標的

富邦臺灣公司治理

100 ETF
基金規模約新台
幣37.41億

截至2019年10月
31日

元大臺灣ESG永續
ETF

基金規模約新台
幣49.94億

截至2019年10月
31日

肆、結論

在現代化的企業發展中，永續發展已成

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世界潮流所趨，

透過永續性的經營管理和環境共存共榮，不

只是善盡企業應有的重要職責，彰顯「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價值，投資人亦透

過投資價值鏈及對公司之所有權發揮對企業

影響力，以有效透過其專業督促被投資公司

提高治理水平，並對經濟、環境、社會產生

正向影響，企業若加強與責任投資機構合作

溝通，將對提升我國資本市場永續發展有莫

大助益。

隨著全球責任投資快速成長，ESG投資

策略也逐漸獲得我國投資人的關注，包括國

內退休基金及壽險業者在內的機構投資人亦

相當認同責任投資的理念。臺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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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的推出象徵臺灣

推動社會責任投資之里程碑，也為投資人與

機構法人帶來更多投資的選項，藉由指數化

投資風險分散的優勢，引導資金投入重視永

續發展的國內企業，帶動資本市場以及我國

企業的正向循環，創造三贏。

 (臺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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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

壹、前言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係企業在創造利

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所

有利害關係人的責任，以達成經濟繁榮、社

會公益及環保永續之理念，同時包含了環境

(Environment)、社會(Social)與公司治理

(Governance)等三個面向。有關我國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之進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於2013年規劃五年期

之「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其中

考量我國股票市場投資結構以小額投資人居

多，故倡導編製公司治理指數，協助小額投

資人篩選公司治理表現良好之公司，並鼓勵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政府四大基金及機構投

資人作為選擇投資標的之參考，期能透過社

會責任型投資督促上市上櫃公司提升公司治

理。

在金管會的政策支持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與臺灣證券交易

所(以下簡稱：證交所)分別推出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指數，其中櫃買中心於2014年推出

「櫃買勞工就業88指數」、「櫃買薪酬指

數」，證交所推出「台灣就業99指數」、

「台灣高薪100指數」等，以呼應政府及主

管機關鼓勵企業僱用我國勞工以提高勞工就

業率，及提升員工薪酬水準、強化勞資和諧

以留住人才，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政策。

「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於2015
年公布後，櫃買中心及證交所再於當年推出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及「台灣證券交易

所公司治理100指數」，將評鑑結果優良之

上市櫃公司納入指數，讓重視公司治理的

企業受到投資人青睞。另2017年12月證交

所之子公司臺灣指數公司與富時羅素(FTSE 
Russell)共同發布合作編製之「臺灣永續指

數」，以富時羅素的ESG評鑑系統對上市

公司進行評鑑以篩選指數成分股，期能為國

內投資人與機構法人帶來更多責任投資之選

項。

為進一步提升我國公司治理水準，金管

會於2018年4月正式啟動為期三年的「新版

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並將「引導

投資人重視公司治理指數及永續指數」列為

重要的策略目標，以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文化。而櫃買中心響應政策刻正研議

編製上櫃公司永續指數之可行性，進而藉由

公司治理指數及永續指數相關金融商品之推

廣運用，期能鼓勵投資人投資公司治理較佳

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引導企業自發

性重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我

國公司治理水準。

下文將先概述櫃買中心對企業社會責任

之推動措施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對公司

之效益，並介紹櫃買中心已編製之「企業社

會責任型指數」，最後並說明上櫃永續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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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之規劃。

貳、 櫃買中心對企業社會責任
之推動措施

一、 發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

櫃買中心與證交所為提升國內企業對企

業社會責任之認知，參考國外實務經驗並彙

集產業及專家學者之建議，於2010年共同

研訂「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其後又陸續配合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發

展趨勢、加強食品安全與環境保護措施，參

酌人權公約等相關規範，就明確我國企業社

會責任涵蓋範疇、強化企業之公司治理、加

強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措施、提升資訊透明

度與重視利害關係人權益等方面加以修訂，

提供上市櫃公司落實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參

考。

二、 發布「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鑒於國內陸續發生之食安及工安事件，

為使上櫃公司更加注重企業誠信經營及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櫃買中心於2014年訂定上

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

辦法，要求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100億元以

上、金融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及最近年

度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比重達50%以

上等特定上櫃公司，應參考國際通用標準規

範編製及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嗣為持

續強化我國上市櫃公司社會責任暨非財務資

訊揭露，並考量成本效益及受規範公司的因

應時間，乃分階段擴大適用範圍，2015年
10月要求股本達新台幣50億元以上未滿100
億元的上櫃公司，應自2017年起出具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惟年度決算有累積虧損

者，得延至2019年度開始適用。

為提升上櫃公司非財務資訊揭露品質

及符合國際趨勢，2019年1月再修正上櫃公

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

法，規定上櫃公司應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

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之

GRI準則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三、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品質

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品質提升方面，

櫃買中心及證交所委託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

展協會分批檢視上市上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之合規性及是否符合投資人之期

待，作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品質之

參考，並提出引導公司改善之相關措施。

2018年~2020年每年將完成100家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之檢視。

四、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目前公司治理評鑑指標計有「維護股

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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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構面，包含

85項指標。其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在

2017年度計有15個指標，配分權重18%，

2018~2019年度已加重企業社會責任之比

重，增加為18個指標，配分權重達21%，藉

由評鑑引導公司注重企業社會責任。

叁、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對
公司之影響

一、責任投資成為趨勢

2 0 0 6 年 聯 合 國 發 表 責 任 投 資 原

則(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R e s p o n s i b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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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PRI)，鼓勵機構投資人將環

境、社會與公司治理議題整合到投資策略

中，截至2019年9月公開簽署責任投資原則

的機構投資人已超過2,600家機構，其管理

的資金規模已達89兆美元。而根據全球永

續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GSIA)2018年報告，2018年在五

大主要市場(歐、美、日、加、澳紐)之永續

投資規模已超過30兆美元，相較2016年成

長高達34%，而國內四大基金(郵政儲金、

國民年金基金、勞保基金、勞退基金)對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投資亦日益增加，顯示投資

人對責任投資議題的關注程度已日益提升。

二、責任投資相關指數之影響

因應責任投資的趨勢，衍生責任投資

相關標的篩選的需求，國際知名投資研究

及指數機構紛紛創立責任投資相關指數，

如道瓊永續指數(DJSI)、富時永續指數

(FTSE4GOOD)、明晟環境社會與治理指

數(MSCI ESG Index)。以道瓊永續指數為

例，2019年台灣入選的企業數為23家，入

選的公司顯示其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

方面獲得一定之肯定，亦能增加機構投資人

對入選公司的關注。因此，我國上市上櫃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之推出，亦有助國際或

國內投資人注意我國整體市場公司治理及企

業社會責任之表現，並可能將表現優良之上

市上櫃公司納為責任投資之標的。整體而

言，亦有助於吸引穩健的中長期責任投資資

金投入我國證券市場，使市場發展更為健

全。

此外，藉由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指數之推

出，在公司相互比較的良性競爭下，為爭取

機構投資人之青睞，公司經營階層將更有動

力向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較佳之標

竿企業學習，以吸引長期資金之投入。長期

而言，完善公司治理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將有助於健全公司的營運體質，免於發生管

理階層舞弊等情事；而在國際大廠要求其供

應商應一起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趨勢下，亦

有助提升台灣廠商在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優

勢。投資人願意投資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

任表現良好的企業，使企業容易在資本市場

取得長期穩定的資金，更能提升企業的經營

價值，並使企業得以永續經營。

肆、 櫃買中心編製之「企業社
會責任型指數」

櫃買中心向來以「經濟活力的推手，成

功企業的搖籃」自我期許，為鼓勵上櫃公司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迎合責任投資快速成

長的趨勢，已陸續編製「櫃買勞工就業88
指數」、「櫃買薪酬指數」及「櫃買公司治

理指數」等，作為櫃買市場企業社會責任的

參考投資指標。

一、櫃買勞工就業88指數
勞工係台灣經濟的重要支柱，其權益的

保障更是企業社會責任中極為重要且不可

忽視的一環。有鑑於此，櫃買中心於2014
年5月30日以我國勞工就業市場為主題編製

「櫃買勞工就業88指數」，這是櫃買中心

首次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型指數。

(一)成分股篩選條件

1. 成分股必須符合流動性檢驗。

2. 基本面檢驗：

(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有累積虧損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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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刪除。

(2)員工貢獻度(營業利益／員工人數)

檢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利益除以最近

一年「納入合併報表之母子公司於國內所僱

用之本國籍員工人數」，將計算結果由大到

小排序，將排名最後20%及負數者刪除。

(3)將最近兩年度員工人數較前年度減

少達50%以上者刪除。

3.將符合流動性及基本面檢驗的股票，

以其最近一年「納入合併報表之母子公司於

國內所僱用之本國籍員工人數」遞減排序，

選取排名在前88名的股票作為成分股。當

員工人數相同時，以發行市值排序。

(二)指數計算：發行量加權。

(三)基期點數：100點。

(四)成分股家數：88家。

(五)定期審核：每年四月。

櫃買中心於規劃「櫃買勞工就業88指
數」時，考量本指數著重在上櫃公司提供國

內勞工就業機會之多寡，故在評估員工人數

時以「納入合併報表之母子公司於國內所僱

用之本國籍員工人數」為原則，以反應公司

於國內僱用勞工之實況；另「櫃買勞工就業

88指數」在2019年初至10月底之績效表現

優於櫃買指數，可見成分公司在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的同時，也兼顧了股東及投資人之權

益。

二、櫃買薪酬指數

為響應主管機關政策，鼓勵企業加薪，

進而留才、育才以提升公司營運績效，櫃買

中心於2014年8月27日發布了以員工薪資福

利為主題的「櫃買薪酬指數」，希望藉由指

數的發布，達到上櫃公司注重勞工權益、薪

資與福利，持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目的。

(一)成分股篩選條件

1. 成分股必須符合流動性檢驗。

2. 基本面檢驗：最近三年度的薪資變

動率連續三年均為負數，且最近年度僱用員

工人數未較前一年度增加者，將不列入篩選

範圍。

3. 依平均薪資排序選取前88名。

(二)指數計算：發行量加權。

(三)基期點數：100點。

(四)成分股家數：88家。

(五)定期審核：每年四月。

期間：2019年1月至10月

表1　櫃買勞工就業88指數績效
期間：2019年1月至10月

期間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今年1∼10月
勞工就業88指數 5.29% 7.63% 4.74% 29.17%
櫃買指數 3.05% 4.21% 3.13%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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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薪酬指數」在設計上，考量年度

財務報告僅揭露年底在職之員工人數，在員

工薪資計算上，以前一年員工人數與當年員

工人數之平均數計算當年度平均薪資，以降

低人數變動對平均薪資之影響。同時，設計

了「三年的薪資變動率均為負且最近期員工

人數未較前一年度增加者」為剔除之條件，

以排除人數變動對薪資變動率之影響。經觀

察該指數績效表現，除最近3個月與櫃買指

數約當外，其餘期間指數績效皆優於大盤。

三、櫃買公司治理指數

櫃買中心於2015年6月29日推出「櫃買

公司治理指數」，以鼓勵上櫃公司於追求獲

利成長之同時，亦致力提升公司治理水準，

另可提供投資人將公司治理的良窳納入投資

決策的參考指標。

(一)成分股篩選條件

1.成分股必須符合流動性檢驗。

2.成分股必須屬於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之公司。

3.基本面條件：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每

股淨值須在票面以上；屬第一上櫃公司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10元者，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

4.將符合上述條件之股票分別以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之「本期淨利」及「營收成長

率」進行排名，並將兩者排名加總後，由小

而大排序選取前60支成分股，若排名加總

相同者，則以每股淨值高者優先。

(二)指數計算：發行量加權。

(三)基期點數：100點。

(四)成分股家數：60家。

(五)定期審核：每年五月。

為鼓勵上櫃公司落實公司治理，「櫃買

公司治理指數」除將選樣範圍訂為公司治理

評鑑結果排名前20%之上櫃公司外，更著眼

於上櫃公司之營收成長性。因此，櫃買公司

治理指數今年以來不僅指數報酬優於櫃買指

數，其成分股公司2018年度平均之每股稅

後純益達6.54元，更遠高於全體上櫃公司平

均之1.93元，顯示「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成

分公司既能落實公司治理，又有卓越的經營

績效。

表2　櫃買薪酬指數績效
期間：2019年1月至10月

期間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今年1∼10月
薪酬指數 4.44% 5.39% 3.09% 23.60%
櫃買指數 3.05% 4.21% 3.13% 21.16%

表3　櫃買公司治理指數績效
期間：2019年1月至10月

期間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今年1∼10月
公司治理指數 6.63% 9.36% 5.42% 30.25%
櫃買指數 3.05% 4.21% 3.13%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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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上櫃永續指數未來發展之
規劃

一、國際責任投資趨勢

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SIA)在2018年出

具研究報告，就全球五大地區永續責任投資

成長率進行統計，2014年至2018年前五大

地區責任投資皆持續成長，顯見全球資本市

場投資人對永續發展投資之強烈意願。永續

投資之熱潮最具體概念為ESG投資，即將公

司於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
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方面之表現及影

響納入考量，投資人藉由投資過程中選擇具

有永續發展理念的企業，除欲獲得較佳報酬

外，也希望藉由投資對世界產生影響力。

因應ESG投資浪潮，世界知名指數公司

如明晟(MSCI)、道瓊(Dow Jones)、富時

(FTSE)及標普(S&P)等，或亞洲鄰近交易

所如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大陸

等，皆發布其ESG主題相關指數作為市場投

資標竿或指數化投資追蹤標的。前開機構對

於成分股公司ESG各面向評比方式不同，

或採問卷調查、由專業團隊就公司資訊揭露

進行評分，或採負面表列方式剔除表現不佳

成分股資格等，最終目的皆為篩選出標竿企

業，做為投資人責任投資之標的。

近年來我國公司治理推動成效卓著，從

早期著重透過制度安排落實企業經營者責任

以保障股東權益，到現今透過有效發揮董事

會職能、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強

化機構投資人角色等議題，使制度能有效協

調公司與股東、債權人、員工、社會等各層

面之相關利益，期望企業在追求利潤及維護

股東利益同時，還要對社會公益及環境的永

續發展有所貢獻。櫃買中心將持續推動公司

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使我國企業能在國際

市場投資人重視之責任投資原則(PRI)下永

續發展。

二、櫃買永續指數之發展規劃

櫃買中心推動上櫃公司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不遺餘力，近年在主管機關與櫃買中心持

續的推廣及永續投資風潮的推波助瀾下，

上櫃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

以及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意願均已大

幅提高，近二年度(2017及2018)編製家數

均超過百家，較2013年度之42家成長超過

一倍；另觀察目前櫃買市場「櫃買勞工就業

88指數」、「櫃買薪酬指數」及「櫃買公

司治理指數」等指數績效，從今年初迄10
月底分別達29.17%、23.60%及30.25%，均

較同期櫃買指數21.16%為佳，可發現重視

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可為投資人帶來較穩定

甚至更佳的報酬。

櫃買中心考量近年來上櫃公司在營運成

果表現相當突出，為建立更有效表彰整體櫃

買市場走勢的參考指標，並據以做為更多主

題性指數(包含ESG指數)之選樣母體，在

2019年3月27日發布了「富櫃200指數」(指

數代號：IX0118)，網羅200家市值規模最

大又具有流動性的上櫃股票，指數成分股市

值涵蓋率可達整體櫃買市場七成，結合波動

度高及漲跌點數大等特色，相當適合作為指

數商品之連結標的，今年迄今指數績效已達

24.81%，表現相當突出，業者相繼推出包

含指數型權證、報酬指數ETN及店頭衍生

性商品等指數化商品，臺灣期貨交易所也在

2019年10月1日推出了富櫃200指數期貨(英

文代碼:G2F)，建構出相當完整的產品線，

可以滿足投資人短中長期投資、避險及槓桿

操作的多樣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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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投資人追求獲利與永續投資需

求，未來櫃買中心將規劃以富櫃200指數成

分股作為選樣母體，提供投資人包含環境

(E)、社會(S)及公司治理(G)與財務表現

以落實永續投資之標竿指標；透過現有公司

治理評鑑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資訊，建

構ESG三面向之綜合評比資料，輔以公司

財務指標績效，篩選ESG構面表現優異之

富櫃200指數成分股編製永續指數，藉由指

數化投資商品提供投資人期待獲得長期穩定

報酬，同時亦發揮影響力落實責任投資，另

外也可引導投資人之中長期資金參與櫃買市

場，透過市場投資重視社會責任的中小企

業，引領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形成正向

循環，促進國內永續投資發展。

 (櫃檯買賣中心)



標竿企業故事CSR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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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公司簡介

1987年，台積公司成立於台灣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從成立之初就以專業積體電路

製造服務為商業模式，公司專注生產由客戶

所設計的晶片，本身並不設計、生產或銷售

自有品牌產品，直到今天，面對全球劇烈變

化的政經環境，台積電堅持成為客戶最信賴

的合作夥伴，不懈地實踐技術領先與卓越製

造的承諾。

2018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1兆314.7億
元，全球市占率連續九年成長，已達56%，

創歷年新高。台積公司憑藉著領先而多樣的

製造技術，持續提供最先進與完備的半導體

應用解決方案，持續保持產業領導者地位，

同時以負責任的經營理念，在永續發展的路

上攜手上下游夥伴，在經濟、環境與社會三

大面向不斷邁進，矢志成為帶動社會共好向

上的力量。

永續治理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台積公司自成立以來，除在專業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本業中謀求最大成就，同時也與

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

係人建立良好互動，積極善盡企業公民責

任，共同追求永續未來，公司並定下三大使

命：

在誠信正直方面，台積公司重視道德、

公司簡介

7年
連續第七年營收、淨利與每股盈餘創紀錄

56 %
連續九年市佔率成長，達全球 56% 

依客戶所在地區營收佔比

依終端產品市場營收佔比

歐洲、中東

及非洲市場

電腦相關產品

北美市場

通訊相關

產品

62%

9%

17%

5%
7%

客戶所在地區

營收佔比

56%

23%

7%

14%

終端產品市場

營收佔比

日本市場

消費性電子產品

中國大陸

市場

工業及標準

性產品

日本與中國

大陸以外的

亞太市場

1
全球率先成功量產 7奈米製程，領先同業至少一年

>1,200萬片
台積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擁有及管理的年產能

超過 1,200 萬片十二吋晶圓約當量

1
全球邏輯積體電路產業最大的產能提供者 

1
全球首家量產 5G行動網路晶片的專業積體電
路製造服務公司 

63%
63% 營收來自 28奈米及以下先進製程，高於
民國 106年的 58% 

481家客戶
透過 261 種製程技術，為 481 家客戶生產 
10,436 種不同產品 

台積公司在台灣、北美、歐洲、日本、中國大

陸、南韓等地均設有晶圓廠、子公司或辦事處，

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亦於民國 107年起提
供十二吋晶圓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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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法治、積極平衡各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希望以自身永續經營的經驗，驅動產業與供

應鏈的正向循環，共同成為社會向上提升的

力量。

在強化環保方面，台積公司致力於環境

永續，持續推動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

供應鏈，追求能源與資源最佳使用效率，並

積極投入減廢與汙染防治。同時，也樂意對

外分享自己的環保知識與經驗，希望透過產

官學界及全體社會的合作，攜手因應氣候變

遷的嚴峻挑戰。

在關懷弱勢方面，台積公司秉持公平正

義、安居樂業的核心理念，結合公司資源與

同仁自發性的志工服務，以金錢、物資及人

力等方式投入「教育與生活」二大範疇，希

望協助偏鄉弱勢學子，取得多元學習機會，

並提供弱勢團體必要的生活協助及急難救

助，建立共好社會。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是台積

公司永續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由台積公司

創辦人張忠謀博士親自定義的「企業社會責

任矩陣表」，則清楚闡明企業社會責任的涵

蓋範圍。其中橫軸部份代表台積公司期許能

在「道德、商業水準、經濟、法治、關懷地

球與下一代、平衡生活／快樂、公益」等七

大領域建立永續典範；縱軸部份則展現台積

公司的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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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的主席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

議。在公司整體推動企業永續管理策略上，

董事會亦扮演督導與指導角色，每年度，由

企業社會責任矩陣表

台積公司 社會
道德 商業水準 經濟 法治 關懷地球

為下一代著想
平衡生活／
快樂

公益

誠信正直

守法

反對貪腐、不賄賂、不搞政商關係

環保、氣候變遷、節能

重視公司治理

提供優質工作

優質股東回饋

推動員工生活平衡

積極鼓勵創新

提供優良工作環境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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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指派財務長擔任委員會主席

與經濟、環境、社會及治理面向相關的功能組織推派管理代表

每季

 
每年

主席

委員

主要工作項目 召開會議，督導各面向永續議題的執行績效，進行跨部門溝通協調與資源整合，

建立持續改善計畫

由主席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執行成果與下年度工作計畫

台積公司內部最高層級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治理

經濟

環境

社會

委員會成員

台積電文

教基金會

台積電慈

善基金會

人力資源

客戶服務營運

投資人關係 資材管理

品質暨可

靠性財務

風險管理 研究發展

法務環保安全衛生

公共關係

利害關係人

股東／投資人 客戶

政府 供應商／

承攬商

社會 員工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向董事會報告當年

度執行成果與未來工作計畫。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台積公司履行企業公民責任，以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為跨部門溝通、管理平台，接

軌國際標準、建立由上而下、橫向串聯的運

作方式，由主席領導各組織委員擬定永續議

題的年度策略、中長期目標並追蹤執行成

效，積極平衡各利害關係人的利益，驅動產

業與供應鏈的正向發展。

永續價值創造

台積公司深切明瞭在公司持續成長的過

程中，業務規模的擴展雖帶來財務穩定與

成功，同時也對社會與環境帶來衝擊。公

司透過企業永續追求「淨正向影響」(Net 
Positive Impact)極大化，戮力降低負向影

響(Negative Impact)，期盼以自身的不懈努

力，取得利害關係人信任，實現共享價值。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為解決全球永續發展問題，台積公司從

核心能力出發，積極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台積公司內部最高層級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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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SDGs)。2018年，台積公司依循「瞭解

SDGs與定義優先順序」、「設定目標與整

合」、「揭露溝通」三大步驟，重新檢視與

SDGs的連結，嘗試從本業的關鍵優勢，攜

手上下游夥伴為產業與社會帶來改變與創

新。為了凝聚公司內部各組織共識、擴大員

工參與，2019年，董事長與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主席將召集技術發展、業務開發、營

運、資材及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台積

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等高階

主管，合力擘劃鏈結台積公司核心能力的

SDGs推動藍圖。

焦點與進展

誠信經營

值得信賴的公司

立基於「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台積

公司一向以最高標準治理公司。透過完整的

教育訓練與宣導，持續深化員工的從業道

德，不負客戶所託；同時攜手供應鏈，實踐

產業共好，成為利害關係人的信賴夥伴。

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台積公司的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系統，

是以「誠信正直」為核心價值，藉由一系列

的法規鑑別、規範制訂、落實執行、自我評

估與檢視，以及暢通的舉報管道及舉報者保

護所構築而成，由管理階層以身作則，由上

而下身體力行。

誠信經營

創新與服務

創新，是台積公司持續成長的動力。身

為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領導者，台積公

SDGs三階段推動藍圖

階段一

瞭解 SDGs與定義優先順序

9個 台積公司呼應 SDGs數量 7個 台積公司新增的永續發展指標

25項 揭露呼應 SDGs的永續做法

階段二

設定目標與整合

階段三

揭露溝通

檢視台積公司的核心營運能力 SDG 6 
（淨水與衛生）、SDG 7 （可負擔能源）、
SDG 8（就業與經濟成長）、SDG 12 （責
任消費與生產）、SDG 13 （氣候行動）、
SDG 16 （促進和平與包容社會），高度
鏈結台積公司的商業驅動力；在慈善驅

動力上，我們認為 SDG 1 （解決貧窮）、
SDG 3 （健康與促進福祉）與 SDG 4 （品
質教育），是台積公司二大基金會能夠

投入、發揮影響力的領域。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採納 SDGs目標分析指南（Business Reporting on the SDGs: An Analysis 
of the Goals and Targets），瞭解企業可透過哪些可行的方案，協助達到 SDGs的永續目標。
這一年，我們新增七個永續指標，設定民國 114年的長期目標，讓 SDGs的鏈結轉換至實質
的行動，透過合作落實 SDGs發展。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採取 25項呼應 SDGs的永續做法。
未來我們將持續遵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羅盤（UN SDG 
Compass）揭露與溝通原則，以重大性議題為基礎，思
考如何以創新研發能力鏈結其他 SDGs目標的可能性，回
應外界期待。同時，我們仍不斷做出變革，將 SDGs納入
公司推動永續的 DNA，讓台積公司的長期永續目標能為
社會的進步帶來實質改變。

舉報與保護

評估與檢視

落實與執行

法規鑑別與制定規範

內外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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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傾聽客戶聲音，專注研發，提供最高規格

的客戶機密保護，以領先的技術與解決方

案，協助客戶打造高品質、低耗能的跨世代

永續產品，贏得市場先機。

台積公司成立至今，以創新的價值觀為

基石，積極打造創新文化，營造勇於創新的

工作環境，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半導體產業特

性。台積公司除持續強化技術領先的競爭優

勢，並藉由內部創新的獎勵機制，鼓勵同仁

在工作上具體實踐各式各樣的創新，不斷強

化組織的創新活力。同時，亦協助客戶、產

業與學界進行跨領域創新，包含與客戶合作

的產品創新、與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的技術人

才創新，以及與供應商合作的綠色創新。

技術領先

2018年，台積公司持續擴大研發規

模，全年研發費用為28億5,000萬美元，較

前一年成長約7%，約占總營收之8%；研發

組織人數則增加為6,216人，較前一年微幅

增加約1%，此一研發投資規模不僅與世界

級一流科技公司相當，甚至超越了許多公司

的規模。

開放創新平台

台積公司的開放創新平台 ( O p e 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是一個持續驅

動創新的完整設計技術架構，涵蓋所有關鍵

性的積體電路設計範疇，有效降低客戶設計

時可能遇到的種種阻礙，提高客戶首次投片

即成功的機會。結合半導體設計產業、台積

公司設計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台積公司的矽

智財、設計應用、製程技術以及後段封裝

與測試服務，成立於2008年的開放創新平

台，十年來不斷為半導體產業帶來最具時效

創新的價值觀

技術領先

保護智慧財產權

智能精準製造

綠色創新案例
● 氨氮廢水再製有價工業

級原料
● 含銅廢液全面資源化
● 大綠計畫
● 沸石濃縮轉輪再精進
● 綠建築面積全球半導體

業界第一
● 人工智慧冰水系統

營運、研究發展、品質

暨可靠性、企業規劃、

財務等組織舉辦年度創

新點子競賽論壇（Idea 
Forum）、基層改善提案、
持續改善小組、改善案例

發表會以及機台節能競賽

大學合作計畫

● 大學研究中心

● 大學晶圓快捷專案

● 晶圓布局課程

開放創新平台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世界級研發機構合作註

創新的價值觀

鼓勵創新 創新作為

創新合作

創新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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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

2018年，在既有的電子設計自動化

聯盟(EDA All iance)、矽智財聯盟(IP 
Alliance)、設計中心聯盟(Design Center 
Alliance)、價值鏈聚合聯盟(Value Chain 
Aggregator Alliance)之外，台積公司攜手

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WS)、益華電腦

(Cadence)、微軟Azure(Microsoft Azure)
以及新思科技(Synopsys)成立第五個雲端

聯盟，首度推出雲端半導體設計服務；藉

由共同開發的OIP虛擬設計環境(Virtual 
Design Environment)，為客戶提供一個完

整的系統晶片設計架構，協助客戶利用雲端

高效能運算力及彈性，提升晶片設計生產

力，縮短客戶產品上市時間。

2018年除了新增的雲端解決方案，台

積公司亦持續與OIP夥伴們合作，針對最先

進的5奈米技術、7奈米技術、7奈米技術強

效版、22奈米技術、車用電子及3DIC晶片

系統整合技術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滿足客

戶產品在不同設計階段的需求。經由整合各

類研發與技術資源，台積公司協助客戶專注

而具效率地創新，成功推出高品質與低功耗

的產品，贏得市場先機。

永續產品

開放創新平台

開放創新平台夥伴五大聯盟

台積公司製造服務

•  提高首次投片
即成功的機會

• 縮短上市期程

台積公司製程技術

通過台積公司驗證

符合製程與品質需求 
● 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

●晶片設計元件
●晶片設計服務
●雲端解決方案

●晶片完整設計解決方案

提供最完整與最先進的
●製程規格
●設計輔助資料

開放創新平台

客戶

設計

電子設計

自動化聯盟

矽智財

聯盟

設計中心

聯盟

雲端

聯盟

價值鏈

聚合聯盟

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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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考量產品生命周期，致力減少

環境足跡，降低產品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及

能源耗用；同時審慎評估選用低危害性的原

物料，符合產品無有害物質標準；以精進的

製程技術，協助客戶實現更具能源效率的產

品設計，提供兼具創新與環保的永續產品。

責任供應鏈

做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公司，台積公司積極發揮產業領導者的影響

力，攜手上下游廠商，在技術、品質、交

期、環保、人權、安全與衛生等各方面不斷

精進，打造世界級的半導體綠色供應鏈。

綠色製造

除了追求企業成長與突破，台積公司期

許自己成為綠色力量的執行者，提升環境保

護與社會價值。台積公司將綠色管理融入企

業經營中，就氣候變遷、能源管理、水管

理、廢棄物管理及空氣汙染防制等面向執行

各項持續改善行動，期許企業營運能與環境

共生共榮。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台積公司不僅加強

氣候韌性調適，降低災害可能帶來的營運衝

擊，亦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上持續努力。如

同「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環境保護政

策」中所宣示的使命，因應氣候變遷是公司

永續經營的責任，藉由持續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與使用再生能源，致力成為全球綠色製造

的領導者。台積公司透過與商業夥伴、產官

學界及全體社會的合作，齊力跨越氣候變遷

所帶來的嚴峻挑戰。

台積公司產品生命週期環境／社會衝擊考量

● 產品無有害

物質

● 產品碳足跡

／水足跡

● 產品生命周

期評估

● 產品本身節

能

● 產品應用促

進全球節能

● 汙染防治

● 廢棄物循環

再利用、妥

善處置

● 溫室氣體減量

● 節能、節水

● 減廢、廢棄物管理

● 汙染預防

● 有害物質管理

● 環境管理系統

環
境
衝
擊
考
量

廢棄物處理

與回收商

消費者、工業

及其他用戶

台積公司客戶

及終端產品客戶
測試封裝廠台積公司晶圓廠原物料供應商

● 協助客戶實現

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

● 協助客戶生產

微機電系統晶

片，廣泛應用

於提升人類健

康與安全之相

關產品

● 行動運算及

無線通訊帶

來生活便利

● 微機電系統

晶片創新應

用提升人類

健康與安全

● 職業安全

衛生

● 勞工人權

工時

● 職業安全衛生

● 勞工人權、工時

廢棄物處理與

回收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使用

資訊與通信

科技產品

組裝與銷售

封裝測試晶圓生產原物料生產

社
會
衝
擊
考
量

台積公司產品生命周期環境／社會衝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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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8年，能源管理是台積公司最

刻不容緩的議題之一。然而隨著先進製程不

斷演進，積體電路製程複雜度日益增加，用

電量也持續攀升。儘管台積公司在2018年
投入大量資源、戮力執行524項節能措施，

有效節電3億度，但單位產品用電量仍難達

到預期減量目標。為此，台積公司積極回

應，透過外購再生能源、建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等行動，增加再生能源在台積公司能源

結構中的比例，有效降低因生產用電所造成

的溫室氣體排放，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包容職場

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台積公司重視

與員工的承諾，建構超越國內外安全衛生法

規及人權規範的友善職場，希望營造一個具

挑戰性、可持續學習而又有樂趣的工作環

境，吸引並留住志同道合、能與公司一起成

長的夥伴。

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對社會的貢獻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近年的快速成長，反映出大眾

對行動裝置元件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於便利生活的高

度渴望。台積公司致力於協助客戶實現行動運算及無

線通訊晶片的創新，並且已有顯著貢獻。

● 創新製程使得晶片更小、運算速度更快，進而縮

小電子產品體積

● 系統單晶片的技術可將更多不同功能集中在單一

晶片上，減少電子產品需配置的晶片數量，縮小

電子產品體積

● 新製程使晶片耗電更少，行動裝置產品使用時間

更長

● 協助實現 3G／ 4G、無線區域網路（WLAN）／藍
芽等更便利的無線通訊能力，使人們可以隨時溝

通、處理事務，大幅提高現代生活的機動性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使行動通訊生活更快速便利

民國 107年第二季，領先業界的 7奈米 FinFET製程
技術已於進入量產，此一技術能夠支援客戶更廣泛的

產品應用，包含行動裝置、遊戲機、人工智慧、中央

處理器、圖形處理器，以及網路連接裝置等，也創下

台積公司量產速度最快的新紀錄。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台積公司持續投資強化或開發創新的影像感測器

（CIS）及微機電系統（MEMS）晶片技術， 並從傳
統感測技術延伸至機械感測（Machine）技術。結合
傳統感測及機器感測的優勢，使用台積公司 CIS及
MEMS技術生產的新產品，尺寸更小、速度更快、功
耗更低，能大幅增進生活便利、改善健康、促進安全。

● 延伸傳統感測技術至機械感測技術，如紅外線、超

音波，以及微型致動器（Micro-actuator）等
● 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及智慧型手機等數位工具，

提升生活便利性

● 應用於先進醫療及預防醫療的照護，改善健康品質

● 應用於車用電子，提升汽車安全系統

協助客戶實現晶片創新，提升人類健康與安全

民國 107年，台積公司成功為客戶生產全球第一個
單晶片互補式金氧半導體微機電（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CMOS-MEMS）電容式氣壓計（Capacitive 
Barometer），能精準感應小至五公分以內的高度改
變，封裝尺寸約略小於一平方公厘，能夠整合於不同

系統應用，包括個人活動紀錄或室內導航等。

最新成就

重要突破

台積公司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對社會的貢獻

11月   頒布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7月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11月  巴黎氣候峰會

2月   中國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試行辦法  

9月   美國華盛頓州潔淨空氣法  

11月 巴黎協定

3月   頒布環境保護政策  

5月   成立碳管理平台

8月   成立節能減碳委員會

2月   建立中國廠區碳交易流程  

3月   成立再生能源專案  

6月   建立內部碳定價與績效 
認可  

7月   加入科學基礎目標倡議註 

3月   加入工業局自願減量平台   

5月   啟動綠色機台認證專案  

11月 啟動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節能工作平台
 簽署長期再生能源合約 90MW（百萬瓦）

12月 海外據點完成購置再生能源

氣候變遷因應歷程

（民國年）

溫室氣體管理法規

台積公司因應

107106105104

氣候變遷因應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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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好社會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

基金會」持續凝聚台積公司內外部的資金、

物資與人力，多面向投入弱勢關懷、孝道倫

理、偏鄉／弱勢教育、青年培育、藝術文化

與節能生態等多元活動，為社會缺口挹注資

源，傳遞美好與善的力量。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98年。為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2018年投入新台幣

7,681萬元，以「關懷教育弱勢」、「支持

多元教育」、「推廣藝術文化」三大主軸為

基石，與體制內外教育機構合作，以期縮小

城鄉教育差距；舉辦多元競賽，引領青年探

索自我，勇敢追求夢想；舉辦藝文活動，培

植國內藝文團隊，回饋社區民眾，豐富國人

的精神生活。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自2017年成立以

來，持續耕耘照護獨老、推廣孝道、關懷弱

勢、保育環境四大主軸，同時關注在地急難

救助需求，以實現台積公司「提升社會」的

願景、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這片土

地帶來更多溫暖。

2018年，台積電慈善基金會擴大四大

台積公司的社會參與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 台灣社會需求

縮小城鄉教育落差

扎根青年

科學及美學素養

培植台灣優秀藝文團隊

提升社會藝文環境

提升獨老健康福祉

提升年輕世代

的孝道意識

提升弱勢族群

教育及生活水平

降低對能源耗竭的環境衝擊

提升學童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關懷教育弱勢
縮小城鄉教育不均，協助弱

勢學子享有優質教育的權利

保育環境
藉由惜食專案降低資源浪費並連

結弱勢關懷；透過志工服務提供

學校節能指導及學童生態導覽

支持多元教育
舉辦教育活動，引領青年發

展多元興趣，探索自我

推廣藝術文化
贊助優質藝文展演，播灑美

育種子，提升社區民眾精神

生活

照護獨老

積極追蹤台灣獨老現況，擴大

低收入獨老服務範圍及人數

推廣孝道
藉由教育及大眾傳播宣揚孝

道文化，由根本緩解獨老 
照護需求

關懷弱勢
由「教育」與「生活」切入，

提升弱勢族群的教育及生活

水平

對象

方式

弱勢清寒學生

• 希望閱讀計畫 2.0
• 美育之旅、科學之旅
• 旭日計畫、向日葵計畫

• 贊助「為台灣而教」
• 贊助「均一教育平台」

對象

方式

藝文團隊及社區民眾

• 台積心築藝術季
• 台積講堂

對象

方式

非營利、社工、弱勢等團體、 學校學生與台南水雉園區

• 與食品公司合作捐贈格外品給弱勢孩童
• 藉由節能志工、生態志工活動提供環保教育及資源
• 其他專案活動：淨灘活動等

對象

方式

高中及大學學子

• 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
•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 台積電盃—青年尬科學
•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 吳大猷科學營
• 吳健雄科學營
• 居禮夫人化學營
•  台積電青少年劇場計
畫－ 十六歲小戲節

對象

方式

低收入獨老族群

•  透過愛互聯系統，與醫療機構合作，提
供醫療及生活資源及協助，例如捐贈醫

療設備、送餐車等

• 其他專案活動：年菜送愛活動等

對象

方式

弱勢族群

•  藉由社區志工、導讀志工活動提供生活及教育資源
• 急難救助
• 其他專案活動：愛心團購等

對象

方式

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

•  與政府、學校及媒體合作，結合孝道志工，
進行孝道融合教學及活動，配合媒體宣傳孝

道意識

• 其他專案活動：孝道講座與繪本導讀等

台積公司的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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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各類投入比例

民國 107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各類投入比例圖

45%

18%

12%

25%

總金額新台幣

7,681萬元

▓ 支持多元教育    ▓ 推廣藝術文化    ▓ 關懷教育弱勢    ▓ 其他

主軸的服務範疇，啟動多個全新專案，並在

第一時間協助花蓮賑災。台積公司期盼將影

響力發揮到更多需要的地方，讓社會更加美

好。

照護獨老

透過愛互聯，提供關懷與服務  

智慧醫療系統 
捐贈澎湖衛生所超音波機 

推廣孝道

與教育部合作研製教材、訓練師資，

攜手媒體、園區企業、志工推廣孝道  

教育部孝道文化實施計畫 

孝道志工 

各種孝道推廣活動 

保育環境

擴大生態志工、節能志工 

服務範圍，啟動惜食專案  

惜食專案 

關懷弱勢

急難救助、關懷弱勢族群生活及

教育，落實推動志工服務  

花蓮賑災及關懷行動 

一萬一戶與急難救助專案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服務主軸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四大服務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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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與榮耀

(資料來源：2018年台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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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

全球百大科技領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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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共好 多元化救助弱勢

2019年全球經濟景氣籠罩在美中貿易

戰陰霾之中，全球半導體產值出現近九年來

首見衰退，而台積電連續兩年營業額突破上

兆元規模，企業市值突破8兆元，台積電自

成立以來，除在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本業

中謀求最大成就，同時也與員工、股東、客

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互

動，積極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共同追求永續

未來。

台積電致力於環境永續，持續推動綠色

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供應鏈，追求能源與

資源最佳使用效率，並積極投入減廢與汙染

防治。同時，也樂意對外分享自己的環保知

識與經驗，希望透過產官學界及全體社會的

合作，攜手因應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

2018年共投入新台幣181.7億元環保支

出，推動667件節能、節水、減廢的環境友

善專案，持續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同時訂

定再生能源施行方針，承諾未來3奈米生產

用電量之20%為再生能源，並依照台灣再生

能源建置情況逐年落實全公司20%用電量為

再生能源的長期目標。

廠務及製程設備部門是台積電主要的用

電單位，同時也是節能措施的主要推動者，

去年廠務部門完成自動化與人工智慧兼具的

冰機系統節能創新，製程設備部門汰換低能

效元件及機台設備耗能最佳化，合計全年

規劃並執行524項電力節能措施，有效節電

3億度，相當於減少16.6萬公噸二氧化碳排

放，節省電費共7.5億元，因減少排碳而降

低的潛在外部碳成本為2.5億元。

資源再利用 一滴水使用3.5次

同時，台積電著重建置各種廢水回收系

統，不斷將可再次使用的水經過精製後循環

使用，藉此層層循環再利用模式將每日自來

水用水全數回收，透過循環再利用的程序，

達到一滴水進入台積電平均可使用3.5次再

利用的成果，去年總回收用水量1.29億公噸

再創新高，相當於4.1座寶二水庫。

在關懷弱勢方面，台積電秉持公平正

義、安居樂業的核心理念，結合公司資源與

同仁自發性的志工服務，以金錢、物資及人

力等方式投入「教育與生活」二大範疇，希

望協助偏鄉弱勢學子，取得多元學習機會，

並提供弱勢團體必要的生活協助及急難救

助，建立共好社會。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說，愛心是一切的

驅動者，台積電不但鼓勵，而且期盼能啟發

更多愛心。公益路上，台積人一定走到第一

線，捐款之外，還實際投入時間與心力，因

為親眼所見、親力所為，更能掌握需求、做

更多事。

2019年6月台積電與新東陽一同把愛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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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區，在近年來人口外移嚴重的新北市雙

溪社區，在地成立銀髮俱樂部，並結合社區

森巴阿嬤舞團和老人共餐，集合40位各大

飯店和餐廳的主廚，讓社區的長輩及學童品

嚐到不一樣的五星級惜食料理。

此外，台積電志工社自2010年，投入

新竹榮民之家志工服務，每兩周一次前往探

視照顧住民，以實際行動推動慈善把愛送出

去，貫徹台積電慈善基金會「選定主題，長

期投入」服務宗旨，藉由陪伴的力量，照亮

社會暗角，為共好社會注入暖流。

打造獨居老人照顧網

基金會自2014年起，走訪遍布全台的

醫療、社福單位，尋找一樣對獨居老人，有

協助意願的夥伴，串接起志同道合的點與

線，打造全國性的獨居老人照顧網「愛互

聯」。針對獨老醫療，位於各縣市的愛互聯

醫療單位，首先為低收入的獨居老人，提供

掛號服務專線，並減免掛號費，降低經濟弱

勢的獨居老人醫療門檻。

接著，基金會再與在地民間社福單位志

工攜手，協助獨老前往合作醫療院所就診，

並協助診後的服藥、起居，更重要的，愛互

聯為獨老的需求，一起找資源。

2019年便攜手裕隆集團、台灣中油、

漢名科技及众社企共同做公益，推動「幸福

輪轉手」為台東偏鄉弱勢獨老提供一個方便

就醫的環境。建置起智慧福祉車的共享平

台，提供給台東五偏鄉村落使用，為偏鄉的

醫療等民生交通需求提出社會創新解方，一

起「把愛送出去」。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形容，

超過10,000顆台積電的聰明腦，一起投向公

益，原本只有一個小小的善念萌芽，會有好

多點子進來加分，聚沙成塔的力量，最後讓

事情變成十分，這就是智慧的慈悲。

另外，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肩負「人才培

育」、「藝文推廣」、「社區營造」及「企業

志工」四大方向。在人才培育方面，台積電

文教基金會依照學齡階段，設計多元的培

育人才計劃。小學階段台積企盼以企業資源

消弭城鄉差距，創辦「美育之旅」及「科學

之旅」，帶領偏鄉學子參觀科學展館及美術

館，引發學童科學潛能，並讓美育向下扎根。

贊助藝文 投入文化資產保護

為提升國人精神生活，台積電長期推廣

藝文。基金會成立之初，即開啟企業大規模

贊助藝文的嶄新模式，協助「雲門舞集」等

藝文團隊永續發展，使國內藝術與企業的

合作更為蓬勃多元；積極投入「文化資產

保護」，引發各界對古蹟活化再生的高度

關注，2014年贊助北美館 「兒童藝術教育

中心」 成立，打造兒童專屬的藝術推廣平

台。同時持續贊助 「國內藝文團隊」，提

供揮灑舞台外，更邀請世界級展演，讓國人

能夠欣賞高品質的藝文饗宴。

更以企業之力參與「社區營造」之創

舉，每年在台積廠區所在的新竹、台中、台

南地區舉辦「台積心築藝術季」。台積心

築藝術季以精緻的展演，獲得極大回響，

2016年正式邁入14年，近600場演出，吸引

超過逾32萬人次共同參與，是社區民眾極

期盼的年度藝文盛會。同時，台積與社福單

位長期合作，藉由慈善音樂會、影展等型

式，引發居民關懷，為「社區弱勢」盡一份

心力。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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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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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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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電擁有數座營運中的先進12吋晶圓

廠。位於台南的Fab 12A於2002年進入量

產，目前已運用先進14及28奈米製程為客

戶生產產品。此研發製造複和廠區由三個獨

立的晶圓廠，P1＆2，P3＆4，以及P5＆6廠
區組成，產能目前超過75,000片/月。第二

座12吋廠Fab 12i為聯電特殊技術中心，提

供客戶多樣化的應用產品所需IC，於12吋
特殊製程的生產製造。

聯芯為中國華南首座12吋晶圓專工

廠，於2016年開始量產，為中國及全球IC
設計公司提供優質及地理區域多元選擇的製

造服務，同時滿足中國龐大的電子產品市場

對晶圓製造上的需求。

企業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策略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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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為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

續發展之目標，已訂定聯電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以資遵循。

目前聯電透過企業永續委員會，隨時注

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

業環境之變遷，據以檢討並改進公司所建置

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以提升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成效。

聯電以四項高度競爭優勢，包括「獨立

研發自主能力」、「優良製造技術」、「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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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員工」、及「健全的財務結構」，輔以深

化於公司營運管理與組織運作中之五點企業

文化客戶導向、正直誠信、創新、當責、效

率，使企業得以持續維持於半導體產業之領

導地位；更以企業文化為基礎，規劃出結合

企業競爭優勢之企業永續發展藍圖與三大實

踐方向。

企業永續委員會組織

聯電的永續組織架構，包含董事會、公

司組織及企業永續委員會，由共同總經理由

上而下貫徹企業永續政策，並設有稽核單位

行監督之責。董事會設置「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與「資本預算委員會」，另

有「提名委員會」執行董事會外部績效評

估，加強營運監督及透明度的提升，確保全

體股東權益。企業營運組織與企業永續委員

會則各自設立所需功能單位，共同執行與實

踐企業永續承諾。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會於2008年成立，

為聯電內部最高階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統

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方向與目

標擬定，每半年由主任委員及委員檢視次委

員會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並由委員會永續

辦公室總幹事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涵蓋經濟、

環境和社會重大主題之推動成效與計畫，

2018年亦於董事會中呈報與溝通包含法規

遵循及氣候變遷二件利害關係人關切之重要

議題與因應措施。

公司治理

聯電除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外，並制定「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做為建置有效公司治

理架構之遵循依據，以保障股東權益、強化

董事會職能、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尊重利

害關係人權益及提升資訊透明度。另公司之

企業永續委員會定期直接向董事會報告推動

成效與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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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供應鏈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所注重的責任與永續，聯

電將這些關鍵落實在推動永續供應鏈管理

 升

企業社會責任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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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電的永續供應鏈核心精神是「永續、

共榮」，聯電所追求的永續經營，是與供應

鏈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除了提升供應鏈價

值，打造綠色供應鏈升級，更在乎能創造正

面的影響力，加速永續供應鏈管理的續航

力。永續供應鏈之推動與執行由企業永續委

員會轄下之供應鏈管理委員會專責；聯電要

求供應商必須遵循相關社會責任。

環境友善管理

聯電的環境友善管理，包括清潔生產、

碳資源管理、水風險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綠

色產品五大重點，2018年環境面前三大類

實質性議題(1)溫室氣體與能源使用(2)水
資源使用(3)廢棄物。值得一提的是碳資源

管理，能源的使用不僅會消耗地球之資源，

同時亦會產生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近年

全球地表溫度的上升，造成極區冰層融化，

海平面上升而陸地減少，洋流模式改變，降

企業永續委員會

 

 

汙

供應商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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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模式改變，水災、乾旱、風災等異常氣候

發生頻率與強度都增加，全球暖化造成的氣

候變遷已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自然生態系

統。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生態環境巨變，針

對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議題，近年聯電積極

擬定各階段及各面向的環保目標，設定具體

實施計畫，逐步進行推動。

聯電於2013~2014年響應環保署先期減

量專案，獲得減碳額度302萬噸。並於2014
年與中龍鋼鐵簽署200萬噸碳權交易，為第

一筆經環保署認可碳權交易，締造國內碳交

易市場重要里程碑。該次碳權交易所得，

聯電成立「聯電Eco-Echo生態保育希望工

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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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心力。2018年聯電公司申請之「半導

體產業含氟及N2O溫室氣體破壞處理設備

排放減量方法學」已通過環保署審查認可，

公告於國家溫室氣體平台，現階段聯電亦

已規劃於2019年依照我國法規之溫室氣體

自願減量獎勵機制，申請抵換專案，儲備

UMC碳資產，聯電預估約可建立10年超過

150萬噸之碳資產。

氣候挑戰與機會

聯電積極關注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風

險與新衝擊，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發表的第五次氣候變遷

評估報告(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
與政府降尺度模擬報告鑑別氣候變遷導

致潛在物理危害項目，並參考ISO 14090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英國UKCIP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程序(UK Climate Impact 
Programme)建立評估方法，來發展聯電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並依據政策與法規、

市場與科技的轉變、商譽，及物理性風險等

面向分別進行氣候變遷風險分析並擬定因應

做法，以減低潛在之衝擊。

社會共榮

聯電在關注社會共榮的層面方面，共有

勞工權益、人才招募與培育、健康與安全

職場、社會公益等四大議題。聯電認為，

2018年社會面前三大類實質性議題有(1)職
業安全衛生(2)勞雇關係(3)訓練與教育。

在勞工權益方面，面對國際化趨勢，企

直接／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單位晶圓面積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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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除應保障勞工基本的雇用及勞動權利外，

對於多元化的員工亦應加強勞資關係避免差

別待遇，聯電支持且尊重國際相關勞動人權

規範，並透過與供應商及客戶合作共同推動

國際人權之相關準則，期望整體供應鏈可以

締造和諧共融之工作環境，提升競爭力並促

進經濟發展。

在人才招募與培育方面，由於時代潮流

快速演進，科技產業競爭空前激烈，培育與

留任優秀人才，成為強化企業競爭力的重要

考量。聯電根據訓練與發展模型，定義各職

等之能力基礎，同時透過公司資源的整合與

運用，對全體員工無分性別，依據工作類別

提供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欲以完善

健全之教育訓練，達成留才與育才之目的。

在健康與安全職場方面，聯電深信健康

的員工是企業成功的重要基石，「全人健康

管理計畫」，為維護同仁健康並預防職業

病發生，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

則」，以及2017年廠區健康管理計畫執行

成效及檢討，擬定2018年健康服務管理計

畫。以形塑優質職場，凝聚員工向心力為主

軸，聯電持續深耕塑造安全工作環境、守護

員工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等三大方向，守護

同仁與眷屬的身心健康。

氣候挑戰的風險監控與評估

聯電接獲申訴案件數統計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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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職級／員工平均訓練時數

除致力打造樂活及健康職場環境外，亦

配合職安法推動人因工程預防及改善、母性

勞工健康保護以及超過負荷引發疾病之預防

等一系列相關活動來照顧員工，落實關懷與

支持。透過完整的規劃及預防性調查，從各

面向深入了解同仁需求與身心狀況，並期望

藉由健康職場概念的推動，達到內部員工滿

意與外部支持認同，強化優秀人才之招募與

留任，進而達到個人及企業整體經營績效提

升之目標。

在社會公益方面，秉持與社會共榮的精

神，聯電亦善盡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

饋。透過聯電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帶領，使得

更多同仁重視公益議題，主動投入志工活

動，形成良好的內部風氣。透過這樣正面風

氣的擴大，也讓更多外部團體認識聯電，並

全人健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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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圈擴及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身上，由

內而外形成良好的循環。

為有效量化公益投入所帶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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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投入的時間、成本、實物捐贈及管理費用

等各項支出審慎紀錄，並評估這些投入後續

可帶來的正面效益。在公益方面的產出除了

包含實際的成本節省與利益產出外，亦包含

無形的影響，如建立良好企業形象、建立企

業社會責任楷模、為學童建立正面價值觀，

與彌補偏鄉孩童在教育資源上的不足等正面

效益。

2016至2018年公益投入類型與金額說明

重要成果與永續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聯電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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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3R大聯盟 打造綠色鏈

聯華電子(簡稱聯電)是世界一流的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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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

幾乎是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動盪的2018年，

聯電秉持著「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

會共榮」的願景，擬定了2020年及2025年
聯電永續發展中長期目標，與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接軌，致力於ESG「環境、社會、治

理」三面向永續理念的推動。

聯電共同總經理暨企業永續委員會主任

委員簡山傑表示，2018年聯電在永續管理

策略的執行效能上持續進步向上，除了連

續11年列名於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之「世界指數 
(DJSI-World)」成分股之外，在國內也三

度入選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並持續獲得遠

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台灣企業永續報告

獎等榮譽。 

首先在強化公司治理方面，聯電在董事

會下設有四個獨立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資本預算委員會」與

「提名委員會」，以強化董事會的監督功

能、守護公司經營誠信並在公司治理的高度

上為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把關。在證交所辦理

的公司治理評鑑中，聯電亦自2015年首屆

起持續蟬聯最佳前5%的榮耀，在在顯示聯

電長期耕耘備受國內外投資人的肯定。 

連續16年拿下企業環保獎

聯電深知環境永續的重要性，將氣候變

遷、水及能資源管理議題視為企業的挑戰與

機會，且與營運發展緊密結合，2018聯電

順利達成「 Green 2020 」節電、省水、減

廢計畫第三年目標，並創下連續16年獲頒

中華民國環境保護最高榮譽獎項「企業環保

獎」之殊榮，在新加坡之分公司亦榮獲對水

資源保護具貢獻及承諾的最高獎項「水源

成就獎」，同時在國際CDP氣候變遷揭露

連續三年獲評為「Leadership」之評等，不

僅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目標，也讓

國際看見台灣企業在促進環境永續所做的努

力。 

聯電還邀請供應商夥伴攜手打造綠色供

應鏈，成立「3R大聯盟」，進行Reduce(減
少使用)、Reuse(物盡其用)及Recycle(循環

再造)，從節能減廢走向循環經濟，共同擴

大整體產業之影響力；3R大聯盟在2018年
度共減少17.5萬噸CO2e排放量，相當於670
座大安森林公園，以及50噸汙泥減量廢土

變黃金畫。

守護台灣生態 綠獎實現共榮

聯電作為領導性企業，拋磚引玉盼能讓

更多廠商、團體共同保護台灣環境，因此在

2016年4月21日世界地球日前夕正式啟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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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綠獎，提供總獎金新台幣100萬元，贊

助優質的生態保育計畫，成立三年來已逐漸

擴大茁壯，不僅已支持了14個優秀的生態

保育計畫，還逐年增加獎金；2018年起總

獎金提高至新台幣300萬元，共超過20,000
人次參與綠獎計畫相關活動，一同守護在地

生態。

2018年度綠獎，由社團法人台灣濕地

保護聯盟以「濕坔聲命力─ 洲仔濕地聲警

監測暨教育推廣」拿下；秘書長鄭仲傑說明

洲仔濕地十餘年來經濕盟與高雄市養工處合

作與努力，已營造成為高雄市區極少數的二

級保育鳥類水雉及其他多種生物的重要棲

地，相當感謝聯電的支持，洲仔濕地完成首

次的聲景監測，並透過多項活動推廣給全體

高雄市民。

以環保公益為宗旨的節能服務隊，除了

在聯電總部新竹之外，亦於台南成立分隊，

串聯更多專業技術之營運夥伴共同擔任志

工，為弱勢的朋友、社福機構及學校提供服

務，以核心職能直接參與並回饋社會。

在2018年2月6日花蓮地震後，聯電得

知門諾醫院設施有部分損害，迅速請院方提

供相關資料進行事前評估，經雙邊線上會議

後，聯電團隊楊濟銘經理、林雲城、黃律學

等三位節能與安全專家，赴門諾醫院現勘。

門諾醫院工程部林文修主任表示，聯電

團隊的經驗豐富，對用電安全與品質的要

求，值得醫院借鏡，進一步指出聯電團隊進

入醫院動力中心現勘時，當下便提供了許多

寶貴的意見；例如，醫院發電機仍使用笨重

的鉛酸電瓶啟動，聯電已使用先進的鋰電

瓶，雖然購置費用較高，但其壽命長、供電

穩定，且易於保養，林主任欣然接受，在聯

電團隊的建議下，導入新思維，使院方有更

明確的改善方向，獲益良多。

留才育才 提供全方位課程培訓

聯電清楚科技產業的競爭是空前激烈，

培育與留任優秀人才，成為強化企業競爭力

的重要考量，聯電根據訓練與發展模型，定

義各職等之能力基礎，同時透過公司資源的

整合與運用，對全體員工無分性別，依據工

作類別提供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欲

以完善健全之教育訓練，達成留才與育才之

目的。

聯電在人才招募與培育於2020年的規

劃，目標年度訓練計畫達成率95%、中高績

效人才留任率達91.3%、低績效員工完成輔

導改善計畫率100%。

此外聯電在原住民雇用方面，尊重少

數民族特有文化，每年給予具原住民身分

者祭儀假八小時，同仁可彈性自行擇日放

假；2018年底聯電台灣總公司共雇用73位
具原住民身份之員工；依性別區分，男性占

27.4%、女性占72.6%；依年齡區分，30歲
以下31.5%、30-50歲68.5%。

聯電台灣總公司也全力支持身心障礙人

士就業，建立管道雇用身心障礙朋友，包括

藉由校園大使專案，晉用肢體障礙、視障、

聽語障、 重器障、染色體異常等身心障礙

人士；於2018年底止，聯電台灣總公司共

雇用139位身心障礙員工，針對台灣法令規

範之晉用規定，仍將持續積極於內部展開工

作職務之評估，未來將以足額晉用身心障礙

人士之方向為目標。 (李孟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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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

公司簡介

創立於1971年的台達集團，為電源管

理與散熱管理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並且在

多項節能及新能源科技領域亦居領導地位，

客戶遍及全球。近年來，台達整合旗下軟硬

體系統產品，聚焦於工業自動化、樓宇自動

化、能源基礎設施、資通訊基礎設施、電動

車等策略市場，為客戶打造智能、節能的解

決方案。台達總部設於台灣台北，營運據

點遍布全球，包含歐、亞、美、非洲等近

40個國家，2018年台達電子營收達77億美

元。

台達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成為第一家加入國際「電腦節能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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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的公協會包含「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以及

台灣地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台北市

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等永續發展相關組織；

在中國地區，台達也參與多項產業同業公

會，例如「中國電源工業協會」、「中國自

動化學會」、「中國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協

會」、「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等。台達期

許能透過企業永續發展的推動與落實，對環

境及社會作出具體貢獻。

永續管理

承諾與推動

台達自成立以來，秉持著「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致力提供創新、潔淨

與節能的解決方案，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從台達的品牌，承諾「Smarter. Greener. 
Together.共創智能綠生活」，從企業經營的

各層面，致力於推動經濟、環境以及社會的

永續發展，面向包括提供節能產品與系統方

案、健全公司治理、兼顧利害相關人的均衡

利益、關注環境議題、保護地球環境、積極

投入節能教育，以及推展環境教育等。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台達呼應責任

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Code of Conduct)、世界人權

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 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的關於多

國企業與社會政策原則三方宣言(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聯合國全球契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準則(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以及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多國企業指導綱領(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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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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達的員工、股東及社會整體創造最

大的利益。

為了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台達董事

會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明確定義四

項主要原則：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

境、維護社會公益，以及加強企業社會責任

資訊揭露。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為台達內部最高層

級的永續管理組織，由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鄭崇華擔任榮譽主席，董事長海英俊擔任主

席，委員會成員包含副董事長、執行長、營

運長等多位董事會成員、地區營運主管以及

功能主管，透過定期會議，訂定CSR年度

策略規劃，檢視集團及各功能委員會的運作

方向並督導執行成效，執行成果向董事會呈

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下設幕僚機構與執

行單位，其中「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擔任

秘書處，負責研析國際永續發展趨勢，以及

就氣候變遷對於營運可能造成的衝擊，進行

調適與減緩，並深入了解利害關係人需求以

提出台達在相關議題的風險與機會，並與各

功能委員會共同規劃應用策略及執行方案，

同時每年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呈報企業

社會責任委員會後發行。

在執行面上，為有效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環保節能、員工照護及社會參與等三構

面，由事業單位、地區及相關部門主管組成

專案小組，負責擬定台達各項專案方針、開

發工具／流程，並回報執行績效。委員會下

設置九個專案工作小組，就相關議題進行跨

部門的整合及執行推動。

公司治理

關鍵成果

台達在公司治理方面，達到以下關鍵成

果：

1.做好碳訊息揭露與減量：榮獲CDP氣
候變遷管理等級。

2.積極投入創新研發：PwC全球創新

一千大排名中占全球第253名、台灣第四

CSR
ESG

( HR, IT, EMS, OSH, Material )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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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3.落實公司治理完善：連續四年榮獲台

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上市

公司。

4.扮演國際企業公民角色：連續八年入

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且2018年第三度榮

獲全球電子設備產業領導者。

創新研發

為了獎勵傑出成就以及厚植創新企業文

化，台達於2008年設立台達創新獎，由經

營團隊擔任評審委員，透過年度盛會鼓勵全

球同仁勇於創新，並表揚優異的創新成果。

除了「新產品」、「製造」以及「新商業模

式與新商業流程」三大獎項外，2017年台

達創新獎更增設「專利獎」，內容包含「傑

出貢獻獎」、「優質專利布局」以及「發明

菁英獎」，以表彰個人或團隊發明及建構具

商業價值之專利布局。第十屆台達創新獎共

有來自全球員工超過40個專案提出申請，

競爭相當激烈，代表著台達的「創新」精神

與能力持續在全球各地展開，最後決審通過

五個團隊及十位個人專利獎獲此最高榮耀。

累計2018年底，已選出55個優勝團隊、22
名個人專利獎，總獎金發放超過美金156萬
元。

第10屆台達創新獎獲獎人與經營團隊合影

台達研究院成立於2013年，致力於大

數據分析及物聯網應用與解決方案的開發與

整合，加速企業轉型成功，積極與產官學研

生態體系協作，以開放式創新模式，創造多

贏生態圈。在北京、西安、武漢、台北、台

南、新加坡分別設有研發中心、整合中心與

測試驗證中心，以「貼近產業中心、貼近製

造現場、貼近生態體系」為概念，加快創新

應用與解決方案的開發與整合。另一方面，

台達研究院亦積極參與生態體系，與全球知

名大學合作研發計畫與培育人才，與政府組

織合作建構產業鏈，積極參與產業公會與標

準組織，並與志同道合的企業攜手打造領先

市場的創新應用。

台達各主要營運據點除節能方案改善

外，更專注在製程、流程、治具、物流及自

動化改善等項目上持續推行綠色生產措施，

結合六標準差專案，設立流程改善提案獎勵

制度，精進製程研發與創新生產流程改善。

如中國吳江廠區設置「點子銀行」平台，

鼓勵提出創新、可執行的改善措施，進而

提升整體生產力。2018年吳江廠區創新點

子提案3,947個，發放獎金5,024美元。另外

在中達主要廠區提案改善部分，2018年共

提案1,105件、完成導入1,080件，導入率為

97.7%，整體效益為3,900萬美元，下表是

2016至2018年中國地區主要廠區綠色生產

效益統計。

供應商永續管理

台達視供應商為長期夥伴，具有競爭力

的品質、技術、交期及成本也是供應商必備

條件，但未來台達更重視供應鏈的治理、環

境及社會等面向，目的不僅是將供應商當作

台達的商業夥伴，更是推動永續發展議題之

合作夥伴。針對供應商的永續管理，台達製

定了三大策略方針：

一，設定短中期關鍵目標，擬定具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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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有效推動與落實。

二，對高風險供應商要求稽核與限期改

善，降低至中低風險。

三，遵守供應鏈CSR政策，實踐「環保 
節能 愛地球」經營使命。

在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法

上，台達做到了在地化管理、供應商驗證與

風險管理、供應商永續互動參與三大策略。

致力環保節能

台達致力環保節能，2018年為此達到

的關鍵成果包括：

1.持續開發綠能、節能產品與解決方

案。

2.落實永續生產，訂定減量目標，降低

廠區與產品對環境之衝擊。

3.積極開發再生能源解決方案，提高再

生能源使用比率。

4.推廣綠建築理念，應用台達節能解決

方案，落實綠建築。

5.積極接軌國際永續，響應國際倡議。

氣候變遷

台達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經營重大

風險項目之一，更依「減緩」及「調適」二

大面向進行管理。同時，台達也積極鑑別風

險，建構調適能力，更進一步研析氣候變遷

機會點，累積與深化研發能量，持續開發

綠能、節能產品與解決方案。在具體實踐

We Mean Business承諾的部份，包括：企

業自主減碳、揭露氣候變遷資訊及參與氣候

政策。在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法

上，包括：

1.呼應全球控制升溫2℃，訂定並達成

科學減碳目標。

2.鑑別氣候變遷風險，建構適應氣候風

險的能力，並進而減低可能的氣候風險。

3.歸納並發展氣候變遷機會點。

2016至2018年中國地區主要廠區綠色生產效益統計

1.86 6.3 18.3

2.29 9.9 16.4

0.35 0.3 2.5

0.51 1.3 0.9

0.11 0.5 0.9

14.8 18.3 39.0

2016 2017 2018

ECRS & UPH

(Delta Smart 
Manufacturing)

ECRS

NA

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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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永續管理KPI

28.1 2010-2018

14.6

16.18

4.8%

109.1

19.8%

16.8%

24%

12.4%

關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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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辨識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為

台達內部最高層級氣候風險與機會監督組

織，其下設置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及碳管理

專案工作小組負責氣候議題相關專案推動與

執行。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主導氣候風

險與機會辨識，每年透過蒐集、分析與氣候

相關之國際趨勢、產業關注議題以及文獻，

設計氣候風險與機會內部評估問卷，召集氣

候議題相關執行單位，協助辨識台達重大財

務衝擊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自從金融穩

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於2017年6月公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工作小組建議書(TCFD建議書)後，台達電

就密切關注相關發展，並將氣候變遷風險辨

識與管理流程以及風險機會辨識結果依照

TCFD建議書架構揭露於年報中。

台達TCFD推動模式，包括：

1.蒐集分析與氣候相關之國際趨勢、產

業關注議題、倡議以及文獻

2.台達與高關聯性議題辨識(風險機會)

3.議題模型設計(參數及量化)

4.會計揭露影響評估

5.長期深耕發展

■對內：掌握商機與減少風險

■對外：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回應

能源管理

台達長期提倡並落實環保節能，所有新

的廠辦都必須實現綠建築理念，並於廠區、

辦公室與資料中心積極推動多項節能方案，

持續完成節能目標並挑戰新的節能里程碑。

繼2014年生產用電密集度較2009年下降

50%之後，台達承諾擴大節電範圍至新設廠

區、研發／辦公大樓與資料中心，以2014
年為基準年，在2020年前將整體用電密集

度再下降30%。

在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法

上，包括：

1.擴大能源管理範圍，設定具體目標並

落實行動

2.開發高能效產品與解決方案

3.落實並推動綠建築廠辦

• •

•

•

•
•
•

•
•
•
•

•
•
•

TCFD管理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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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健全水資源管理措施，追求廠區用水效

率最大化，優先採用節水型設備／省水器

材，提升水回收再利用比率，降低無效用

水，並進行宣導教育。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供水穩定化成為各國面臨的問題。台達為善

盡社會責任及因應全球水資源短缺議題，承

諾以2015年為基準年，在2020年前將整體

用水密集度下降30%。

在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法

上，包括：

1.建立水資源風險鑑別方法

2.訂立減量目標及建立用水監控系統

3.推動源頭減量及提升水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理的策略方針，是強化廢棄物

管理措施、落實源頭減量、提升資源再利用

比率及推動資源封閉式循環，創造資源利用

最大化。為追求資源永續利用及避免地球資

源枯竭，台達承諾以2015年為基準年，在

2020年前將整體廢棄物密集度下降15%。

台達在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

法上，包括：

1.盤點投入產出資源，實現資源有效利

用。

2.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

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降低環境衝擊。

綠色產品責任

綠色產品責任的策略方針包括：

1.所有產品均符合國際安規標準或國際

環保規範(如歐盟RoHS、WEEE、REACH
等指令、中國電子資訊產品汙染控制管理辦

法等)。

* Base year : 2014

2019

2020

25%

30%

2018 20%

2018 5.76%

* Base year : 2014

2019

2020

25%

30%

2018 20%

2018 12.42%

* Base year : 2015

2018 20%

2018 24%

2019

2020

25%

30%

KPI

EI EUI PUE IT
IT IT

2014 2009 50%

2014
2020 30%

能源管理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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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KPI

廢棄物管理KPI

KPI

2018 12%

2018
19.8%

2019

2020

25%

30%

2019

2020

25%

30%

2018 12%

2018 10.0%

WPI WCI

2015 2015

2015 2020
30%

KPI

2019

2020

10%

15%

2018 5%

2018 2.5%

2019

2020

10%

15%

2018 5%

2018 14.7%

2015 2015

2015 2020
15%

WI W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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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客戶綠色行銷需求，相關產

品標示符合環保標章之相關資訊(台灣環

保標章、節能標章，以及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80 PLUS等)。

台達秉承環保節能的理念，透過產品技

術創新，承諾持續提高產品能源效率、積極

開發再生能源解決方案，並在產品生命周期

各階段導入綠色設計，減少環境衝擊，實現

產品責任與消費。

台達促進SDGs發展之推動重點與做

法，包括：

1.提高產品節能效率

2.提供產品／服務綠色創新

3.積極開發太陽能系統與可再生能源解

決方案

KPI

100% 100%

RoHS WEEE REACH

ENERGY 
STAR 80 PLUS

10
ISAE 3000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8 2018

10 ISAE 3000 2018

綠色產品責任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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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與永續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台達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DP

(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 2018

RobecoSAM
(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Emerging Markets Index ) 
2013 6

20
8 Interbrand 20

2018
6% 2.66

CDP

( ENERGY STAR
Partner of the Year)

(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Agency
EPA ) ( ENERGY
STAR Partner of the Year )

5%

5

2018

1

2018

4

4

1

3

2

14
14 2008 2

2016 3
6

3

2

7 Cheers
Top 100 2018 27

100 5 4

5

11
2018

7

(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 SET ) 2018 ( Out-
standing Sustainability Award ) 4

( Thailand Sustainability 
Investment ( THSI ) Award )

8

2018 

Top 50 

Greenbuild 6

2018 Greenbuild
( USGBC )

LEED v4 ID+C 6

7

8

5

6

7

8

MSCI ESG
( MSCI Emerging Markets ESG Leaders Index )

( FTSE4Good
Index Series ) 

( FTSE4 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 )

( IR Maga-
zine ) ESG ( Best
ESG commun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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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把CSR納入企業DNA

台達電子是全球電源龍頭廠，提供電源

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面對日益嚴重的氣候

變遷，台達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持續開發創新

節能產品及解決方案、不斷戮力提升產品的

能源轉換效率，以減輕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

的衝擊。

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指出，台達很早

就已體認到電子產品使用的錫鉛銲錫會對

環境造成傷害，早在2000年即導入無鉛銲

錫製程的生產線；台達從IT(資訊科技)跨

入ET(能源科技)之際，更積極重視對於空

氣、水源、土壤等的汙染防治與降低天然物

質的消耗。

節能減碳成效卓著 獎不完

台達於2015年率先發布《台達氣候行

動方案》專書，並簽署We Mean Business 
倡議，承諾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達成「企業自

主減碳」、「揭露氣候變遷資訊」以及「參

與氣候政策」，並於2018年增加承諾「轉

型電動車及普及充電設施」。

台達近年的努力，具體表現在道瓊永

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評比。台達於2019年道瓊永續指數評

比，再度獲得產業領導者殊榮；在全球氣候

變遷嚴峻挑戰與國際領導企業競爭之下，已

連續九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世界指數」

(DJSI World)，及連續七年入選「新興市場

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

本次評比除了在經濟面與社會面得到產

業最高分，共有八個項目獲得全球電子設備

產業最高分，創歷年新高。顯現台達於永續

三構面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重視

與實踐，尤其是氣候變遷議題，台達2017
年設定碳密集度下降56.6%的科學減碳目

標，2018年即達成下降16.8%的成果。

台達永續長周志宏表示，2019年在

「創新管理」、「環境報告」與「社會報

告」獲得滿分，並在「重大性」、「風險

與危機管理」、「行為準則」、「產品責

任」、「企業公民與公益」等五個項目位居

全球電子設備產業最高分。台達堅持投入創

新研發、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提高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兼顧經濟、環境，以及社會面發

展，再度獲得產業領導者。

台達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在2017年通

過科學減碳目標倡議組織(SBTi)的審核，

提出以2014年為基準年，2025年碳密集度

下降56.6%的目標，成為台灣第一家且為全

世界第87家通過審核的企業。透過內部致

力推動廠區節能1,846個方案，2018年再生

能源使用比率提高至22%，再加上購買國

際再生能源憑證(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I-RECs)，2018年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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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碳密集度下降16.8%的成果，超越原2018
年下降16.5%科學減碳目標的訂定。

據台達2018年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顯

示，台達高效節能產品自2010-2018年累計

協助客戶節省281億度電，約減碳1,506萬
噸；主要廠區自2011-2018年累計節電2.3億
度電，約減碳18.6萬噸；綠建築節能部分，

2018年經認證的15棟廠辦及五棟學術捐

建，節電1,783萬度電，約減碳1.12萬噸。

拍攝紀錄片《水起•台灣》回響大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一般企業講求生

意與企業社會責任切割，台達一向標榜經營

企業同時結合CSR，在公司思維裡，這樣才

能可長可久，並認真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像

台達近年推廣8K事業，旗下基金會拍攝台

灣首支以水為主題的8K紀錄片《水起．台

灣》，並以500吋的「微美」8K影像帶著觀

眾走入台灣四季水景，進而體認水資源及相

關生態所面臨的問題。

片長約45分鐘的《水起‧台灣》是由

台達委託日本NHK Enterprises拍攝，為世

界第一部以環境關懷為主軸的8K超高畫質

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以四季作為觀察點，忠

實呈現台灣水景的多種面貌，從勘景到拍攝

完成共動員50位人力、耗時一年九個月。

日本NHK非常肯定此片，今年3月特別情商

授權在NHK BS 8K衛星頻道播映，引起許

多重視及廣大回響。

在員工照顧方面，除了優渥的薪資外，

台達也有一些獨步的做法，像在「吃」的

這檔大事上，近期就獲得肯定。台達於首

屆「CHR健康企業公民」榮獲「健康飲食

類」首獎，主辦單位「康健雜誌」肯定台達

長期照顧員工健康，員工餐廳採取少油少鹽

烹調方式，禁用加工食品，避免高碳排放食

材和非永續的海鮮，並定期推出養生餐、

加入養肺食材。台達員工每月僅需負擔500
元，即可享有早、午、晚共三餐，並全面使

用環保餐具，全方位照顧員工身心健康。

台達人資長陳啟禎表示，員工是企業最

大的資產，「食在心安、食在健康、食在好

生活」是台達員工健康管理解決方案的重要

一環。透過食農教育及引進小農市集，安排

健康促進講座與活動，除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外，更提升員工自我健康管理意識，促進身

心健康，創造正向的職場環境。

首創旅遊黃金假 環境志工假

台達注重企業承諾與員工照護，提供優

於法令的福利，首創「旅遊黃金假」，提供

為期四天的假期回饋員工努力，讓同仁在忙

碌工作之餘，能有充足休假調適身心，與家

人相聚維繫情感。另提供五天支薪的「環境

志工假」，鼓勵員工參與能源教育活動。

自2018「健康年元年」開始，推動主

題式福利，以「健康吃、健康動、健康生

活、健康玩」四大元素為設計重點，積極構

建員工協助方案，關注員工身心健康，舉辦

各項活動增進員工間的互動；新設「健康管

理中心」，結合政府資源推動公共衛生之

「三段五級」精神，著重運動結合健檢之預

防保健，持續落實健康管理相關計畫。

 (吳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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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公司簡介

創意電子 ( G L O B A L  U N I C H I P 
CORP.，GUC)是客製化IC領導廠商(The 
customer ASIC Leader)，創立於1998年，

為台積轉投資，其持股36%為第一大股東。

公司是國內首家專業提供系統單晶片(SoC)

設計代工服務，也是國內第一大IC設計服

務公司，並開發矽智慧財產(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公司。

創意總部位於台灣，獨特地結合先進技

術、低功耗與內嵌式CPU設計能力，且搭

配與台積公司以及各大封測公司密切合作的

生產關鍵技術，最適合應用於先進通訊、運

算與消費性電子的ASIC設計；公司為眾所

公認能夠發揮功耗／效能槓桿於極致，同時

實現最快速上市的公司。

創意追求卓越的理念，實現了絕佳的功

耗、速度、品質、良率與及時交貨。公司目

標就是要創新和提供世界級的彈性客製化

IC服務，協助具有前瞻性的IC廠商提升其

在市場的領導地位。創意電子總部位於台灣

新竹，據點遍及中國大陸、歐洲、日本、韓

國與北美，擁有全球知名度。

公司治理

為確保相關機構和個人的權責相符，

創意深切的了解在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組織組成的透明度將更顯重

要，落實公司治理的最終目標是保證股東利

益的最大化，透過經營團隊的監督與制衡制

度，合理界定和配置全體股東與營運團隊的

權利與責任關係。創意將揭露公司最高治理

機構的設立與組成，並且也確保最高治理團

隊的決策符合創意電子的營運宗旨，營運宗

旨包括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各項主題。

為使全體員工了解各項法規遵循議題，

公司內部提供相關的教育訓練及宣導資源。

例如，透過多種管道宣導《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營業秘密法》等課程，管理階層及

相關同仁都必須參加；並以e-learning方式

要求所有同仁學習、遵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

暨從業道德規範及電子行業工業聯盟行為守

則。創意電子經營團隊持續密切注意任何影

響公司財務及業務的國內外政策與法令(並

建立法令遵循作業程序由法務單位統整並檢

視遵循情形)。

2018年創意電子在經濟、環境與社會

類別主題，皆無因未遵守法令而受到重大之

金錢罰鍰或其他非金錢上之處罰。並且也

《遵守公平交易法》，無涉及反競爭行為、

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訴訟。創意的每

一項營運活動，皆遵循國內外法令法規，並

做為持續營運能力的基礎。此外，公司也依

循GRI Standards所要求揭露的三個法規遵



— 152 —

循指標，逐一檢視執行成果。

環境指標

創意透過RBA(負責任商業聯盟)委員

會的運作，致力於降低對自然資源的衝擊以

及減少環境汙染。對環境資訊進行量化統計

揭露，得以記錄外購電力能源、再生能源、

水資源以及各項原物料使用的情形。長期的

資訊紀錄與揭露，有助於公司逐年檢視對地

球的環境友善措施，是否已逐步達成公司的

既定目標。此外，創意也積極因應氣候變

遷，採取減少自然資源消耗的行動方案，包

括結合本業改善產品能源效率、綠色供應鏈

管理、原料暨廢棄物管理、產品包裝減量及

回收再使用、雲端辦公室、降低營運總部二

氧化碳濃度以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此外，創意有計畫的透過管理制度，

實踐對環境友善的永續經營原則。不僅

將《R B A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內化

為公司內部行為守則，並成立負責任商業聯

盟行為準則(RBA)委員會，直屬營運管理

委員會。RBA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評估檢

討及落實行為守則。

公司治理組織



— 153 —

員工關懷

2018年創意挹注大量的資源在員工，

透過有計畫的訓練與培養，與同仁共同成

長。同時，創意也致力於激勵內部創新者，

致力於打造充滿活力的優質職場。創意電子

秉持機會平等的原則且重視員工背景的多樣

性，不論性別、宗教、種族、國籍、或政

黨，經由完善設計與規劃的招募流程與公

平、公開招募管道，惟才適用。同時，公司

也致力於激勵內部創新者，致力於打造充滿

活力的績優職場。並且創意相信，每位員工

皆應受到公平的對待與尊重，致力維護並尊

重國際公認人權，包括《聯合國世界人權宣

言》及《國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致力塑造

一個鼓勵創意電子和多元性的企業文化，亦

提供員工具挑戰與合理薪酬的工作環境。創

意看重的是每個不同的個人的天賦、才華與

獨特的觀點，也因為這些多元化員工的看

法、觀點與創意，才能成為這個IC產業裡

最有創意的公司。

社會參與

創意電子散播愛心，響應各界公益活

動。針對非營利組織和當地社區，公司持續

的提供基礎軟硬體設備投資與服務支援，並

建立良好的信任與關愛，這些友誼讓創意電

子充滿正面的企業社會責任能量。

一，2018捐贈52台電腦至「台灣三益

策略發展協會」。「台灣三益策略發展協

會」(Triple-E Institute, TEI)是由一群志

同道合的學者、專家與社會人士所組成的

全國性社會團體，從事能源(Energy)-環境

(Enviro奈米ent)-經濟(Economy)永續發展

相關之智庫研發、會議展覽、公益活動及教

育推廣與聯誼活動。

二，2018捐贈41台筆記型電腦至「台

灣無國界工程師協會」。台灣無國界工程師

協會為一個非營利性質的義工組織，設立的

目的在整合台灣工程師之力量從事社會慈善

RBP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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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公司強項的專業來回饋社會。鼓勵

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及學生，以其專業來達成

善用資源與照護地球的目標。經由本協會計

畫之實踐，讓台灣在世界的舞台上更進一步

的發光發亮。

三，2018捐贈15台電腦和20台螢幕給

「荖濃青少年關懷中心」。「荖濃青少年關

懷中心」協助社會中弱勢高關懷少年，透過

外展服務，主動關懷需要幫助之兒童少年，

希望能透過社工專業服務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高關懷少年。

四，2018年中持續發起團捐：認養愛

心樹，招募「愛心100守護者」，「小憨

農」種玉荷包幫重殘病友籌安養經費，共有

143位同仁參與捐款守護憨兒的努力，募款

新台幣27萬元。

五，每個月同仁有定期定額小額捐款，

2018捐給關愛之家174,000元整。

六，團購也能做公益：公司持續將團購

賦予了愛心意義，團購加收5元不等的愛心

雜費，並將主購禮及優惠再加上愛心雜費捐

款出去。2018年共捐出53,000元整。

七，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鼓勵員工

踴躍參與捐血，2018年共有99人次響應捐

血。

八，開放員工餐廳供外部人員享用，提

供便利性與社區民眾；員工能享用價廉物美

的餐飲並使團膳公司獲利的持續經營，達到

服務社會與民眾共好的三贏局面。

九，向非營利組織新竹盲人福利協進

會尋求合作，採購盲人按摩服務。2018年
度共有365人次員工使用這項服務，時數約

169小時。採購金額共計新台幣15萬元。

十，智邦公益館，認捐孩童耶誕圓夢計

畫：由智邦文教基金會發起的耶誕圓夢活

動，截至2018年已邁入第16年。創意電子

員工共認捐62位小朋友的耶誕禮物社會參

與。

十一，鼓勵企業界幫助弱勢家庭的孩

子，讓偏鄉弱勢家庭的孩子感受到濃濃耶誕

歡樂氣氛。

十二，贊助研討會，帶動國內半導體技

術持續升級

永續管理績效

經濟面

1.營業收入(包含NRE及ASIC的出貨金

額)與獲利均為歷史新高。合併營業收入淨

額達新台幣134.6億元，成長11%；稅後淨

利為新台幣9.89億元，每股盈餘7.37元，成

長16%。連續五年在營收及獲利的表現持續

成長。

2.連續五年評定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高薪100指數成份股。

3.持續榮獲臺灣證券交易所第一至第五

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榮耀，並連續四

年納入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份股。

環境面

1.設定2018年節能目標因營運成長，

年度用電需增加度／月(3%)，實際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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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用電增加度／月(2.1%)。

2.設定2018年節水目標值為年度節水

186度／年。因營運成長計畫，且2018年人

員成長19%、營業收入成長11%，實際執行

後用水減少105度／年，有顯著成效。

3 .發布通過T S M C  1 6奈米 / 7奈米

2.0~2.4Gbps高頻寬記憶體(HBM2.0)實體

層/控制器矽智財(IP)驗證，與先前28奈米

製程相比，藉由使用專利架構與先進製程的

特性，可節省操作功耗約20%~50%。

4.成功將16奈米及7奈米低功耗TCAM
編譯器實體層矽智財(IP)通過晶片驗證。此

一矽智財(IP)可廣泛使用於網通設備，如IP 
switch router, data center等終端產品，大幅

增進先進晶片的效率，彈性的區塊搜尋開關

設計也能節省操作功耗約12%~80%。

5.意外事故零事件。

社會面

1.2018捐贈15台電腦和20台螢幕給

「荖濃青少年關懷中心」。

2.2018年共有99人次響應捐血。

(資料來源：2018年創意電子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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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節能 帶客戶一起做環保

創意是知名特殊應用IC(ASIC)設計服

務業者，2018年不但營運成績單亮眼，也

持續榮獲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的殊

榮，並連續四年榮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A++級，是上市IC設計公司中唯一達到

此表現的業者。

創意2018年合併營收達134.6億元，創

歷史新高，較前一年營收成長11％，毛利率

為29.84％，年增近4個百分點，稅後淨利為

9.88億元，年增16％，每股純益為7.37元。

增加研發費用 強化競爭力

在本身的競爭力方面，創意持續增加研

發費用，2018年投入金額年增四成，主要

考量技術提升是確保營收及獲利成長的最根

本要素。該公司持續開發高階製程16奈米、

12奈米與7奈米等矽智財，並有研發團隊投

入開發自有記憶體IP，同時，2018年下半開

始建構5奈米相關開發設計平台，於2019年
3月推出第一款5奈米測試晶片設計定案。

創意2018年陸續完成7奈米製程晶片專

案設計並進入量產，2019年也以更為謹慎

的態度，選擇具量產潛力的專案，以提高設

計服務轉量產的比率。

另外，創意也積極提升設計服務品質，

並參與客戶的前端設計，加強既有客戶的黏

著性，以穩固長期獲利來源。

創意已發布通過台積電16奈米／7奈米

2.0～2.4Gbps高頻寬記憶體實體層／控制器

矽智財驗證，藉由使用專利架構與先進製程

的特性，功耗由2017年28奈米製程的3瓦，

降低至2018年16奈米的2.7瓦，甚至是7奈
米的2.4瓦。

此外，進一步的能源節省最佳化，還可

透過綜合考量晶片／CoWoS／驗證板設計

來達成，創意能提供能源效率最佳化的高頻

寬記憶體矽智財產品，包含高性能計算、深

度學習及資料中心等大多數的客戶應用，都

能受益於上述低功耗解決方案。

創意也透過更高階的設計技術導入，持

續努力提供客戶更先進、更省能的環保產

品，改善終端用戶的耗能量。

降低電力與水資源密集度

根據創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該公

司2018年業績增長，人員也增加，總部增

購高效能伺服器設備8櫃300台，廠區每月

耗電量平均增加48,222度，導致2018年總

用電量增加9.6％，不過能源密集度卻較

2017年下降。其2018年電力能源密集度為

0.0522％，較前一年的0.0528％略低，可見

在能源管理方面有其成效。

同時，在水資源方面，創意2018年較

前一年度節水1,257度，水資源密集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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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也比前一年的0.153％降低，並持

續多年推行綠色生活方案，期望逐年減少水

資源消耗。在當年度營收成長的同時，電力

能源密集度與水資源密集度皆下降。

創意2018年執行的多項節能計畫中，

也在辦公室及走道區更換LED照明燈具、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澆灌景觀花草樹木，加

強水設備定期巡檢，並推行辦公室無紙化，

建立各類雲端作業系統。其2018年進行簽

核流程優化，與核決權限調整等改善作業，

以節省工時與提高效率，在業務量持續成長

時，約節省超過29.2萬張用紙。此外，該公

司也增添視訊設備，善用遠端會議，減少出

差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估計遠端會議減少二

分之一因應營運成長所需的出差頻率。

另外，創意提供的服務項目包含非終

端的實體產品，以及無形的設計／IP智財服

務，包裝材料主要包含紙箱、緩衝泡棉、晶

圓承載盒、晶片承載盤等，所有產品均委外

製造，除了要求供應商全面使用合格的回收

包材，該公司也100％採用回收包材為出貨

包裝，客戶也可使用此回收的包材為其包裝

用途。創意並要求供應商，不論在工廠或在

運送途中，均應使用回收材料及減少耗材使

用，例如採納重複使用的IC產品塑膠承載

盤，在產品生產的運輸過程中，全面採用抗

靜電「黑箱」等非消耗性材料。

創意也定期稽核供應商，若發現有違反

環境法規事項，則提出警告並要求限期改

善，情節嚴重者將不再合作。

重視員工福利 打造優質職場

創意致力於打造優質職場，重視員工的

待遇及福利，舉辦藝文活動，提供員工旅遊

補助，也有眾多社團活動可供選擇。根據

創意統計，2018年度該公司每位同仁平均

受訓時數為18.4小時，且名列證交所於2014
至2018年公布的「台灣高薪100指數」成

分股，2018年非擔任主管職務的全時員工

「薪資平均數」高達220.1萬元。

同時，創意從創立以來，每年皆有調

薪，固定薪酬包括12個月薪資及2個月年節

獎金，還提供與公司營運績效、團隊表現與

個人績效直接相關的紅利獎金，並有提案獎

金、專利獎金、工程師介紹獎金及優良員工

表揚獎金等。

另外，創意員工若每月自薪資提撥一定

比率金額至其信託帳戶購買公司股票，該公

司也提撥一定比率金額至員工信託帳戶。

在社會參與方面，創意持續響應多項公

益活動，針對非營利組織和當地社區，提供

基礎軟硬體設備與服務支援，並發起團捐，

以及定期定額小額捐款活動。

根據創意2018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

內容，該公司2018年捐贈52台電腦至「台

灣三益策略發展協會」，也捐贈41台筆記

型電腦至「台灣無國界工程師協會」、捐贈

15台電腦與20台螢幕至「荖濃青少年關懷

中心」。

另外，創意2018年也向非營利組織新

竹盲人福利協進會尋求合作，採購盲人按摩

服務，並參與孩童耶誕圓夢計畫，認捐贊助

小朋友的耶誕禮物。 (鐘惠玲)



— 158 —

緯創

公司簡介

緯創設立於 2 0 0 2 年，擁有八萬名

員工，目前是一家專注於資訊及通訊

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產品，提供客戶客製化的

產品開發及服務，為ICT產業全球領導廠

商。緯創近年在堅強的研發及技術創新能

力，和多元化產品開發所帶動的成長發展

下，除了可攜式電腦產品、桌上型電腦系

統、伺服器及網路儲存設備、顯示器產品、

通訊產品，及售後維修服務等。隨著雲端發

展的趨勢，將電腦、智慧型裝置等硬體設備

和雲端數據系統，經由軟體服務緊密結合，

提供技術服務平台與解決方案，並建立新的

技術產業鏈以及創新平台，包括教育及企業

服務、專業顯示器、物聯網、醫療和企業級

儲存裝置等，致力於轉型為全方位的技術

服務提供者(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 
TSP)。

緯創目前分布於全球共有13個製造基

地、九個研發及技術支援中心及15個客戶

服務中心，這些重要的營運基地策略性地布

局於亞洲、歐洲及北美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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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緯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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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薪資報酬委

員會，並訂定緯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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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與創新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緯創密切關注聯合國所發布的17項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SDGs)，聚焦其中下列八項，

並開始回應於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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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社會公益等各面向。

企業永續及社會責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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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以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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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之行為準則

基本要求之外，緯創更積極致力於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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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透過「企業永續與社會責

任(CS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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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一致的管理系統，

持續有效融入日常營運作業並落實持續改

善，創造永續經營模式。

「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是

緯創內部最高層級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由

總經理暨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由各一

級主管擔任，統籌和制定CSR管理系統之政

策、目標與方向，監督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

之執行情形。各生產製造廠區之最高主管各

自成立廠區CSR委員會以確保CSR管理系

統之執行與落實。

「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每

年年初更新並發布緯創資通CSR管理系統推

行委員會組織與責任執掌，以及召開啟始會

議提出當年度管理系統方向和執行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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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與綠色產品

產品永續設計與開發

緯創承諾生產的產品，不會危害顧客的

健康與安全。緯創於產品設計開發時，是依

循QC 080000有害物質管理系統的架構，將

產品生命周期評估的概念導入至QC 08000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聚焦八項



— 160 —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內，從原物料選擇、製造

過程、產品使用、到產品最終的廢棄處置，

對環境的影響及可能產生的危害，以確保不

會對客戶的健康與安全造成任何的影響。

產品開發設計階段，緯創採用綠色

設計指引，評估產品對於顧客的健康與

安全的影響，在設計階段即可了解產品

的危害性。從原物料的選擇，緯創使用

PLM(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系
統與GPM(Green Product Management)系
統來確認產品使用的每一個零件及包裝材

料，都必須符合顧客有害物質的規定及國

際環保法規的要求。包含但不限於：國際

或區域性環保法規的要求(RoHS Directive 
RoHS Directive、Packaging Directive、
Battery Directive、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各地方政府環

保要求(China RoHS, Japan RoHS, 加州65
法案…等)、自願性環保規範(中國CCC認

證、美國EPEAT…等)和其他環保要求(如

衝突金屬)等，在製造過程中使用的輔材，

也需確認是否符合客戶及法規要求。緯創所

有產品線皆100%符合EU RoHS和相關的客

戶及地區法規的要求，於2018年並無違反

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緯創CSR管理系統

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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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氣候變遷的問題已日益嚴重，根據

2018年最新版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與世界經濟論壇所擬定

之企業前五大風險，氣候相關議題(極端氣

候、氣候變遷等)為全球重大風險之一，而

氣候變遷問題的造成因素與能源使用及碳排

放量息息相關，因此有效的管理能源即成為

每間企業應積極面對的重要議題。

緯創關於氣候變遷及能源相關政策與承

諾摘要如下：承諾採購有效能源設備以增加

能源績效，致力於各種能源之節省，通過遵

守與自身活動、產品服務相關之能源法規與

客戶需求，以達成所設定的目標和標的，或

超越這些相關的標準為目標。

廢棄物減量目標

緯創的廢棄物減量目標為：2020年
前總體平均廢棄物回收率提升至90%。在

2018年的廢棄物產生量為44.03千噸，相當

於0.051千噸／10億新台幣，平均廢棄物回

收率為87.64%。

除了落實廢棄物資源回收外，緯創也推

動其他廢棄物管理活動來降低廢棄物產生

量，如廚餘減量(光盤計畫)，鼓勵少量多次

打餐，降低廚餘產生量，其中泰州廠更明確

定義光盤標準，達成光盤行動員工可領取飲

品獎勵。昆山光電廠於2018年推行玻璃蓋

板切入機台自動化擦拭專案以降低製程擦拭

布使用量，使用機台自動化擦拭，減少手直

接接觸玻璃蓋板，同時减少玻璃蓋板暴露在

外的時間，提升擦拭效率及擦拭紙的有效利

用率，經初步計算，可減少無塵捲布使用量

達17.51公噸。

人文與社會關懷

緯創企業承諾成為永續經營的有機體，

除了事業上成長獲利之外，文化的塑造也是

重要的一環，而人才的發展與培育，更是緯

創永續經營的基石。緯創致力於讓員工與企

業同步成長，因此，除了運行完整訓練架構

下的課程，會因應公司策略及年度方向推動

不同領域的訓練課程及專案活動，為員工打

造學習與成長的環境。此外，菁英人才培育

能源節省目標標的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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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技能訓練皆為重要的訓練指標。並在

每年初與各事業群主管進行年度訓練報告的

需求確認，持續完備員工學習與成長的環

境。

相關的內容及做法敍述如下：

一、完整的教育訓練架構

緯創員工訓練已建立完整的教育訓練架

構及線上訓練系統，架構共分為七大體系

(海外廠區為六大體系，不包含no.7進階教

育訓練)。而實施的模式則分為「工作中學

習」、「訓練中學習」，及「自我學習」三

種模式，因應不同的課程內容，運用不同學

習模式，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讓人才的培

育朝更有目標及系統化方向進行並提供員工

在不同領域的訓練課程，協助員工規劃職涯

發展方向。

廢棄物產出密集度分析表及圓餅圖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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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講師落實經驗傳承及E化平台
緯創在2018年所規劃、辦理的訓練課

程中，99%由內部員工擔任講師，目的在於

鼓勵內部經驗傳承，尤其是主管管理課程，

更是由各事業單位高階主管親自擔任講師，

讓主管們以身作則並經驗傳承。訓練中心依

講師需求人數舉辦內部講師訓，講解教學技

巧、帶領手法，以及課前的準備作業；並

透過試講、相互評比，齊備正式授課前講

師講授之能力。以2018年為例，訓練中心

共辦理三場講師訓，分別是新進R&D/AM
課程、主管探索輔導技巧，共認證35位講

師。

為協助員工快速、有系統的學習，透過

線上訓練系統(e-Learning)供員工學習。目

前台灣地區共有新進員工數位課程12堂、

專業課程40堂；其中CSR相關訓練，如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道德行為準則、環

境危害物質與測試報告書判讀、Process for 
Green Project等，以確保員工具備相關知

識。

三，精英人才培育：未來經營梯隊及領導人

才培育

因應未來人才的需求，培育更多優秀的

領導人才，緯創建構核心及管理職能，將核

心職能與工作結合，協助受訓員工將訓練內

容，展現在工作實務上，同時將管理職能運

用於管理訓練課程中，從招募選才、主管教

導、績效管理，均搭配相關課程，提高職能

展現。另外，自2007年起針對各事業部主

管，每年度均依未來組織及職位需求，對關

鍵職位人員之個人強項或待發展能力，進行

個人管理能力發展計畫(IDP)，以培育未來

事業經營梯隊及領導人才。參加發展計畫

教育訓練架構

訓練中心辦理為期四天的主管探索教導技巧講

師訓與為期兩天的R&D/AM講師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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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其中已有33%人員已晉升至新的職

務。

四、建立內部創新文化

「創新」一直是緯創強調的信念之一，

為激發更多優秀團隊對緯創產品和服務提

出創新構想，自2015年舉辦「創新金頭腦

獎」活動，藉由內部競賽讓同仁有機會提出

自己的創意想法及創新作法。

社會參與關懷社會

緯創自2001年成立以來，即以企業永

續為經營目標。企業永續經營除了營收獲利

外，更深信永續經營的基石是要與社會更緊

密的結合。

而社會參與是最佳落實行動。為此，緯

創積極落實企業對友善環境及社會責任的承

諾，特別訂定「緯創公益活動管理準則」，

明確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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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緯創在營收與規模穩定成長

下，以追求優質化的精神和利他的理念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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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台灣的

人文教育與環境教育。除了支持台灣公益團

體的專業行動與計畫，更帶領員工參與，一

起投入更多的智慧與愛心，擴大企業對社會

的關懷，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回饋社會。

公司除了直接以專案贊助和公共捐款參

與社會公益外，更鼓勵員工實際的參與和響

應。為了積極安排員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緯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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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該地域特

色和需求，主動推動相關公益活動讓同仁參

與，同時鼓勵員工主動組織愛心社團，將愛

的善念落實在個人。

2018緯創社會投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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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績效

1.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成績評等為

上市組前5%，且為「市值100億元以上之電

子類」前10%。

2.榮登富比士(Forbes)雜誌「全球2000
大企業」第1564名。

3.財星雜誌「全球500大企業」第432
名。

4.天下雜誌「2000大調查—106年製造

業營收排名」第七名。

5.天下雜誌「營運績效50強」第40名。

6.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第46
名。

7. 緯創旗下教育服務子公司緯育榮獲

亞太資訊服務組織(ASOCIO)頒發「資通訊

教育獎」。

(資料來源：2018年緯創資通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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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永續環境 多面向出擊

緯創董事長林憲銘表示，全球化營運發

展的經驗，驅動緯創在達成客戶目標與業務

成就的過程中，將節電、省水、節能、減少

對環境干擾等因素，視為企業基本的綠色能

力。從綠資源事業的回收、再利用與再生，

投入自然生態的保育、復育，以及環境教育

的努力，持續與專業公益團體的合作等，這

些效益加總的目的，是期望在執行經濟及人

文活動的過程，能平衡對生態、自然環境和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降低對整體環

境造成的影響與衝擊。

他說，在循環經濟裡，緯創將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未來緯創所發展的行業裡，不論

是再生或新興能源的利用，能降低對自然資

源的使用或減少對生態環境影響的標的，包

含電動汽車等的投資，將比過往更積極投

入。

例如2018年緯創重要環境管理績效，

包括1.綠色能源用電量：2696.03萬度(太陽

能發電及水力發電)。2.總節電量：1,083.46
萬度。3.總減碳量：33,054.56噸CO2。4.廢
棄物回收率：87.64%。

緯創2018年度節能案例，他說，像內

湖辦公室：空調系統管路設計調整(節電40
萬度)調整空調主機管路設計，空調連通依

外氣溫度開啟，減少泵浦運轉，同時減少泵

浦及主機用電量，一年節省電費約140萬，

總投資216萬可於二年內回收。

推廣節水專案

為有效節約水資源，達到所設定的用水

目標，緯創也致力於推廣各式節水專案，並

於各廠所設置的水回收措施，2018全年度

約可回收266,308立方米的水，占整體用水

量的4.94%。

緯創2020年的目標，要較2016年用電

量減少8%。2020年較2016年溫室氣體排

放減少6%。2020年較2016年用水量減少

8%。

林憲銘指出，企業經營與社會中的群體

活動、社經議題、政治環境，存在相互連動

的關係，以備受矚目的美中貿易戰爭為例，

企業即無法置身於事外。緯創深切體認企業

需要平衡多方的利害關係人，不論是投資

者、環境、社會、社區、國家、員工、客戶

或供應商，在各方利益上取得平衡，並輔以

客觀適當的回應，才能達到永續要求。

緯創持續於內部推動企業價值與信念的

傳遞，塑造豐富且具人文內涵的氛圍，透過

如閱讀小站、公益團體的活動，或員工福利

網絡發起的社會參與等，形塑公司獨特的人

文環境，也薰陶出同仁正向的價值觀。他

說，緯創在社會參與方面，是非常專注而策

略性的針對環境與生態平衡，以此主軸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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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態教育，此之於我們，不僅是公益，

是一種公益責任、一個社會責任。

例如宜蘭的「雙連埤野生動物保護

區」，這裡水生植物達112種，幾乎占了台

灣原生水生植物種類的1/3以上，水棲昆蟲

蜻蜓記錄到58種，陸棲昆蟲206種，若以單

位面積與物種比例計算，雙連埤的物種豐富

度，在全球濕地中名列前茅，這裡也有台灣

唯一的浮島景觀，是認識濕地進行環境教育

的絕佳場域。

進行棲地保育

緯創人文基金會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

從2010年開始認養雙連埤生態教室，2018
年持續進行棲地保育工作，改善棲地環境回

復為原來適合生物多樣性的景況，並進行較

大規模的生態調查活動，建立永久樣區與延

續性的調查方法，並依據調查資料，適時調

整棲地與物種復育的方向；引進學術資源，

辦理濕地復育討論會，提升復育與調查的專

業度與理論基礎。

基金會也號召企業志工一同參與雙連埤

庇護區，與北堤梯度優化營造與復育工作。

2018年天候異常，上半年過於乾旱，許多

物種延遲生長，族群大減，但因為志工所參

與的復育棲地行動，在人為的庇護下，有五

種重點庇護水生植物穩定增加族群，並有二

種新的自生物種：水蕨、連萼榖精草。雙連

埤生態教室2010年至2018年累計參訪6.5萬
人次。

緯創也落實環境保護，像是安全環保

月，是緯創行之有年的內部活動，於每年年

中到下半年的時間由各廠區自主辦理，並且

鼓勵員工參與，緯創在2018年的活動內容

包含植樹、趣味闖關、頭腦王、有獎問答、

微課堂及我愛我家等，藉由更生動活潑的方

式，將環境保護的意識傳遞給每位同仁。

回饋鄉里，扶持弱勢鼓勵學習，緯創也

鼓勵員工參與，擴大社會關懷面。緯創在全

球各據點，依地區需要設置獎助學金，大陸

昆山廠、泰州廠每年皆有提供獎助學金來鼓

勵優秀暨清寒學子。台灣新竹廠區同仁更將

年節禮金8.6萬捐助清寒建教生。2018年大

陸昆山廠捐贈人民幣15萬元獎助學金，泰

州廠捐助人民幣15萬元獎助學金。中山廠

參與中山地區慈善萬人行捐款人民幣25萬
元用於扶貧相關項目。

例如，緯創台灣新竹廠「手工藝社」，

更利用下班時間製作手工藝品在公司內部義

賣，義賣所得全數捐贈社區育幼院，2018
年一年義賣行動高達22次，小愛心讓暖流

持續在廠區綿延。

舉辦捐血活動

捐血活動一直是公司基本的愛心活動，

全球各辦公廠區皆會定期舉辦捐血活動，包

括：昆山廠、成都廠、重慶廠、新竹廠、汐

止辦公室暨內湖總部。為鼓勵同仁捐血，汐

止辦公室暨內湖總部針對捐血活動，特別結

合公益義賣品作為捐血禮，2018年參與人

次超過2,000人次，捐血數量達3,278袋，捐

血量達82萬毫升。

展望未來，緯創在經營企業的同時，了

解利害關係人關注之所在，專注於企業能力

所及範圍下的各項永續發展議題，在經濟與

人文活動過程中，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與衝

擊，達到生態與人文的平衡、企業永續經營

的目標。 (蕭君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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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

公司簡介

宏碁公司創立於1976年，是全球頂尖

的資通訊公司之一。從物聯網和服務導向技

術的整合性應用及電競產品為目標，為消費

和商用市場推出更多結合軟體、硬體和服務

的整合性應用與產品。宏碁公司以打破人與

科技的藩籬為企業使命，為使用者推出設計

完善的產品和各式解決方案。

宏碁核心營運的產品類別，包括個人電

腦、高速電腦與伺服器、投影機與顯示器／

數位電子看板，以及電腦周邊產品。其中，

電競系列產品為宏碁近年積極聚焦的發展重

點，宏碁為中高階玩家和休閒玩家分別專屬

打造了Predator和Nitro兩個電競產品線，並

提供電競筆電、電競桌機、電競螢幕及電競

周邊產品在內的完整產品陣容；宏碁為教育

及商用市場設計了Chromebook，亦為機動

性強的專業人士打造方便攜帶的極致輕薄筆

電，致力為不同需求的多元使用者打造完整

的產品選擇。因應雲端服務與人工智慧的發

展趨勢，宏碁也積極投入資源開發新事業，

致力為公司的永續經營打造多重成長動能，

開創嶄新的生態系和獲利基礎。

宏碁公司目前全球有超過7,000名員工，

全公司致力於研發、設計、行銷、販售與產

品服務，其產品行銷全世界160多個國家，在

泛亞、泛美及泛歐都地區都設有營運總部。

永續價值樹立典範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策略與治理

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使命將企業社會責

任策略與企業新發展方向和品牌的核心精神

對齊：在致力追求獲利、帶動轉型、提供創

新服務的同時，持續創造有形及無形價值，

以價值創造、利益平衡和永續經營三大核心

信念，促進永續典範移轉，發揮社會影響

力，朝未來型企業邁進。

宏碁以積極的態度檢視與推動重要永續

議題，並將永續發展策略整合於日常營運

中。公司透過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管道溝通相

關事務，充分推展各項決議事項，持續深化

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為擴大企業責任治理

涵蓋範圍，並將永續發展策略整合於日常

營運中，宏碁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GCSRC)，於2012年開始運

作，以擴大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架構涵蓋範

圍。宏碁為配合公司新型態策略的集團化，

眾多子公司持續上市，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架

構亦面臨新的變化，於2017年呼應公司轉

型與世界環境的變化，調整宏碁永續使命與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便對企業和社會的永

續發展落實承諾。

宏碁2018年全面檢討企業社會責任架

構，原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C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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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組為企業永續委員會 ( C o r p o r a t e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CSC)，它的使命

在於整合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思考並且提升

宏碁ESG績效。委員會下設立五個工作小

組：包括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創新與產品

生命周期、環境政策與管理、供應鏈管理等

小組。工作小組任務包括：檢視目前各永續

面向的運作狀態、決定重大議題、設立目標

與行動計畫、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營運的整

合。小組成員包括各功能單位包括營運管

理、法務、財務、總務等一階主管，並由董

事長暨執行長擔任主席，2018年已召開兩

次會議，完成各工作小組的成立，並設立

2019年ESG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涵蓋人類永續

發展面臨的重要議題與挑戰。其17項目

標，包括人(people)、地球(planet)、繁

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夥伴關

係(partner ship)等面向以及169項標的

(Targets)。宏碁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作為企業永續發展的方向，透過促進科技的

普遍應用，協助人們以更創新的方式解決社

會與環境問題，進而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

宏碁永續治理組織

周

宏碁回應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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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深化企業責任治理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是宏碁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面向之一；此外

在宏碁的品牌核心精神中也提到：「利益

平衡」，要克服困難，與利害關係人共創

價值，營造多贏的產業生態。為了達到與

利害關係人的充分溝通與互動，宏碁參考

AA1000 SES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之五大面

向：責任、影響力、依賴性、關注度、多樣

性。

並要完整辨識十類利害關係人，以利於

與其深入溝通，確實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的

訴求。這十類人包括：員工、客戶、供應

商、投資人、社區、政府單位、倡議組織、

媒體、產業協會、學研單位。

負責任的供應鏈

供應商與宏碁共同合作，提供客戶具有

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是公司最重要的合作夥

伴。除了經濟價值外，宏碁同時關注社會與

環境價值，以尊重人權為根本，朝永續供

應鏈持續努力；以合作為基礎，透過宏碁

責任供應鏈的管理機制(Acer Responsible 
Supply-Chain Management, ARSM)，與供

應鏈共同擔負社會與環境責任。

宏碁的一階供應商，可依其產品與

服務提供狀況分為：最終組裝廠(ODM與

OEM)、主要零組件、指定零組件、物流與

服務等五大類。宏碁的製造供應商分布於台

灣、中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

坡、越南、印度、巴西與匈牙利等地區，主

要生產基地位於中國。

宏碁根據採購金額、不可取代性、策略

性與技術領先性來定義關鍵供應商。

宏碁支持在地採購與供應鏈多元化的平

衡性，除了降低整體供應鏈碳排放與創造在

地就業機會外，亦可降低整體供應鏈的風

險。2018年，宏碁在主要生產基地(中國)

的在地採購金額超過60%。

關鍵與非關鍵供應商比例

綠色使命守護環境

能源與氣候變遷因應

根據聯合國氣象組織研究，2018年是

人類有氣象紀錄以來，平均溫度第四高的一

年，已較工業革命前，溫度上升1.1℃，而

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也持續升高。在世

界經濟論壇於2019年1月所發布的全球風險

報告中，以風險發生的機率來看，前五名有

三項與氣候變遷相關；而在衝擊影響上，前

五名亦有四項與氣候變遷相關，這些研究與

調查都顯示，氣候變遷所造成企業經營的內

外部衝擊，皆無法忽視。國際間所簽署的巴

黎協定，雖已在2016年11月正式生效，各

簽署國所設定的目標，亦將逐漸展開，宏碁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及ICT產業的領導品牌，

對於巴黎協定中「全球氣溫的升幅控制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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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工業革命前全球平均溫度2℃以內，並

盡力控制升幅在1.5℃的目標」給予支持，

宏碁也將積極配合落實「在營運國家及供應

鏈所在國家的國家自主貢獻」的計畫方向。

營運與環境

宏碁全球總部坐落於台灣的汐止東方科

學園區，是一般商業辦公大樓；台灣其他分

公司、服務中心及發貨中心營業據點皆屬一

般商業辦公大樓或一般工業用廠房，並以品

牌經營及全球化布局模式運作。

鑑於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包含環境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總公司遵循國內外法規，制定

出宏碁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徹底執行環境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以達成對環境、安全與衛

生的承諾與目標，包括管理人員與環境的潛

在風險、降低公司營運衝擊及產品對環境的

影響、定期監督法規符合性與宏碁標準的執

行情形、確保員工擁有舒適的工作環境及重

視健康與安全維護的各項措施。

2018年宏碁已針對台灣職安法規定：

雇主應針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進行預防計畫，完成「危害鑑

別與風險評估」專案，得到公司內部同仁的

肯定，效果顯著，總共完成40個部門完成

鑑別。

宏碁無製造工廠，主要廢棄物來源為一

般垃圾、資源回收、事業廢棄物等三大類，對

於環境衝擊相對遠低於製造業。為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宏碁持續蒐集全球各辦公據點廢

棄物統計數據，以掌握變化趨勢，同時研究

各產業管理作為，以探尋廢棄物減量機會。

2018年，宏碁台灣為落實垃圾減量及

分類，推出一系列減塑活動，宏碁鼓勵同仁

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環保吸管、環保

袋，在辦公室內不主動提供個人垃圾桶，於

各樓層梯廳及茶水間設置各類資源回收桶，

午間用餐時間於梯廳設置垃圾分類及廚餘回

收袋，同時在會議區亦不主動提供瓶裝水，

藉由各項管理作法達到垃圾減量及資源回

收目標。與2017年相較，總垃圾量減少約

5,900公斤，資源回收總量增加約870公斤。

宏碁的能源消耗主要來自辦公室用電，

公司每年蒐集全球各辦公據點用電統計數

據，即時掌握變化情形，同時持續探索使用

綠色電力、優化用電設備、強化用電管理等

三大目標，以進行相關評估及規劃節能措

施。

為遵循公司環境政策，宏碁對廢棄物處

理秉持遵守相關法規、產業規範及自我承諾

的原則。以宏碁台灣為例，一般垃圾處理委

由大樓配合廠商或各地清潔隊清運至當地焚

化廠；資源回收物品分類集中後送交回收廠

商或各地資源回收車；事業廢棄物多為廢電

池、廢燈管、廢機殼、五金廢料等，於統一

蒐集後交付合格簽約廠商處理，以確保清運

處理過程不破壞環境生態。

人本思維關懷社會

人權管理

宏碁相信每位員工皆應得到公平的對待

與尊重，公司致力保障員工的人權並尊重基

本自由，提供平等機會，保障個人隱私，提

供自由與安全表達意見的管道，與營造安全

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宏碁於《員工業務行為

準則》上明確規範人權保護相關條文，包含

尊重差異、公平雇用、公平對待、嚴禁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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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騷擾等。

員工關懷與發展

宏碁為員工創造充滿樂觀、熱情、敢於

夢想的工作環境，主動關懷溝通，並支持與

激勵團隊。透過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吸引

及留住優秀人才；推廣工作與生活平衡方

案，關懷員工身心健康；並透過有系統的人

才培育，啟動改變世界的力量。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為能提供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以維

護員工的身心健康，宏碁台灣設置安全衛生

管理部門，備有專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護理師及特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統籌

規劃、督導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各辦

公區備有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急救人

員、防火管理人等專業人員，共同執行安全

衛生業務。

發揮才能，影響社會

宏碁自成立以來，持續傳承「以人為

本」的文化、公益奉獻的精神，發揮自身專

業與核心能力回饋社會。公司以教育、環境

保育及公益慈善為社會關懷的三大主軸，搭

配志工服務，並提供產品、技術、資金等資

源，參與社區事務及公益活動。宏碁亦長期

與當地政府、學校、非營利組織等多方利害

關係人合作，重視在地經驗的價值，並將資

源做最有效的運用。

宏碁2018資源投入種類與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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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亮點

(資料來源：2018年宏碁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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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地球計畫 開花結果

全球知名電腦品牌商宏碁今年受邀參與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召開的「廢棄物管理解決

方案」全球對談，宏碁分享，公司於2018
年啟動的回收鋰電池、舊手機、平板、筆電

等產品總量，相當於減少約20噸的碳排放

量，替環保盡份心力。

宏碁董事長陳俊聖表示，他常常想自己

還能做多少年，整個團隊還能做多少年，但

是宏碁啟動的「地球回收計畫」，不僅可以

讓大家知道他們這些人的努力，讓宏碁進了

聯合國，甚至可以為下一代努力，讓他們更

好，也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捐助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陳俊聖強調，這是值得一提的大事，此

「地球計畫」為回收廢棄乾電池，以及不限

品牌的廢棄手機、筆電和平板電腦，重新利

用資源做成新產品的原料，並主張透過資源

循環再利用以降低資源開採，更將回收淨所

得捐助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因此宏碁受邀參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在日本大阪的國際環境科技中心

(IETC)所召開的全球對談會議，會議期間

宏碁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針對「整體廢棄

物管理科技解決方案」主題展開全球對談，

與會者包括各企業執行長、企業代表、政府

決策者、社會和學術界代表等，此外，歐盟

執行委員會、巴塞爾公約秘書處和國際固體

廢物協會世界大會(ISWA)在內的合作夥伴

也出席，所有的參與者皆將致力實踐聯合

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以及17項永續

發展目標(SDGs)，共同邁向環境永續的未

來。

此外，宏碁也分享正在推行的Project 
Humanity永續環境計畫，以公司內部的減

塑挑戰為起點，主張藉由減少一次性塑料的

使用。

發行中英文版CSR報告書

從2008年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

來，宏碁已連續11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值得注意的是，宏碁同時發行中英文

兩種語言，且為方便讀者閱讀，亦出版中、

英、德文版報告書摘要，同時揭露公司治

理、環境與社會三大面向的績效與未來目

標，使各界利害關係人了解宏碁積極落實永

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決心與成果。

陳俊聖表示，宏碁在企業社會責任的

努力，持續獲得國際重要永續發展指標的

認可，這些指標衡量企業組織在環境、社

會和治理(ESG)的表現。宏碁連續第五年

入選MSCI ESG永續指數成分股與道瓊永

續指數(DJSI)新興市場指數。宏碁亦連續

第三年被納入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

(FTSE4 Good Emerging Index)，並首度入

列FTSE4Good台灣指數公司台灣永續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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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

此外，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及世界經濟論

壇的風險報告皆指出，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

事件對於企業永續發展的影響已無法忽視。

針對此方面，宏碁全球的電力使用更50%來

自綠色能源。

為了促進全球同仁的環境意識和參與

度，宏碁從台灣起跑，啟動「地球計畫」，

提供消費者300多個據點以回收舊電池、

筆電及其他行動裝置等，依照循環性生產

模式，使廢棄電池可重新回到生產鏈。這

項計畫獲得驚人的成果，已回收數噸電池

和數千台3C設備。另外宏碁也啟動全球計

畫「Project Humanity」邀請同仁參與、發

揮影響力共同守護地球。其中，「Green 
Challenge」將是第一步，鼓勵同仁減少使

用一次性材料的消耗，例如免洗餐具和紙

杯，宏碁非常期待這項挑戰的結果。

自宏碁創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回饋社

會，但僅僅談論過去的付出是不夠的，宏碁

將持續保持積極的行動力、設定更高的目

標，為人類的現在與未來做出更有意義的改

變。

宏碁品牌價值( BRAND VALUES )
以「打破人與科技間的藩籬」為使命，持

續推動科技產品的演進和創新，並致力以

科技讓所有人實現個人潛能、順利達成目

標。例如，宏碁以科技產品來幫助教育

資源相對弱勢地區的學生，努力實踐人性

化(Human)、進取(Progressive)和探索

(Curious)等品牌價值，也積極將此理念轉

化為改變世界的熱情。

以人為本 創造正面影響力

面對全球目前所遇到的社會及環境議

題，宏碁應承擔更大的責任、創造正面影響

力，鼓勵員工一起做出改變。2018年宏碁

發起豐富品牌內涵與精神的全球專案計畫

Project Humanity，希望全體員工與夥伴們

能藉由相關故事分享與實際行動來體現「以

人為本」的核心價值。每年的專案主軸將依

宏碁的策略方向以及全球所關注的議題而設

定，再進一步透過一級主管們所帶領的各式

活動與討論，將專案確實執行。

宏碁表示，Project Humanity是宏碁為

這個世界帶來改變的方式，也希望讓員工都

能以身為宏碁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Project 
Humanity將聚焦於科技教育與環境保護兩

大主題。

陳俊聖表示，宏碁始終致力為社會環境

帶來正面影響，除了與商業夥伴和供應商持

續合作，共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外，也推動

多項行動，鼓勵全球員工參與，攜手為環境

共盡心力。永續發展的理念深植在宏碁的企

業文化中，秉持在技術、管理和營運等方

面進行創新，堅持回饋社會、發揚企業社

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SR)。  (謝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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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

公司簡介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75年，

營運總部位在台北市，全球設有營運據點

(亞洲、北美、歐洲等)，目前包括總部、生

產基地、分公司版圖包括：英業達七個廠

區(台北士林總部、桃科廠、電腦廠、浦東

廠、重慶廠、捷克廠及墨西哥廠等)；英華

達三個廠區(新北市五股廠、浦東廠及南京

廠等)；英穩達、益通光能及英研智能移動

公司。

營收及獲利方面，2018年合併營收達

新台幣5,068億餘元，較2017年(合併營收

為新台幣4,675億餘元)成長8.42%；合併稅

前營業利益為新台幣81億餘元，較2017年

成長13.17%；歸屬母公司股東之稅後淨利

為新台幣64億餘元，因產品組合因素影響

較前一年度略為下修；合併每股稅後純益

1.81元也較前一年度(2017年)之1.88元略

減。

綜觀之下，2018年度業績成長仍歸功

於客戶產品布局及集團製程差異化經營奏

效：其中主力產品筆記型電腦營收因受惠於

商用需求增加而較去年同期增加14.46%，

約為新台幣2,320億餘元；伺服器產品營收

因積極開發新客戶及新產品而較去年同期增

加10.76%，約為新台幣1,810億餘元；智能

裝置產品方面則因市場需求及當年產能極致

發揮影響下，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約略持

平，而有新台幣856億餘元的貢獻；集團太

英業達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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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利害關係人管理流程

陽能公司因整體產業前景尚待市場回溫，營

收雖約為新台幣80億餘元，但仍持續努力

進行資源配置之策略調整，以尋求發展的契

機。

英業達依「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對內信守「公司治理」；對外實踐「企

業公民」，並透過董事會運作、內控制度及

「環保、文化、扶貧、社區」四個面向推動

相關工作及活動。

為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機制，英業

達參考G RI永續性報導準則及AA1000 
SES(2015)國際標準，訂定內部鑑別利害關

係人管理流程如本頁圖所示。以利有效區分

出與英業達CSR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如員

工、客戶、供應商、股東／投資人、政府

機關、社區、媒體、競爭者、非政府組織

(NGOs)、研究機構、工會…等11大主要利

害關係人，透過問卷排列出前八大主要利害

關係人。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英業達公司重視信譽，以誠信正直永續

經營，作為英業達經營累積最大資產，其中

「道德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為

英業達公司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之行為道德標準及誠

信經營理念規範，防止利益衝突不誠信行為

發生，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

上述標準，以資遵循。英業達董事會之議事

2018年董事會成員誠信經營培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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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以建立良好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

強化管理機能為主要目的。

內部控制制度

英業達高層對公司治理之高度重視與支

持，是英業達持續提升公司治理績效及落實

預防(風控)內部控制制度、預防(風控)內部

稽核、預防(風控)自行評估之有效運作及高

績效的重要成功關鍵。

為充分發揮預防(風控)內部控制制度、

預防(風控)自行評估之功能與提升預防(風

控)內部稽核價值與貢獻，除每月皆於英業

達董事會議中進行完整之「預防(風控)內部

稽核報告」，讓董事、審計委員及營運團隊

均能了解公司推行預防(風控)內部控制制度

公司治理績效

2018年員工誠信經營培訓完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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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預防(風控)內部稽核所發現之缺失，

並適時給予指導與關注。藉由董事會與營運

團隊之認同、支持、重視與指導，讓預防

(風控)內部控制制度朝向正向循環運作，公

司全員都能重視並落實預防(風控)內部控制

制度。同時，輔以稽核團隊之努力，以確保

預防(風控)內部控制制度、預防(風控)自行

評估之執行力與持續有效實施。

英業達董事會為持續落實公司治理與內

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之運作，指示制訂

「內部稽核記點辦法」，並於2006年8月核

准實施之。將所有單位之內部控制制度、自

行評估之執行成效與個人年度考績結合。

「內部稽核記點辦法」不僅是董事會高層重

視公司治理、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承諾與宣

誓，也對英業達推展公司治理、落實內部控

制制度發揮生根深化之效果。

英業達董事會與營運團隊均十分重視公

司治理及落實預防(風控)內部控制制度，不

僅每月召開董事會議檢討公司治理、營運及

內部控制制度等議題。每季也都召開公司治

理會議，會計師除例行查核外，董事會還委

請會計師於每季召開公司治理會議，針對每

季查核部份提出建議事項及新法令說明，董

事會據以配合法令調整公司治理及預防(風

控)內部控制制度之作法與規定。同時，董

事會對稽核中心的支持與肯定，都顯示出英

業達董事會高層對落實公司治理之重視與決

心，以及付諸行動之實際展現。

英業達公司治理與營運治理示意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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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供應鏈管理

管理作法

◆英業達依據產業特性、採購模式、地

區關係等因素建立供應商風險鑑別程序，對

合作供應商進行風險分級外，並以責任商業

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的規範，做為英業達供應鏈管理的基礎，強

調與供應商透過相互瞭解與合作尋求雙贏的

局面。

◆另一方面透過RBA規範要求供應商

簽署英業達環保切結書、責任商業聯盟行為

準則符合聲明文件，約定供應商願與英業達

共同合作，以持續改善、研發並提供最新的

產品、技術及完善之製程管理制度，善盡環

境保護與企業社會責任。

◆英業達實施的供應商多元評鑑輔導面

向，除了品質、成本、交期、技術能力與服

務外，更將範圍透過多面向的評鑑考量，如

供應商鑑別為高風險供應商者，供應商管理

單位將協調第二方與第三方稽核及透過持續

改善追蹤，以降低相關風險。

現有供應商評鑑管理

◆英業達在決定年度稽核的供應商方

面，主要是依照供應商管理風險及材料風險

綜合評估，以篩選出年度稽核的供應商名

單，並依照各廠區之內控程序實施供應商稽

核，並追蹤與輔導供應商完成改善或予以汰

換。

永續供應鏈管理架構

劃
五  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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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2018年規劃與實施完成供應

商評鑑家數共計80家，實施供應商稽核的

達成率為100%；統計供應商稽核發現事項

共282件，在環境、健康安全、勞工／道

德、管理系統等面向分布如圖示，稽核發現

事項已全數追蹤供應商完成改善，並透過集

團舉辦的永續供應鏈說明會實施宣導。

英業達新供應商輔導管理

◆英業達由設計與研發、採購、零件工

程、供應商管理等相關單位共同組成「永續

供應鏈輔導小組」，負責進行新供應商評核

與輔導。

◆在新供應商評核方面，主要項目如

下：

‧技術能力開發評估。

‧協力廠商供應能力評估。

‧採購作業系統稽核。

‧有害物質減免(HSF)評鑑，要求供應

商簽署「環保切結書」。

‧供應商企業責任評核，要求供應商簽

暑。

友善職場

 

 

七    

 

  

友善職場績效

總人數4,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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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源

英業達因應全球各地區勞動政策差異，

各廠區訂定人才管理政策。落實誠信經營，

重視人才資產，用人唯才，適才適所，塑造

一個員工可以永續發展與貢獻所長的環境。

英業達的十大信念是以「人才為本」為

第一優先，英業達依各地方政府法令及公司

人事管理辦法，提供應有的各項勞動基本條

件包含工時機制及完善請假制度，及勞保、

健保、退休金提撥等基本福利外，另享有定

期健檢及團體保險，以及完善的員工退休辦

法。除上述的福利外，正式人員更享有額外

的紅利及績效獎金等福利。

員工關係

台灣廠區提供彈性工時制度，讓所有同

仁可依個人狀況調整下班時間。工時整月

累計，當月在廠時數+請假時數≧月基本工

時(每月行事曆工作天數X8小時)即可。此

外，每天在廠時數只要滿四小時，經過向主

管報備後，即可提早離廠無須請假。另外，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補班日，英業達亦規劃為

放假日。

台灣地區英業達員工依法享有「勞動基

準法」、「勞工退休金之退休金提撥」保

障。為因應法規要求未來一年應能足額支應

舊制所需之金額，經精算師試算已補足既得

給付義務之金額。有關「職工福利委員會」

依法提列職工福利金部分，用途包括年節贈

禮、員工急難救助、保險福利(如：醫療保

險、工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大陸廠

區依照「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的

人才招募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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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員工依法享有社會保險。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2018年公布英業

達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裁罰

50,000元，英業達已加強宣導請同仁留意自

身加班費申請事宜。

英業達訂定「全球員工行為準則管理辦

法」，每位同仁到職時必須簽署遵守「員工

行為準則」，並放置於內部入口網站，全體

同仁隨時可瀏覽，且定期進行簽署與宣導，

摘要如下：

✓維護無性別歧視的健康工作環境。

✓所有公司相關機密資訊必須保密。

✓員工必須保護於公司內部流通或執行

業務時取得之他人個人資料。

✓員工須保護智慧財產權。

✓員工須遵守著作權的規定。

✓不得涉入任何形式的貪汙與賄賂。

✓禁止內線交易及遵守利益衝突之迴

避。

健康職場

為達永續經營目標，企業首要落實安全

衛生的管理，英業達全球七廠區通過國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驗
證，英業達總部更通過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TOSHMS)驗證。為有效落實安衛

管理系統，英業達透過推動PDCA(Plan、
Do、Check、Action)循環的四個步驟，防

止職業災害及疾病的發生，提供員工或非員

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英業達管控之

工作者穩定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透過公開遴選的制度設置安衛環委員，

至少每季定期召開安衛環委員會。其權責為

研議公司各項之安衛環策略及提案；在安衛

環委員會中也對於員工、承攬商之安衛環虛

驚事故、異常事故、職災意外及能源異常耗

用等議題進行檢討，並分析發生原因，找出

改善對策，以避免再發。透過公司內部網

站、員工意見箱等方式，英業達適時將安衛

環最新法規及相關訊息傳達給員工，並同時

收集員工各項安衛環之意見回饋。

英業達重視員工健康，台灣廠區每年定

期對於在職人員進行健康檢查，若有健康檢

查異常的員工，將安排臨廠服務醫師參考歷

年健檢報告資料，進行評估與建議，並依據

健康檢查結果，進行健康管理相關措施及預

防接種。大陸廠區入職同仁皆有體檢。除例

行健康檢查外，英業達亦依據當地法規，針

對特殊作業內容的相關作業人員定期進行特

殊健康檢查，大陸廠區安排特殊健檢的特殊

作業。2018年英業達無同仁罹患與工作相

關之職業病。

透過定期與醫療衛生機構合作，英業達

舉辦各項健康講座及諮詢，並結合公司社

團，共同辦理各項健康促進活動。2018年
舉辦健康講座共25場次(台灣15場次；大陸

10場次)，參與人次數共計1,497人次(台灣

834人次；大陸663人次)。

環境永續

氣候行動

英業達針對氣候行動，先制定了氣候變

遷框架，主要包括四項重點：

在公司治理方面：1,總經理為氣候風險

管理的最高負責人員，發行內控文件，確

認氣候變遷的角色與責任；2,事業單位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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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單位將氣候變遷；3,相關風險和機會納

入風險管理；4,公司管理系統及內控管理制

度；5,加入氣候變遷議題及管理程序和策略

規劃；6,定期提報氣候變遷管理成效至董事

會。

在策略方面：發展低碳產品，獎勵綠色

研發；轉換能源績效，投資再生能源；致力低

碳環境，全員減碳文化；提升清潔生產，貫徹

綠色工廠；連結循環經濟，推行綠色生活。

在風險管理方面：事業單位及公司單位

2018年大陸廠區安排特殊健檢的特殊作業內容

環境永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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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氣候行動作法，界定風險評估和識別程

序，掌握政策與法規、技術、市場、商譽及

極端氣候的風險要素，整合至該單位風險管

理架構中；事業單位及公司單位評估潛在機

會的利基，尋找新能源、市場、產品／服

務、資源效率等契機，發展新事業及服務

等，並整合至公司營運作業流程中。

在目標方面：以2015為基準年，2025
年的範疇一、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19%；

揭露溫室氣體碳排放量(範疇一/二/三)；推

出新一代產品或新服務，提供客戶或消費者

產生減碳效益；配合當地政府能源減省目標

或每年使用能源節省1%；持續規劃與推展

節電效益相對較高的節能方案；2025再生

能源目標：擴大轉用裝設再生能源設施，持

續提升再生能源比率5%。

環境責任

英業達在環境責任的做法上，鎖定四項

工作重點，包括：環境管理、廢水處理、

化學品管理、空氣汙染防治。英業達集團

2018年環保總支出費用為3億7千萬餘元新

台幣，集團公司環保支出占比分別為英業達

35.37%、英華達11.96%、英穩達31.48%、

益通光能21.19%。2018年總支出與2017年
比，減少1億2千8百萬餘元新台幣，減少的

環保支出項目主要為汙染防制、廢棄處理、

環境檢測等；而在生態綠化、節能減碳工

程、環保活動等則持續投入費用，落實「綠

能環保」方針。

氣候行動作法

英業達集團2018年環保支出項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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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

◆英業達為響應台灣「環境教育法」之

推行，除修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英業達針對員工面、產品面、社區面

推行各項環境教育暨綠色生活行動，提升更

多民眾與企業之環保意識，讓每個人都能從

日常生活中做起。

✓員工面：藉由舉辦環境教育課程，提

升環境意識，從日常生活做好資源節約、減

少資源浪費與廢棄，鼓勵員工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無紙化作業(多使用手機App)、使用

環保餐具等。

✓產品面：英業達藉由「英業達綠色電

子報」的平台經營，與定期舉辦供應商CSR
暨環保研習營活動，進行經驗分享、訊息交

流，攜手集團公司與價值鏈合作夥伴共同愛

護地球，力行環保，共同邁向以「綠能環

保」經營，成為「節能、減廢與健康」的永

續目標邁進。

✓社區面：英業達長期認養社區公園、

舉辦社區環保講座、參與國家重要溼地「關

渡自然公園」的認養保育活動，為社區環境

與維持生物多樣性盡一份心力。

認養社區公園、參與清潔活動

社會共好

英業達的集團基金會，肩負企業社會

公民之一份責任。英業達集團於2010年1月

社會共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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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

會」，透過集團內外資源的整合與結合員工

愛心的參與運作，將英業達溫馨的「愛」送

達到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手中，用實際行動

關懷社會。目的在參與社會福利相關公益慈

善活動並與其他社會公益團體合作，以協助

社會上之弱勢族群獲得更充足之社會資源以

改善生活，並使其權益獲得更佳之保障。

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協助與支持

各界公益慈善機構從事社會公益志業，評估

各界公益機構之募款專案，選擇優良之社福

機構進行公益捐贈。2018年基金會共與53
個公益單位互動合作，關注領域包括環境保

育、藝術文化、社會福利如老人、身心障

礙、兒童、青少年、婦女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英業達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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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與永續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英業達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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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多一份關心 善盡社會責任

英業達董事長卓桐華表示，該公司重視

信譽，以誠信正直永續經營，作為英業達經

營累積最大資產，以「創新、品質、虛心、

力行」作為公司經營理念 ; 對內信守公司治

理，對外實踐企業公民。因為對公司治理的

高度重視及多方落實，使得英業達榮獲四屆

「公司治理評鑑」前5%最優公司治理企業。

卓桐華說，英業達仍將秉持「多一份責

任、多一份關心」的精神，透過強化董事會

功能性委員會，以及設立公司治理單位等措

施來完善司治理，並持續透過「英業達集團

公益慈善基金會」以長期服務社會、回饋社

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自2008年至今，英業達已連續11年發

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適時透明揭露英業

達每年所創造的價值與績效。英業達「企業

社會責任」的企業層級為董事會之董事長，

董事長室下設有「社會責任小組」，專職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事務，負責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

畫之提出及執行，並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執行計畫與成果。

以社會共好方面為例，英業達在2018
年的社會捐贈達3,000多萬元，服務社會參

與公協會團體共36個組織，志工團隊成長

率58%，服務1.1萬小時。員工倡議活動，

捐贈捐血車600萬餘元。員工捐血歷年1萬

人次，捐血量1.7萬袋。

在環境永續績效方面的例子，像英業

達在2018年環保支出3.7億多元，用水量減

少24.2萬噸，回收水量提升62%(2,404噸)，

綠色產品安全認證539件，綠色產品環保標

章341個，中高風險供應商RBA稽核達成率 
100%、結案率 100%(80家)。綠色電力531 
萬度(台灣、大陸)。節省電力112萬度(台

灣、大陸)。碳排放較2015年減少19.8%。

友善職場 注重員工健康

友善職場方面，英業達是從人才招募、

員工福利、人才培育、不歧視、勞動法規符

合度，以及員工健康安全衛生來著手。關鍵

作法則是：制定人才管理政策、優化人力資

源服務管理體系，促進員工關係，進行滿意

度調查，推展多元社團活動、 家庭日及運

動會等福利措施，並透過職工福利委員會，

管理員工福利。英業達全球七廠區皆建立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

通過外部第三方認證。

英業達在友善職場的2018年績效，

包括人才招募台灣地區較前一年增加440
人。員工福利與培訓投入金額5.69億元。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

110萬餘元。員工英、日文暨互聯網加給成

長8.3%，總人數4,800人。員工總滿意度

89.1%(台灣、大陸)。安全衛生暨健康職場



— 190 —

榮獲七大獎項(台灣)。

英業達公司治理評鑑連續四屆是前

5％最優公司治理企業。董事會召開達成率

100%，12次。審計委員會召開達成率100%，

四次。外部評估董事會績效介於良好至優

異。反貪腐培訓人數成長率5％，達9,427人。

實踐企業公民 四面出擊

英業達依「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對內信守「公司治理」；對外實踐「企

業公民」，並透過董事會運作、內控制度及

「環保、文化、扶貧、社區」四個面向推動

相關工作及活動。

全球景氣變化迅速，科技發展日新月

異，卓桐華說，英業達將以「以消費者滿意

度為依歸」、「創造價值，追求利潤」及

「高階主管逐步年輕化」三大策略，早一步

看到消費者的需求，為客戶創造價值，並為

公司追求利潤。

英業達深信唯有自身實力的提升、品質

精進及客製化的服務，透過知識創造價值的

循環體系，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才能為全

體股東及員工創造更大之企業價值。

「創新、品質、虛心、力行」為英業達

集團葉國一會長所提出，是英業達經營事業

的核心價值，也是英業達集團全體員工長期

秉持的經營理念。

整合軟硬體 開發高效能產品

在營運發展方面，英業達未來三年發展

目標，將結合產業趨勢，延續筆電轉型朝四

大領域持續發展。同時， 布局AI、工業4.0、

5G成立技術發展中心，以及關注長期發展的

新商機 (醫療照護與汽車電子領域 )。

卓桐華指出，英業達將持續聚焦在軟、

硬體全方位整合，透過堅強的研發能力及高

效率營運團隊，開發出高品質及高效能之產

品，以滿足客戶需求。具體的實施方針分為

下列幾個面向：

在產品業務方面：英業達多年來在高階

筆記型電腦設計及專業製造都是領先者的地

位，預期將持續深耕客戶、改善產品均價，

維持營運在往年水準；伺服器業務發展方

面，則受惠於全球主要網路科技企業的資本

支出強勁、資料中心的需求持續帶動下，將

擴大與策略夥伴合作領域，專注新一代平台

的設計與製造，今年的營運表現仍將持續精

進；智能裝置產品方面，基於過去累積之智

慧終端、寬頻及聲學領域之基礎上，預期將

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在產品技術方面：英業達持續投資

ABCD5(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運算、大

數據及5G)關鍵技術領域，包含台灣人工智

能應用研究中心、各地廠區資源整合及5G
應用研發部分，並同步擴大相關領域徵才，

全力朝新趨勢發展。

在建置智慧工廠方面：分別從生產製

程改善(工業4.0)、豐田生產模式(TPS)、
精益六個標準差 (L S S )及產線自動化

(Automation)四個構面，制定詳細的策略

及發展計劃。

在持續關注並開發新業務方面：包括開

發汽車電子及健康醫療領域的商機，勇於創

新產品，滿足市場需求。 (蕭君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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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

公司簡介

東元電機創立於1956年，初期從事馬

達生產，至今東元集團已跨入重電、家電、

資訊、通訊、電子關鍵零組件基礎工程建

設、金融投資及餐飲、服務等多面向的發展

領域，更積極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事業

版圖橫跨全球五大洲40餘國、百餘城市。

未來，東元將持續深耕核心事業，朝向智能

化產品、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等高附加價值方

向積極發展，並致力於高科技事業之拓展，

以「節能、減排、智能、自動」為目標，建

構一個宏觀、高品質的世界級品牌。

在台灣創立以來，一直以全球化經營為

目標。1972年在新加坡設立第一家海外分

公司，站穩東南亞工業用馬達第一的地位。

1980年代攻下澳洲市場；1995年併購美國

西屋馬達公司，晉升全球前三大工業馬達

品牌；2000年起東元電機進軍中國大陸市

場，並且投資設廠生產。2015年進一步併

購義大利Motovario S.p.A，快速提升東元

於歐洲市場的占有率。東元的事業版圖已擴

及五大洲，近50國，仍不斷尋求印度、非

洲及東協等新興市場的銷售及投資機會，以

深化海外據點，擴大全球化布局。

公司治理

東元公司治理策略包括：

美洲

非洲

歐洲
中東

亞洲

大洋洲

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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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

基於「秉持誠信經營、落實公司治理、

善盡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的經營理

念，持續強化正直誠信之組織文化，期使每

一位東元人能將其內化為信念及行事之依

據，能自動自發追求公司治理之提升。

行動依據

依據證交所每年度推行最新標準之「公

司治理評鑑」，依循評鑑所訂定之項目，逐

一檢視並改善公司各面向之實務作業，藉以

全面精進公司治理之品質。

制度規範

藉由追求「公司治理評鑑」之優異成

績，並透過主管機關及外部顧問的資訊提

供，適當調整公司現有之內部管理機制，以

期將最新的公司治理趨勢落實於日常作業程

序之中。

公司治理架構

東元公司以「節能、減排、智能、自

動」為企業願景，以「秉持誠信經營、落實

公司治理、善盡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

為經營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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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階層對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具有高度承

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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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在公司治理領域與時俱進，東元公

司已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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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更於2015年成立「公司治理中心」主

導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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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公司治

理相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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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督導永續績效。

「One TECO Operation Platform」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一

體化)已於2017年完成建置，主要將東元集

團所有客戶、供應商、物料、會計科目表等

各項主檔資料統一，並採用一致化之管理作

業流程。

「One TECO Operation Platform」之

營運績效

59%7%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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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客戶主檔：以利各事業群能享有全通

路、一致化的銷售管理能力，系統性產品銷

售更能有效管理全球業務。

・會計科目：以利集團報表之時效性及

比較性，更能提升集團財務透明度。

・供應商主檔：以利集中採購，取得最

東元公司治理架構

公司治理管理平台管理流程圖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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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採購價格。

・物料主檔：以利達成統一採購、統一

供應分配之目標，並優化製程效率。

環境及供應鏈

東元積極關注環境保護議題，除由核

心技術出發，積極研發提供高效能、綠色

產品及解決方案，亦積極由產品生命周期，

與社會責任的角度檢視，以「不增加環境負

擔」，並進而以「降低環境負擔」為使命，作

為公司重要的環境政策及目標。以「節能、

減排」為願景，並與全體同仁的績效考核連

動，以示貫徹的決心。東元在產品生命周期

中，從協力廠的採購選擇策略，管理產品開

發的風險評估、入料過程、生產不良模式的

持續改善、倉儲運輸等角度，即致力於降低

環境衝擊；同時，自2016年起，更進一步從

整個工廠生產之能源管理著手，透過集團開

發之EMS系統監控、分析，提升工廠能源使

用效益，並持續改善，期望產品生命周期由

源頭管理、致力潔淨生產、提升可回收率，

在達成永續發展績效的同時，兼顧自然環境

保護之願景目標。小組統一匯整及回覆，藉

此提高視野也整合資源以掌握ESG在本產業

的走向。東元亦主動針對各利害關係人代表

性人物進行訪談，收集及更新關注議題。

東元的環境策略主軸

一、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以「節能、減

排」為公司願景。

二、針對「產品節能、製程減少能資源

使用、降低汙染及廢棄物」等三大項目提出

具體目標，並列入KPI主要評核項目。

三、由產品研發設計，考量產品生命周

期各階段活動，降低環境衝擊。

四、積極延伸到主要供應商、協力廠一

起投入。

東元跨足車電市場

東元與歐洲廠商合作在台生產製造

200kW級大巴士車用永磁馬達，2018年開

始量產，作為最新推出之電動大巴士的動

力來源。東元電機使用的同步磁阻輔助型

永磁技術(Synchronous Reluctance assisted 
Permanent Magnet)，領先台灣市場同業，

與傳統感應馬達相比，可大幅減少75%的體

積與重量。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勞工人權及安環指標

東元於總經理室下設安環小組，專職負

責全公司及各廠之環境安全衛生之政策擬

定、計畫管理與全集團之督導工作，並於各

One TECO

ONE
T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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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設立專責之安環單位，專責落實執行環

安衛管理系統之運作。

東元依據ISO 14001、OHSAS 18001
及CNS 15506(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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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在

每年第三季舉辦環安月活動，除了懸掛活動

布條及張貼環安相關海報外，並舉行環安相

關訓練及有獎徵答活動，鼓勵全員參與寓教

於樂，使全體員工藉此活動增加環安相關知

識，建立環安意識，同時配合外部專家進廠

稽核，提升環安實際執行面之績效。

公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總經理主持)

及各廠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管理代表主

持)，成員涵蓋勞方代表(1/3)及安衛單位成

員和高階主管，相關主管也列席參與；每季

召開一次會議，審議執行方案及成效；另，

外部專家稽核問題由廠級主管，發生職災事

故報告由發生單位之經理級主管至公司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由主管帶頭重視職

安，並達到水平展開之效果。

人力資源政策

人才是東元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也是公

司永續經營的基礎。東元人力資源的願景是

要強化人才發展，打造東元幸福企業，達成

企業永續經營，成為最佳雇主品牌；近年來

積極推動公司的五大價值觀「企圖心、顧客

導向、團隊精神、誠信正直、創新」，透過

核心價值觀讓每位員工能夠內化價值內涵，

電動車與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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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上再次激發個人潛能，進而產生組織

凝聚力。

東元的多角化布局已同時雄據重電、電

控、家電、風力發電、電子、基礎工程建設

等產業。這60年的發展之路，跨足不同的

產業並立足台灣遍及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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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訓與職涯發展

公司為善盡員工培育與照顧責任，自新

進人員到職起便能獲得完整的訓練與照顧，

故規劃系統性的新人輔導制度，結合「新人

到職協助」、「新人上手訓練」與「新人適

應關懷」流程，並透過電子系統進行串聯追

蹤，以強化同仁對公司的認同，並透過有系

統的規劃提升學習品質，在工作上更能發揮

所長，作為能力養成與職涯發展的基石。

公司訓練發展嚴謹地依PDDRO原則設

定管理機制並執行。

●進行每年度培訓課程規劃時，會從下

列四個層面做整體分析及考量：策略／組

織、工作、個人需求。

●每年度課程依公司之「人才發展實施

細則」分為四大類，兼顧管理能力、專業能

力、一般通識及公司政策宣導。

●除了依職系別建立訓練藍圖，每年

也都會進行員工訓練需求調查，並且每位

間接員工都會做個人發展計畫(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IDP)的規劃，讓每位同

仁都可以與主管對自己的職涯發展做更良好

的溝通。另外，每半年都會進行員工晉升的

提名與評議，讓績效與潛力俱佳的同仁有獲

得陞遷的機會。建構完整的職涯發展途徑是

東元不斷努力的方向。

全方位人才培育規劃

員工照顧與工作生活平衡

東元公司獲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第三屆

幸福企業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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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安環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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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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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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電機的EAP方案整體規劃如下圖所

示：

外部創新及原住民文化傳習

東元電機堅持理念必須代代傳承，經驗

必須長年累積，同時給予工作團隊保留最大

的彈性與空間，以基金會推動服務計劃創造

源源不斷的創意，建立影響深遠的公益效

益，例如倡議節能減碳的「Green Tech」國

際競賽，成功地樹立以綠能為基調的國際聲

望；「驚嘆號」計畫，讓瀕臨失傳的34個
原住民部落樂舞祭儀傳習團隊，在國際邀演

或是比賽中揚名海外。而歷屆139位東元獎

得獎人，更是加值台灣的典範。以上這些成

果都顯現了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對台灣這塊

土地的關懷與承諾，延續「科文共裕」的精

神為台灣發展注入永續的能量。

重要成果與永續績效

99%
6.2

89
2%

80%
2%
63%

49%
27%

20%
5%

501
4,302

30
18,000
9,000

(資料來源：2018年東元電機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關鍵指標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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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全方位推動ESG

東元因應全球暖化，自2008年開始，

喊出「節能東元、綠色科技」為發展方向，

董事長邱純枝2015年上任後，更積極實現

「節能、減排、智能、自動」的永續發展

願景。東元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

有成，2018年一口氣囊括「台灣企業永續

獎」四項大獎；2019年，不僅獲選「台灣永

續指數」成分股，更連續第五年蟬聯台灣證

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前5%殊榮，為

電機機械類上市公司中唯一蟬聯五屆公司。

邱純枝推動公司治理不遺餘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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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理念。為建立

良好治理制度，健全及強化管理機能，東元

2015年成立「公司治理中心」，2018年11
月增設「公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2019
年指定公司治理主管，進一步加強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

堅持「永續經營」理念，邱純枝期許在

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創造佳績，帶領供

應商一起打造「綠色供應鏈」，同時為投資

大眾帶來最佳利益，希望進一步將公司永續

績效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連結，進

而帶動產業成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致力綠能產業發展

東元積極發揮企業影響力，從本身向外

發散到供應鏈，由內而外，以穩健踏實的態

度，致力在經濟／治理、環境永續、社會共

榮的永續發展理念。落實公司治理、致力綠

能產業發展、產品製程減碳、以及完善人力

政策，目標打造ESG(環境、社會、治理)全

方面發展企業。

節能及減排，向來為各家企業努力的重

要方向，東元從產品開發生產到報廢，皆以

此為目標，朝著減少能資源浪費為考量，將

「環境永續」設為第一目標。比如在產品方

面，2017年起開始銷售高效率節能馬達，

每年為客戶節省6.2億度電，並減少33.58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排放，搭配變頻

器，更協助工業用馬達節省用電35%以上。

在製程方面，東元將「能源管理系統」

建置在工廠產線，藉由自有太陽能發電技

術與太陽能模組廠合組開發團隊，2018
年和太陽能電池廠茂迪合資，建置兩座太

陽能電廠，並成立東元旭能，發展綠能事

業。2018年年底，東元在桃園觀音一廠打

造「屋頂型太陽能發電系統」，東元提供

25KW及30KW太陽能逆變器、雲端監控管

理系統，為其進軍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業

的第一宗投資案。

2018年，東元透過製程及設備優化，

在鑄造、絕緣、噴塗、測試、電工等製程

中，達到節電及電力回升，場區內年度節能

達到166萬度，為全廠用電3%。宣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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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能產品的占比要達到80%，生產基地每

年減排2%。

與供應商聯手打造永續環境，亦為東

元努力的方向，每年輔導台灣供應鏈減排

2%。東元在2016年於「供應商交易(原物

料)基本契約書」中，附屬「人權暨環境永

續承諾書」，並在2017年增訂「若供應商

違反承諾得終止或解除合約」條款，追加予

供應商簽署，強化供應鏈對人權暨環保遵守

執行之約束力；截至2018年，實際簽署率

已達到99%。東元也每季邀請供應商，交流

環境永續經營理念，若是潛在供應商，以具

備CSR報告書供應商擇優採用。

加強在地化採購

此外，東元在採購政策上，加強在地化

採購、扶植在地供應商，在地化供應商家數

占比已超過七成，完成綠色供應商評鑑的供

應商採購金額，占比更達到84%。東元在地

化採購策略，除了能降低物料運輸上產生的

碳排放，同時能減少不必要的成本開銷、縮

短新品開發時間，增加當地社區就業機會，

促進經濟發展。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離岸風電，東元全

力參與，2019年與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CIP)台灣區執行長侯奕愷，共同簽署彰芳

及西島風場陸上變電站(EPC)統包合約，計

畫將自今年底開始動工，預計2021年完工。

在永續經營上，東元著力於打造幸福企

業。為了鼓勵員工依計畫執行排休特別假，

讓員工努力工作同時兼顧身心平衡，將員工

依計畫休特別假之執行率和主管之考績評分

結合，使員工依計畫排休特別假不再是壓力

而是本身應有之權利，目前特別假平均執行

率已達85%以上。

東元認為，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也是公司永續經營的基礎，人力資源的願

景，是要強化人才發展，成為最佳雇主品

牌。近年，東元積極推動「企圖心、顧客導

向、團隊精神、誠信正直、創新」等五大價

值觀，期許透過核心價值觀，讓每位員工內

化價值內涵，於工作上再次激發個人潛能，

進而產生組織凝聚力。

東元也將組織內知識傳承，以及關鍵人

才培育和留任，視為發展重點之一。因此，

東元於2018年建立東元學院，規劃有管理

類、技術類、關鍵製造技能等學程，提供員

工進一步深造的平台；2019年引進與培育

關鍵職位人才，並辦理社區及當地學校節電

教育，結合公司專業，強化社區永續營造。

揪團做公益

回饋社會方面，東元於26年前成立科

技文教基金會，透過持續舉辦「東元獎」，

鼓勵在科技類及人文類各領域具有特殊貢獻

的典範人士；透過「Green tech」國際創意

競賽，以獎項推動國內外頂尖大學對全球氣

候議題、和節能減碳研究之交流與發展。同

時，東元亦集結30家NGO／NPO、34家企

業等夥伴，成立「驚嘆號策略聯盟」；召集

11家基金會與協會，加入「教育部終身學

習圈」，向教育部爭取經費；關注偏鄉青少

年的藝術人文及科學教育之專案推動，和原

住民文化傳承。

東元促成的驚嘆號聯盟，每年持續辦理

「原住民兒童之夜」及歲末展演，讓孩子的

歌謠舞蹈傳習擁有努力的目標，各族群傳習

成效豐碩。 (蔡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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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

公司簡介

大聯大控股是全球第一，亞太區最大

的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總部位於台北

(TSE:3702)，旗下擁有世平、品佳、詮鼎

及友尚，員工人數約5,000人，代理產品供

應商超過250家，全球約104個分銷據點，

2018年營業額達180.7億美元。

大聯大控股開創產業控股平台，持續

優化前端行銷與後勤支援團隊，扮演產業

供應鏈專業夥伴，提供需求創造(Demand 
Crea t ion)、交鑰匙解決方案(Turnkey 
Solution)、技術支持、倉儲物流與電子

商務等加值型服務，滿足原始設備製造商

(OEM)、原始設計製造商(ODM)、電子製

造服務商(EMS)及中小型企業等不同客戶

需求。國際化營運規模與在地化彈性，長期

深耕亞太市場，連續18年獲得由專業媒體

評選的「全球分銷商卓越表現獎」。大聯大

以「產業首選．通路標竿」為願景，全面推

行「團隊、誠信、專業、效能」之核心價值

觀，以專業服務，創造供應商、客戶與股東

共榮共贏。

面臨新製造趨勢，大聯大控股正轉型成

數據驅動(Data-Driven)企業，發揮供應鏈

管理強項並擁抱科技，將線下繁複的業務數

位化，建立線上數位平台─「大大網」，專

注大型客戶及中小型客戶不同需求，提供個

性化體驗，並導入智能物流服務，協助客戶

共同面對智慧製造的挑戰。大聯大控股從善

念出發、以科技建立信任，期望與產業「拉

邦結派」共建大競合之生態系，並以「專注

客戶、科技賦能、協同生態、共創時代」

十六字心法，持續推動數位轉型。

精進誠信治理

大聯大控股以誠信經營為本，推動「團

隊、誠信、專業、效能」之核心價值觀。大

聯大控股建立完整公司治理架構，並落實運

作，透明化資訊揭露，積極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公司確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法令規

定。大聯大每年於策略會議中考量國內外市

場趨勢及公司競爭優勢，制定年度經營方

向，並定期將財務資訊於重大訊息、財報與

年報中揭露，定期召開法人說明會，並置於

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為確保大聯大之風

險控管強度，定期追綜與報告最新之風險評

估結果，持續推動辦公室持續營運、異常交

易預警以及關鍵風險指標預警等風險管理項

目，持續落實整體風險管理效能。

創新供應鏈管理

數位驅動的供應鏈管理

大聯大控股是全球第一、亞太區最大的

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面臨新製造趨勢，正

轉型成數據驅動(Data-Driven)企業，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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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強項，以C2B(以人為本)態度，

建構串連產業圈資訊的全供應鏈透明平台

「大大網」，旗下推出「大大家」、「大大

邦」、「大大購」、「大大通」及「大大

頻」五個功能服務區塊，建立企業間即時、

快速且精準的溝通橋樑；依據大型客戶及中

小型客戶的不同需求，提供系統對系統及個

性化服務並持續優化彈性管理能力，讓客戶

享受線上線下一致的服務體驗。

洞悉產業的知識交流

大聯大因應網路社群趨勢，創建並持續

推廣搏來客行銷(Inbound Marketing)，導

入交互式移動行銷服務，持續優化大聯大

方案內容行銷，及全覆蓋式社群互動行銷機

制；同時，建立「搏來客行銷綜合效益指

標」(簡稱Inbound AD Value)，以具體數值

體現行銷推廣效益，2018年度累積整體推

廣價值超過人民幣27,400萬，較2017年成

長76%，善用雙微大號、朋友圈、論壇等社

群媒體資源，並藉由病毒行銷活動促進自媒

體營運成效，透過各項共同行銷的有感服

務，持續提升客戶黏著忠誠度。

嚴謹控管的合規貿易

大聯大控股2015年成立貿易合規專責

單位，現為風險管理服務處。為達成符合國

際間出口合規之交易安全管理與公司永續經

營的目標，制定了未來三年之發展規劃。

2016年進行基礎資料整理與出口管控的基

礎系統管理機制，並積極對外參與鄰近許多

國家的相關交流研討會議，進一步瞭解其他

國家的出口管制法規。2017年著手規劃與

制訂出口管制的進階管理機制，並定期舉辦

內部訓練課程，提升員工對貿易合規之熟悉

度與專業度。2018年展開貿易合規管理檢

討與優化作業。

關係穩定的夥伴合作

大聯大物流管理理念一向秉持以人為本

的服務態度，希望建構串連內外部資訊透明

平台，並將制式不變的工作導入線上系統

 200 元

2005 2006 ~ 2012 2013~

WPG Holding Winning Partner
Grouping

 

拚

$20B

$12.08B

$3.57B
19%

大聯大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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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變動性項目則交線下人工處理，實現線

上整合、線下人和的人機合作理想，期望與

合作夥伴共建協同合作的生態圈。

物流倉儲的流程改造作業是大聯大運籌

一直以來持續推動的工作，在全球數位轉型

的浪潮中，強化競爭力刻不容緩。大聯大於

2018年開始，針對運籌項目進行智慧倉儲

改造專案。本案協同專業物流夥伴，透過進

出貨流程全面檢視並提出有效解決方案。

人才發展轉型

卓越創新的人才發展

大聯大控股及旗下集團以提供專業供應

鏈服務為經營目標，更加深信唯有具備良好

之人力資本，才得以相對應提供優秀專業服

務。對於人力資本的培育大聯大也義無反顧

的長期投入，人才的養成和孕育如同稻穗的

耕耘，唯有不停地灌溉，才會有豐碩收穫的

未來。

大聯大控股及旗下集團也因為各集團的

營運方針、組織文化皆有獨樹一格之特色，

在人力訓練及發展上也會運用不同的訓練發

展資源，呈現各自不同的學習特色。整體架

構以通識學程及專業學程為基底，培育員工

具備良好競爭力，以創造組織的經營績效；

並且逐步推動各階層之管理學程訓練，建構

完善領導團隊，以帶領組織迎接挑戰，永續

發展成長。

公平完善的薪酬考評

大聯大控股薪酬政策的制定，以「保障

所得」和「變動獎金」兩型態來做整體薪酬

架構之規劃。以「保障所得」滿足員工財務

收入之所需，以「變動獎金」作為促動員工

追求良好績效表現之實質激勵措施。兩型態

相加之內容，即為大聯大控股提供給同仁之

總薪酬所得。職級較低者，保障所得占比較

多；職級較高者，變動獎金占比較多。對於

不同性別之薪酬給付不會有差異，皆依照公

司所擬定之薪酬政策執行之，落實性別平權

精神。

3.61  ・

3.75

3.79 3.84
・
・

・
・

・

3.12
・

2018年供應商評鑑各項目得分均值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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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起遵從薪酬委員會的指示，各

集團人資單位開始蒐集及分析「人員流動成

本」及「人力產值」等，從這些數據分析的

基礎上作為各集團研擬及制訂人力資源戰略

的重要參考，使人才資本的選用育留能更貼

近各集團營運策略目標，亦能降低人力資源

所造成的營運風險。

氛圍良好的工作環境

大聯大控股遵循各類勞動法令規定，給

予正職員工完善之勞動保護，並在可運用的

資源範圍內，給予適當的身心照顧方案，例

如：員工生日假、員工健康檢查、彈性上下

班管理、各類休閒活動…等。基礎福利項目

滿足員工工作之餘喜好所需，多元福利內容

連結員工、眷屬建立認同公司氛圍，逐步

建構績效福利項目，驅動員工工作達標動

力。世平集團成立附設員工子女幼兒園已長

達17年，並開放附近居民孩童就近申請入

學，不僅提供大聯大控股旗下集團同仁一個

托育及照顧孩子的地方，並提供完善幼教專

業師資，讓同仁們可安心工作。

實踐在地關懷

大聯大控股一直以來秉持環境保護、節

能省碳等理念進行資源維護與管理，有感於

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推動智能化倉儲，

在人機協同作業下，增進效能，讓資源發揮

最大效用，進而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同時控

管包材種類及使用情況，提升回收及重複使

用比例，降低環境負擔。除了汰舊換新，更

換並選用節能設備外，亦透過各項宣導提倡

與鼓勵員工響應環保，進而提升環保氛圍與

意識。大聯大為回饋社會，建立「重拾技職

教育精神」之社會參與主軸，以產業供應鏈

管理的核心能力，透過產學合作、支持教育

等方式，培養產業所需專才，期待為社會注

入活水，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重視永續的低碳營運

大聯大深知環境保護之重要性，為有效

推動與落實環境管理，大聯大林口倉庫通過

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以建

立完整組織、政策及相關管理作為，降低營

運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

結合職能的產學計畫

大聯大控股自2010年起與政治大學商

學院合作，贊助支持「供應鏈管理產學合作

計畫」，目的其一為結合理論與實務，系統

性整理台灣供應鏈管理之know-how；其二

為創建一套完整供應鏈管理之教材與教案，

以為台灣產業界提供供應鏈管理的人才為最

終目標。

供應鏈管理於學界難以培育之因，因其

為跨領域之管理科學，相關課程分散在商學

院各系之中，因科系定位之故，各學系無法單

獨建立一套較為完整、專業且以市場需求為

導向之學術訓練。因此，大聯大控股參與政

大商學院學務計畫，藉著大聯大控股雄厚的

市場經驗值加乘政大商學院在商業管理豐富

的教學累積，整合各系所既有課程資源，並

開創符合供應鏈管理之新興課程，為供應鏈

管理教育量身打造校級「供應鏈管理學分學

程」，為台灣產業界提供供應鏈管理之專才。

2015年大聯大控股於「供應鏈管理實

務」課程中安排系列講座，讓學生以大聯大

控股為學習案例，並且由大聯大控股各單位

高階主管，參與政大商學院之系列講座及實

地參訪大聯大林口倉庫及上游供應商，讓學

生以一個企業、多面向之切入點，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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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於供應鏈管理之規劃策略。

2016年與政大供應鏈管理學分專案，

協助四位政大資管系大四學生，以初步決策

系統(DDS)為專題，榮獲「2016中華企業

資源學會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優良獎」及

「2016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大專校院專題競

賽第二名」，為產學合作成功之榮耀分享。

2017～2018年持續進行合作，參與政

大商學院之系列講座並邀請學生實地參訪大

聯大林口倉庫，讓學生們更充分了解供應鏈

管理之規劃及實務經驗分享，2018年參訪

師生共計49位。

積極參與的社會共融

大聯大控股及其旗下集團公司共同本著

企業社會責任之願景與核心專長；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之信念；共同捐助成立「財

團法人大聯大教育基金會」，提升知識經

濟，建構優質教育環境，推動企業管理學術

及實務之研究，關懷藝術與人文及環境教育

等活動為宗旨，同時藉由產學合作及與相關

教育推廣之團體，共同為優質教育環境而努

力，期許能培育更多青年學子及提升國際之

競爭力。

永續績效重點

2018年獲得「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服務業銀獎」的殊榮，同時在第五屆公司治

理評鑑中，在上市公司獲評為前6%-20%之

公司。

治理、社會、環境、供應鏈四大重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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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獲獎獎項

(資料來源：2018年大聯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TCSA -

・Infineon Appreciate Award for 1st ESS BW in India and ASEAN in FY1718

・ESMC 2018 ─

・ No.2

・MPS Best Distributor for 2017

2018

*2018
http://www.wpgholdings.com/about/awar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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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構建共享共好生態圈

大聯大是全球知名半導體通路大廠，正

持續推動數位轉型，大聯大董事長黃偉祥表

示，在創新供應鏈層面，大聯大建置全鏈路

透明平台「大大網」，希望轉型成數據驅

動（Data-Driven）的企業，發揮供應鏈強

項，建構串連產業圈資訊的全供應鏈路透明

平台，以打造夥伴價值鏈，提升企業整體競

爭力與永續力。

大聯大指出，半導體通路的主要功能，

對上游半導體供應商而言，在於協助銷售半

導體零組件；對於下游電子成品製造商而

言，通路主要在於協助客戶採購生產製造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半導體元件。通路商所經手

的有形商品，為規格複雜、品項繁多的半導

體元件，衍生出的配套服務項目與價值提

供，廣泛涵蓋金融、物料管理、配送與技術

支援等專業服務，包含產品推展、存貨管

理、訂單管理、銷售管理、運籌管理、財務

管理及資訊管理等。

大聯大執行長葉福海提到，大聯大在半

導體產業鏈中，扮演著承上啟下的角色，隨

著新興科技日新月異的快速演變、產業生態

環境多變與不確定性，加上營運模式的挑

戰，也不斷思考「下一個十年我們會在哪

裡？」除了優化營運流程，更要居安思危，

找出相應解決之道，勇於突破現狀，這也是

大聯大一直朝永續經營努力的目標。展望未

來，黃偉祥說，大聯大秉持一貫的經營理念

及服務，並希望透過數位轉型，持續以「產

業首選．通路標竿」為願景，並與各利害關

係人保持良好互動，創造共榮共贏。

邁向數據驅動企業

大聯大指出，該公司以朝向成為數據驅

動企業為目標，希望更彈性、更有效率地面

對客戶不同的需求，提供迅速精準及個性化

的服務，藉由資訊的即時透明，建立互信，

完善一個協同合作的生態圈。

大聯大將2018年訂為「數位轉型元

年」，不僅透過內部流程智能化，提升生產

力，也與外部連結對接，期待攜手客戶與供

應商共同推動，達成多贏的產業局面，同時

成為企業推升下一階段營運的重要助力。而

在2019年，倉儲物流服務智能化也是其數

位轉型的重點目標。

依照大聯大的布局，在對外服務方面，

推出串連產業圈資訊的「大大網」全鏈路

透明平台，旗下推出「大大家」、「大大

邦」、「大大購」、「大大通」及「大大

頻」等五個功能服務區塊，並持續優化彈性

管理能力，解決客戶痛點。

在大大家的部分，大聯大2018年與重

點目標客戶合作，推動回覆客戶需求交期、

數據驅動備貨、預先出貨通知、Hub倉補貨

與領用開發票等五大功能系統化，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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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以台商客戶為目標擴大推展。

至於大大邦，大聯大則是以簡易操作、

精準資訊提供為出發點，努力成為客戶個人

化的專屬電商平台，2018年繳出904家客戶

的超標好成績，2019年訂出更高的挑戰目

標，除原台商客戶外，更前進中國大陸，以

服務更多更廣的中小客戶。另外，大大通經

過數年的籌備與封測，已於2019年1月1日
正式開台，希望匯聚內外部工程師，搭建互

相幫助、樂於分享、解決問題的首選技術平

台。

啟動智能化流程優化專案

在對內營運方面，大聯大也啟動多項智

能化流程優化專案，涵蓋流程機器人、產品

數據整合、運籌自動化管理、貿易合規管理

等多面向，透過大幅導入數位工具賦能，加

強公司同仁數位思維。未來大聯大除了推動

自身數位轉型外，也期盼進一步協助推動客

戶端的數位轉型，期待透過提升整體產業生

產效率，建立協同合作、共享共好的生態圈。

在辦公室環保部分，大聯大台灣區各辦

公據點自2015年起，透過多功能事務機租

賃整合專案，取捨不必要及汰除老舊印表機

與傳真機設備，以減少不必要的能源耗損。

同時，該公司也建置多功能事務機，電子傳

真取代實體傳真，減少紙張及列印使用。管

理者也能透過系統報表進行分析與管理，有

效實施監督與改善措施。大聯大2018年用

紙量為4,176,486 張，較2016年減少6.3％。

除了設備精緻化，大聯大對於耗材選擇

如影印紙等，都以符合環保規章的品牌為遴

選條件，選用適當的紙張磅數，避免過度耗

用資源。同時提倡紙張單面回收利用，並推

廣事務機列印前確認，減少誤印與重複列印

的浪費。同時，關於水資源管理，大聯大採

取多項節約用水措施，如選用省水馬桶與水

龍頭、定期進行設備保養與維護等。該公司

2018年總用水量為34,983噸，較2016年降

低12.98％。

大聯大也對節約電源、減少碳排放採取

多項節能措施，諸如電能源契約容量檢視、

裝設節能設施、午休關燈30分鐘、閒置時

段電能管理、設定最適溫度等，同時每月

定期統計用電量，針對異常用量進行追蹤

管理。大聯大2018年總用電量為6,754,795
度，較2016年降低13.71％。大聯大也持續

擬訂辦公區域年度節電目標，透過目標數據

化，使節電作為得以更積極明確。

另外，對於倉庫耗材管理，大聯大將物

流過程中產生的紙箱耗材，也列為重要的綠

色作為管理範疇。配合物流營運必要規範，

搭配再生紙製品及回收紙箱使用等型態，降

低成本，節省消耗。在商品進貨時，回收可

再利用紙箱循環使用，在出貨時，使用再

生紙製品紙箱， 2018年共計使用回收紙箱

221,250公斤。

綠地認養 節能巡邏

響應政府鼓勵市民參與綠地認養，大聯

大從2011年起持續認養南港向陽公園，希

望透過綠地維護，營造多樣市容景觀，提

升整體生活品質。大聯大旗下世平集團於

2011年加入台灣節能巡邏隊，跟隨公益節

能志工團隊，至各公司行號、學校等單位，

進行節能減碳宣導與義務診斷，提供節能建

議。截至2018年底，累計服務達220小時、

協助公司行號共55家。 （鐘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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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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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實體通路服務門市

遍布全台。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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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2012年
起，連續七年獲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新
興市場指數成分股，2017年首度榮獲DJSI
世界指數成分股全球電信業第二名，2018
年再創佳績獲DJSI世界指數全球電信第

一，稱霸全亞洲。

為提升營運規模、提供整合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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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E(電子商務)領域最

完整的電信與媒體服務業者。

永續經營策略

永續策略整合

台灣大於台灣地區設立總部、分公司、

服務門市及相關業務場所。台灣大投入六

大資本，布局「T.I.M.E」Telecom(電信)、

Internet(網路)、Media & Entertainment 
(媒體&娛樂)、E-Commerce(電子商務)多

角化營運模式，以全新超5G策略結合6C營

運核心，對應17項聯合國SDGs，鑑別出22
項重大主題，進而創造出七大品牌亮點價

值，以全面回應八大利害關係人，致力成為

卓越的永續數位匯流領航者。

2030心大願景計畫
面對5G時代來臨，同時呼應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議程和17項SDGs，台灣大於

2017年底啟動2030永續願景藍圖。

人類文明即將面對的下一個變動超乎

想像的十年(2020-2030)，將是一個巨量資

料被聚焦連結的時代，台灣大選定了Zetta
一字(10的21次方)，以「2030心大願景計

畫(ZettaConnected 2030；心大的諧音即為

Zetta)」做為下一個十年的願景計畫主題，

目的在對應聯合國SDGs，期許公司全體同

仁勇敢假設、積極定下目標，企圖從那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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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檢核現在應有作為，期望台灣大在

2030年成為萬物萬事的連結核心，除了連

結人、物與時空外，更重要的是心與心相

連；並帶給利害關係人五大面向的願景，

涵蓋以「責任企業」為出發，帶領供應商

「攜手創新」兩大基礎面向，達成「體驗未

來」、「創利社會」、「綠化足跡」三大未

來成就，並與台灣大七大品牌亮點價值緊密

責任企業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外，兼顧 均衡發展的

公司治理，提供員工幸福職場和更宏觀的國際永續業

務參與，讓榮譽及成就感成為未來全新的生命態度

體驗未來

運用 及物聯網科技創立

人、物與時空的連結，以

前瞻視野創造超越想像的

未來生活。

綠化足跡

運用最新物聯網科技及 人工

智慧，綠化自身與價值鏈足

跡，不僅降低環境衝擊，

更主動創造更舒適美好的

宇宙生態體系。

社會共融

創利社會

藉由創新科技的模式與應用，破除人類長久以來

建構之價值體系所帶來的障礙，包括貧窮、不平

等、資源不均等議題

攜手創新
以攜手創新作為邁向永續的最大動能，在 物聯網時

代下，發揮正向影響力，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永續夥伴

創新成就

幸福職場誠信經營

環境永續

卓越品牌

創造七大品牌亮點價值及回應八大利害關係人

回應八大利害關係人
永續績效與因應作為詳 章節

創造七大品牌亮點價值
品牌亮點價值內化於永續願景詳 章節

誠信經營 永續夥伴 卓越品牌

創新成就環境永續 幸福職場 社會共融

員工

客戶

主管機關媒體

評比機構股東 投資人 供應商

社區

心大願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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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合，在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下，和八大利

害關係人一起朝向超乎想像的未來滾動前

進。

永續風險及機會分析

面對產業趨勢帶來的商業模式改變，台

灣大發揮創新思維，積極因應各種挑戰和契

機，但風險並非僅來自商業活動競爭，因此

公司建構一套風險管理系統，對公司營運可

能面臨之風險進行全面檢視。具體而言，

自2015年特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將攸關

經營之風險議題定期提報委員會，並由業

務屬性單位探討風險衝擊、機會及因應對

策。台灣大參考美國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組織發布的企業風險管理架

構，由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及風險管理

專責單位組成，依據國際研究報告、產業

趨勢分析、企業內外部調查及公司決策與

判斷，鑑別出19項重大風險，歸納後包括

「法規」、「網路頻寬資源」、「資訊安

全」、「業務」、「市場」、「人才培育」

及「創新管理」等七大項風險類別。接著，

考量發生可能性及衝擊程度，建構出台灣大

的風險地圖。參考近期趨勢，2018年共計

三項議題的風險程度較前一年度上升，包括

氣候變遷／天然災害、競爭激烈化，及客戶

需求改變等，並經CSR委員會決議通過。

氣候變遷風險及機會管理

依據2018年風險地圖分析，氣候變遷

風險屬於公司之重大風險，考量其對企業營

運具有重大的財務影響，故依據TCFD架構

進行氣候變遷風險及機會管理之盤點與揭

露，以利相關利害關係人能更系統性的掌握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及財務衝擊。

氣候變遷治理面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之鑑別與管理，由

環境管理委員會負責，並定期依照公司風險

管理之制度，將氣候風險議題與環境風險議

題併同提報至風險管理委員會，再由風險管

理委員會進行評估並核准相關減緩與調適方

案。此外，風險管理委員會亦將會定期將公

司之風險(包含氣候風險)呈報董事會，使董

事會瞭解與監督公司面臨之風險議題。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面

參考TCFD及標竿企業的風險清單，

邀集公司內各業務單位召開TCFD工作坊

以討論與排序氣候風險的重要性，並於工

作坊後發放氣候風險重大性鑑別問卷，以

作業環境

風險評估

風險因應

風險全面

監督管理

風險識別

風險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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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衝擊程度(Potential Impact)、脆弱度

(Potential Vulnerability)及風險發生可能性

(Likelihood)等三大面向進行風險排序。

創造品牌 點亮價值

誠信經營

台灣大哥大堅持以誠信為本，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為員工、供應商、主管機關、社區

／NGO、客戶、股東／投資人、媒體及評比

機構等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價值。公司以國

際標竿的公司治理為自我要求，透明誠信為

營運基礎，提供客戶最優質通訊及數位匯流

服務，創造最佳客戶使用經驗。亦積極制訂

永續經營策略，及以數位資源打造數位公益

新科技，作為對利害關係人負責的具體實踐。

誠信治理及法規經營

台灣大哥大透過偵測、改善行動與預防

三種面向之措施執行誠信經營守則，每年定

期向全部員工、經理人及董事辦理相關規定

之公告及通知，同時向董事會全體成員報告

落實現況，2018年關於誠信經營等反貪腐

議題之溝通，涵蓋100%董事會成員。

自2014年1月1日起，100%員工每年定

期簽署廉潔聲明書，且2018年未發生員工違

反誠信經營守則事件。未來仍會持續宣導，

期使員工了解誠信業務行為的重要及必要。

TWN管理措施

TWM
管理措施

預防

偵測

改善行動
‧教育訓練

‧簽署「廉潔聲明」

「誠信經營聲明」

‧會計及內部控制制度

‧內部稽核

‧申訴及檢舉制度

‧獎懲制度

‧系統防堵機制 

(例:員工外寄郵件

自動副知直屬主管)

泡泡大小：代表潛在風險發生的可能
潛在衝擊程度

確認韌性準備 強化風險減緩

資源重新分配
潛在脆弱度

低

中

中

高

高

監控累計影響

降雨模式改變與天氣變化劇烈

未支持低碳轉型的技術提升或創新

現有產品與服務被低碳替代品取代

低碳科技轉型之成本支出增加

颱風 / 颶風發生頻率
與嚴重性增加暴雨發生頻率與嚴重性增加

溫室氣體排放成本增加

永續相關需求
與規範增加

平均溫度上升 客戶行為改變
客戶偏好轉移

新科技投資失敗

註：本矩陣兩軸經標準化（ ）後，取所有風險之平均值為中點進行製圖。

TWM氣候風險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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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夥伴

透過供應鏈管理四大目標「優良品質、

穩定服務、掌控風險、落實永續」，台灣大

除要求供應商提供高品質產品和服務，保障

提供客戶最優質體驗外，更發揮自身影響

力，加強和提升供應鏈環境、社會、治理面

表現；公司深信惟有供應商的共同投入，才

真正落實台灣大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大承諾協同與推動供應商一同關注

和支持產業永續投入，並體現於監督供應商

落實永續和公司治理、加強資訊透明度、落

實供應鏈風險管理，及使用新科技平台追蹤

供應商表現等具體行動上；亦扮演供應鏈教

育者角色，持續教育供應商永續知識，期許

供應鏈成長和提升。

台灣大為提供T.I.M.E，四大領域整合

性的電信與媒體服務，台灣大與超過748家

供應商合作，堅信供應鏈管理為企業永續重

要的一環，台灣大每年向國內、外廠商採購

手機產品、電信／通訊、網路等設備之金

額達275億。台灣大哥大依據採購類型、金

額、關鍵性等條件，將供應商分為六大類，

2018年各類別供應商採購支出中以「消費

性電子產品」大類中的手機子分類為支出大

宗。

供應鏈管理架構

供應商與台灣大哥大共同肩負著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回應利害關係人需求之責

任，為此，台灣大建置供應鏈管理架構與永

續整合策略，藉由整合環境、社會、治理

(ESG)三面向考量，力求預先管控可能發生

的供應鏈風險，同時鼓勵合作夥伴與台灣大

哥大一同提升永續發展能力。

卓越品牌

消費電子商品 家

電信設備 家

工程 家

資訊服務與設備 家

行銷 諮詢服務與庶務 家

電信設備

工程 

資訊服務與設備

行銷/諮詢服務與庶務

一階關鍵供應商

共 家

占比圖

3家 3家

9家

3家
共 家

二階關鍵供應商

一階關鍵供應商102家占比及二階關鍵供應商1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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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以「永續思維、誠信踏實」為根

基，整合企業核心競爭力為利害關係人創造

七大品牌亮點價值。迎接5G和物聯網的新

世代，積極拓展產業合作；整合集團資源，

展開跨國娛樂經紀產業投資；推動環境永

續，綠化自身與價值鏈足跡；關懷弱勢，藉

創新科技模式與應用破除社會體系障礙；從

「人性」出發，創造美好客戶體驗。

自4G開台以來，台灣大持續布建優質

網路基礎設施，4G網路人口涵蓋率已達

99%以上，不僅於都會區建設，更積極克服

偏鄉與離島地區建設不易之地理限制提供行

動寬頻網路，截至2018年底4G偏遠地區人

口涵蓋率已達97.65%。

台灣大以成為國際永續標竿企業自許，

積極整合企業核心能力及資源，從2030心
大願景出發，為利害關係人創造「誠信經

營」、「永續夥伴」、「卓越品牌」、「創

新成就」、「環境永續」、「幸福職場」、

「社會共融」等七大品牌亮點價值，建立台

灣大永續價值鏈，發揮品牌最大正向影響

力。從人性出發、以科技為本，迎接千變萬

化的5G新世代，台灣大「擁抱改變、創造

亮點」，將持續以「創新」做為全公司上下

一心的核心理念，為利害關係人帶來最大價

值及美好生活。

台灣大的客戶體驗，設置多元便捷的服

務管道，建立公開透明的服務處理機制，朝

24小時全電子化服務邁進。然2018年門市

客流量相較2017年，並未因其他非實體服

務管道之提供而顯著減少，門市提供之面對

面直接服務仍是現階段客戶仰賴之重要服務

管道，且門市積極引入多元銷售服務及每月

舉辦門市集客活動，吸引客戶進店消費。

創新成就

台灣大從用戶需求角度出發，積極投入

產品、服務及流程開發，透過綠化價值鏈及

破除社會價值體系所帶來的障礙，提供用戶

「輕鬆、簡單、人性化」的最佳行動體驗。

2017年1月成立「創新管理委員會」負

責建立系統化管理機制，制定創新發展策略

供應商永續治理

電子採購平台

採購人員教育訓練

供應商教育訓練、年度供應商大會

採購人員教育訓練

供應商分類管理

供應商維護新供應商評選

新供應商守則簽署與資料審查

基本資料審查（公司治理、財務、
實地訪查）
簽署誠信經營、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
  切結書
宣導「 供應商 守則」
填寫新供應商 績效自評表

評估

供應商 自評估問卷
書面審查
實地訪查

風險評估

供應鏈永續風險
識別與評估

改善與建議

供應商CSR評估報告與
  改善建議
高風險供應商要求改善
供應商改善追蹤

專案合作
重大標案技術評比永續績效

供應商永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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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管道及年份

及中長期目標，監督各創新專案執行及成

果。2018年1月更提出「創新提案制度」提

案／孵育獎金無限。

2018年為台灣大創新能量爆發起始

年，透過多面向、大規模，與產、官、學

界進行商業合作，發展AI(人工智慧)、Big 
Data (大數據)、Cloud(雲端)及IOT(物聯

網)等重要創新科技應用，旨在顛覆市場並

為未來生活帶來無限可能。

攜手廣達電腦、華碩電腦於AI領域共

組「台灣人工智慧A Team」，斥資11億元

協助科技部建立產官學研共用；歷來規模最

龐大的國家級AI雲端大資料計算平台。從

AI晶片、高階伺服器製造、平台建置、應

用服務規劃及開發，全面進行上中下游垂直

整合，更是由資通訊軟硬體大廠、電信與金

融領域的跨集團產業合作。

積極布局NB-IOT技術的新應用開發，

結盟國內外合作夥伴共同研發，以網路布

建、平台建置和創新應用服務開發三大優勢

全面領先業界，從智慧家庭延伸到智慧城

市，開創萬物聯網的數位經濟新時代。

環境永續

面臨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台灣大哥大

致力於降低營運活動的碳排放、制定環境策

略、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益。同時發揮資通訊

產業的核心能力，提供綠色產品及服務，善

盡環境責任承諾與行動由環境管理委員會制

定環境政策與目標，推動ISO國際認證，發

展智慧節能。

碳風險管理：定期盤查溫室氣體排放，

檢核節能減碳績效。

再生能源應用：持續綠能倡議活動，拓

展公司綠能建設。

節約資源及廢棄物回收：持續強化資源

使用效率，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

社會共融

秉持「企業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真心

關懷就是行動的開始」，以立足台灣、關懷

在地的精神，TWM長期投注資源於弱勢族

群、身心障礙關懷、青少兒發展、預防社會

問題等議題，結合核心資源，促進數位共融

及提升國內數位文創軟實力承諾與行動。

台灣大以語音服務、網路頻寬、數位內

網路
公司網站

發言人信箱

APP

電話
手機直撥 或

撥 服
務專線

2017 20182016客戶服務管道／年份

0

50萬

100萬

150萬

200萬

250萬

300萬

37萬人 40萬人 44萬人

137萬人 127萬人
114萬人

140萬人

201萬人

274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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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建置資安與維運

運算

資料儲存平台

發展智慧生活 
空氣監測
個人定位 居家照護
智慧門鎖 智慧路燈
智慧停車

全台覆蓋
＋成熟

全台最大
提供先進完整的
管理平台

雲端伺服器及服務平台

應用整合服務

機房建置
資安與維運

平台
建置

網路
佈建

創新
應用

運算

資料儲存平台

發展智慧生活 
空氣監測
個人定位 居家照護
智慧門鎖 智慧路燈
智慧停車

全台覆蓋
＋成熟

全台最大
提供先進完整的
管理平台

雲端伺服器及服務平台

應用整合服務

機房建置
資安與維運

平台
建置

網路
佈建

創新
應用

物聯網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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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綠能永續大未來，綠能倡議

容及新創服務四大核心資源的新科技力量帶

動公益，協助公益團體跨進數位應用，已發

展20多項公益科技化專案，包括在myfone
門市提供公益團體、弱勢族群與銀髮族多

元服務，促進數位共融，更是全台率先發

表True Value(企業真實價值)與SROI(社會

投資報酬)的電信業者；致力培養影視音人

才，透過各式藝文活動關懷在地文化，並建

立完整的企業志工制度，將企業社會責任內

化到員工思維中。

台灣大自科技公益核心出發，聚焦「扶

植文創藝術」、「促進科技共融」、「社會

急難應變」、「用科技做公益」，以及「深

耕社區關懷」等五大面向，以社會共融為目

標，發展出超過20項公益專案，每項專案

均互相連結延伸，環環相扣。

員工

國際組織
投資人

供應商

媒體

NGO

消費者
政府台灣大綠能

永續大未來
綠 能 倡 議



— 218 —

防災
應變操練

學堂數位
學習
中心

偏鄉
寬頻建設

多元
資費

低收入戶
收視補助

傑出
店長選拔

主播營

微樂志工
(心溫度)

行動
醫療

勇敢追夢
計畫

台灣大哥大
音樂會

企業志工

防救災
行動通訊
平台建置

行動
基地台

災
操練

偏鄉

工
)

科技公益
核心

扶植
文創藝術

深耕
社區關懷

用科技
做公益

社會
急難應變

促進
科技共融

防災簡訊

老人圍爐

fun

實施

社會共融

台灣大哥大社會共融概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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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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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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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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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用三愛畫出永續願景

台灣大哥大是第一家於台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也是國內第一

家推出WCDMA系統之第三代(3G)行動通

訊服務業者。隨著台灣大近年從單純電信

業務轉型新世代網路科技公司，透過林之

晨總經理上任提出的「超5G」策略，當中的

「Green」-堅持愛台灣、愛人類、愛地球，是

為台灣大成為國際級企業永續發展的宗旨。

在永續策略地圖上，台灣大投入六大

資本，布局「T.I.M.E」Telecom(電信)、

Internet(網路)、Media & Entertainment(媒
體&娛樂)、E-Commerce(電子商務)多角化

營運模式，以全新超5G策略結合6C營運核

心，對應17項聯合國SDGs，鑑別出22項重

大主題，進而創造出七大品牌亮點價值，以

全面回應八大利害關係人。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表示，在他

一上任所提出的「超5G」策略中，即特別

點出「Green」-堅持愛台灣、愛人類、愛地

球，以作為台灣大成為國際級企業永續發展

的宗旨。在Green的宗旨下，台灣大從360
度全方位的回應八大利害關係人。

台灣大自2017年底啟動的2030心大願

景計畫中，以「責任企業」出發帶領供應商

「攜手創新」，達成「體驗未來」、「創利社

會」、「綠化足跡」等三大未來成就，由下

至上，由同仁們自發性發展出51項對應SDGs

之短中長期目標，結合創新及科技能量，全

面推動環境、社會、治理等相關專案。

舉辦循環經濟論壇

台灣大深知產業領頭倡議的重要性，在

今年8月，首度舉辦循環經濟論壇，與14大
供應商發表循環經濟宣言，一起打造永續管

理供應鏈、並與300多位企業代表共同推動

最新循環經濟理念，分享最新國際趨勢。

更連續第三年推動創新綠能公益─「種福

電」，為公益團體募款打造能自發自用的太

陽能光電系統，在省下電費之餘，台灣大更

保證收購綠色憑證20年，大大減低公益團

體募款的壓力，更為地球創造乾淨能源；

2019年「種福電」已成功的為桃園脊損中

心募得389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大以「科技公益」

作為社會參與經營的核心，發展出超過20
個、彼此環環相扣的專案，特別是《i無限

數位公益》中，幫助公益團體以「公益微電

影」群眾倡議與募款，並媒合myfone行創

獎的優秀影視音人才進行拍攝，同時也扶植

社會型企業開發、推廣公益科技應用的軟硬

體，如2018年與森思眼動共同研發的《紫

斑蝶趣過冬》，幫助無法對外溝通的孩子，

以特殊的眼控專制，為他們打開與世界對話

的大門。同時，台灣大持續透過《Coding 
Fun偏鄉玩程式》以及創新公益的《數位苗

圃》等專案，幫助偏鄉學校、弱勢學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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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學教育、數位應用的第一哩路。

台灣大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積極參與

國際事務，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開議及氣候

周(Climate Week)，台灣大與美國電信兩

大巨頭AT&T、Verizon、國際商會(ICC)、

歐盟氣候變遷知識創新組織Climate-KIC
等共同贊助全球永續議題 e化倡議組織

(GeSI)進行「數位科技引領永續未來-智慧

2030」 (Digital With Purpose: Delivering a 
SMARTer2030)研究報告。

該報告以量化實證闡述數位科技可為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帶來變革性影響，

亦獲得聯合國SDGs主要起草人Jeffrey Sachs
在內等多位重量級領袖人物，以及facebook
等跨國公司出席響應支持。在這份籌劃將

近一年、斥資數千萬的研究報告中，更援引

台灣大旗下多項物聯網應用作為案例，包括

myAir隨身PM2.5偵測器、基站智慧節能系

統以及HomeSecurity居家防護服務，正面肯

定台灣大對全球永續發展所做的實質貢獻。

八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台灣大以成為永續標竿企業自許，

八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 ( D o w  J o n e s 
Sustainability Indices，DJSI)，自2017年起

連續三年名列「世界指數」(DJSI World)，
2018年更創下最佳成績，榮登上全球電信

業Top.1，2019年再度入榜。

台灣大連續三年獲選最高等級「世界指

數」排行榜，名列世界指數中電信產業第二

名，穩坐國內電信產業第一名，同時更連續

第八年名列「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分

股。台灣大今年在DJSI評比以高達89分的

總成績，在經濟、環境、社會三大面向總計

24個評分項目中，有九項獲得滿分。

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表示，台灣

大是全台第一家全面回應17項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的企業，更制定符合科學基礎目

標倡議組織(SBTi)減碳路徑，訂下範疇1、
2在2030年碳排放較2016年減少30%，範疇

3在2030年碳排放量較2018年減量15%的目

標，是全台電信與服務業首家通過SBTi目
標審核的企業。

節能減碳績效斐然

台灣大去年節能減碳績效斐然，不僅全

年節電超過1,644萬度，並透過再生能源憑

證取得，再生能源自發使用、綠能建設等

多軌並行的策略下，展現亮眼成績。台灣

大也透過循環經濟促進友善環境，2018年
汰換268.53公噸廢棄光纜、21.16公噸廢棄

銅纜，提煉出回收率約20%的鐵以及50%的

銅；台灣大更連續11年與行政院環保署簽

署「廢行動通訊產品回收合作備忘錄」，累

積回收超過11萬支手機、14公噸配件，以

及6.4噸廢電池，降低廢棄組件內含的鉛、

鎘、鈷等重金屬汙染環境。

台灣大更擘劃「  2 0 3 0永續願景藍

圖」，以「2030心大願景計畫」(Zetta 
Connected 2030)做為下一個十年的願景計

畫主題，訂下ESG三面向的數十項目重大

KPI，「Zetta」為10的21次方，代表巨量

資料時代的來臨，諧音「心大」，意涵著心

有多大，願景就有多大，期望台灣大在巨量

資料聚焦連結的時代，除了連結人、物與時

空外，更重要的是將心與心相連，期許自我

成為萬物萬事的連結核心，在永續發展的核

心目標下，和八大利害關係人一起朝向超乎

想像的未來大步邁進。 (吳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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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

公司簡介

遠傳電信為國內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

之先驅，1997年成立，以「誠信、敏捷、

創新、團隊合作」為核心價值，秉持「只

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並以「觸

動人心成就偉大」的精神自許。在過去一

年，遠傳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及電信事業收入

結構改變下，持續穩固4G業務，拓展5G新

經濟，領先全台完成NB-IoT網路涵蓋，繼

2017年成立全國第一個NB-IoT物聯網生態

圈以來，目前已有超過300家企業加入進行

測試；此外，「遠傳5G先鋒隊」也於去年

底正式成軍，領先全台建構5G車聯網產業

鏈。遠傳不僅在5G及物聯網拔得頭籌，亦

持續拓展數位服務，推出全台第一個搭載台

式中文的《遠傳問問智慧音箱》，並與日本

最大電信業者NTT DOCOMO合作推出全新

《friDay拍拍本》相片書服務，創造高價值

的消費者體驗及服務。

近年來，遠傳以「精實、轉型、再成

長」作為全新營運方針，對內透過新管理團

隊「精實」的營運經驗，帶領遠傳數位「轉

型」，超乎傳統電信商角色，成為消費者數

位生活中的最好幫手和企業智慧創新轉型的

最佳夥伴，同時培養軟實力，延攬新科技人

才，深耕「大人物」應用及雲端技術；對外

則將以結盟、投資、跨業跨界方式持續擴展

生態圈，推動5G新經濟，帶動遠傳業務與

營收「再成長」。

在品牌溝通部分，繼「只有遠傳沒有距

離」口號，遠傳拉進人與人的距離，未來將

以「靠得更近想得更遠」宣言設下全新里程

碑，希冀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及物聯網等

應用，帶給人們更便利的智慧生活，縮短人

們與「新科技」的距離。

永續發展策略與績效

遠傳2018-2025永續發展策略藍圖
遠傳2017年確立「2018-2025年永續發

展策略藍圖」，並訂定中長程目標後，串連

2G 4G

遠傳電信正式成立，獲

頒行動通訊特許執照

推出全球第一個

GSM900/1800 2G 雙頻系統

正式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以電

子類股掛牌上市

2600MHz 開台，提供

4.5G超級三頻絕佳網速

成立遠傳物聯網生態圈， 同時

成為全台第一家 NB-IoT 正式商

轉的電信業者

「遠傳 5G先鋒隊」

成軍，領先全台建構

5G車聯網產業鏈

1997 1998 2005 2016 2017 2018

遠傳重要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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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力、創新力、關懷力、包容力、綠實

力五大面向，將CSR整合進公司的營運策

略，制定明確的中長期目標，在轉型升級的

道路上，持續創新加值，善用本業專長，將

公益科技化，並攜手供應商、用戶等利害關

係人，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發揮資通訊

產業的影響力。遠傳CSR表現，在公司治理

面，除設置隸屬董事會的功能性委員會，並

將高階經理人之薪酬與CSR績效連結，確保

永續經營成效，此外，遠傳亦是全台服務業

第一個導入TIMM1永續管理工具的電信業

者，透過科學化管理，貨幣化永續價值，有

系統的透過數據的分析檢視達成狀況。

永續發展的成效

遠傳透過雲端技術、大數據分析、IoT
等應用，運用在智慧城市、智慧停車、空氣

品質監控、大數據人潮解析等應用，協助解

決交通、空氣品質等問題；結合IoT應用，

拓展智慧能源領域，與旭天能源團隊合作發

展高效率再生能源裝置，同時與中油合作建

置全台首座「台灣中油智慧綠能加油站」，

共創綠能生態體系。此外，近年來遠傳投

入數億元，執行「加山計畫」，強化偏鄉

基礎建設，達成離島偏鄉LTE訊號96%涵蓋

率。此外，遠傳推動「翻轉教育讓愛遠傳」

計畫，透過線上遊戲學習平台PaGamO，將

「學習」融入「遊戲」，搭配遠傳志工的陪

伴，提升偏鄉孩童的學習動機，縮短城鄉教

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專案啟動二年，至今

已走訪北中南部26所偏鄉小學。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遠傳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層級，具任

命與監督經營團隊、監督經營績效、防制利

益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公司章程

之規定等職責。為有效落實組織管理，遠

傳設有「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三個董事會層級

的委員會，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遠傳的組

織架構權責亦劃分明確，自總經理下細分為

17

共同成長的商業夥伴

值得信賴的公司

數位經濟的領航企業

包容社會的連結者

消費與就業的首選品牌

綠色轉型的驅動者

與商業夥伴、供應商維繫夥伴關係，共同追求最

大獲利及資通訊產業蓬勃成長

貫徹透明、誠信、整合的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體

系，成為永續治理標竿企業

運用創新產品與服務， 領導社會及產業的數位化，

帶動跨業、跨界、 跨域的經濟活動

透過通訊網路的佈建及核心技術，創造公平、 包

容、連結的資訊社會

營造獨特、貼心、安全的客戶服務及工作環境，

成為消費者及員工首選的電信品牌

持續降低營運環境足跡，以核心技術驅動城市及

經濟邁向低碳、綠色轉型

2018-2025
永續發展策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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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2018-2025年5G永續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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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事業群。為確保企業運作獨立性與公正

性，董事長並未兼任行政職位。現行各單位

權責說明請詳見遠傳2018年年報。為提供

國內、外投資大眾正確且詳實之資訊，遠傳

官網投資人服務專區即時更新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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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網站提供中、英

文訊息。

永續治理推動

遠傳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

心訂定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訂定「遠傳電信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作為遠傳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最高指導

原則；於2011年成立「遠傳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以下稱CSR委員會)，為遠傳永續

治理及策略規劃的最高指導單位，由董事長

擔任主任委員、總經理擔任執行長、財務長

擔任副執行長，並由高階主管團隊擔任跨事

業群工作小組召集人，統領轄下各事業群之

委員代表。

CSR委員會不定期邀請外部專家團隊提

供諮詢建議，另設企業社會責任部—公關處

為專責單位，確保內部CSR相關行動與措施

之落實。

企業誠信經營

遠傳透過「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

為準則」落實企業誠信經營。為確保公司治

理透明度，遠傳於官方網站、年報、公開說

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相關資訊，並經

由新進人員訓練與內部網站向所有員工進行

宣導與布達，「正直誠信」亦是員工績效考

全通路管
理事業群

企業暨國
際事業群

策略暨財
務管理群

資訊
科技群

公關暨品
牌管理群

法務法規
暨採購群

網路暨技
術群

人力
資源暨設
施行政管
理群

個人用戶
事業群

遠傳股東結構主委董事長

執行長總經理

副執行長財務長

公關處企業社會責任部

召集人
EMT高階主管

(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Go Prosperous
成長力

Go Innovative
創新力

Go Caring
關懷力

Go Eco
綠實力

Go Inclusive
包容力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架構CSR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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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制度的核心職能評核項目之一。於組織外

部治理，遠傳在對外商業文件如「供應商資

料表」中設有「誠信經營守則同意書」，要

求利害關係人遵守並尊重遠傳的道德及誠信

標準；遠傳依據「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會議事規則」規定，相關捐助必須經過董

事會同意。

營運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

遠傳的整體風險管理以保護公司資產、

降低事業損害、增進事業利益及確保事業永

續經營為最高宗旨。為更健全管理架構，

2018年11月於遠傳董事會通過，進一步調

整風險管理組織，提升風險管理委員會層

級，由董事會委任獨立董事組成，針對財

務、策略暨營運、資訊安全、環境暨能源等

風險，以更全面的角度及範疇，透過不同層

級組織與職責的運作，落實企業風險管理。

在管理制度上，遠傳參考國際標準「ISO 
31000風險管理系統原則及指導綱要」之架

構，依循P-D-C-A模式制定「風險管理政

策」，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作為所有事業

群落實管理之指導原則與依循，以快速因應

經營環境變化，確保有效的風險管理。

董事會為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核

定政策架構並監督有效運作。風險管理委員

會審查風險胃納、容忍度及重大風險議題之

管理報告。高階管理團隊管理公司整體風

險，並推動建立風險管理文化。所有事業群

負責其相關之風險辨識、分析、管理與報

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對策。稽核處則擔任

監督單位，覆核風險、並提報稽核結果予董

事會。透過所有事業群、高階管理團隊、風

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稽核處等多重防線

的機制設計與運作，兼具風險管控、監督、

及風險回應的彈性，確保及時掌控風險、快

速因應、實質管理，達成企業策略目標。

財務風險管理

由策略及財務管理群負責，適時觀察國

風險管理委員會架構

董  事  會

財務風險
策略暨
營運風險

資安風險
環境暨
能源風險

高階主管團隊 (EMT)會議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企業安全委員會

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

所有事業群

風險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高階管理會議

監
督
單
位
稽
核
處

風險管理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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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金融市場情勢變化，評估利率、匯率與

通貨膨脹的變動風險對公司損益、投資規劃

之影響，並制定相關管理程序，針對利率或

匯率曝險部位採取適當管理與避險措施。

策略暨營運風險管理

遠傳整體策略方向由高階管理團隊於每

年策略發展會議制定，各事業群隨即展開個

別策略方向與營運目標。針對公司整體策略

之管理，由相關負責單位於每季召開之策略

會議進行報告，檢視其執行成效，並考量內

外部環境變動、產業動態及相關風險狀況進

行調整；各事業群則透過每月營運管理會

議，檢視其策略推動績效以及目標達成狀

況，並依據法規動態、競爭環境、內外部利

害關係人意見等，訂定因應方案。

資安風險管理

由「企業安全委員會」及「安全維運委

員會」考量法規要求、個資保護、風險管理

以及危機管理等構面，制定安全政策及架

構，內容包含營運資訊安全、技術安全、實

體安全以及人員安全之管理，並於內部網站

成立資訊安全專區進行宣導。遠傳每年進行

資安風險評鑑，辨識網路攻擊、系統障礙等

高風險議題，以結合年度作業計劃，採行避

免、降低、轉移等應對處理方式，降低相關

風險。

環境暨能源風險管理

由跨部門「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

負責鑑別相關風險與管理，並每季召開

會議，確保跨部門之間相互合作，以及

ISO14001、ISO50001等環境與能源管理系

統持續有效。2018年遠傳依據氣候變遷相

關財務揭露指引文件(TCFD指引)框架，盤

點關鍵環境及能源風險及遠傳管理現況，相

關內容詳見「6.1.2氣候策略」章節。

遠傳緊急應變管理

營運持續應變管理組織之最高管理單位

為高階管理團隊，當有緊急狀況或重大事故

發生，彙報組將彙整事故管理單位及通報協

同單位資訊，提供應變組判定是否啟動緊急

應變程序，相關單位協同應變處理、向最高

管理單位呈報、並加強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

之溝通，以將風險狀況對客戶及公司之可能

影響與衝擊降至最低。

環境社會守護

降低環境衝擊

遠傳電信持續關注並積極回應氣候

變遷及能源議題，結合核心本業推動環

境與能源策略，導入以科學為基礎的

減碳目標，並依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指引辨識關鍵氣候風

險，同時透過穩定、優良的通訊建設及推動

永續性產品，善盡電信業的環境責任。

氣候策略

2018年遠傳依循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

露指引文件(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從治理、策

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等不同面向，全

面盤點關鍵氣候變遷及能源風險及遠傳管理

現況。遠傳本年度共鑑別出六大氣候變遷風

險，並針對此六大風險，在全球升溫攝氏2
度的情境下，進一步評估財務衝擊路徑、衝

擊規模，並逐項盤點因應措施。

能源管理

遠傳透過能源管理系統(ISO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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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持續提升能資

源使用效率，同步導入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1)，系統性管理能源使用的負面環境

衝擊，並訂定「遠傳環境暨能源政策」與

「溫室氣體管理政策聲明」，作為遠傳管理

各類環境衝擊之指引，期能在電信服務生命

周期各階段落實節能與能源提升，參與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

遠傳設有「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

委員會最高指導單位為人資長，成員包括不

同部門主管，每季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能源與

環境相關目標與績效，透過垂直管理模式，

由總部向外推動至各部門共同參與並落實能

源政策。遠傳並設有「環境暨能源管理辦

法」，管理範疇涵蓋能源管理、環境管理、

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因應。

創造社會貢獻

遠傳持續優化電信核心業務，促進對

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宏觀面向之貢獻。秉持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我們期

許透過提供良好的通訊品質、網路穩定度和

社會關懷行動，做一個「有溫度的連結者」，

強化社會大眾間的零距離溝通與關懷。

社區關懷

當重大災害發生時，順暢的通訊能支持

抗災、防疫、國安等任務交付，為至關重要的

社會資源。遠傳除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確

保機房、基地台及其他資通訊基礎設施順利

運作外，也快速整合通訊、門市、客戶及遠

東集團資源，凝結社會力量落實災害救援。

遠傳自2014年起配合「NCC推動公務

績效數據與亮點事件

TCFD指引框架圖

6,373公噸

溫室氣體排放年度減量

3,504萬度

年度節省用電量

116kwp
再生能源總量

節省7,950萬紙張

倡議電子帳單，推動

無紙化服務

． 導入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SBT），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科學化管理

． 業界唯一榮獲經濟部節能標竿獎

． 獲頒台北市節能領導獎特優

對應重大主題 績效數據

亮點事件

．氣候策略

．能源管理

．環境資源管理與應用

．政府政策與法規變動因應

．電磁波議題溝通與研究
6 373 3 504萬度 116kwp 節省7 950萬紙張因應

． 榮獲台北市資訊局 IOT節能競賽第一名

．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 2018永續節能減碳實踐獎

CO2

6.3%
能源耗用下降

TCFD指引框架 
治理、風險管理

遠傳由董事會層級的「風險管理委員會」為全公司最高的風險治理單位，定期於董事會討論各項關鍵企業風險的管理情況，包含氣候變遷

風險。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有「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責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推動與執行。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及

運作詳載於 4.4 營運風險管理，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及運作績效詳載於 6.1.3 能源管理。

策略

遠傳透過氣候變遷風險矩陣進行相關風險之鑑別與排序，並繪製風險路徑以了解各項關鍵風險因子如何對遠傳營運造成衝擊，並盤點因應

策略。未來遠傳將進一步量化各項風險的潛在財務衝擊規模，以利更精準評估氣候變遷風險因子如何影響遠傳商業策略，以及相關的因應

成本。

目標與指標

電信業於氣候變遷減緩上，最重大議題為能源使用。遠傳每年追蹤基地台、機房、門市和辦公大樓的能源使用情況，並訂定科學基礎減量

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回應將升溫控制在攝氏 2度以內的全球性目標，並逐年提升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落實能源轉型。遠傳針對上

述重大耗能部位的能源使用設定管理指標及目標，並推動節能方案，詳載於 6.1.3 能源管理。在氣候變遷的調適上，遠傳每年持續追蹤各項

實體風險因子的財務衝擊（如天災），並進行檢討與改善。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理

風險

運作

策略

遠傳

策略

險管

略

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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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購)建置共構共站行動通訊平臺基礎設

施作業」，針對公務機關於全國各地高災害

潛勢地區或偏鄉釋出之公用建築物提出基地

台建置補助申請，用以提升通訊服務品質

及涵蓋範圍，有效加速偏鄉通訊建設、強化

通訊服務於災害發生時的穩定性。「強化防

救災行動通訊基礎建設」2018年度遠傳共

計完成16站。「普及偏鄉寬頻接取行動基

地台基礎建設」2018年度遠傳共計完成12
站。自2014年啟動LTE服務後，直至2018
年遠傳已完成超過747個離島、偏鄉村里的

LTE建設，達成超過96%以上的偏遠地區

LTE訊號涵蓋率。

公益投入

遠傳以環境教育、數位包容、社會共

好為公益投入策略三大主軸，全力響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消除貧窮

(SDG1)、健康與福祉(SDG3)、優質教育

(SDG4)、減少不平等(SDG10)及氣候行動

(SDG13)等願景。自2015年起，遠傳持續

以「寶衛地球讓愛遠傳」系列活動喚起各界

重視環境議題，透過環境影像徵件、環保綠

行動募集及寶衛地球高峰會等活動，加強宣

導環境教育活動。為了培養大眾對環境議題

更深入的理解，影響其做出明智且負責任之

決定，遠傳認為唯有讓孩童與民眾透過實際

行動參與了解環境生態議題，引發參與者的

觀察及反思，才能讓環境教育具體落實並產

生改變。

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

主任
委員

管理
代表

執行
秘書

公關暨品
牌管理群

法務法規
暨採購群

人力
資源暨設
施行政管
理群

網路暨
技術群

資訊
科技群

企業暨國
際事業群

全通路管
理事業群

永續發展策略
對外環境教育

節約設備採購
綠色採購

辦公室
大型機房

電子帳單
客服 APP
綠色物流
直營門市

IDC機房

IT機房
BTS站台

小型機房 /母站

環境暨能源管理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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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社會事件關懷機制

遠傳社會事件關懷機制

即時支援通訊技術 建置資源平台 災後情緒輔導

‧啟動搶修機制，並視情況加派行動基地車，確保災區通

訊品質順暢

‧針對嚴重受災戶提供月租費減免、延長繳費期限等優惠

‧開放手機簡碼小額捐款

‧門市設置關懷服務站，免費提供手機充電、預付卡、補

換門號卡，以及緊急通訊等服務

‧遠傳志工前往災區，提供通訊及生活所需相關用品，給

予災民實質關懷

年度公益關懷專案投入整體價值計畫

年度公益關懷專案投入整體價值計畫                                                  單位：新台幣元

公益專案直接投入金額 $8,595,405

員工志願投入工時之金額換算 $15,825,532

實物捐贈之價值換算 $2,711,382 

其他人事與行政費用 $6,109,480

合計 $33,241,799

年度公益關懷專案投入整體價值計畫                                                  單位：新台幣元

公益專案直接投入金額 $8,595,405

員工志願投入工時之金額換算 $15,825,532

實物捐贈之價值換算 $2,711,382 

其他人事與行政費用 $6,109,480

合計 $33,241,799

遠傳員工參加「寶衛地球•讓愛遠傳」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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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五力推進CSR新境界

遠傳電信近年持續投入永續治理及企業

社會責任，獲得國內外永續評比機構的高度

肯定。遠傳董事長徐旭東表示，遠傳營運穩

定、持續獲利，且持續推出智慧音箱及物聯

網等創新服務，並建構5G先鋒隊，要領先

全台建構5G車聯網產業鏈，此外，在科技

爆發的時代，大數據、雲端及物聯網等能力

提升，帶動全球經濟成長，市場競爭也加

劇，在此同時，人類過度耗用地球能源，也

造成氣候極端異常。 

徐旭東強調，遠傳身為資通訊領導品牌

及永續標竿企業，在追求營運成長的同時，

更重視CSR的實踐，因為惟有永續企業，滿

意的客戶，優質的員工及共榮的社會，才能

使企業不斷成長茁壯。 

遠傳也培養軟實力，徐旭東表示，遠傳

延攬新科技人才，深耕「大 . 人 . 物」應用

及雲端技術；對外則將以結盟、投資、跨

業跨界方式持續擴展生態圈，推動5G新經

濟，帶動遠傳業務與營收「再成長」。

縮短人與新科技距離

遠傳品牌溝通部分，繼「只有遠傳 沒
有距離」口號，遠傳拉進人與人的距離，未

來將以「靠得更近 想得更遠」宣言設下全

新里程碑，希望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及物

聯網等應用，帶給人們更便利的智慧生活，

縮短人們與「新科技」的距離。

遠傳總經理井琪表示，遠傳積極接軌

國際永續，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確

立「2018-2025年永續策略發展藍圖」，串

連成長力、創新力、關懷力、包容力、綠實

力五大面向，將CSR整合進公司的營運策

略，制定明確的中長期目標，在轉型升級的

道路上，持續創新加值，善用本業專長，將

公益科技化，並攜手供應商、用戶等利害關

係人，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發揮資通訊

產業的影響力。

井琪指出，現在遠傳在公司治理面，設

置隸屬董事會的功能性委員會，並將高階經

理人薪酬與CSR績效連結，確保永續經營

成效，環境永續面，透過雲端技術、大數據

分析、IoT等應用，運用在智慧城市、智慧

停車、空氣品質監控、大數據人潮解析等應

用，協助解決交通、空氣品質等問題；結合 
IoT應用，拓展智慧能源領域，與旭天能源

團隊合作發展高效率再生能源裝置，同時與

中油合作建置全台首座「台灣中油智慧綠能

加油站」，共創綠能生態體系。

翻轉教育 讓愛遠傳

此外，社會共融面，井琪表示，遠傳投

入數億元，執行「加山計畫」，強化偏鄉

基礎建設，達成離島偏鄉LTE訊號96%涵蓋

率，更推動「翻轉教育 讓愛遠傳」計畫，

透過線上遊戲學習平台PaGamO，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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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融入「遊戲」，搭配遠傳志工的陪伴，

提升偏鄉孩童的學習動機，縮短城鄉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問題，專案啟動二年，已走訪北

中南部26所偏鄉小學。

遠傳近年透過「翻轉教育  讓愛遠

傳」，以創新教育提升偏鄉學童科技之新

為目標，2019年更引領學童邁向「大人

物」，首創AI志工助教加入CSR活動，井

琪更親率經營團隊深入偏鄉，推動數位科技

應用，拉近城鄉差距。

井琪參加互助國小數位教育營時表示，

科技應用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密不可分，提

供了我們更便利、敏捷和有趣的生活體驗。

偏鄉學童長期以來的學習資源比較匱乏，因

應今(108)年新課綱不斷提及的學習素養，

那麼如何讓學童願意自主地學習，是大家都

應該要關注的議題。

井琪與遠傳同仁陪著小朋友們一起來體

驗遠傳AI智慧音箱小狐狸和數位學習平台

PaGamO的科技應用，井琪表示，透過這類

型的數位學伴，不僅能突破師資短缺問題、

偏鄉地理位置的限制，更重要是能提升學童

的學習好感度，引發他們對於大數據、人工

智慧乃至物聯網等新潮流科技的體認甚或是

興趣，來同步提高數位科技素養，在快樂學

習中，提前接軌國際視野，說不定未來也有

機會加入遠傳電信的大家庭呢。

AI志工助教 前進偏鄉

遠傳發言人郎亞玲表示，今年遠傳首度

加入AI志工助教-遠傳智慧音箱「小狐狸」

前往偏鄉，翻轉學童在傳統教室上課的方

式，只要呼喚「愛講愛講」，藉由語音指令

就能運用翻譯功能輕鬆學習英文、詢問天氣

狀況、聆聽音樂及播放有聲書等多種功能，

透過填寫學習單的方式競賽，寓教於樂，學

童透過實際操作，與AI志工助教小狐狸互

動問答，如同與一個新朋友對話的感覺，讓

學童意猶未盡，輪流搶著與小狐狸互動，現

場笑聲不斷，還有學童聽著音樂，與遠傳志

工一起唱歌跳舞。

遠傳攜手兒童福利聯盟推動「棄兒不

捨 讓愛遠傳」公益專案，逐年創新擴大募

款效益，除遠傳門市，並攜手德誼數位DE
及子公司霖源科技、鴻邁科技，在Apple、
OPPO、ASUS、小米專賣店、華為等部分

門市進行義賣，並號召700萬用戶共同響

應，並結合下friDay影音數位品牌，推出

「等家寶寶線上影展」，將娛樂融入公益，

累計募得逾4,300萬元，約占兒童福利聯盟

出養兒童生活照顧基金募款的三成，幫助超

過1,400人次等家寶寶平安長大。 

展望未來，數位科技正快速改變企業經

營的樣貌，也加速了企業的競爭與淘汰， 
面對瞬息萬變的大環境，遠傳將從4G邁向

5G，從電信服務轉型數位服務，藉由提高

加值型服務比重，從價格競爭走向價值競

爭，未來將善用新科技與創新思維，將大數

據(Big Data)、物聯網(IoT)、人工智慧等

先進科技導入供應鏈及商業模式，加速轉

型，開創新經濟，一同航向藍海，刷新未

來，打造「遠傳大人物」。 (黃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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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

公司簡介

裕隆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企業，立

足台灣超過一甲子，成立66年來，從不曾

停下邁步前進的腳步，為了因應大環境的

變化，歷經多次企業再造，不斷調整並強

化企業體質，以「創新(I)、速度(S)、團隊

(T)」的企業文化永續經營。

裕隆汽車全力發展自主品牌納智捷

LUXGEN，對於LUXGEN的產品性能及技

術開發均不斷努力提升，以建構產品長期的

競爭力，陸續推出升級版車款及新車款，導

入差異化及優質商品，滿足消費者多元需

求。

裕隆汽車目前以台灣三義、中國大陸杭

州為生產基地，除將持續拓展中國大陸市

場，落實Global Sourcing，因應國際環保節

Australia Oceania

裕隆汽車小檔案

裕隆汽車營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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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趨勢，全力發展新能源車產業，亦結合AI
自動駕駛能力與雲端服務能量，發展智駕，

實踐自主品牌多元移動服務的智駕願景。

裕隆在「追求顧客滿意‧創造企業繁

榮‧貢獻社會福祉」的經營理念引領下，扎

根台灣、胸懷國際，抱持著珍惜台灣這塊土

地的信念，關懷企業所在的環境，努力從不

同面向實踐企業社會責任。2018年是裕隆

汽車推動永續經營、擔負社會責任備受肯定

的一年，在公司治理、社會關懷、永續環境

等構面均榮獲獎項的肯定，未來亦將持續拓

展及提升CSR品牌價值，成為產業中永續經

營的典範。

裕隆汽車認為「人」是企業存在的主要

目的，小至群體，大至國家，乃至全球的人

類，休戚相關、共同成長。此「人．車．生

活」的信念，正是裕隆汽車面對國際化浪潮

的企業精神；唯有全體同仁共同堅持公司

的經營理念「顧客滿意．貢獻社會．價值

創造」，並貫徹1st的企業文化「創新、速

度、團隊」，進而達成共同願景成為華人市

場汽車移動價值鏈的領導者。

58 NO.1

25,000

SVAYAM

4.6

5,000

47,700

1.39

5

0

5

570

400

76,500

33,700

-50

-12,500

30.7

0 0

企業永續關鍵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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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治理 

裕隆汽車認為「人」是企業存在的主要

目的，小至群體，大至國家，乃至全球的人

類，休戚相關、共同成長。此「人．車．生

活」的信念，正是裕隆汽車面對國際化浪潮

的企業精神；唯有全體同仁共同堅持公司

的經營理念「顧客滿意．貢獻社會．價值

創造」，並貫徹1st的企業文化「創新、速

度、團隊」，進而達成共同願景成為華人市

場汽車移動價值鏈的領導者。

裕隆汽車秉持誠信永續經營的精神，重

視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強調財務績效資訊透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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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我國近年

社會關注議題之發展，於2014年5月9日提

請董事會核議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並於2016年11月7日修訂，除將該守

則揭露於裕隆公司官方網站外，並將相關執

行結果呈報董事會。此外，2016年11月7日
裕隆汽車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將董

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同時加強董事會績效

評估及建議設置吹哨者管道與保護制度等增

修編入。也因不斷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有效

發揮董事會及相關功能性委員會職能，保障

股東權益及追求企業永續的努力，裕隆汽車

2015~2019年，連續五年榮獲證交所舉辦公

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排名前5%之肯定。

永續治理成效

1.39

5%

5%

33.3%
獨董席次占比(%)

每股純益(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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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裕隆為了穩健營運，在公司經營、

安全衛生、環境、資訊方面皆有相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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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裕隆汽車的財企部綜理公司經營策略

之規劃、目標及營運計畫控管，管理營運資

供應商

員工

政府

客戶

投資人

學校

社會

CSR架構

CSRCSR策略方向、主軸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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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並提供財務分析資訊，處理會計、股務、

稅務及各項人力資源管理業務，提供管理階

層快速有效之營運管理資訊，藉由嚴謹控管

與定時更新科技改變、產業趨勢、國內外重

要政策與法令編修資訊，降低企業風險；並

督促各單位及子公司將營收獲利列入年度

KPI並追蹤達成，以避免營運績效之風險。

「安全衛生室」為統籌管理中心，重視

與負責風險管理執行。安全衛生查核由總經

理、廠長、經理、各主管等定期TOP巡查現

場走動，實地查察現場，發掘潛在風險狀

況，以期洞燭先機預先改善，避免風險產

生。所查察之優缺點，由安全衛生室負責追

蹤、統計及管理，並將辦理情形呈報總經理

核批，並追蹤至完全改善為止。除公司內部

安全查核外，2015年起擴大查核範圍至外

部八大協力廠商；2018年更成立「協力廠

價值鏈委員會」專案至今，以評價輔導、查

核追蹤要求協力商落實安全查核，並於每月

委員會推進會及環安月會向總經理呈報各廠

家改善進度，確保公司內外零風險事故發

生。

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的風險、全球環保

趨勢及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發

展，以達成節能減碳之永續發展目標，配

合政府政策，自2005年起每年進行公司內

部溫室氣體盤查，以瞭解溫室氣體排放實

況，進而訂定改善措施，除推行節能減碳

運動、更新設備、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外，

2012年也成立「節約能源服務團」，2018
年設置「節能委員會」、「協力廠價值鏈委

員會」，除全公司力行節能減碳，更將相關

措施及技巧與經驗分享至外部協力廠商，一

起努力保護環境，並積極推動綠色採購、開

發綠色製程及研發綠色商品，以求達成二氧

化碳排放減量之目標。

利害關係人的經營與互動

裕隆汽車追求永續發展，深信誠信與踏

實的經營才是企業長青的關鍵基礎。做為一

個道德與責任兼具的企業，裕隆汽車以此為

目標不斷努力邁進，公司深信做好對利害關

係人及其所關注的議題，最終將有助於公司

永續的成長與獲利。

裕隆汽車秉持高標準的誠信經營承諾並

保障公司各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要求管理階

層、包含董事會及全體員工等積極落實誠信

經營，遵守各相關法規，運用專業和勤奮的

管理，確保各利害關係人對裕隆賦予更多的

信賴，藉此創造裕隆所有利害關係人最大的

利益。裕隆汽車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

站上揭露誠信經營行為，並適時於股東常

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公開活動上宣示，

使供應商、客戶、股東及其他業務相關機構

與人員均能清楚瞭解裕隆汽車誠信經營理念

與規範。如果公司人員從事不誠信行為，或

如涉有不法情事，公司將依相關事實通知司

法、檢察機關；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

者，並通知政府廉政機關。多年來裕隆汽車

都不曾發生任何不誠信、不守法的情事。

裕隆汽車依照日常業務中各種不同互動

關係的對象，定義出對裕隆汽車產生影響或

受裕隆汽車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

員工、股東、供應商、經銷商及社區等六大

類。

裕隆汽車依據各利害關係人對公司不同

層面之影響，有不同形式之互動，透過各項

多元管道與之溝通對應，譬如：公司網頁、

經營報告、定期會議、法說會、股東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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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每年出版的CSR報告書……等，除藉此

了解利害關係人關切的議題，選擇重大議題

做出適當的揭露，更以此建立彼此長遠的互

信與互動模式。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關鍵議題之鑑

別，除了與裕隆的利害關係人透過媒體、網

站、工會、相關會議、年報、內部刊物等不

同管道，有效溝通想法，瞭解其所關切之公

司議題；另方面亦參考媒體報導、消費者對

汽車採購調查、消費者滿意調查、社群網站

與全球汽車產業標竿等訊息解析，同時採用

問卷分析手法，以客觀角度列出關鍵議題及

其順序，更貼近議題揭露真實度。

經由分析及整合結果，彙整出三大構面

和30項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作為裕隆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及年度工作目標，同時依據

其對裕隆汽車經濟、環境和社會面向的衝

擊，依高度及中度重視之議題詳實揭露於

CSR報告中。

永續環境

裕隆汽車深信環境管理是未來數十年中

所有人類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公司高層公開

揭露對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承諾，以減緩氣

候變遷的惡化，裕隆汽車持續愛惜並保護自

然生態環境，透過「人、車、自然共生」的

核心理念，從辦公室到產線各處節省能源，

並妥善處理廢棄物，提升員工的環境意識。

近年更積極推動劃時代的低碳電動車，以期

對潔淨的環境盡一份心力。此外，裕隆也率

先業界應用節能減碳的相關管理工具，如物

質流成本會計、汽車碳足跡的計算等，希望

透過這些相關的環境管理制度以達成整體環

境保護之目標。

由於汽車產業是具有技術密集與資本密

集的產業，產業鏈相當龐大，牽動的相關產

業非常廣泛。為配合此項產業特性，裕隆汽

車針對單位CO2、廢棄物、VOCs等15項指

標之排放量進行定期管理檢討及改善；並

隨時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於

2005年起辦理公司自行盤查，並於2007年
成立「綠能專案」，前三年達成低減20%的

目標，至今以每年低減4%排碳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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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節能減廢PDCA活動。至2018年已

累計低減50%單位台排碳量。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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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汽

車建置物質流成本會計進行物質流成本分

析，期望以更完整的綠色管理資訊作為環境

保護議題整體規劃及推動基礎，達到使用是

否有效，環境衝擊問題是否嚴重及如何改善

的評估工具。

裕隆公司為從事汽車製造之企業，將以

汙染預防、持續改善、綠色設計及生態保育

為目標。在預防空氣、廢水、噪音、廢棄物

及毒化物等汙染及推動環保季、三合一健康

對策已具良好成效之同時，更要在產品製程

活動及服務上，以注重人員安全、低汙染、

省能源及可回收之原則進行；每年定期稽核

各項計畫進度及執行成效，並就缺失改正，

以達成「人、車、自然共生」之環境理念。

我們承諾將會：

(1)符合或超越相關法規及國際公約之

要求。

(2)在技術可行之範圍內，盡可能減少

廢氣、廢(汙)水、廢棄物等汙染放，及導入

低汙染、低毒性之原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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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環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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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資源回收再利用，以達成減廢

之目的。

(4)產品研發朝綠色設計及人體健康舒

適便利之方向努力。

(5)持續推動環境管理活動、傳播環境

保護理念。

裕隆汽車的環境宣言

積極環境保護之作為

裕隆汽車認為汙染預防是我們的首要責

任之一，所以將汙染預防建構於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之上，早於1993年3月通過環

境管理系統ISO 14001認證及驗證。以P-D-
C-A的管理模式推動持續改善環境管理方

案，並以「符合法規、綠色設計、省能減

廢、人車生活」作為裕隆公司之環境宣言。

2007年裕隆成立綠能專案，以責任制

與專案小組的管理方式嚴格控管節能成效，

綠能專案小組以降低碳排放與製造成本為核

心目標，針對設備「超時運轉」、「供給過

量」、「運轉效率低」三大能源耗損類別，

以「異常用電改善、規格參數最佳化、系統

化管理」三大步驟進行問題改善，其中針對

能源耗損較高的汽車組裝製程、塗裝流程改

善投入許多心力，如油漆場冷卻水增設分流

閥，減少水資源浪費並降低馬達運轉耗能；

改善塗裝場烤爐運作機制節省天然氣耗用，

至今累積總排碳量較前減少49%；隨著產能

提升，十餘年來生產單位台排碳量卻從原本

0.58噸低減到0.29噸，每台車的製程低減碳

50%，兼顧生產效能與減碳效益。

2018年裕隆環保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共投入457人次、2,340小時。除持續推行多

項環保專業教育訓練以提升同仁對安環衛基

本認知外，亦在節能減碳課題上進行許多觀

念及教育宣導，且列入新人必修教育課程，

強化同仁對環境生態的愛護及節能抗暖化的

觀念。

製程環保與管理

隨著全球氣候的變遷，環境保護的議題

已受到全球的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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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進行規劃與檢討，務求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生產零件：將生產車型導入可回收塑

材，並於汽車零件上清楚標示零件的主要材

質及添加物，提升汽車零件的回收率。

綠色設計：在針對產品的設計與開發

時，先對環境進行評估並設定具體的目標，

預先做產品環保評估。

取得節能標章：裕隆汽車在車款開發

中，致力於使產品排氣汙染情形更加以改

善，且各項車款均須符合五期排放標準；裕

隆旗下品牌截至2018年取得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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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章的車款共14款。

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裕隆公司設

置節能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委，各部級

單位為委員會主要成員，依年度節能減碳目

標，推動能源管理與執行節能減碳方案，並

依區域劃分為三義廠區與新店汽車生活城，

三義廠區將生產系統用電、間接單位用電分

別管理，依工作特性提出改善方案並落實執

行，新店汽車生活城則針對空調及公共區域

照明進行節能改善。

在製程管理，總經理定期召開節能檢討

交流會議瞭解各單位的節能實績，並透過現

場實地確認，以及標竿企業交流，確保改善

方案的落實度，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太陽能是人類可以利用的最豐富的能

源，太陽能發電是一種清潔的能源，在光照

充足的地區，太陽能的供應源源不斷，使用

過程不會產生環境汙染，亦不會產生溫室氣

體，取代其他來源電力，降低地球溫室效

應。

裕隆汽車廠區2010~2018年累積導入10
盞太陽能路燈及685盞LED廠房燈取代傳統

鈉燈，每年減少約2.2萬度電力，大大的降

低夜間照明用電量，辦公區累積導入18,384
支LED燈，亦減少萬度以上電力；2016年
啟動廠區太陽能電力建置規劃，2017年完

成499KW太陽能電力系統，平均每日發電

環保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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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200度；2018年再完成2,330KW建置，

每日可發電約1.6萬度電量，2018年總綠電

比7.7%；2019年Q3預計再完成2,780KW太

陽能電力建置，2019年總綠電比可達18%
以上；後續將持續提升再生能源使用率，預

計總綠電比拉升至30%以上。

推廣綠能電動車及布建充電設施

隨著溫室效應擴大，各國紛紛面臨氣候

異常的現象，兩極化的氣溫、旱災及水災等

帶給人類及各種生物極大的不便，因此，各

國政府致力控制及降低導致溫室效應的原

兇-CO2的排放量。台灣也接軌國際環保潮

流，宣布2030年完成全面使用電動公車及

使用電動公務車、2035年禁售汽油機車與

2040年禁售燃油車，「節能減碳」已成為

全球性的命題，世界各大車廠正加速發展低

排放或零排放的新能源車，「智慧電動車」

已成為汽車產業下一個成長動能。

台灣政府著手推動「四大新興智慧型產

業(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

以及發明專利產業化)」，正式將電動車產

業列入重點項目之一。綜觀台灣地理環境

(全長377公里、寬142公里，各主要城市距

離短)、電力來源&網絡健全以及易於布建

充電基礎設施等因素，有利於電動車的推動

及發展，中央、地方及產業三方面全力配合

之下，可改變台灣人民選購交通工具之習

慣，可節淨環境，接軌國際節能減碳，蓬勃

電動車價值鏈產業發展，創造共好多贏的生

態圈。

裕隆響應政府政策，且看好智慧電動

車這塊新興產業，以零油耗、零排汙的造

車理念，積極串接整合台灣產學研各界的

能量與合作，形成一個緊密、實力堅強的

Ecosystem團隊，包括馬達、驅控器、電

池、車載充電器、充電樁等關鍵零組件廠

商，成功實現台灣自主研發的「智慧電動

歷年綠能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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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迄今已開發及製造出多款高性能、高

效率的綠能電動車。

2017年台灣汽車科技創新發展高峰

會，發表針對台灣地形和交通打造出世界級

的城市「台灣智慧電動車」，不僅是電動

車，更是一台智慧節能車，它的換檔快撥鍵

paddle shift及煞車回充功能regen可供駕駛

者依行車動態達到節能的目的，達每公里電

耗僅130Wh。在有緊急市電需求時，如：

20170815大停電，更能當成V2G電力源併

連電網供市電及家庭緊急使用。

社會參與

裕隆汽車鼓勵員工選賢與能，踴躍投

票，履行公民應盡之責任。同時，裕隆汽車

之高層主管亦透過各車輛產業公協會及政府

人員訪視之機會，提供對汽車產業影響及公

共事務之建言與關心。

裕隆汽車的太陽能電力建置

電動車研發及製造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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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績效

基於支持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裕

隆汽車對政治表達關心，但在參與公共事務

方面，卻謹遵主要原則如下：以大局為重：

不以企業本身利益為唯一考量，而以兼顧各

種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及社會責任為重。

打造綠色供應鏈

一部汽車所涵蓋的零組件領域廣且複

雜，因此，零件供應商不僅類別眾多，且廠

商數目也多。近年如塑化劑、產品過期等不

良供應商以及供應商產地的天災，更提醒企

業重視供應商於企業的不可分之關係，所以

對於協力廠的嚴格管控更形重要。

汽車產品從開發→量產→EOP(結束量

產)期間很長，因此汽車業與廠商之間通常

維持長久之合作關係，裕隆對供應商定期排

定監察及考核作業，以確保供應商持續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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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QCDDv(Quality品質、Cost成本、

Delivery交期、Development開發)等要求，

在環境、勞動條件、人權及社會面皆無顯著

或潛在之負面衝擊。裕隆除嚴格控管供應商

品質外，更積極輔導廠商生產流程與產品品

質之提升，同時倡導綠色環境的重要性，輔

導廠商推行節能滅碳措施，定期舉行成果交

流活動，以期與供應商間創造共存共榮的雙

贏局面。

針對協力廠商的管理，裕隆汽車制定了

車輛零組件買賣基本契約及預定車材買賣契

約，配合廠商管理辦法，針對協力廠商品質

(Q)、成本(C)、交期(D)、開發(Dv)，各

方面確立明確的任務與目標，並配合各相關

單位負責管理及輔導工作。在此種制約管理

的模式之下，才能精確的達成公司預定目

標。

「裕隆汽車協力會」更是促進中衛互動

關係凝聚體系團隊的核心，透過協力會各項

活動之推展，在協力廠的體質強化、品質提

升及減少浪費各方面都有豐碩的成果。且在

中心工廠的政策宣達與貫徹，協力廠的意見

反應與懇談方面都在創造雙贏的前提下達到

相互激勵與共同成長，展現相乘的團隊效

益。為了提升協力廠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透過協力會組織於大會及區會推展供應商永

續經營活動，包含綠色供應商、提升安全衛

生及落實勞工人權等構面，期間也向各供應

商的會員高階長官及管理人員舉行相關課程

教育訓練。

裕隆汽車協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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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與永續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裕隆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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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四大作為 樹立產業典範

裕隆成立66年來因應大環境的變化，

歷經多次企業再造，不斷調整並強化企業

體質，以「創新(I)、速度(S)、團隊(T)」
的企業文化永續經營。秉持著「顧客滿意‧

貢獻社會‧價值創造」的永續經營理念，數

十年如一日，這個堅持帶領著裕隆朝向自主

研發、經營自有及合資品牌、發展綠能智慧

科技車、導入智慧工廠導向，以提高顧客滿

意度的產品及服務，進一步厚實客戶品牌價

值。

 深化產學合作扎根計劃

一 路走來，裕隆汽車不僅開啟了台灣

汽車產業的發展，也帶動台灣汽車關聯性工

業的成長，為社會的進步與繁榮提供了積極

的貢獻。持續打造友善職場環境，提升身障

就業機會，降低專業製造對環境的影響，推

動無障礙幸福出遊及偏鄉巡迴就醫就學交通

解決方案，深化產學合作扎根計劃培養優秀

職人等，推廣全民體育，長期贊助籃球隊，

傳承木雕文化資產，培養木雕工藝人才。亦

與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社會等利害

關係人建立良好互動，積極善盡企業公民責

任，共同追求永續未來。

2018年底面臨前董事長嚴凱泰辭世的

重大劇變，由嚴陳莉蓮董事長承擔重任，帶

領裕隆汽車以提升企業經營績效，完善決策

管理機制與專業經理人治理制度，強化公司

競爭力，朝公司目標繼續努力。並持續回饋

社會、維護股東權益，在公司治理的體制下

積極發展，以創新的態度，在全體同仁的團

隊合作與利害關係人的支持下穩健前進，開

創一番新天地。

裕隆汽車自2006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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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利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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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內第一家CSR報告書經由第

三者驗證之汽車公司。

入選台灣永續指數成份股

在推動永續經營，擔負社會責任理念

下，裕隆汽車在公司治理、社會關懷、永續

環境等構面均榮獲獎項的肯定，包含：連續

五年榮獲金管會上市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治理制度標準

認證、天下企業公民大型企業組TOP 11、
首家汽車製造服務業入選證交所台灣永續

指數成份股、英國商會BCCT社會企業獎、

APEC政策研究報告--最佳社會連結創新案

例、SVAYAM無障礙交通運輸卓越實踐方

案獎等，未來亦將持續拓展及提升CSR品牌

價值，成為產業中永續經營的典範。

裕隆在推動CSR重要實蹟包括：

一、深化公司治理 ：裕隆汽車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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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起即參加臺灣證券交易所舉辦的「公司治

理評鑑」，迄今已經連續五年獲得上市公司

排名前5%，足證裕隆汽車重視公司治理、

追求企業永續的精進努力深獲肯定。

裕隆汽車長期以來重視公司治理、有效

發揮董事會及相關功能性委員會職能，今( 
2019)年更依新版公司治理藍圖，設置公司

治理主管，落實公司治理精神。

二、創新公益模式：關注台灣面對高齡

社會需求服務趨勢，持續投入長照交通運輸

解決方案。因應台灣人口高齡化及身障人口

增加的需求，裕隆於2016年推出第一部國產

多功能高頂休旅車Luxgen V7，持續倡議無

障礙交通環境，擴大無障礙交通生態系資源

與價值鏈整合效益，期望透過交通暖心設計

服務的思維，賦予V7更多創造友善移動價

值，成為推動友善交通暖設計的最佳助力。

此外，裕隆與众社會企業攜手合創

《9453友善旅人誌》，為台灣首創第一本

家庭無障礙旅遊風格雜誌，設計出台灣50
多條無障礙療癒旅行遊程，除介紹適合行動

不便者的活動體驗，更特別規劃預約租車、

自駕V7使用操作說明，成為行動不便者，

還有需要喘息服務的家庭照顧者最好的家庭

無障礙旅遊工具書。透過此一創新公益模

式，串起格上租車與各地LUXGEN V7福祉

車隊友善司機，提供全台移動服務與無障礙

旅程，並贊助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幸福輪轉

手，把愛送出去計畫」，與台積電、众社會

企業共同合作推動南迴偏鄉福祉車共享模

式，投入服務半年總里程逾131,772公里。

三、強化社會關懷：裕隆汽車自1998
年起捐贈台北市臨時清潔工「僱主補償契約

責任險」保險費，提供每日辛勤維護市容整

潔的環保局市民工們安心保障，以降低其不

幸遭逢意外時所面臨的經濟負擔，迄今已達

21年不曾間斷，累計受惠的市民工人數超

過2.8萬人(次)，理賠人數達395人。此外，

2014年起，為了回饋鄉里，裕隆汽車亦持

續捐助三義鄉清潔隊「僱主意外責任險」保

險金，提供鄉親工作與生活上之安心保障。

多管齊下 培育汽車人才

四、培育汽車專才：為提升在地汽車產

業發展，持續關懷並投資培育汽車人才，裕

隆透過納智捷價值體系以實作訓練、業師計

劃、建教合作多管齊下建立良好根基教育，

近八年來累計贊助車輛已逾百部(107部)，

前後近80位同仁透過實習計畫轉正職，加

入納智捷的大家庭，開始實現他們自己的青

年汽車學子夢。

自2017年起，持續投入集團資源與開

放多元的業界專業資源，包含開放車身數

據、連結學界辦理校園交流活動、提供業界

導師輔導、體驗工作坊等，推動國內首創以

汽車創新為主題的台灣車客松創客活動，為

台灣對車輛產業創新有興趣的新創團隊與學

子打開一扇門。透過車客松活動的開放平

台，串聯產官公學各界夥伴，共同跨界、跨

域進行知識力、技術力交流，提供新創團隊

與產業銜接之實踐場域，持續為台灣車輛研

發價值網絡與文化編織出多元面貌，一同發

掘未來智慧移動生活新可能。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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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車

公司簡介

和泰汽車創立於1947年，迄今走過70
個年頭，初期以貿易為主要業務，陸續取得

豐田、日野、凌志等汽車知名品牌之代理

權，為日本豐田汽車海外市場的首家總代

理，一路走來始終抱持著「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的信念，並秉持和泰人的DNA-熱誠

與誠信，以熱情不懈的精神持續突破，建立

和泰汽車成為台灣汽車業龍頭的基礎。和泰

車將持續堅持提供最好的產品與服務，同時

落實各項顧客滿意活動，用最踏實的心貫徹

和泰人的使命，始終以「心」為行事的出發

點，站在客戶立場思考，也站在員工的立場

思考，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上，取得滿意的最

大值。

和泰汽車為因應能源短缺及油價高漲等

永續性經營議題，自2006年起率先引進日

本豐田汽車具備先進環保技術的油電混合動

力車(Hybrid)，經過多年推廣，已逐漸被消

費者接受並衍生出國產化需求。同時，公司

所代理的LEXUS豪華進口車、TOYOTA乘

用車及HINO商用車，皆以優異的品質以及

完善的售後服務聞名於業界，多年穩居市場

占有率第一名。

汽車租賃

和運租車

和雲行動服務
汽車經銷

TOYOTA 經銷商體系
LEXUS 經銷商體系
長源汽車

台灣豐田產機

海外事業

和通

雷克薩斯體系

廣汽豐田體系

一汽豐田體系及

汽車相關周邊事業

和運國際租賃

和運（上海）商業保理

汽車製造

國瑞汽車

認證中古車及電商

TOYOTA 認證中古車體系
LEXUS CPO體系
和泰聯網

汽車配件

車美仕

興聯科技

多羅滿

和勁行銷

凱美士

廣汽長和

上海和乾亁

金融保險

和潤企業

和泰產物保險

和安保險代理人

和全保險代理人

和昭實業

和泰汽車
代理銷售

TOYOTA
LEXUS 
HINO

和泰與集團事業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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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治理

永續管理

和泰汽車為徹底落實永續經營之理念，

經由董事會通過「和泰汽車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要求公司與整體集團之所有營運

活動，必須以符合平衡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發展之國際趨勢，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

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會

之生活品質，促進以企業責任為本之競爭優

勢為出發點。

和泰汽車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係

遵循「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

維護社會公益、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

露」等四大原則，並且參考國際相關倡議之

精神，針對四大原則提出指導方針，作為日

常作業中之依循。和泰車相信透過有效的管

理及執行，將CSR行動與經營策略結合，且

內化為發展與營運策略之根本，並偕同員工

對社會永續發展創造持續貢獻。

感動客戶

和泰汽車秉持著「從心出發」的精神，

從賞車、銷售，到售後的維修，在整體的流

程服務上，提供最優質且值得信賴的服務，

以創造超越客戶期待的感動服務為目標，打

造在地第一的品牌。

「人」是服務的重要關鍵。唯有滿意的

員工，才能提供顧客良好深刻的互動體驗。

「樂在TOYOTA」即以員工滿意為基礎，

透過公司內的獎勵制度、服務文化塑造及軟

硬體提升等方式，讓員工樂在TOYOTA，

更進一步讓顧客也樂在TOYOTA，形成

「員工滿意」推升「顧客滿意」，進一步鞏

固「顧客忠誠度」的正向循環。

在員工方面，和泰汽車提出「齊心

打造快樂的工作環境，讓員工享受樂

在T O Y O TA的幸福職場」。和泰及各

TOYOTA經銷商，檢視販賣人員、售後服

務人員及總公司員工需求後，推出多種包括

工作生活平衡、健康促進、軟硬體設施改善

及薪資福利提升等作法，將員工視為寶貴的

資產。

在顧客方面，則以「用心提供驚喜的感

動服務，讓顧客體驗樂在TOYOTA的用車

生活」為主題，從營業場所質感氣氛提升、

不定期舉辦在地感動服務活動等，讓受邀的

鄰近社區車主，或蒞臨營業場所的顧客，對

TOYOTA品牌產生感性的情感連結，充滿

驚喜、感動。

最佳夥伴

和泰汽車感謝走過70個年頭來，一直

並肩與公司合作的夥伴，也給予和泰最大的

協助。合作超過一甲子的日本豐田汽車、

精工打造TOYOTA、HINO國產化的國瑞汽

車、緊密團結且共識堅強的經銷商團隊、提

供高品質及高配合度的供應商，都是公司一

起打拚的夥伴。和泰汽車將持續投入熱情、

努力不懈，共同創造感動員工、股東、經銷

商與顧客的服務。

和泰汽車與經銷商攜手打造了台灣車市

的高市占率，和泰汽車也挹注資源培養經銷

商，以共同致力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攜手

共創品牌價值。針對經銷商和泰提供完整的

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包括服務教育、品牌教

育、販賣技能教育、CS教育、販賣管理職

教育以及自我發展課程等，經銷商人員並須

接受認證及通過檢核。而針對售後服務的部

分，訓練課程分為「技術」與「管理」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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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和泰為此成立教育編輯室，針對經銷商

的車輛維修技術與服務接待等面向進行分級

教育訓練，並培育經銷商內部講師，以持續

提升技術及服務能力。

誠信經營

和泰汽車走過70個年頭，透過完整且

獨立的公司治理架構、專業的經營團隊、嚴

謹的內稽內控機制，透明且即時的溝通機制

樂在TOYOTA進程

和泰董事長、總經理、執行副總及本部長以上主管共同發表

顧客滿意文化承諾海報；總經理 Top Message激勵集團全員

定期跨部門顧客滿意委員會、跨經銷商期中 /期末
分享及執行成果發表會、每月和泰及經銷商 SSI/CSI
成果檢視

每年舉辦顧客滿意教育課程，持續導入最

新服務概念、學習異業成功經驗，激發更

貼近顧客的服務精神

全員顧客滿意

文化塑造

齊心打造快樂的

工作環境，讓員

工享受「樂在

TOYOTA」的幸
福職場

用心提供驚喜的

感動服務，讓顧

客體驗「樂在

TOYOTA」的用
車生活

TOYOTA在地第一
(Best in Town)

經銷商教育訓練

經銷商

教育訓練

產品

教育

CS教育

自我發展

課程

品牌

教育

販賣管理

課程

販賣技能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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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道，逐步成長與擴張，領先台灣各大汽

車品牌，位居無可撼動的領導地位。

和泰汽車設有直屬於董事會的專責稽核

單位，負責內部稽核事務及處理相關舉報事

宜，其編制為稽核主管一名與稽核人員六

名，以確保營運績效與效率(含獲利、績效

及保障資產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

性、透明性並符合相關規範，以及相關法令

規章遵循狀況等權責，和泰車內部稽核制度

以自我監督，隨時因應環境、情況的改變來

進行修正，共劃分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

控制作業、資訊及溝通、監督等五個主要功

能。稽核單位依風險評估結果擬定次年度稽

核計畫，每季至少對公司及子公司之財務、

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辦理一次業務查核，作

成內部稽核報告，確保公司日常運作符合誠

信經營原則。

和泰內部稽核制度

和泰汽車對各面向之風險管理極為重

視，除各部門均謹慎辨識可能存在之風險，

研判風險影響程度及發生頻率，並須掌握跨

部門與風險之間的相互影響外，財務部門則

依照董事會核准之政策執行，並針對利率與

匯率波動、通膨或通縮變化等財務或有風

險，進行長期的研究、評估、防範及規避作

業。

和泰汽車風險管控流程

環境永續

日本豐田不僅追求企業的成長，亦將環

境保護與社會和諧的思維放在日常營運的核

心。日本豐田以「地球環境憲章」(Toyota 
Earth Charter)作為全球TOYOTA夥伴在環

保上的最高指導原則，並以中、長期的規劃

來付諸實行。

和泰汽車的環保理念乃依循日本豐田汽

車之地球環境憲章，來推行對環保的原則與

行動。該憲章包含四項基本原則與四大指導

方針。和泰汽車以實現「低碳與循環型社

會」為願景，在車輛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

從開發設計、採購、生產、物流、銷售、使

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

控制作業

資訊及
溝通

監督

和泰汽車風險

管控流程

風險因子鑑別

風險影響

程度

與發生率

評估

風險因子

相互影響判別

敏感度分

析

/壓力測試

風險因應

策略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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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減少浪費和回收利用，積極降低產品與

服務對環境的影響。與企業上下游夥伴合

作，共創美好的未來環境。和泰汽車關注環

保議題的腳步從不曾停歇，為了走出自己的

道路與維持領導品牌的地位，和泰汽車亦訂

定環境永續政策，包含政府政策、資源永續

利用、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強化環保意識等四

大面向，使同仁有所依循。

全球TOYOTA設定2050年環境願景的

六大挑戰，以朝向落實環境政策與產業永

續發展而努力，和泰以終極目標「CO2零排

放」，推動各項環境管理業務，協助逐步完

成此六大挑戰。此外還包含強化環管組織及

方針管理、建立環管資訊系統、落實環保

文化，以及對外揭露資訊，達成環保評鑑

No.1的目標。

樂在工作

提升工作價值與鼓舞精神

和泰汽車相信「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

意的顧客」，發起了企業與員工共好活動，

以打造快樂的工作環境，並提升員工工作價

值認同感，讓同仁掌握工作過程，進而樂在

工作，互相鼓舞，凝聚團隊合作精神，來創

造熱情的工作團隊，讓企業與員工雙贏。

2018年規劃六大本部共好啦啦隊鼓舞

活動，藉由各項同仁發想與主辦的溫馨活

動，讓彼此感受相互鼓舞的氛圍，強化團隊

合作精神。另外舉辦集團內共好交流活動，

如集團共好壘球賽與共好籃球賽等，增加集

團內部各公司交流機會，且增進公司內團隊

合作與互相鼓舞精神。

職能教育

員工是和泰汽車向前邁進的重要支撐，

為了激發員工的潛能，對於人才的發展與培

育亦不遺餘力，並於2018年受到勞動部肯

定，獲頒國家人才發展獎。本公司每年皆訂

定年度教育訓練計畫，針對各級人員職能、

專業能力、職場力等開設課程，希望透過員

工職能及素質的提升，協助員工強化職場競

環境六大挑戰： 

減少 CO2排放 

持續正面影響力

環保評鑑

No.1

4.對外資訊揭露

3.落實環保文化

2.建立環管資訊中心

1.強化環境管理

環境願景六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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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並促進企業的永續經營。同時，和泰也

挹注許多資源在員工與經銷商的教育訓練，

以專業並完整的架構，培育各級優秀人才，

使員工與公司可持續的同步成長與茁壯。

為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和泰公司確立

「全方位人才」之發展政策，並以能為公司

持續不斷地培育出具備「專業」、「創新」

及「超越」之全方位人才為主要目標。「全

方位人才」發展政策由三個構面所組成：

「工作中的學習發展(OJT)」、「教育訓練

課程(OFF-JT)」及「自我學習發展(Self-
Development)」。

社會共融

和泰汽車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之觀念，長期投入社會慈善工作，並設

定社會公益五大主軸，積極且持續不斷地推

展，希望能將資源發揮至最大效益，並使更

多社會大眾受惠；由各活動之響應人數來

看，和泰汽車確實發揮了社會影響力，也希

望帶動社會持續進步，並將溫暖帶給更多

人。

環境保護

和泰一直以來秉持日本豐田母廠對環境

保護「人、車、地球的和諧」的願景為目

標，和泰也知道環境破壞是無法復原，而且

提供車主及下一代安心的生活環境，與提

供便利的行車體驗一樣重要。當和泰得知

台灣部分地區海岸線在過去30年嚴重退縮

100~650公尺，希望盡力保護美麗的海岸。

由於種樹不但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減緩氣候

暖化，還可以固砂、保護海岸線，是保護及

改善環境最好的方法之一。因此為了保護台

灣美麗海岸線，和泰汽車與經銷商啟動企業

界歷年最大規模的海岸造林計畫，自2017

人才發展

Talent Development

OJT

OFF-JT

Self Development

經營理念 專業 創新 超越

公司願景

工作中的學習發展
● OJT工作指導
● 部門輪調
● 國際人才交流 (ICT)與外派
● TBP實務發展計畫

教育訓練課程
● TOYOTA原廠企劃力訓練
● 分階發展訓練
● 專業能力訓練
● 職場力訓練
● 趨勢講座

自我學習發展
● 外語學習補助 (英 /日語 )
● 創新趨勢數位學習平台

人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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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海堤是海岸線退後的原因

之一，以樹木取代海堤的建

造，有助於減少過多工程與人

工設施對海岸線的破壞，保留

沿海自然景色，促進當地生態

旅遊推動。

●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全球海平面

上升，對於海島型的台灣會帶

來更顯著的風險，如侵蝕與鹽

化。透過植林可以保護國土與

確保平原地區的農業活動不會

立即受到嚴重影響，緩衝全球

暖化的威脅。

●台灣沿海是重要的漁業捕撈與

養殖重地，利用植樹減緩海

岸線的倒退，可以協助於漁

民將經濟上的負面衝擊減緩。

景觀面

經濟面

環境面

海岸植林效益

和泰汽車

社會公益

五大主題

學術培育

為加強對社會貢獻及培育未來

優秀人才，舉辦多起學術交流

活動，激發青年學子的創意及

獨立思考能力，為培育社會人

才盡一份力量。

交通安全

1974 年首開國內企業投

身交通公益事業之先河，

致力於交通宣導及推廣相

關活動。當時以兒童繪畫

為題，舉辦全國性比賽。

之後陸續投入導護設備捐

贈、說故事巡迴、網路安

全宣導影片及闖關遊戲等

活動，受到政府單位及社

會各界肯定。

弱勢關懷

近年來投入於弱勢關懷，把愛

心真正落實於弱勢群體，將溫

暖傳播至社會各個角落。

藝文與體育活動

音樂、體育、戶外活動具有陶冶

身心的作用，自 1990 起便邀請

世界各國知名樂團來台演出，也

舉辦戶外休閒運動，期盼帶動社

會大眾參與藝文、體育活動的風

氣，提升全民生活品質。

環境保護

致力於研發生產環

保車輛及可回收

的車輛製造材質之

外，我們也不斷以

實際行動，舉辦各

項環保活動，喚起

群眾意識，為這片

土地盡最大心力。

年4月起只要賣出一台新車，就替新車車主

於沿海種下一棵樹，搶救台灣逐漸退縮的海

岸線，減緩暖化效應，維護海岸線的水土保

持，保護美麗的永續家園。

海岸植林效益

社會公益五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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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亮點

(資料來源：2018年和泰汽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榮譽 說明 頒獎單位

和泰汽車獲「公司治理評鑑」

排名前 5%
連續二年 台灣證券交易所與櫃買中心

和泰汽車獲 2018年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連續
三年獲獎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和泰汽車獲 2018年 BSI
「永續傑出獎」

首度
獲此殊榮

BSI國際永續標準管理年會

和泰汽車獲壹週刊

「服務第壹大獎」第一名

第十度
獲獎

壹週刊

和泰汽車獲工商時報

「2018台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獎
連續
五年獲獎

工商時報

和泰汽車獲 2018年
「國家人才發展獎」

首度
獲此殊榮

勞動部

TOYOTA AURIS榮獲「2018年度風雲車」及
「一般品牌風雲車」

Lexus UX榮獲
「2018豪華品牌休旅風雲車」

首度
獲此殊榮

U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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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關懷弱勢 變身公益夢想家

和泰汽車創立於1947年，迄今走過70 
個年頭，初期以貿易為主要業務，陸續取得

豐田、日野、凌志等汽車知名品牌之代理

權，為日本豐田汽車海外市場的首家總代

理，一路走來始終抱持著「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的信念，並秉持和泰人的DNA─熱

誠與誠信，以熱情不懈的精神持續突破，成

就和泰汽車成為台灣汽車業龍頭。

和泰汽車因為營業規模成為汽車產業的

龍頭，也因為照顧員工被視為汽車產業的幸

福企業，又在汽車銷售之外擴大營業規模，

讓公司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讓員工有更多成

長的空間與機會。企業的經營理念實地實踐

之後，和泰汽車更希望藉由自己的努力，讓

社會更美好。

和泰汽車董事長黃南光強調， 和泰汽

車為了確保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能成為

永續經營的領導企業，制訂一個能夠快速應

對時代變化的願景至關重要。和泰的新價

值觀和思維方式「+hink Amazing」，是由

「不自滿、大膽追求、勇於嘗試」三大要素

所建構。透過將「t」轉化為「+」的行動，

和泰積極以突破性新思維及作法，實現和泰

的企業永續願景與社會共同成長。

和泰汽車於2018年經董事會通過，設

置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直接隸屬於董事

會，委員成員包含董事及獨立董事，主要負

責制定公司CSR發展策略以及各項活動之展

開與監督。而於強化公司治理與資訊透明表

現上，和泰汽車在公司治理評鑑的排名裡，

已連續三次獲得全上市公司排名前5%之佳

績。此外，和泰汽車於2018年首度獲得勞

動部「國家人才發展獎」與BSI「永續傑出

獎」，連續十年獲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

第一名、連續六年獲工商時報「臺灣服務業

大評鑑」金獎。

 攜手大學生 傳遞溫暖力量

和泰汽車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為中包括了

攜手大學生一齊做「公益夢想家」。 

和泰汽車發現有一群大學生很有愛心，

在台灣各地展開行動，真實改變台灣社會，

和泰汽車想要發掘這群年輕人在做的好事，

所以今年舉辦第一屆公益夢想家提案競賽，

以「弱勢關懷」為主題，結合企業社會責任

CSR與大學社會責任USR一同回饋社會，

力挺大學生助人又圓夢。

公益夢想家召集評審團，集結產、官、

學界(沈芯菱、馮燕、葉丙成、熊毅晰)等專

家協助評選，優選出十組企劃提案，提供每

組十萬元的實作津貼補助活動執行，總補

貼金額共100萬元，讓學生實際執行公益提

案。10月8日評選出前三名，頒發最高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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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獎金，總獎金37萬元，鼓勵新世代走出

舒適圈，將想法化為行動，親身實踐大學社

會責任USR，將溫暖的力量傳遞到台灣各

個角落。

宣導交通安全 守護國小學童

既是汽車產業的龍頭，和泰宣導交通安

全導護志工和百萬小學童的守護天使不遺餘

力。2006年起和泰汽車年年攜手劇團，透

過巡迴小學以劇團專業活潑的戲劇演出，傳

達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與態度。近年來每年

皆舉辦超過百場活動，累計至2019年，已

在全台各地舉辦1,289場，共有超過32萬名

學童參與，寓教於樂地幫助學生學習交通安

全知識。

為了守護下一代的安全，自2011年
起，和泰汽車每年輪流捐贈全國各縣市國小

導護志工裝備，包含警用等級的反光背心及

指揮旗，已於2015年完成首輪全台灣國小

捐贈，考量裝備需汰舊換新以確保導護志工

值勤時的安全，2016年展開第二輪巡迴捐

贈，至2019年已捐贈85,000套導護志工裝

備，用實際行動守護百萬名小學生上下學的

安全。

自2011年起，和泰汽車運用代理銷售

的HINO大型車，搭載先進採血設備打造成

捐血車，連續九年捐贈給全台捐血中心，

2019年捐贈第十台和泰號捐血車，捐贈金

額累計近6,000萬元，是台灣捐贈最多捐血

車的企業，和泰號捐血車占全台所有捐血車

數量約13%，平均每月服務上萬名熱心捐血

人，為台灣醫療界貢獻一份心力。

另外台灣每年夏季是血源較為不足的時

期，自2012年起，和泰汽車每年都會在暑

假期間舉辦全台大型捐血活動「和泰汽車全

國捐血月」募集熱血，結合全體員工、集團

關係企業及全國捐血中心推動參與，今年更

在短短一個半月內募集超過2萬袋熱血，救

助許多有需要的人。

募集熱血 認養校園捐血場次

為協助提升年輕族群捐血率，今年和泰

汽車於9-12月主動認養全台多間大學的捐血

場次，將和泰號捐血車駛入全台大專院校募

血，號召學生踴躍挽袖捐血，成為首家與台

灣血液基金會、大學攜手合作的企業。

 除了多元關注投入CSR，和泰汽車鼓勵

員工於工作日參與志工活動，每年有一日的

給薪志工假，並拓展此志工假制度到集團關

係企業，不僅與伊甸基金會、喜憨兒基金會合

作，舉辦志工日活動回饋社會，也動員集團及

車主力量植樹淨灘，保衛台灣海岸線，一齊守

護下一代、啟動改變的力量，讓世界更美好！

和泰汽車長期默默耕耘企業社會責任

(CSR)，連續五年榮獲「天下CSR企業公

民獎」，今年更一口氣從2018年排名第40
名躍升至第20名，顯見已受到社會大眾及

評審的一致肯定。在環境保護方面亦較去

年大幅進步。藉由TOYOTA一車一樹、

TOYOTA在地環境月、玩具愛分享等活

動，結合社會大眾力量一起參與社會公益已

獲各界肯定。未來和泰汽車集團也將持續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關懷弱勢，為社會盡一份

心力。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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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車

公司簡介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9年，由裕隆汽車創辦人嚴慶齡於1969
年成立。多年來以精進自主開發能力為目

標，投入資源與精神追求更卓越的造車技

術，中華汽車初期採技術轉移的方式負責生

產三菱汽車之商用車，而後三菱汽車與三菱

商事才以轉投資的方式投資25%的中華汽車

股份。

近年來，中華汽車以穩健的腳步積極向

海外發展，除了在大陸合資成立東南汽車，

並外銷成車及零組件，扎根於台灣，放眼於

世界，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發

展核心能力，因應全球綠能、節能趨勢，推

出emoving系列車款，成為台灣電動機車領

域的先行者，並熱心公益，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

中華汽車持續開發國內外市場，自行研

發新型車款，且設立汽車開發研究中心，如

今已是台灣前二大車廠之一。秉持著「和

諧」、「創新」、「卓越」、「永續」的經

營理念，以踏實經營、創新思維，追求卓越

之永續經營精神，深獲台灣消費者肯定。展

望未來，中華汽車將憑藉過去50餘年所累

積的經驗，持續為台灣汽車設計製造寫下一

頁新局，並以驕傲台灣，榮耀亞太為目標努

力。

中華汽車的願景是，新便利，新動

力，承載幸福，傳遞感動，致力成為最

值得倚賴的多元移動夥伴。中華汽車秉

持HITS(Harmony、Innovation、Top、
Sustainability)之經營理念，在和諧中不斷

創新以求卓越，因應時代趨勢跨足綠能產

業，為員工、企業、社會三方創造價值，永

續經營，回饋社會。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

中華汽車善盡企業經營者責任，建置完

整公司治理機制，已連續五年榮獲公司治理

評鑑5%肯定。公司以保障股東權益、兼顧

企業利害關係人利益為前提，建置良好的公

司治理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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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強化企業管理效能，確保企業誠信治理成

果與競爭力，促進全民社會之福祉。

為樹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打造永續

經營環境，中華汽車設立四大支柱從事各項

商業活動，要求所有員工皆須以誠信為本，

透過多元管理方式，由內而外提升從業道德

規範與法規遵循文化。

支柱一：制定規範

中華汽車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誠

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除了透過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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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藉由定期與即時性報

告，檢視及監督相關規範之內涵及實踐外，

更於2015年成立「誠信經營暨合規管理委

員會」，督導及確保法遵理念，持續追蹤相

關規範之合宜性。

支柱二：定期檢視

中華汽車「誠信經營暨合規管理委員

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年度會議，定期檢

視企業誠信經營之推動情形，除定期向董事

會呈報執行成果，亦會於年報中揭露。

支柱三：供應商誠信管理

中華汽車將供應商、經銷商視為實踐誠

信經營的重要利害關係人，針對合約金額達

300萬以上之供應商，除了在合約中加入誠

信經營條款之外，也會透過協力廠大會辦理

宣導活動，並透過經銷商例行會議，進行誠

信經營相關資訊宣導，增進供應商、經銷商

遵循誠信經營重要性之認知。

支柱四：誠信舉報系統

在管控機制部份，在公司官網設置「舉

報專區」，提供利害關係人進行舉報，相關

申訴管道都為匿名舉報，以保護舉報者免於

因舉報或參與調查而受到報復。對於經確認

屬實之違反誠信行為情節重大者，會依相關

法令或依公司工作規則予以解任或解雇。

永續管理

中華汽車明白，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的承

諾，若缺乏有效的「管理框架」，便無法把

目標轉換為行動，把CSR目標及策略融入

商業模式中，並與企業文化與日常營運活動

結合。對此，中華汽車長期積極推動公司治

理，發展系統性、具效率的永續管理機制，

提升企業CSR工作的效率及成果。

風險管理

中華汽車從事成車及零件製造銷售為

主，並無從事高槓桿、高風險之投資，並

設有功能性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針對董事及經理人應遵守之準則，隨

時檢視及管控相關風險及因應策略。

資訊安全管理

機密資料保護是一項持續性的工作，為

保護公司及顧客機密資料，中華汽車建置完

善資安管理機制，並持續透過資安觀念宣

導、資安工具應用，與各部門協力建立機密

資料保護及處理ISO文件，用系統及機制，

更有效地保護機密資料。

中華汽車內控三防線

內控三防線 說　　　　　明

功能單位內控自評查核 每年各功能單位進行內控自評，並填寫檢核表交由稽核室覆核

健全法令遵循及風險管

理制度

• 設有專職法務人員，主動收集法令相關變動，針對近期法令的變動及可

能產生的風險通知相關單位，進行立即因應

• 針對子公司的風險控管，已加強宣導各子公司財務主管，倘有發生法令

遵循異常事項，須於兩日內通報

獨立查核機制

• 設置隸屬董事會之稽核單位，督導內部控制制度及完成年度稽核計畫，

定期於董事會上向各董事成員提出報告，並追蹤後續改善狀況

• 上述機制，得以評估及改善風險管理、控制及監督流程之有效性，協助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達成既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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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汽車全面導入機密文件加密系統，

以降低洩密風險與損失，並透過資訊技術保

護及管理公司機密資料，包括核心技術、智

財權、專利及營業機密等技術，確保機密資

料能得到適當且有效的保護。

永續軸承

環境永續

中華汽車長期支持政府的環保政策，在

產銷汽車、電動二輪等運輸工具過程中，確

實將廢氣、廢水、廢棄物等汙染物，對環境

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妥善處理，並按法規要

求，落實汙染預防、廢棄物減量、資源回

收、有效汙染監測等環境責任。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議題，中

華汽車廠區每年計畫性推動節能減碳與空

汙VOCs減量計畫，在「溫室氣體管理及減

量」議題上，中華車以提升能源效率為核

心，設立「節能委員會」，擬定短、中、長

期目標，落實制度化管理，確保節能工作依

計畫推動達標。

中華車善用科技，2018年與外部單位

合作，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以能

源管理系統ISO 50001之精神，透過能源基

線及績效指標資訊化工具，找尋製程的節能

空間，用明確、快速、簡便的管理工具，達

到即時、同步的高效管理，讓中華汽車邁向

綠色永續企業。

幸福員工

中華汽車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從員

工進到中華汽車的那一刻起，即用心照護及

體貼員工需求，透過完整、妥適，穩定及平

等的薪酬及福利制度，建置良好的工作環

境，並給予完整多元的教育訓練，配合公正

公開的晉升考評制度，讓每位員工都能安心

工作，持續學習成長茁壯，與企業攜手邁向

永續經營。

多元完整的學習資源

中華汽車對人才發展的用心與投入，向

來不遺餘力，致力於營造一個持續且多元的

學習環境，透過五大訓練體系逐步強化人才

體質，包含新人訓練體系、策略發展訓練體

系、管理訓練體系、專業訓練體系及專案訓

練，使員工發展與公司成長緊密連結。

長青啟航計畫

在台灣人口結構逐漸邁入高齡化之際，

五大訓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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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汽車員工近五年(2014~2018)之中高齡

員工人數，占比從33%增加至48%，平均年

齡亦已達42.6歲，如何激勵和結合中高齡人

員工人力資源，進行有效之運用延長中高齡

員工的職場生涯，已然成為公司人力運用之

重點議題。

對此，中華汽車推動了「中華三【零】

長青啟航計畫」，以「職場【零】障礙、健

康【零】負擔、發展【零】極限」三大主

軸，配合「多元發展培育、完整健康照護、

紓壓樂活促動、職場人因管理、工作職涯再

造」等五項措施，促動中高齡人才延伸職涯

舞台、共創個人及企業價值。

堅實夥伴

台灣汽車產業由於少量多樣、產品周期

短及零件設計開發成本高等因素，以致供應

商變化較小，使中衛體系關係更為密切。中

華汽車與供應商間不僅存在物料供需的買賣

關係，而更是相輔相成及利益共同體的關

係。

供應商是汽車廠生產線的延伸，須一同

謀求品質、成本、交期、研發、環保及安全

的改進及發展，進而達到生產同步、管理同

步、經營同步的運作目標。唯有持續不斷進

步，才能創造比競爭對手更多的價值以回饋

消費者，也才有能力提升雙方員工的福利。

為加強與供應商的互動，中華汽車於

1990年成立「中華汽車協力會」，成立

宗旨為「強化經營體質」及「提升競爭能

力」，協力會運作部分，由中華汽車成立事

務局，負責規劃及執行相關活動，以促進中

衛體系相互學習成長的目的。

社會共融

中華汽車秉持著「為幸福出發」的品牌

精神，發揮核心職能，透過「中華汽車原住

民文教基金會」、「中華汽車志工社」、

「中華汽車CSR委員會」及「中華汽車支持

原民產銷企業夥伴聯盟」四大平台的緊密串

連，將公司資源及自發性的志工服務，投入

至社會各地及偏遠地區。

中華車聚焦「核心職能、深耕原民、知

識教育、城鄉回饋」等四大議題，接軌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執行多元行動，

協助偏鄉部落發展，有效縮短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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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績效

中華汽車供應鏈永續管理

汙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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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料來源：2018年中華汽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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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車減碳技術 步步精進

中華汽車在追求營運穩定成長的同時，

仍不忘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宗旨，對

大眾、顧客、員工、股東、上下游廠商、政

府、社區等維持和諧互動良好關係外，更善

盡社會責任，以人為本創造優質、持續發展

的職場環境，致力成為最值得倚賴的多元移

動夥伴。

「以人為本」是中華汽車創業以來堅持

的信念，尊重、體貼員工，竭力創造同仁在

職場及家庭上的平衡。2018年是中華車幼

兒園成立的第20個年頭，期間共累計有784
位同仁子女在此成長茁壯。

啟動長青計畫留才

對於中華車而言，每位員工除了是一起

打拚的同事，更是一同成長的家人，在這樣

的理念下，中華汽車造就高留任率，同仁平

均年齡達41歲；同時也替資深同仁開創職

場新舞台，今年啟動了「中華三【零】長青

啟航計畫」，以「職場【零】障礙、健康

【零】負擔、發展【零】極限」為中高齡人

力資源發展政策，調整現場資深員工的工作

量。

中華車更導入AGV無人搬運機、Robot
自動化系統，推行人因工程改善，協助同仁

減輕職場工作疲勞度，達到延長工作年齡的

目的，並透過引導及培訓的方式將資深員工

訓練成專業領域相關顧問，提供員工未來職

涯發展多元化選擇。以優質的工作環境及完

善的福利制度為目標，努力成為台灣幸福企

業的標竿。

中華汽車從設計、製造、銷售、後勤管

理等各層面以節能減碳、低耗能的環保為最

大原則，並成立節能減碳專案組織，每年定

期檢視相關成效。繼2016年導入塗裝RTO
爐煙氣餘熱回收再利用技術，達成全年熱回

收量約12.3億Kcal熱能的目標後，2017年則

全面導入太陽能板發電系統，完成新竹廠及

楊梅廠太陽能板架設工程，預計每年可減碳

3.3公噸。

長期不遺餘力地導入更先進的節能減碳

技術，維護賴以生存的環境。另一方面，中

華車也號召同仁擔任環保志工，先後前進新

竹鳳崎古道及桃園永安漁港，進行淨山與淨

灘活動，希望藉此鼓勵同仁與社會民眾重視

環境，更進一步貫徹身體力行。

中華車除視環境保護為己任外，對於

原住民與偏鄉社區關懷更是不遺餘力，自

2000年便成立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

會，近年也透過農企合作的方式，向原民農

友購買有機蔬菜，鼓勵員工發揮團購農產品

的實質行動幫助原鄉部落永續發展。此外，

也注意到了偏鄉小學因人數與資源不足而無

法舉辦運動會，孩子們心中因此有些遺憾，

所以串聯車主與同仁志工前進南投與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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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地區，為南投的「千秋國小與廣福國

小」，以及嘉義的「中和國小與中興國小」

分別舉辦聯合運動會，一圓偏鄉孩童們的夢

想。

展開候鳥維修巡迴服務

另外，中華車也透過專業展開「候鳥維

修巡迴服務」，全年共累計20個場次，足

跡遍布全台，為較不方便到原廠保養的車主

們提供免費定保與各種汽車健檢服務，希望

藉此傳愛到原民與偏鄉，協助更多缺乏資源

的民眾，以實現社會正義的理想。

中華車長期秉持「和諧、卓越、創新」

的經營理念，為台灣創造更好的環境。反求

諸己，先從職場與工作環境著手，提供同仁

優質的福利與永續發展的機會；生產方面，

也不斷導入新的節能減碳技術，降低可能帶

來的危害。接著，進而推己及人，展開多項

社會關懷與環保活動。

在追求永續經營、穩定成長的同時，中

華車不斷思考如何善用本業資源來改善社會

問題，引領社會向上，創造社會共融，產生

共享價值。

與經銷商及協力廠商合作，共同守護偏

鄉行車安全外，結合汽車本業，深入部落提

供巡迴維修服務，落實用愛守護台灣行車安

全的理念，2016年起啟動「候鳥車輛維修

巡迴服務」與經銷商匯豐汽車、順益汽車攜

手合作，打破制式據點維修的框架，由全

台127家服務廠的技師組成維修團隊，打造

「行動維修站」，針對偏鄉、沿海、山區、

離島等服務密度較低之區域，展開「候鳥車

輛維修巡迴服務」，現場提供「免費車輛健

檢、更換機油及零件、車輛問題解說」的

貼心服務，將「WELCOME HOME溫馨服

務」擴展至現有服務廠未能涵蓋的偏鄉地

區。

此外，2019年於「候鳥車輛維修巡迴

服務」公益場次活動中更邀請協力體系一起

參與，提供「中華三菱機油免費更換」、

「台灣普利司通輪胎回廠買一送一」、「湯

淺電池回廠五折」及「行快雨刷免費更換」

等四大服務，以更完善的檢修服務，持續守

護偏鄉車主行的安全。

五力計畫 培植青年人才

中華車非常重視青年培植，國內大型企

業普遍面臨職場人才中高齡化難題，中華車

多年前提出中高齡人力資源發展政策，延長

資深員工工作年齡，2014年起有鑑於台灣

少子化與人才外移的現象，提出「5230幸
福蘊(孕)育計畫」，為員工創造無後顧之憂

的安心工作環境外，1997年設置中華車幼

兒園、培育822位同仁子女，成功凝聚企業

安定的力量。此外，2015年開始推行「中

華青年五力計畫」，以「扎根賣力、資源供

力、技術培力、就業給力、發展助力」等五

面向致力於協助青年學子瞭解產業現況，期

能縮減學用落差，對象由高中職學子至大專

院校學生，更擴及協力廠第二代接班人，期

能積極以多元學習機制為中華車與汽車產業

培育兼具創新視野與專業之人才。

中華車長期推動節能減碳有成，1995
年成立節能改善小組，並於2016年起提升

為ISO50001節能委員會，擬定短中長期目

標，落實制度化管理，以確保節能工作依計

畫推動，以2016~2018年為例，廠區節能相

關投資4,165萬元，近三年平均整體能源節

約率4.07%，效益達1,763萬元。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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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金

公司簡介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元大金控)成立於2002年2月4日，總部設立

於台灣台北市，為台灣唯一以證券事業體與

銀行事業體雙主軸發展之金控公司，營運範

圍以台灣地區為主要營運區域。核心價值為

「掌握先機、創造客戶財富」、「專注績

效、增進員工福祉」、「創新價值、提升股

東權益」，在深耕金融業務發展及創造利潤

的同時，亦重視公司治理、客戶權益、員工

照顧、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益等領域的正向發

展，期以永續經營的理念，朝「亞太區最佳

金融服務提供者」的願景邁進。

版圖從台灣出發，逐漸進入韓國、中國

市場，並配合政府南進政策，拓展越南、泰

國、菲律賓等東南亞諸國市場。透過整合集

團資源，提供跨業暨跨境之完整金融服務，

滿足客戶投資理財、籌／融資規劃及金流整

合等全方位金融需求，實現「在地生活，全

球理財」。

公司治理

近幾年針對金融業的法規更新及國家對

於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的政策，皆在提醒金

融業對於公司治理的投入以及實行狀況。尤

以金管會發表的新版公司治理藍圖，當中更

以「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有效發揮董事職能」、「促進股東行動主

義」、「提升資訊揭露品質」及「強化相關

法令規章之遵循」等五大方向來讓公司治理

深入企業並加強落實成效。

元大金控以「掌握先機、創造客戶財

富」、「專注績效、增進員工福祉」、「創

新價值、提升股東權益」，為元大金控企業

文化之核心價值，致力追求卓越的公司治理

與創造經濟價值。隨著公司的海外事業群與

轉投資事業規模逐漸擴大，遵循政府所研擬

的各項與治理相關的政策與法規，元大金將

奠基於過往之基礎，更加提升元大金控集團

的公司治理文化。

永續金融

隨著行動通訊、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

資訊科技之創新，帶動金融科技之蓬勃發

展，金融產業的服務從傳統的實體場所轉變

為隨時於網路、行動等各平台來滿足客戶金

融之需求，從虛實整合的層面提供全方位服

務的金融時代。同時，隨著公司治理與企業

社會責任對企業永續發展愈趨重要，金融商

品與服務之開發與設計也將環境與社會的影

響與風險納入考量。

元大金控集團從客戶需求的角度出發，

除持續運用金融科技提供新穎、快速的數位

金融服務，同時注重與客戶之間的關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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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秉持公平待客原則以及保護客戶隱私，來

鞏固元大金與客戶的信任感與黏著度；另一

方面，善用子公司之核心業務性質，融入企

業社會責任之概念，推展責任融資、責任投

資與普惠金融。從客戶關懷至綠色營運雙管

齊下的方式，打造元大金控金融服務的企業

永續力。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如

何維護客戶關係、重建消費者對金融服務業

之信心，為各家金融業目前所面臨的重要課

題。金融消費者保護係國家金融法制進步之

指標，尤其是當市場上金融業產品與服務愈

來愈多元且複雜，同業間的差異性逐漸縮

小，競爭壓力逐漸擴大，如何滿足客戶需

求、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同時符合法規要

求、金融商品資訊透明，成為所有金融業關

注之焦點。元大金控秉持著誠信、專業、正

直、穩健與致力提供客戶最佳金融服務之價

值理念，以「共創客戶、股東及集團利益最

大化」為目標，作為客戶關係管理的最高原

則。

人才發展

元大屬於金融服務業，員工為公司最重

要的人力資本，如何建立有效、健全的溝通

管道，提供員工友善、平等的工作環境，以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為公司營運管理最重要

的課題。隨著組織規模日益壯大，對人才的

公司治理的管理方針

 

 
 

 
 

 



— 269 —

客戶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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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大幅提升，元大金控秉持著集團「穩

固核心、驅動成長」的發展策略和營運目

標，面對數位金融轉型與國際化趨勢，對外

持續招募優秀專業人才，對內積極投入人才

發展培育，落實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

考量金融服務業之業務特性，員工長

時間在辦公室工作，元大金控長期以來不

斷推動職場職業病預防與健康促進活動，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細項目標

Targets)3.8：「實現全民健康保障」之理念

一致。持續推動各項職場健康促進並提升同

仁對自我健康管理的活動，營造健康溫馨之

工作環境，落實對全體員工健康之重視。元

大金控尊重員工的意願及隱私權，所有員工

身心健康促進活動採自願性參與，且不將員

工參與此類服務或由此產生的健康數據作為

有關績效評核的標準。

環境友善

元大金控深知欲建立綠色企業文化，打

造綠色友善職場，需從自身營運面努力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著手。因此致力於廢棄物減

量，並慎選各類廢棄物回收廠商，確保廢棄

物回收後的處理處置合法且對環境之危害最

小。另外針對用水的部分，元大屬於一般生

活用水，但考量主要的營運地區在台灣，且

台灣每逢冬季常面臨缺水問題，故自發性安

裝節水設備，提升用水效率。另外，體認

到身為企業消費族群之一，還可從採購面著

手，透過綠色採購與供應商管理，支持低

碳、永續商品的企業，擴大永續作為的影響

力，同時降低採購風險，以有效控管與降低

營運成本。同時，考量金融業之主要業務內

容與範圍，能源與氣候變遷可能對企業持有

的資產造成價格波動損失、提高保險商品的

賠付率、增加用電成本等相關營運費用。面

對氣候變遷帶來之企業風險，元大除導入

ISO管理系統，更積極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元大金控集團氣候相關風險與財務影響

元大金控提供全方位金融產品和服務，

包括證券、保險、銀行、期貨、基金、投資

諮詢、風險投資和資產管理等。元大金理解

金融業在全球對抗氣候變遷行動中將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元大金正逐步完善

公司對於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識別及管理

方法，並制定和實施對應策略，以建立公

司內部及客戶邁向低碳轉型的能力，為全

球綠色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元大積極支持

元大金控提升職能之人才發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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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ask Force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Disclosures, 
TCFD)的工作，並按其建議的框架揭露本

年之工作進度與成果。

社會共榮

元大金控集團支持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號召志工投入擴大影響力，創建元大愛心公

益平台，串聯起企業、社福及教育單位、社

區、部落等，並將具體實踐作為落實於五大

工作面向：「弱勢扶助‧兒少關懷」、「助

學培育‧青年自立」、「金融育才‧產學合

作」、「健康醫療‧老年照護」、「社區服

務‧環境守護」，以涵蓋健康、教育、脫

貧扶弱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

「社會共榮」視為元大集團長期追求的願

景，也將其視為責任，從金融服務的核心本

業貢獻與付出，提升社會文化、健康、教

育、生活等公益，創造幸福美好、共享共榮

的社會環境。

在社會公益活動發展多元化的趨勢下，

企業對於社福團體的援助，不再局限於金錢

或物資，更延伸至思考運用企業縝密的團隊

組織，鼓勵志工投入公益行動，串起弱勢關

懷的最後一哩路。元大集團與社福團體以建

立長期、穩定的夥伴關係為方向，鑑於公益

單位人力多有不足的現況，透過號召內部志

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一方面可填補社福團

環境相關目標

元大金控範疇三排放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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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人力缺口，二方面亦可凝聚同仁向心力

與企業認同感，達成企業、志工、社福團體

三方共榮的目標，更進而將此公益精神內化

為企業志工文化。

除了號召內部志工以外，集團更將志工

組織範圍向外擴大，邀集曾接受集團公益援

助對象加入外部志工行列，一同投身公益活

動，將以往「手心向上」的受援，轉化為

「手心向下」的扶持幫助，創造社會共榮的

善循環。

社會發展與金融服務是共存共榮的體

系，金融服務支撐經濟社會之所需，同時也

仰賴社會健全的發展；沒有穩定的社會，企

業發展也將受到挑戰。因此，如何提升社會

文化、健康、教育、生活等公益，是元大長

期努力關注的領域。元大金控集團除投入慈

善公益與環境維護等相關之社會參與活動，

深入服務各營運據點周邊之社區，並且結合

企業核心策略，為金融市場發展及人才培育

貢獻心力，落實集團所堅持付出的社會公益

責任。

元大採取應對氣候變遷的具體行動

志工投入公益平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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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元大金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5 6

 

   

 



— 274 —

元大金公司治理 接軌國際

元大金控是台灣唯一以證券事業體與銀

行事業體雙主軸發展的金控公司，以「掌握

先機、創造客戶財富」、「專注績效、增

進員工福祉」、「創新價值、 提升股東權

益」為核心價值，並重視公司治理、客戶權

益、員工照顧、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益，秉持

永續經營理念，朝「亞太區最佳金融服務提

供者」的願景邁進。

2019年9月中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最新成份股名單

揭曉，元大金同時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

數」與「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

在「綜合性金融服務」產業類別中，是台灣

唯一獲選的金融業，排名全球前十強，顯示

元大金在推動E(環境)、S(社會)、G(公司

治理)各項永續經營表現，已名列全球標竿

企業。

道瓊永續指數於1999年推出，是全球

第一個企業永續評比指標，也是全球最具公

信力的永續評比之一。元大金此次在「綜合

性金融服務」產業類別評比中，獲得全球前

十強的佳績，於「公司治理」、「社會參

與」與「環境永續」評分項目表現傑出，在

關注優化顧客管理與隱私保護、導入氣候變

遷相關財務揭露(TCFD)的架構與內涵、簽

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作為公司減碳目

標、人權議題與金融包容性等方面，獲得高

分肯定。

推動綠色採購連七年獲表揚

元大金指出，今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成

份股，主要是元大金控在多項永續經營有具

體實踐，其中，元大金控暨子公司全台316
個據點，已全數通過ISO 14064-1溫室氣體

盤查，成為查驗覆蓋率100%的金控公司；

配合推行符合國際標準的能源管理系統，擬

訂節能目標及實施計畫，全面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且獲得英國標準協會頒發ISO 50001
認證；推動綠色採購，連續七年獲行政院環

保署表揚；重視員工照護；獲1111人力銀

行「幸福企業服務業大賞」，並且包括金控

與多家子公司均獲衛生福利部頒發「健康職

場認證」；積極社會參與，2018年舉辦公

益活動達62場，全台參與受惠者近20萬人

次，公益平台志工投入時數突破1.45萬小時

等。

元大金指出，為了與國際趨勢接軌，元

大金成立了隸屬董事會層級的「永續經營委

員會」，與該委員會下設「誠信經營推動中

心」及「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積極落

實公司治理。除了9月新入選「道瓊永續世

界指數」與「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份

股外，元大金之前已獲國內外多項肯定，包

括四度入選「台灣永續指數」成份股；獲

選第五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企

業；連續三年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

指數(FTSE4Good Emerging Index)」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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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連續第五年通過

英國標準協會(BSI)認證；榮獲國際知名的

《財資雜誌(The Asset)》頒發亞洲企業最

佳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及投資人關係白

金獎等。

元大金在台灣的通路廣布，至去年底

已有元大證券147個據點以及元大銀行145
家分行，共有超過1萬名的專業金融服務人

員，提供客戶全方位金融服務。元大金近年

著重海外發展，於海外已有135個據點，逐

步朝亞太區域型金控發展，海外獲利比重也

逐步攀高，其中，元大證券更已經拉高到約

兩成以上。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創造財富

元大金整合集團內外部資源，提供顧客

最完整、最有效率且最具附加價值全方位理

財金融服務，以「共創元大金控之股東、客

戶與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成為極具競

爭優勢之金控集團，與元大金控所有利害

關係人共同「創造財富」，並且「實現夢

想」。

元大金相當重視永續金融發展，在數

位金融上也大舉投入資源與心力。元大證

券積極優化數位平台服務，推出「投資先

生」App，以創新業界的人工智慧(AI)選股

技術、直覺下單介面，結合元大投顧專業團

隊，提供投資人選股建議。

元大投信也在2011年9月成立了「新

興市場ESG策略基金」，透過國際標準及

ESG投資篩選流程，挑選具備公司治理、環

境保護及社會公平等ESG概念股，協助投資

人瞭解趨勢，將資金投資於實踐ESG政策的

公司。

元大金相當重視人才的培育，逐年進行

員工意見調查，2018年元大金有將近9,000
名正職員工完成問卷，參與率達87%，較

2017年增加15個百分點。2019年持續進行

員工意見調查，除檢視2017年及2018年調

查結果及後續改善成效外，同時關注員工對

2019年集團營運重點及重要措施的認知度

及認同度，並因應集團國際業務發展，邀請

海外員工參與意見調查。

邁向亞太區最佳金融服務提供者

在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上，元大金也不

遺餘力，借重元大文教基金會的策劃，自

2016年起推動「Dream Big元大公益圓夢計

畫」，協助以教育為主軸的社福團體結合元

大金控資源，透過各種活動形式及創意發

想，創建多元的公益平台。去年該計畫即協

助包括課輔才藝、環境教育、社區活化、老

幼跨齡服務等公益活動，計畫多元創新，每

個相關社福單位均獲得一筆圓夢公益金。今

年來也舉辦了包括關懷罕病、理財教育、防

治金融詐騙、扶助偏鄉弱勢孩童、獎學金與

學童理財教育志工活動等。

展望未來，元大金將秉持「掌握先機、

創造客戶財富」、「專注績效、增進員工福

祉」、「創新價值、提升股東權益」等三大

核心價值，持續透過緊密團隊合作與嚴明紀

律，落實公司治理、法令遵循與風險控管，

使元大金能永續發展，守護環境永續、客戶

與股東權益，持續朝成為「亞太區最佳金融

服務提供者」的目標前進。 (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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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

公司簡介

1992年，創辦人黃永仁董事長結合

志同道合的專業團隊，在台灣創立以「玉

山」為名的銀行，懷著「經營一家最好的銀

行，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建立專家領航

的制度，齊心打造一家銀行家的銀行。玉

山，是台灣最高的山，以玉山為名，我們的

決心就寫在名字上，矢志成為綜合績效最

好、也最被尊敬的企業。玉山自創立之初

就以「建立制度、培育人才、發展資訊」

作為百年事業永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實踐

「專業(Expertise)、服務(Service)、責任

(Business)」的經營理念，透過長期穩健的

努力，朝玉山的共同願景邁進。

2002年，玉山金控成立，開啟玉山新

紀元，整合各子公司的資源包含玉山銀行、

玉山證券、玉山創投，提供涵蓋銀行、證

券、保險、創投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2018年12月，玉山金控及各子公司於

台灣的服務據點，在實體通路方面，包含

玉山銀行139家分行以及玉山證券17家分公

司。在數位通路方面，玉山結合網路銀行、

行動銀行、官方網站、客服中心、自動化服

務設備與分行等多元通路，透過提供顧客線

上線下(O2O)、虛實整合與有溫度的金融

服務，與顧客一同打造美好生活。

玉山國際化發展策略，以「深耕台灣、

布局亞洲」為核心，「建構跨境整合的亞洲

金融平台」為主軸，快速完成亞洲布局。目

前在九個國家地區共有28個據點，範圍涵

蓋兩岸三地、東協及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永續發展策略

自創立之初，玉山秉持誠信正直、清新

專業，堅持穩健正派的用心經營，持續跨越

企業經營的三座大山：綜合績效、企業社會

責任、永續經營。除了在金融本業不斷精進

之外，玉山也堅定地投入資源在企業社會責

任領域，許下對這塊土地的承諾，依循「玉

山金控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執行各項

CSR任務。致力於在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

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ESG三大面向，並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玉山認為在不

斷發展業務的同時，也要持續對社會及環境

有正面影響。

無論是社會及環境的活動，玉山從自己

做起，由玉山人高度參與，並結合金融專

長，進而攜手外界夥伴，以「一份愛牽引更

多愛」的精神，共同讓社會更美好，充分發

揮社會影響力。

利害關係人議合

玉山透過多元化的溝通管道，瞭解利害

關係人關注的議題，並依此擬定主要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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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與執行計畫，以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

期待。2018年透過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及

發送利害關係人調查問卷的方式，蒐集各部

門同仁的意見及評分。問卷評估準則係依循

AA1000SES利害關係人議合原則(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的五個

面向：影響力、關注度、責任、依賴度和多

元觀點。統計結果經CSR委員會核定後，依

重要性歸類為七類利害關係人群體。

顧客價值

金融科技與創新

玉山金支持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台灣

日本東京分行

香港分行中國子行

緬甸仰光分行

柬埔寨子行 越南同奈分行

澳洲雪梨分行

澳洲布里斯本分行

新加坡分行

美國洛杉磯分行

玉山海外整體營運據點

玉山願景三角

成為世界一等的企業公民

綜合績效最佳、也最被尊敬的企業

從自己做起，由玉山人高度參與，並結合金融專長，進而攜手外界夥伴

3i 原則＆持續精進

核心理念

使命

願景

Innovation, Integration,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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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為台灣中小企業戶設計自由公平的

開放性平台，實現全球買、全球賣的目標，

同時玉山也支持GRI 203-1「基礎建設的投

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及GRI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之目標，前者公司

提供應用創新科技進行數位金融基礎建設，

後者公司透過一致無差別的數位金融產品來

提供無差別與平等的金融服務，並且提供各

式免費無門檻的高品質金融服務，藉以促進

社會大眾透過金融的力量消除貧窮、促進社

會就業與經濟發展。玉山致力發展創新金融

服務，同時也重視資訊安全。

玉山長期致力於數位金融全方位發展並

推動「Bank3.0」線上業務，結合普惠金融、

智能金融、場景金融三面向發展，帶給顧客

如水電般隨取即用的數位金融服務，而此線

上業務推動也幫助無紙化業務發展，共同為

減少碳足跡與無紙化環保貢獻一己之力。

普惠金融

玉山銀行從金融業核心能力出發，打造

如水電般便捷的金融服務，降低社會大眾獲

取服務門檻，使不同身份背景的個人或企

業，在玉山銀行開放、平等、多元的基礎下

都獲得適合的金融服務，不僅藉數位金融的

普及性與中小企業貸款專案支持就業與經濟

成長，更提供無障礙金融環境、扶助弱勢族

群以支持FS13「依類別在人口密度低或貧

困地區的接觸點」、FS14「改善弱勢社群

享用金融服務的舉措」，促進社會大眾透過

金融的力量消除貧窮與不平等，促進社會經

濟穩健發展。

服務品質與顧客體驗

玉山長期經營實體及數位通路並整合數

位服務力，致力提供顧客具有溫度、速度與

準度的優質服務，始終堅持從顧客角度出

發，透過良好的團隊合作與持續的金融創

新，為顧客帶來感動的品牌體驗。在服務態

度、作業效率與硬體環境等基本需求精益求

精，並結合科技的力量升級服務的深度，提

供更好的服務品質與顧客體驗。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股東/
投資人供應商

媒體 顧客

社區 政府機關

員工

註：1.社區包含分行周邊社區、公益和環保合作夥伴。
2.供應商包含協力廠商、採購商等，供應商類別說明
請見7.3供應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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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金融

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業需稱職

扮演資金中介角色，善盡財務供應鏈的社會

責任。因銀行的資產與資源主要來自於社會

大眾的信賴與支持，金融機構的重要企業社

會責任，即是妥善運用社會資源，有效發揮

影響力，促進經濟及金融穩定，同時引導往

來企業重視環保及公益，達到環境及社會永

續發展。

幸福職場

人才培育與發展

隨著Fintech浪潮來臨，產業面臨數位

轉型，玉山銀行長期投入金融科技創新，

近年來持續透過與各大專院校合作舉行競賽

活動及提供實習機會，投入資源培育科技人

才，增進台灣金融人才大數據、AI人工智

慧、數位金融的實作經驗。此外更結合各界

的力量，從產、官、學三面向，槓桿內部金

融專業及外部技術支援，為台灣金融業數位

新世代打造寬闊的遠景。

因應海外布局，玉山積極深耕東協地區

人才培育，透過與東南亞學校產學合作，讓

當地優秀學子提早接觸金融業、或前來台灣

學習，並提供金融專業指導及資源贊助，在

2018年更透過海外分子行的力量，與在地

院校簽定合作協議，提供實習、獎助學金及

參訪等完整交流計畫，將台灣產學資源槓桿

至東南亞。

競爭力精進計畫

〈玉山實踐永續金融框架〉

企業文化 / 共同願景

法金授信業務

永續授信原則

投資業務

永續投資原則

財富管理業務

商品審查流程

零售銀行

顧客盡職審查

CDD/EDD

1. SDGS
2. 法國巴黎氣候協定
3. 赤道原則
4. PRI責任投資原則
5. PRB責任銀行原則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內部政策及規範國際原則及協定

FINTECH
競爭力
精進計畫

提升員工專業能力
(Abi l i ty to Innovation)

創造員工職涯發展舞台
(Transformation for Value)

打造人才供應鏈
(Talents for 
the future)˙產官學專案合作-科技人才培育 

˙深耕校園種子計畫-縮短學用差距

˙東協產學計畫-強化海外人才供應鏈

˙全體同仁-提升數位自主學習

˙希望工程師-管理能力提升

˙科技聯隊-創新學習模式

˙發展導向的績效管理

˙以崗定薪、以績定獎的薪酬制度

˙打造完備的退休保障

玉山實踐永續金融框架



— 280 —

員工關懷與友善工作環境

玉山關心同仁、照顧同仁，以打造「玉

山人快樂的第二個家」為目標，2018年非

擔任主管職務平均福利支出119.5萬，較

2017年增加29,175元，總福利支出成長率

2.5%。致力於營造快樂和諧的友善工作環

境，提供同仁人生旅程各階段完善的保障。

因應金融環境、科技發展之趨勢，人力

資源處提供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諮商，協助

員工擴大業務範圍或進行職務輪調。而針對

職涯中止以及終止雇用員工之職涯轉換協

助，人力資源處窗口與業管單位共同關懷，

期望同仁未來能有很好的發展。

環境永續

台灣黑熊保育計畫

台灣黑熊是台灣唯一原生的熊類，台灣

黑熊的存續，不僅攸關此物種於台灣的保

存，更代表森林生態系的完整性和整體生物

多樣性的保護，玉山金控自2012年起，結

合台灣黑熊保育與復育單位，包括行政院農

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玉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台北巿立動物園與台灣黑熊保育協會產

官學等單位共同合作，致力於推動一系列台

灣黑熊保育活動，響應台灣原生物種保育。

玉山銀行花蓮分行以「台灣黑熊」為主

題，推出國內首家動物保育特色分行「黑熊

分行」，融合保育與生態多樣性，倡導人與

大自然、野生動物共生共存的理念，希望讓

台灣黑熊保育概念持續扎根。

特別打造的花蓮黑熊主題分行，在空間

設計上，一走入分行大廳，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大型黑熊公仔迎接顧客，而在分行營業大

廳等候區設有影音專區，配置大型液晶電

視，播放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發行的玉山

育熊記錄片，牆上掛圖也富有黑熊圖像，更

特別的是，營業大廳還設有黑熊小學堂專

區，融入豐富多元的台灣黑熊保育資訊，讓

顧客申辦金融相關服務之際，也能閱讀保育

知識，ATM自動化服務區另以顯著的台灣

黑熊圖像妝點，「熊」味十足！

玉山銀行黑熊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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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度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金融業第1名。
˙連續5年入選「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3度入選DJSI「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成分股。

˙稅後獲利170.68億元
˙ROE 11.04%
˙唯一獲得國際信評穆迪

「A級信評」的民營金控

˙完成137所玉山圖書館
˙關懷學童1.3萬名人次

˙全通路顧客滿意度82.12%
˙數位活躍顧客119萬人

˙人才保留率90.46%
˙非主管平均福利支出

119.5萬元

永續評鑑

金融 社會環境顧客 員工

稅後獲利
（百萬元）

淨值報酬率
（%）

資產規模
（百萬元）

ESG績效與目標

〔經濟面〕

非主管平均福利支出
（萬元）

人才保留率
（%） 玉山圖書館

〔社會面〕

國內再生能源發電
裝置量（MW）

每單位營收碳排量*
（公斤/仟元）

每單位營收用水量*
（公升/仟元）

〔環境面〕

13,135

14,757

17,068

2016

2017

2018

10.35

10.54

11.04

1,884,300

2,074,388

2,287,787

111.1

116.5

119.5

2020年125萬

2016

2017

2018

目標

91.5

92.1

90.46

2020年90%以上

110

125

137

2025年200所

18

58

70

2021年400MW

2016

2017

2018

目標

0.564

0.517

0.488

2025年降低25%

4.11

3.81

4.08

2025年降低15%

˙2座LEED黃金級國際認證
綠色機房

註：以2016年為基準年，並以碳排放量、用水量對淨收益的每單位營收

排放量為目標。

永續亮點

(資料來源：2018年玉山金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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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傳愛 從台灣延伸海外

玉山金控為國內中型金控，2018年市

值突破2,000億元，10月市值突破3,100億
元，前三季自結稅後純益157.8億元，年成

長18.2％。玉山金善盡金控社會責任，今年

更從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手中獲得最佳金控

CSR金質獎，彰顯玉山金要以金融本業為核

心，將永續發展融入企業營運的目標。

玉山金控今年更連續六年入選「道瓊永

續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並四度入選「道

瓊永續世界指數」，更獲得銀行業(Banks 
Industry Group)世界排名第三名、亞太區第

一名的佳績。

玉山金控總經理黃男州表示，玉山秉持

誠信正直、清新專業，堅持穩健正派的用心

經營，積極連結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Fs)，將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

納入投資分析以及決策制定過程。

為了擴大玉山CSR的影響力，為更多人

帶來更美好的生活，玉山金將CSR正面影響

力朝三個方向延伸。第一是地域的延伸，將

好的經驗以及活動從台灣帶到海外；第二是

接軌國際，參與更多國際標準，持續接軌領

先的思維以及制度；第三是數位化推動，運

用新興科技將更多社會活動結合數位力量。

玉山金控在2011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透過公司治

理、社會公益、環境永續、顧客權益與員工

照顧五個工作小組整合資源、提升公司治理

效率。2018年總計召開38場工作會議，定

期向董事會報告CSR策略與執行成效。

率先導入赤道原則

不光自己要做好企業社會責任，導入赤

道原則並宣布不再提供煤電廠專案融資，玉

山是國內率先同時導入赤道原則以及綠色債

券的金融業者，目前累計通過11件赤道原

則案件，並積極輔導民營企業發行綠色債

券，玉山以企業經營的長期價值為核心，與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聯合國責任

投資原則(PRI)、赤道原則(EPs)等國際準

則接軌。

今年，玉山金子公司玉山銀宣布，不再

提供燃煤電廠專案融資，落實永續原則。為

了響應節能減碳，改善空氣汙染，減緩地球

暖化，玉山銀行宣布自即日起，不再新承作

燃煤火力電廠專案融資，既有案件屆期後也

不再續約，這項授信政策適用於玉山銀行國

內營業單位及九個國家地區共28個海外據

點，與世界各地共同追求環境與社會的永續

發展。

玉山銀因為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連帶也

重視往來顧客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在徵授

信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中進行環境、

社會與公司治理層面評估，針對致力降低碳



— 283 —

排放、減少耗能及汙染、引進環保設施之企

業或綠能產業，提供適當融資協助及條件優

惠。對於土石採礦、油氣開採等ESG高風險

產業進行審慎評估，採用分級方式管理，確

保貸放資金不會造成負面衝擊或隱含重大風

險，逐步降低ESG高風險企業對環境及社會

永續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海外方面，玉山金牽手馬偕醫院與希望

之芽協會自2016年開始前往柬埔寨及緬甸

偏鄉地區義診，今年是第四度攜手合作，由

馬偕醫院醫師組成醫療團，玉山銀柬埔寨子

行同仁為翻譯團，提供全面性醫療健檢服

務，四天看診人數超過2,000人以上，總計

四年來造福上萬名的偏鄉村民與兒童。

在幾次的義診過程中，更發現了兩位小

男孩有進一步的醫療需求，安排小男孩到台

灣接受心臟手術，讓台灣的愛傳到東南亞。

發行零碳信用卡

在國內金融商品方面，玉山銀更全面發

行零碳信用卡，創下台灣金融業企業社會責

任領域首創的紀錄。四年來，包括全世界首

創的「識別卡產品類別規則(PCR)」、推

動「玉山世界卡」、「玉山ETC悠遊御璽

卡」及「玉山ETC悠遊鈦金卡」取得碳標

籤，榮獲「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成為首

家獲獎的金融業。

2019年玉山銀更進一步擴大至全系列

信用卡碳標籤認證，並購買台灣本地彰濱再

生能源風力發電產生之碳權，進行碳抵換

(carbon offset)，並經由SGS公正第三方查

證，達成碳中和之宣告。即日起，玉山銀行

新發行的每張全系列信用卡皆為「零碳信用

卡」，為金融業企業社會責任首創。

由於碳標籤已經成為環保新趨勢，玉山

銀將全系列信用卡商品導入碳標籤，並持續

實施信用卡碳排放減量工作，在原物料、製

造、發卡配送、使用消費、每月對帳單到卡

片廢棄，都進行減排規劃，讓每張信用卡碳

排放量降幅18％，成功將社會企業責任落

實在金融商品上。

生一胎補助10萬元

在員工福利方面，玉山協助女性同仁可

以在職場與家庭照顧取得平衡，提供安全衛

生以及相關福利措施，包括製作新手媽媽手

冊，針對不同懷孕階段，提供產前保健、

產後護理、勞健保、育兒福利等說明。另

外，並推出一胎補助10萬元的玉山寶貝成

長基金，並提供優於法規的60天產假、六

天陪產假制度，也提供女性員工設計師量身

訂製的專屬孕婦裝。每年定期舉辦母親節音

樂會，邀請玉山人的母親與顧客，共度感性

與藝術的美好夜晚，也在父親節舉辦展售活

動。

為了鼓勵員工培養運動習慣，也於總部

大樓、科技大樓及希望大樓設置三座運動健

身中心，請專業教練協助成立桌球社、羽球

社、熱舞社、瑜伽社等運動性社團。

另外，也推動「數位競爭力培育計畫」

持續強化數位創新與資訊應用能力，協助員

工發展第二條成長曲線。配合個人發展計

畫(IDP)，開辦線上數位課程，提供領導管

理、整合行銷、商管專業等大師課程。

 (楊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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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

公司簡介

第一金最早成立於1899年，秉持「百

年傳承，創新服務」的品牌精神深耕台灣已

屆兩甲子，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百年字

號的金字招牌讓公司兢兢業業，持續且堅定

地強化公司治理、客戶關懷、員工照護、環

境永續及社會公益各面向之永續發展。

2003年1月2日，以第一銀行為主體的

第一金控正式成立，在第一銀行累積的穩

固基礎上，於2003年7月31日再橫向結盟異

業，換股合併一銀證券、明台產險、建弘投

信，集團版圖因此橫跨銀行、證券、產險與

資產管理。同年7月28日，更成功以新股發

行台灣金融機構首宗海外存託憑證，募集約

新台幣173億元，並有效改善第一金控及其

子公司之財務結構。

2018年集團依循「深化綜效、共享價

值」之經營策略，各項核心業務維持成長，

集團資產規模已達2.94兆元，合併淨收益

602.49億元，較2017年增長18.54%，稅後

淨利173.32億元，連續四年站穩150億元以

上水準，稅後每股純益為1.4元。除透過第

一銀行持續擴充海外市場，朝向「亞洲區域

型金融機構」之目標邁進外，更結合大數據

與人工智慧，應用精準行銷，帶動創新能

量，致力發展金融科技，目前已取得發明專

利15件、新型專利39件，提供客戶更多元

便利及安全的金融服務。

永續治理

第一金控集團以子公司第一銀行為經營

主體，集團成員包括證券、投信投顧、保

險、金融資產管理、創投管顧、租賃等銀行

以外之金融相關事業。2018年集團各項業

務均展現亮麗成果，持續延伸海外業務觸角

朝「亞洲區域金融機構」之目標邁進，致力

發展金融科技、新型支付、人工智慧及大數

據研究等，深耕核心業務，透過智慧服務、

通路轉型、跨業合作及數位平台等四大面

向，發展多元智慧服務、提升通路價值、創

新金融科技應用，並扎根基礎工程，強化數

位營運平台，持續落實營運模式轉型。另為

提升集團租賃事業經營管理效率，並因應主

管機關監理趨勢，進行大陸租賃事業整併計

畫，藉由整合集團資源，達成增強大陸租賃

事業整體風險承受度及管理一致性目標。

在銀行子公司的穩固基礎上，2018年
各項核心業務保持成長，淨金融商品損益成

長46.37%，獲利貢獻最為亮眼，海外分行

獲利(含OBU及美國子行)占全行比重亦達

45.32%，中小企業放款市占更連續第九年

位居全體銀行首位。

除財務績效以外，第一金控集團秉持

「綠色金融第一品牌」永續經營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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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創新推展綠色金融商品及服務，力挺低

碳經濟，提供綠色產業發展及轉型升級所需

資金，積極整合虛實通路，打造智能客服，

以滿足新世代的數位金融需求。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及企業公民亦獲國際認同，連年

獲選為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成分股，晉

身國際級的優質標竿企業，更首度榮獲英國

CDP機構氣候變遷調查「領導等級」A級榮

耀，為台灣唯一獲此榮耀的金融機構，創下

台灣服務業獲得最高評級首例。

綠色金融

氣候變遷之風險與機會

第一金控為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

實，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下設「客戶

關懷」及「環境永續」小組以貫徹「綠色

金融」經營理念。公司設置「綠色金融委

員會」分由「綠色融資」、「綠色消費金

融」、「綠色審查」及「綠色投資」等四個

面向支持「綠色金融」之發展。由企業社會

委員會之環境永續小組負責辨識潛在之氣候

變遷風險並規劃永續因應措施。

第一金的承諾，是經由股權及商業活動

將資源投入綠色金融相關產業，提升綠色金

融商品之廣度與深度，善盡社會責任。在目

標上，第一金要做：

・結合核心職能，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實踐「綠色金融第一品牌」目標。

・導入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架構

(TCFD)分析集團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強

化氣候變遷治理。

責任投資、盡職授信及供應商管理

第一金證券投顧公司每二周檢視並修訂

「違反社會責任之不可投資名單」，透過集

團證券投資平台，提供金控、銀行、證券、

投信、人壽及創投六家公司投資審查參考。

・企業授信及投資案件之徵信及審核應

採用「綠色融資審查原則」，以評估授信戶

48.32%

2.67%
1.08%

47.24%

0.685%

淨收益依業務種類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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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對象對環境及社會永續之影響。

・要求於子公司通路上架商品之保險及

基金公司須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簽

署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

・訂定「供應商管理要點」，作為集團

各公司管理供應商之政策與指導原則，要求

供應商遵循國際人權公約、法規及公認之基

本勞動人權原則、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職業

安全衛生、誠信經營及企業社會責任等國際

趨勢。

低碳營運與循環經濟

為確保環境生態的永續穩定，第一金控

集團隨時以環境之永續經營為責任，配合各

項低碳營運作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

廢棄物，致力發展永續再生循環家園。集團

的承諾包括：一，減降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排

放強度，擬訂營運策略並設定減碳目標，實

施提高能源效率措施，以達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量之目標；二，興建辦公大樓或改裝辦公

場所時，優先採用對環境及人體健康負面影

響最小的綠色環保建材；三，引入高效能之

電器設備、發電系統、ISO驗證指引並採購

搖籃到搖籃設計理念商品，將營運過程與循

環經濟理念結合降低能資源消耗。

目標：

・2030年集團年排碳量較2005年減少

20%。

・2050年集團年排碳量較2005年減少

50%。

・每年改善五棟自有舊大樓能源效率，

取得綠建築標章。

・導入ISO各項環境或能源管理系統並

取得驗證。

・每年至少建置二處屋頂太陽能發電系

統，提升再生能源使用量。

生態與環境永續

第一金採用節能、環保用品，減少使用

拋棄式產品並妥善處理廢棄物，定期舉辦

內、外部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促進及推廣

生態及環境永續理念。公司承諾：一，經由

志工服務及公益活動，致力於自然環境保

護，達成環境永續目標；選用具環保標章或

可回收材質之營運活動所需用品並致力於資

源回收及生活垃圾減量。

綠色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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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包括：一，透過由內而外的環

境教育及各種綠色志工活動推動生態與環境

保育；二，持續與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

供應商及客戶等外部單位合作推廣節能減碳

之理念以擴大影響力。

數位金融創新與包容

因應金融數位化趨勢，以金融科技之智

能發展為基礎，持續布建虛實整合場域，藉

由資訊核心系統轉換，強化跨組織商品模組

協作等方式，提升內部管理效能，並精進客

製化智慧服務。積極整合虛實通路，切入新

型支付、數位體驗、金融科技、大數據分析

等應用領域，打造智能客服，提升行動及網

路金融服務之便利性。以「智慧服務、通路

轉型、跨業合作及數位平台」四大面向發展

多元智慧服務，提升通路價值，創新金融科

技應用，扎根基礎工程，完善數位營運平台。

幸福職場

人權保障與性別平等

第一金確實遵守並保障員工享有國際公

認之勞動人權，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

約核心勞動標準」、「聯合國全球盟約十

項原則」、「社會責任指引ISO26000」、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並將保障內容公開

於公司內部資訊，各營運據點均遵循在地人

權保障相關法令與規範，職場環境及薪酬政

策應合規、正當、公平且合理，員工不因種

族、性別或其他任何情況而遭受歧視，均享

有同工同酬、不受性騷擾及女性員工懷孕期

間工作保障的權利。公司的承諾是提供公

平、合理且富競爭力的職場環境與薪酬政

策，保障員工參與工會活動之權益，確保勞

資溝通管道順暢，並秉持誠信原則議定團體

第一金控溫室氣體減量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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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約。在目標上有以下幾點：

・通暢勞資交流平台，提升勞資溝通運

作效益。

・員工薪資給付係本著公平、合理原

則，不因性別或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

・提供良好及公平的工作環境，不強迫

勞動、不歧視、與勞工及工會維繫良好的勞

資關係。

人才培育與管理變革

配合公司發展目標，提供全方位教育訓

練，培養各級人員在組織系統上充分發揮其

職能，並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涯發展檢核，以

有效提升全體員工之職能。第一金的承諾，

是秉持「員工為企業最珍貴資產」理念，加

速人才發展，持續進行員工培育，確保員工

均有接受各層級教育的管道與職業訓練，鼓

勵員工發揮潛能，創造價值。在目標上，要

做到：

・執行員工適性評估與人才評等，強化

員工職涯發展計畫。

・優化教育訓練計畫，提升員工職能優

勢。

・提供員工充分學習各項業務之機會，

進而累積實務經驗以強化專業知能。

・提供員工職涯發展藍圖與輔導機制、

建立穩健的接班團隊。

・確實掌握員工工作績效，強化員工職

涯發展計畫。

・使全體員工學習不受限，並養成同仁

以數位學習平台為即時工具書，強化核心業

務之專業能力，以有效提升員工職能。

人才吸引與留任

員工是金融服務業的核心，從募才、育

才、留才到護才，致力於架構完善的薪酬制

度與福利措施，吸引優秀人才並降低人才流

失。第一金承諾，要打造良好工作環境，協

助員工兼顧工作與家庭，提供具競爭力的薪

近五年電子通路使用率成長

近五年電子通路使用率成長 7.82%

72.41%

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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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制度及優質福利措施，落實員工照護，優

化人事管理機制，積極引才與留才。在目標

上要做到：

・公平、公正辦理招募作業，延攬多元

背景之優秀人才。

・提供完整多元的福利制度，打造友善

工作環境。

・推動員工擴展人際互動，促進工作與

生活平衡。

・精進薪酬制度，提高薪酬競爭力與激

勵效果。

職業安全與健康

防止職業災害，保護員工安全與健康，

恪遵法規，諮詢溝通，控制風險，以提升職

業安全衛生績效。第一金的承諾，是營造健

康工作環境，推動職場身心健康措施，提升

勞工健康勞動力。公司並希望達到以下的目

標：

・每年依據職業安全風險管理地圖辨識

員工健康風險，規劃並檢討各項風險預防計

畫，執行風險減緩措施。持續提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作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文

幸福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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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導入「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為員工建立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降低職業安全衛生災害的發生頻率。

社會共融

普惠金融落實

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金融友善服

務，緩解偏鄉地區金融服務不足的問題，同

時建立民眾正確的金融消費與理財理債觀

念，協助建構更為健全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第一金的承諾，經由股權投資及商業活動將

資源投入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之組

織，以利社會永續發展。在目標上要透過普

惠金融商品與服務增加弱勢及偏遠地區民眾

資金借貸管道、保險保障等金融商品與服

務，以提升其生活品質，並拓展金融業務多

元化商機。

公益活動與效益評估

透過整合企業資源，關注環境、弱勢

族群、銀髮族及身心障礙者，以「社會關

懷」、「藝術文創」、「體育競技」、「綠

色關懷」四大公益策略，協助解決社會與環

境問題，並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第一金

承諾秉持「在地經營 在地關懷」的精神，

致力於環境永續及社會關懷，給予社會實質

的幫助。目標要做到：

・綠色關懷：從集團自身做起，打造環

境教育場域，致力推廣環境教育相關知識，

協助弱勢團體、社福機構汰換LED燈，攜

手認養契作支持小農友善耕作，結合多方力

量共同投入環境永續活動。

・社會關懷：關注社會變遷的影響，積

極為弱勢孩童及高齡者創造更友善的生活環

境，並藉由舉辦各類理財及健康講座提供年

長者樂齡生活，並協助遭逢變故的學童及家

庭走出人生困境，亦藉由兒童安全教育、校

園反毒教育之推廣，保障下一代的健康與安

全。

・體育競技：舉辦桌球、網球大型賽

事，賡續桌球隊培訓計畫，支持國內體壇發

展，長期培育菁英選手／球隊外，提升全民

健康運動風氣。

・藝術文創：致力於文化保存及傳承，

並透過舉辦大型音樂會提供新銳音樂家展演

舞台、舉辦多元化藝文展覽提供國內藝術家

創作發表平台，並邀請藝術家將藝術文創推

廣至偏鄉，回饋社區，以提升社會之藝術文

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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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台公益活動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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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邁進綠色金融第一品牌

近年來全球投資人十分關注企業因應

氣候變遷的行動，企業的E(環境)S(社會)

G(公司治理)表現將直接影響投資人的投資

意願，金融業於財務供應鏈應擔負之社會責

任更顯重要。第一金控自2010年即將環境

永續議題融入日常營運，同時結合核心業務

訂定「綠色金融，第一品牌」之永續經營目

標。

第一金控董事長廖燦昌表示，有感於全

台74棟自有行舍大樓因老舊致節能效率不

彰，於2010年組成「綠建築標章取得計畫」

團隊，八年來已將22棟舊行舍大樓改造成為

鑽石級綠建築，其中宜蘭分行更是全台唯一

古蹟取得鑽石級綠建築標章，又將此維護歷

史建物之理念延伸至海外，2018年倫敦分

行獲准依英國舊建築物綠建築BREEM系統

最高等級「Very good」進行改善工程。

2014年起參採赤道原則精神訂定「綠

色融資審查原則」，不分海內外、不限金

額，向所有企業授信戶徵取「企業社會責任

承諾書」，至2018年底共徵取16,659件，

海外分行則完成2,913件「企業社會責任評

估表」，引導客戶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更將

違反社會責任之企業列為不可投資名單。

而為強化氣候變遷治理，於2018年依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發布之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辨識集團氣

候變遷風險並提升綠色金融商品之深度與

廣度，除連續四年獲選DJSI「新興市場指

數」成分股外，並連續兩年入選「世界指

數」成分股，且為全球銀行業第五名之台灣

銀行業者，更於 2019年1月榮獲英國CDP氣
候變遷問卷Leadership A List領導等級，為

台灣金融業首例。

企金、消金推出綠色產品

廖燦昌指出，旗下子公司第一銀行在消

金業務上，推出多張綠色信用卡，包括：台

灣首張結合有機養生與大地環保概念的公益

聯名卡(里仁卡)，還有綠活卡，以及與宜蘭

縣政府合作發行森林宜蘭認同卡，上述三卡

都會依照客戶的刷卡金額，提撥一定的比例

金額捐贈相關單位。

除此，廖燦昌說，改造自有舊建築物降

低對環境之影響而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同時，

在核心業務方面亦考量都市更新的宗旨與第

一金綠色金融的政策相符，2009年推出「一

條龍式」都市更新融資業務，案例包括：「台

北市水源路四、五期整宅社區自力都更案」

及「台北市信義區永吉段四小段都更案」。

社會公益方面，廖燦昌分享一個溫馨案

例，住在南機場忠勤里患有乳癌的林奶奶，

因乳癌開刀而喪失聽覺，丈夫為了照顧林

奶奶過於疲累而過世，80幾歲沒有子女的

她，每天只能吃饅頭夾菜，或是煮一大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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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分好幾天吃，身體機能退化加上營養不

良，讓老人家的身體愈來愈虛弱。該社區方

荷生里長就想，是否可以用提供餐食的方式

減少獨居老人生病或孤獨死在家中的狀況？

後來里長希望這些獨居長輩們可以走出

家門，到里長辦公室用餐，如此一來他們可

與鄰里長者聚會聊天，也可以活動筋骨，遂

成立社區的共餐廚房，由方里長到各處募捐

新鮮食材，並提供社區媽媽們工作機會，讓

她們幫忙料理餐食，不僅社區長者及弱勢家

庭能夠溫飽，也同時溫暖了他們孤單的心。

由於忠勤里是台北市弱勢族群比例最高

的社區，逾65歲長者有1,500人，中低收入

戶逾300戶，還有500多名身心障礙者，第

一金控得知忠勤里的情況後，近年來先後捐

贈兩座大型冷藏庫協助該社區興辦「食物銀

行」、「弱勢里民共餐」及「續食餐廳」，

讓募捐來的食材得以延長保存期限，亦解決

民生匱乏及剩食問題。

董座廖燦昌帶隊當志工

廖燦昌也親自帶隊充當志工，送給食物

銀行新鮮的芭樂等蔬果，一銀志工隊也於今

年端午節到社區與獨居老人一起包粽子歡度

佳節，讓社區感受到滿滿的關懷。

第一金控亦將關懷觸角延伸至海外，自

2015年即結合海內外志工，深入柬埔寨金

邊及寮國永珍偏鄉地區，舉辦義診或捐贈牙

刷、牙膏、肥皂、營養口糧及保久乳等民生

物資，亦提供文具包、洗衣機、儲物櫃、瓦

斯爐與電燈給當地特殊教育學校及偏鄉小

學，讓孩子們能在健康的環境中學習成長。

2018年海內外總計舉辦165場公益活

動，受惠者逾15,000人次，未來亦將持續整

合企業資源致力於環境及社會問題的解決，

為社會帶來改變！

第一金控已連續24年支持台灣體育發

展，除成立第一銀行男子桌球隊外並長期贊

助八所學校桌球培訓費用，且連續11年舉

辦全國性桌球錦標賽，連續四年舉辦桌球夏

令營，讓桌球運動向下扎根，2018年投入

培訓費用約1,058萬元，一銀桌球隊四名選

手入選國家代表隊，總計獲三金五銀九銅且

獲國內外競賽獎金共計233.6萬元。

同時，連續十年攜手客戶正新集團舉辦

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另外，持續贊助舉重運

動，2019年舉重隊在總統盃舉重比賽榮獲六

個量級冠軍，2020年更將代表台灣參加東京

奧運，獲教育部體育署頒發體育推手獎「贊

助類金質獎」及「長期贊助獎」雙獎殊榮。

致力成有溫度的員工照護者

員工是企業最珍貴的資產，第一金控致

力成為「有溫度的員工照護者」。2019年
開辦員工儲蓄暨持股信託，讓員工自由選擇

「儲蓄信託方案」或「持股信託方案」，並

於員工離職時領回全額自提金帳戶投資餘

額，透過福利未來式吸引及留任人才。

亦重視少子化問題，大幅提高員工生育

津貼，首胎至第三胎以上分別補助每胎5、
8及10萬元，並提供結婚津貼3萬元。另有

完整多元的福利措施，例如近兩年推動全體

員工辦理「低輻射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

檢查，12名員工及早發現確診肺癌得以及

時治療。員工餐廳聘請專業營養師設計食譜

控制熱量，並與有機農場合作，提供安全健

康的午、晚餐。 (林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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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金

公司簡介

華南金控為台灣第一家成立之金融控股

公司，於2001年12月19日由華南商業銀行

及永昌綜合證券以股權轉換方式設立，總公

司位於台北市。為擴大金融服務領域，集團

先後納入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南

永昌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其後並投資設立華

南金創業投資公司、華南金管理顧問公司及

華南金資產管理營運據點公司，持股比例皆

為100％。為提升營運績效，華南金創業投

資公司於2013年吸收合併華南金管理顧問

公司；華南商業銀行於2017年合併華銀保

險代理人公司。未來，華南金控將在嚴謹的

風險控管下，穩步擴張業務經營能量，持續

發揮集團經營綜效，朝向亞太地區優質金融

機構之願景前進。

永續治理

公司治理

華南金控積極落實公司治理，堅實法遵

文化，將風險有效控管，穩健集團獲利，建

立永續治理發展之基石。華南金致力於維持

超越同業標準的商業道德與有效的權責機

制，在業務各個環節保持高水準的公司治理

制度，以誠信的態度經營業務，一點一滴形

塑公司治理文化，期使集團各公司能實現股

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長遠利益。公司營運

符合法令規範，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司管理階層對於法令遵循的落實，除了依

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以及華南金「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等規定，以建立良好的內部控

制制度外，並具體落實法令遵循制度與進行

風險管理，確保營運符合法令規定。

誠信經營

誠信原則的厚植是金融業永續經營的磐

石，為加以落實並強化，進一步形成良好的

誠信文化，華南金深信必須具體落實在公司

活動之各項層面，因此不單是對客戶、對員

工，甚至是對社會、環境，皆以誠信原則為

首要的基本準則。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乃華南金重要核心競爭力之

一，且集團之業務性質即為接受及管理風

險，任何涉及風險之業務決策應基於風險與

報償間之適當平衡。華南金風險管理之目標

係建立並執行一套可適用於集團所有成員之

標準，並據以辨識、衡量、控制、承受及管

理風險，反應集團業務目標及企業價值，以

達成創造股東價值極大化之目標。

法令遵循

國際上對法遵、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等

監理標準愈來愈高，後續衍生法令遵循風險

控管問題日趨重要，為符合國際趨勢與時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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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華南金除維持既有法令遵循功能，並持

續精進展開各項強化措施。舉例而言，經由

積極建置資訊系統檢視法令變動及執行法令

遵循各項工作，以降低人工作業成本及管控

的疏漏，並透過完整的知識庫管理系統或集

團員工網站內部章則彙整，隨時上傳最新法

令規範與表單，方便員工查詢，以落實法令

遵循事宜。此外，集團各項法令遵循資料已

能透過法令遵循資料系統進行陳報，以有效

隨時掌握集團各項法令遵循事項，瞭解法遵

風險之所在並及早因應。

不單如此，華南金更進一步開始進行法

令遵循風險評估與管理架構，以形塑並堅實

企業法遵文化。為提高全公司員工遵法意

識，持續藉由諮詢溝通、法令宣導、教育訓

練、違法違規或內外部稽核查核重大缺失等

重要法遵事件研析分享，以案例及實務結合

法令規範進行解析與說明，以利員工對於法

規暨實務有更深一層之認識，避免有違法之

情事，使法遵文化內化為公司企業文化及組

織語言。

金融創新與服務

發展數位金融與創新

因FinTech的快速發展，人們的金融行

為模式已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為能更

精準、即時了解客戶需求，華南金從客戶的

角度出發，透過「通路整合」、「行動支

付」、「數位行銷」、「大數據運用」及

「人才培育」等五大面向，持續推動數位金

融發展，致力整合運用集團資源與虛實通

路，在金融專業基礎上導入最新科技，建立

自動化的全集團金融產品服務推薦機制，以

打造滿足客戶多元需求的一站式金融服務平

台，並藉由培養內部大數據分析師與網羅校

園金融科技優秀學子，為集團持續注入金融

科技創新能量。未來，華南金將秉持「一切

以客戶為中心，注重客戶極致體驗」的服務

理念，提供更優質的金融產品與服務，使客

戶在日常生活中能時刻感受到便捷、即時、

安全、創新且零距離的貼心感受。

重視客戶權益

「以客戶需求導向為中心」為華南銀行

服務客戶的經營理念。華南銀行以客為尊，

非常重視客戶的意見，採用客戶較能理解與

接受的溝通及服務方式，持續的關懷與聯

繫，拉近與客戶的距離，為確保落實客戶權

益，執行客戶滿意度調查。另華南金亦重視

身心障礙者權益，提供各項友善金融環境，

確保身心障礙人士充分享有基本權利、平等

及合理便利金融服務，以全方位維護及增進

客戶權益。

金融交易與金融環境日趨複雜，帶給投

資人許多風險，也凸顯金融業者對於己身及

顧客金融交易風險承受度的管理不足。金融

業首重誠信，如何維護客戶權益，透過公平

設計與銷售金融商品，並積極取得認證理財

規劃顧問(CFP)資格認證，提升專業能力，

協助客戶進行財富管理，是華南金長期努力

的目標！同時華南金也透過多元的客戶溝通

機制，了解客戶需求。

資訊安全

近年來企業及政府機關遭受網路駭客入

侵、勒索抑或個人資料外洩等情事頻傳，資

訊及網路科技的提升雖然大幅改善了企業或

消費者的使用經驗，但背後隱含的卻是資訊

防護及資安管理等重要議題。企業除聽取資

安顧問的建議，著手改善資訊漏洞，對於風

險轉嫁及投保意識亦有顯著提升，另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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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就金融機構是否妥善規劃資安管

理，亦同樣高度重視。伴隨數位金融科技的

發展，網路風險將升高，駭客及各式網路攻

擊都可能會入侵金融業資訊系統，資訊安全

防護需更加精進，防範成本亦必然提高。

華南金控及各子公司除了落實ISO27001相
關資安管理制度外，更積極配合政府與主管

機關的資訊安全規劃，華南金控及相關各子

公司皆已加入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F-ISAC)會員。

註：各子公司取得重要金融專利項目如下：

已通過專利

申請類別

行動

平台
大數據 AI 區塊鏈

安控

機制

生物

辨識
其他 總計

華南銀行 21 6 4 2 3 5 9 50

華南永昌證券 0 1 4 0 0 0 1 6

華南產險 1 0 0 0 0 0 0 1

華南永昌投信 0 0 0 0 0 0 1 1

 

截至：2019.03.28

華南銀行：於 2016年 9月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電子紅包搖晃配對」專利，除成為首家取得
金融科技專利的泛公股行庫外，並於次 (2017)年初搭配春節送紅包之習俗，將該專利實際運用於金

融服務中，推出「揪團搖紅包」行銷活動，讓客戶只要「搖」動手機即可發送紅包，又能搖出現金

回饋獎項，使客戶感受到數位金融的便利，同時也能拿到好康。近年更持續積極發展金融科技，陸

續取得包括「行動提款系統」、「金融帳戶管理系統」、「兩地雙活資料中心」、「雙活備援架

構」及「證件影像上傳及查詢系統」等重要專利。

華南永昌證券：股市資訊詭譎多變，面對複雜難懂的分析報表，大多數投資人感嘆「想要簡單的選

支好股票真難啊 !」。有鑑於此，華南永昌證券自 2016年起與華南投顧一起合作研發「華南好神

準」、「華南好神算」雙智慧選股 A ，於 2017年 05月 17日正式上線，力求貼近投資者需求，

提供多元智慧的數位投資環境，展開智慧理財生活，甫一推出即受到許多客戶一致好評，同時並獲

得「新式選股評鑑邏輯」、「個股分析報告系統」等專利之肯定。

華南產險：為提升汽車保險理賠服務品質，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技術，華南產險自 2017年起
即著手研發「華南保險理賠即時通」系統，於 2018年 2月上線，並於 2019年 3月獲得台灣新型
專利認證，「產險外勤人員操作系統及裝置」是以行動裝置（iPad）至現場行動受理賠案，理賠人

員將保戶出險資料上傳系統後，系統會依據賠案類型，自動產生相對應的理賠服務並以系統全品質

管控、燈號時效管理，以確保車險理賠服務的效率和品質。

華南永昌投信：過去投資靠人為判斷，很多人無法判斷景氣、產業的循環，尤其是當市場波動大、

干擾因素多、投資信心不足的時候，更是抓不準進、出場的時機，導致投資白忙一場。2018年是

機器人理財元年，金融業者也都迅速跟上金融科技的腳步，紛紛以「機器人」為概念在理財或投資

領域推出服務，而投資的標的也都是基金為主。華南永昌投信於 2018年 12月以「智慧型基金投

資系統」取得專利，該系統依大數據投資計劃開發，借重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透過投資紀律的

實踐，降低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讓投資人不管在多空環境下，都有機會取得穩定的報酬。

金融科技專利件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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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效益的金融服務

在聯合國的倡議之下，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概念開始受到矚目，

其主張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應該在合理成本

下，取得所需的金融服務，並透過金融教育

賦予足夠的智能以使用金融資源。為使偏鄉

地區與低收入族群能取得完善的金融服務，

金融機構應提供更多元金融服務，來改善傳

統金融服務的限制，解決因交通不便、收入

不足或文化差異等因素而無法享有金融服務

的困境，符合社會公正價值、共享經濟增長

的成果，華南金除了提供各項微型商品及農

業保險，協助中小企業取得優惠融通資金，

使農民因應天災獲得保障外，同時提供綠色

金融商品，為守護地球盡一分心力。

員工關懷

人才招募與多元化

對於華南金融集團而言，每一位在集團

服務的員工，都是重要的團隊夥伴。因應當

前數位科技潮流及新型態商業模式，集團也

逐漸轉型；每年人才招募之職缺內容及選才

範圍亦愈趨多元，同時，華南金積極打造創

新之組織文化，以吸引年輕人才加入。以華

南銀行為例，落實多元選才、提供快速的升

遷管道，讓員工不再囿於年資而難有晉升機

會，並協助想追求挑戰之員工參與各種人才

發展計畫，以充實員工之職涯發展。

員工薪酬與權益

人力資本發展

為因應經濟環境及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之

趨勢，華南金提供包括工作輪調、線上學習

等多元學習管道與持續成長的職場環境，針

對各專業領域同仁，規劃多元化訓練課程並

訂有與業務相關之基本訓練時數之要求，使

員工擁有與時俱進之專業知識及能力，並落

實關鍵知識之傳承。以華南銀行為例，為順

應環境變化快速及金融法規日趨嚴謹，為協

助員工執行業務順遂，華南銀行透過實體課

程、線上課程及知識庫管理系統，傳授從業

人員存匯實務、徵授信業務、外匯、財富管

理、總務會計及法令遵循等相關知識。此

外，華南金亦同時安排多樣性的生活講座，

注重同仁身心健康，營造工作與生活平衡，

提升人才質量，厚植集團競爭優勢。

職業安全與健康

華南金融集團致力提供良好的辦公環境

及身心健康資源在全體員工身上，均以符合

法令標準在執行，並以此延伸到職業病預

防、員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及職場健康促進

等規劃，讓員工有身心舒緩的多元管道及資

源可使用。打造幸福職場，提供一個舒適安

全的辦公環境與平安健康的身體與心理，一

直是華南重視的課題。

環境永續

環境政策與成果

華南金融集團除了提供最完善的金融服

務，為客戶、股東及員工等創造最大價值之

外，也希望能善盡地球公民的義務，以實際

作為與決心，積極實踐環保節能理念，以實

際行動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與大家共同追求永續的未來。

環境政策實踐

經濟部推動與民生密切相關企業集團參

與自願性節能，自2016年推動企業總部大

樓自願性節能，華南銀行首先響應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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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參與宣誓活動，宣誓企業總部大樓三

年共節省9%用電，依此目標努力除實質可

減少電費支出降低營運成本外，亦彰顯華南

銀行節能環保形象及重視能源使用效率；並

規劃以現有設備為基礎先區分各單位使用能

源數據、比對過去使用數據，分析數據後以

PDCA(Plan-Do-Check-Action)的機制，進

行能源運用方式持續性的改善及管控；期能

達到能源成本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減少，進

而達成永續經營與環境友善的目標，善盡華

南銀行企業社會責任。2018年總行大樓導

入ISO 50001系統，以更完善與系統性的方

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社會效益

推動知識普及

華南金透過舉辦或贊助各項知識、學術

之論壇與講座，捐助學校與學術團體獎助學

金及提供企業實習與參訪機會等，提倡終身

學習之觀念，提升國人之知識水平。

關懷弱勢族群

華南金透過舉辦或贊助公益活動與社福

團體，及捐助弱勢族群與提供急難救助等，

促進社會福祉及生活平等，關懷對象包含高

齡人口、身心障礙、弱勢家庭、偏鄉孩童、

推動知識普及

關懷弱勢族群

支持體育活動

扶植文創產業

29,840,666
｜ 2018 年投入金額｜

15,724,153
｜ 2018 年投入金額｜

26,105,596
｜ 2018 年投入金額｜

31,158,330
｜ 2018 年投入金額｜

2018 年投入金額 102,828,745 元

落實四大公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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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及捐血活動等。

支持體育活動

華南金透過舉辦或贊助各項體育訓練與

賽事，及捐助國家代表隊與基層運動團體物

資與經費等，積極推動國家體育發展，培養

優秀運動人才，並養成國人健康意識與運動

習慣，推動項目包含棒球、路跑、體操、足

球、羽球、桌球、手球、籃球及拔河等。

扶植文創產業

華南金透過舉辦或贊助國內外優質展

演，及捐贈或協助文創活動、團體與個人

等，推動國家藝術文化發展，以創造工作機

會，促成國家總體經濟成長，並富足國人心

靈生活。

榮獲第 25屆國家品質獎之永續發展典範獎

榮獲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三項優等獎

由經濟部主辦之「第 25屆國家品質獎」於 2018年 12月 6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頒
獎典禮，並由蔡英文總統親自頒獎。華南金控榮獲本屆功能典範類之「永續發展典範獎」，

並由時任吳當傑董事長親自出席受獎。華南金控係第一家榮獲國家品質獎殊榮之公股行

庫，獲頒此一殊榮，體現公司近年在公司治理、綠色金融與環境永續的表現深獲肯定。

由金融研訓院主辦的菁業獎於 2018 年

12月 14日舉行第九屆頒獎典禮，由華南金

控羅寶珠總經理及華南銀行鄭永春總經理

共同出席領獎。本集團本屆獲得三項優

等獎項，包括「最佳社會責任獎」、

「最佳數位金融獎」及「最佳消費金融

獎」，是本屆獲獎數最多的公股行庫。

華南金控榮獲國家品質獎之永續發展典範獎，由總統蔡英文 (左 )
親自頒獎，時任華南金控暨華南銀行董事長吳當傑 (右 )代表受獎。

華南金控與華南銀行榮獲菁業獎三項優等獎，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
中書 (前排左三 )、華南金控總經理羅寶珠 (前排左二 )及同仁合影。

華南金控榮獲國家品質獎之永續發展典範獎，時任董事長吳當傑 (前排右
3)與總經理羅寶珠 (前排右 4)率領同仁一同領獎。

(資料來源：2018年華南金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永續績效



— 301 —

華南金善盡地球公民義務

官股背景的華南金控，近年來獲利穩健

成長，除了提供最完善的金融服務，為客

戶、股東及員工等創造最大價值之外，也希

望能善盡地球公民的義務，以實際作為與決

心，積極實踐環保節能理念，與大家共同追

求永續的未來。

華南金控董事長張雲鵬表示，任職金控

總經理期間，多次參加「華南真好，永遠不

老」，印象最深是2016年帶領志工到故鄉

(南投)舉辦時，南投以竹聞名，所以這場是

帶長輩製作小鳥笛和玩竹槍射擊，這些都是

小時候的遊戲，感覺特別懷念，當天還收到

長輩親手製作的感謝卡片，寫了滿滿祝福及

感恩的話給華南志工，他身為南投鄉親，格

外感到開心且有意義。

華南金控一直鼓勵員工在工作之餘，投

入社會關懷服務，有些志工參加活動後會私

下致贈物資或捐款幫助長輩，張雲鵬還有聽

到志工說，他陪伴過的長輩隔兩年後再次參

加活動，居然還記得他，讓他感動到流眼

淚，也讓他從此每一年都報名參加志工團

隊，這些都讓張雲鵬有深深的感動。

促進環境永續 推動綠色採購

在環境保護方面，張雲鵬表示，華南金

控自2016年導入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
與進行溫室氣體盤查(ISO14064-1)，每年

取得BSI查證證書；2018年導入能源管理系

統(ISO 50001)，未來也將持續每年進行驗

證，並尋求機會擴大導入的範圍，未來預計

分階段、分區域，逐步擴大至華銀全台186
家分行。

同時，華南金控與供應商共同推動企業

社會責任，供應商主要為設備供應商、工程

承包商及辦公用品供應商，在展開合作關係

前，均經過審慎評估該供應商是否有影響環

境及社會之可能性，以作為簽訂契約之考

量。

張雲鵬表示，華南金的願景是促進環境

永續，善盡地球公民之義務，從持續推動綠

色辦公環境及綠色採購、追求高效之能源使

用率、與外界攜手合作，一同降低環境衝

擊、以及參與環保公益活動，攜手因應氣候

變遷之挑戰。

公益方面，除了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攜手合辦「華南真好，永遠不老」外，華南

金控也長期參與主管機關所舉辦之公益活

動。例如：2011年起配合財政部與各區國

稅局每年舉辦「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募

集統一發票捐予慈善公益團體。

2013年起參與金融總會每年舉辦之

「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現場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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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活動與民眾互動並贈送精美禮品外，也

配合金融總會規劃捐款予在地弱勢團體。

2015年起參加期貨交易所發起之「金融有

愛，食(實)物銀行」聯合捐贈活動，透過與

民間大宗物資業者及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合作，提供偏鄉弱勢家庭民生必需品。華

南金融集團深耕臺灣100年，未來仍秉持著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持續

回饋社會。

支持國家運動 培育台灣之光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少棒是棒球運動

的基礎，華南金控自2007年起整合集團資

源，與中華棒協合力推動「一球圓一夢」基

層棒球培育計畫，迄今邁入第13年，期間

舉辦過多場基層棒球訓練營，並捐助經費及

球具給全台基層棒球學校的少棒、青少棒球

隊，透過持之以恆的扎根工作，為國家培育

出更多棒球新秀。

同時，華南金每年冠名舉辦全國少棒與

青少棒錦標賽，歷屆遴選出來的中華代表

隊，在國際賽事中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長

期以來，也支持國內舉辦各級國際棒球賽

事，提供中華隊參賽經費與資源，如：今年

已連續第五屆贊助世界盃少棒錦標賽在台舉

行，且由華南金控盃少棒賽所遴選的中華隊

成功奪得世界冠軍。

除支持棒球運動外，華南金控也多元化

推動體育發展，包含體操、足球、拔河、路

跑及羽桌球等。展望未來，華南金控將持續

深耕基層棒球運動，並協助推動各式運動發

展。

五路並進 打造優質工作環境

在員工福利，張雲鵬說，華南金控提供

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制度，除了提供年終獎

金(1.5個月)，另有績效獎金與員工酬勞，

並自2010年起連續九年調薪。

除此之外，華南金控提供婚假14日、

喪假21日、事假14日及病假30日不扣薪等

優於法令的請假制度，讓員工得以優先照顧

家人；協助員工增進健康知識，並協助員工

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個人問題，提供多

項健康關懷活動。

若員工結婚生子，除了設置哺乳室提供

分娩後有需要哺乳的女性員工使用外，華南

金自2017年起，提供結婚補助3萬元，及生

育補助每胎10萬元之福利。等員工子女開

始讀書，華南金提供職工子女就讀國小、國

中、高中及大專院校等求學階段獎助金及獎

學金申請。

張雲鵬指出，隨著世界局勢的快速變

化，產業結構調整的腳步加快，華南金控在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未來規劃中，有一點相

當重要，那便是「在趨勢之前精進核心本

業」。這點看似與企業社會責任無關，但卻

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根本，當企業永續發展核

心本業時， 自然能穩定照顧員工、股東及

服務每一位投以信賴的客戶，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與社會共好。 (林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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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

公司介紹

1948年戰後，永豐以舊台幣2,000萬元

成立，次年1949年轉換為新台幣500元，再

增資新台幣1萬元，成為台灣首家民營區合

會儲蓄公司，由成立之初零存整付會金、

整借零還的融通經營型態，歷經1978年轉

型為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聚焦中小企業

服務，成為台灣經濟起飛時客戶成長的好

夥伴，至1998年再改制為台北國際商業銀

行，伴隨客戶征戰國際；傳承數十年的歷史

淵源，奠立了紮實的客群基礎。台北國際商

業銀行於2005年8月26日以換股方式成為當

時建華金控子公司，並於2006年7月20日更

名為永豐金控。70年來，一路從區合會儲

蓄公司，歷經轉型、改制到成立金控，秉持

著創辦初衷：守護客戶資產、創造財富及轉

化客戶存款協助企業發展經濟，深深體認到

企業的永續，除了有效經營、追求獲利外，

更應重視轉型歷程中，企業應扮演的社會責

任角色。永豐金控目前共有以下子公司：永

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金租賃、永豐投

信、永豐客服科技等公司。

永續治理及願景

永豐金控2015年成立「CSR推動核心

小組」，積極規劃CSR相關事務，2018年
除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為更積極回

應國際永續趨勢及落實金融業的社會企業責

任，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制定具體永

續方針及設置五個專門推動小組，強化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委員會由金控董事

長翁文祺擔任主任委員，金控總經理、主要

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擔任委員，共七名委

員，委員會下設置公司治理、顧客關係、員

工照顧、社會參與、環境永續五個推動小

組，推動小組組長皆由金控高階主管擔任，

共同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永續發展藍圖

與短中長期規劃、及年度重要工作計畫，以

確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並管理金控及各子

公司營運活動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風險與

影響。永續發展委員會業已擬訂永豐金企業

社會責任願景、使命、方針、永續發展藍

圖，並提報2018年6月董事會通過。永續發

展委員會每季舉行會議，每半年向董事會報

告永續執行績效及規劃。2018年共召開三

次永續發展委員會，確立永豐金控的永續發

展藍圖、短中長期計畫及行動方案；未來委

員會將每季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重大永續議

題，並追蹤及檢視永續發展藍圖的執行進

度。

永續發展藍圖

永豐金控秉持「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

的經營願景，強調以人為核心，以專業為根

本，以誠信為基石。永豐已屆70年，全體

員工不敢或忘此一初衷，董事會全體成員更

會恪盡職守，導引並協助經理部門穩步向

前，共創員工、客戶、股東的美好前程。

2018年正式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強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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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融核心本業來推動永續發展，建置永續

發展藍圖，提出永豐金控四大永續使命：誠

信篤實、財富永傳、環境永續、社會共榮，

發展五大永續主軸，並於2018年12月獲選

成為台灣永續標竿指數「台灣永續指數」成

分股之一，截至2018年底，該指數成分股

共僅69家上市公司。

永續發展藍圖

永豐金控建立「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

之集團願景為永續發展藍圖核心，以永續發

展的三大面向環境(Ｅ)、社會(Ｓ)、治理

(Ｇ)為基礎，推行永豐金控四大永續使命：

誠信篤實、財富永傳、環境永續、社會共

榮，透過此四大使命整合構建五大永續主

軸，並透過「永續發展委員會」下設的五大

工作小組來規劃推動。

願景、使命與方針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並促進公

司之健全經營，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永豐

金控參酌「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公司

治理守則」，作為公司及各子公司遵循依

據。

永豐金控「公司治理守則」施行之主要

方向在於：

一、遵循法令並健全內部管理

二、保障股東權益

三、強化董事會職能

四、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

五、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六、提升資訊透明度

永豐金控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

「審計委員會」，由金控三席獨立董事擔任

委員會委員；2018年新增設置「誠信經營

委員會」，由金控三席獨立董事及子公司永

豐銀行、永豐金證券獨立董事擔任委員會委

員，其組成、職責及運作分別依永豐金控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審計委員

會組織規程」、「誠信經營委員會組織規

程」辦理。

永豐金控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

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並積

極防範不誠信行為，於2018年依據「誠信

經營守則」設置「誠信經營委員會」，為國

內第五家設立誠信經營委員會之金控，同年

完成訂定「檢舉案件處理辦法」，完成吹哨

者內外部舉報機制的建置。

永豐金控「誠信經營委員會」具有三大

特點，第一是獨立性高，委員會的八名成員

皆由金控、銀行子公司及證券子公司之全體

獨立董事組成，其獨立性高是業界首見；其

次是層級高，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等同於

審計、薪酬等功能性委員會；第三是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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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誠信經營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得

經決議委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為

必要之查核或提供諮詢。

風險控管與稽核

永豐金控具備明確的風險管理架構，建

置專責獨立的風險管理單位，由四個專責層

級組成，由上而下分別為董事會、風險管理

委員會、風險管理處及稽核總處，其清楚劃

分權責歸屬，分層授權，並完整訂定各項風

險的規範與限額，以取得業務獲利與風險管

理的最佳平衡點。

‧

‧

‧

‧

‧

‧

‧

‧

‧

‧

‧

‧

‧

‧

‧

‧

‧

‧

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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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為最高監督單位，董事長轄下設

置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審議風險管理政

策、檢視整體曝險及風險狀況，督導各單位

風險管理活動。永豐金控總經理之下設置風

險管理處，統籌金控整體風險管理政策與原

則之擬定，風險管理制度之規劃及建置；另

外銀行、證券及其他各子公司同步設置風險

管理單位，負責推動各項風險管理政策，並

彙報風險的曝險狀況，針對新種業務或重

要業務提供風險管理單位之意見，完整訂定

各項風險規範與限額，以取得業務獲利與風

險管理的最佳平衡點。同時架構第三道防線

永豐金控及子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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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稽查功能─稽核總處，直接隸屬董事

會，確保缺失持續進行改善，並將改善進度

及結果呈報董事會。

永豐金控建構適當之風險管理資訊系

統，並遵循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規範，持續投

資建置風險量化系統，以期透過風險性資產

之適當配置，追求風險報酬合理化，提升金

控及各子公司之經營績效；同時就「市場風

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及「流

動性風險」等面向進行控管。此外，金控及

主要子公司已建立緊急事件通報機制，制訂

「緊急事件因應要點」，因應重大偶發事件

或突發狀況之發生，導致各單位無法正常運

作或中斷之情況，清楚說明緊急事件通報組

織架構及通報處理程序。緊急事件發生時，

均於第一時間以電話、簡訊或其他適當方式

即時通知相關人員，將視案件重要程度，同

時通知相關單位，並由決策單位視案件重大

程度決議通報層級，以使金控及主要子公司

的損失及對客戶的權益影響降至最低。

資訊安全

面臨新興科技促使網路犯罪猖狂，金融

業應更加審慎因應資訊安全議題。永豐金控

為強化資訊安全管理，建置「資訊安全政策

辦法」，確保金控及各子公司資訊處理之機

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於2018年9月成立

「資訊安全委員會」，延攬從警界轉戰金融

業的台灣資安專家李相臣擔任資安委員會召

集人，結合其處理網路犯罪及資安的專業，

以及對於新興科技研究發展的熟悉，規劃公

司資安整體基礎架構與監控功能，及落實金

融科技發展；子公司永豐銀行及永豐金證券

皆因應成立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並持續更新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證照。此外，

董事會成員中葉奇鑫、何奕達董事具有資訊

／資安相關背景，可於董事會中針對永豐金

控資安委員會提供監督及建議。

為提升資訊安全水準，推動資訊安全教

育，針對管理、業務及資訊等不同工作類別

之需求，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建

立員工資訊安全認知與資訊安全管理能力，

提升資訊安全水準。每年針對全體同仁實施

資安年度宣導教育訓練(線上課程)，課程內

容包括資安基本概念、近期資安事件回顧、

資訊安全相關趨勢說明、社交工程的手法

介紹、內部規範宣導、資訊安全意識培養

等。另為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另舉

行社交工程教育訓練及演練，除實施教育宣

導外，設計各種釣魚信件，針對員工全面測

試，以提升使用者資安意識。

科技創新

永續金融

永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特別成立「顧

客關係」推動小組，負責規劃永續金融商品

的發展藍圖、研擬推動責任投資、簽署赤道

原則，以期結合金融核心本業推動永續發

展，並引導資金投入對環境友善之綠能產

業。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皆已

簽訂「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

明，規劃一至二年內建立責任投資政策，長

期規劃則實踐投資人盡責治理。永豐銀行則

於2018年完成赤道原則導入的內部影響評

估，規劃於一至二年內完成赤道原則導入，

並完成簽署赤道原則。

永豐金證券從2016年開始推動ESG
責任投資，並每年公開舉辦「ESG投資論

壇」，迄今已三年，推廣ESG盡職投資觀

念，增進機構法人與上市上櫃公司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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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ESG的瞭解與實務做法。2018年舉辦

兩場大型的ESG投資論壇，邀請國際知名

ESG投資顧問、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分享實務

經驗，藉由論壇舉辦，落實將ESG環境保

護、社會公平、公司治理之最終訴求融入資

本市場與經濟活動中，並提升台灣資本市場

與企業的國際地位。

永豐金控以金融核心本業推廣永續金

融，主要永續金融商品包含綠色債券、綠色

融資、綠色投資及綠色基金。永豐銀行在

2017年成為國內首家取得發行綠色債券資

格的銀行，同時也提供綠色融資予太陽能產

業及環保紡織產業；永豐創投則透過投資綠

色環保產業以減緩對環境之衝擊；永豐投信

為促進國內節能產業的發展，並積極投資中

國新能源、綠色製造等綠色主題基金，發行

「永豐中國經濟建設基金」。

智慧金融

金融科技(FinTech)創新已成為金融業

重要的課題，永豐金控在發展數位金融的服

務投入不少的研究與資源，開發智慧金融技

術及新產品，智慧金融創新的發展策略包

含：

‧產學合作打造AI科技中心，培育AI
人才。

‧將智慧金融與台灣在地民情與文化結

合，實踐普惠金融，推動農產智慧交易平台

及宮廟金融。

‧整合線上金融服務系統，開啟銀行數

位服務的多元發展，推出「豐雲櫃台」、

「豐雲房貸」等整合性的數位服務與商品，

讓人們的生活因為金融科技化而簡單使用，

獲得有效的理財資訊即時應用。

‧結合金融科技，持續開發數位及智慧

化理財服務，2018年推出生物辨識、行動

支付、智能理財、開放金融等服務。

人才培育

人才是永豐金控重要的資產，一路以來

堅持培育人才並打造健康幸福的工作環境，

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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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團隊合作的工作氛圍。永豐金控永續

發展委員會成立「員工照顧」推動小組，

定期檢視人資政策(考核、獎酬、福利、輪

調等)，合理規劃公平及符合職務特性的分

工，將其優化符合世代趨勢，並提升制度透

明度；定期檢視薪資＆獎酬機制之內／外部

公平性，保持薪資市場競爭力；推廣心楷模

員工表揚活動，肯定員工細微的付出與貢

獻，強化員工與公司連結機制，重視用心付

出的同仁，推廣幸福職場；提供各類型講

座、培訓學程，滿足同仁自我成長及發展

需求；定期舉辦ESG主題的教育訓練，提

升全員對ESG議題的關注度及掌握度；並

於2018年擬定人權政策，重視職場人權風

險，規劃未來一至二年導入人權風險盡職調

查。

人才培育與留任

永豐金控為讓同仁在組織中獲得學習與

成長的機會，除了營造最佳的組織學習氛

圍，並依同仁的專業與人格特質，給予工作

中的訓練及進步之機會。每年依金控及各子

公司營運策略、業務重點與人力資源策略制

定教育訓練方針，透過系統性的課程安排，

不僅增進同仁的專業知識，也讓同仁們與

組織同步成長。2018年同仁整體訓練總經

費約4,727萬元，人均教育訓練經費為6,053
元；參與課程總時數共380,053小時，人均

教育訓練時數48.66小時。2018年整體教育

訓練的經費及時間投入都較去年成長，顯示

永豐金控對人才培育的持續努力與堅持。

員工薪酬與福利

永豐金控2014年入選「台灣高薪100指
數」成分股之一，是為國內薪酬規模前百大

之領導企業，永豐將秉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之精神，持續提供完善且具激勵性薪資報酬

管理政策。於敘薪時不因性別而有不同之對

待；女男之平均薪資比例在非主管層級為

100：111，在主管層級(副／襄理級以上)

則為100：116。另外，在最基層同仁中，

女男之平均薪資比例為100：98，近乎無差

異。而最基層同仁的起薪優於法定最低工

資，平均薪資為法定基本工資之131%；非

正職同仁之薪資依據「員工任用準則」規範

核給，每位新進之非正職同仁的任用表單皆

由專人審視，符合且優於法令規範。

永豐金控致力於打造幸福企業，營造同

仁快樂工作心情，並以提升同仁福利，關懷

且照護同仁家庭與生活為重要目標，提高同

仁的向心力與留任率。永豐深信「人」是組

織最重要的資產，唯有快樂幸福的同仁，方

能為企業獲利加分，為社會創造價值。

勞資關係管理與溝通

永豐金控建立勞資溝通機制，永豐銀行

及永豐金證券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針對勞

資議題進行溝通與協商；定期舉辦「組織氣

候調查」、設立「員工服務專員」及「永豐

學堂」網站、並成立員工申訴管道，包含性

騷擾防治專線及績效考核申覆管道。

多元與健康職場

永豐金控於 2 0 1 8 年制定「人權政

策」，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

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聯合國全球

盟約」與「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等各項國際

人權公約揭櫫之原則，並恪遵公司所在地之

勞動相關法規。尊重職場人權、提供員工安

全健康的工作場域、並尊重員工的結社自

由，關注國內外企業之人權政策發展及經營

環境之變遷，並將進行滾動式檢討改進本政

策。規劃未來一至二年導入人權風險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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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風險盡職調查機制，並因應進行人權風

險之緩解與補救。對於同仁任用、晉升、考

核、調派、訓練、職涯發展及獎酬的機會一

律平等，不因性別、宗教、種族等因素而有

不同的對待，以公平、公正的態度面對全體

同仁，確實遵守政府勞動相關法令規範。絕

對禁止一切職場暴力之行為。除在辦公場所

張貼相關宣導文宣之外，亦於新進行員線上

共同訓練時，進行「職場暴力預防措施宣

導」之課程。優先考慮進用具身心障礙身份

的同仁，目前總計任用49名身心障礙者，

其中銀行聘用29名(含五位重度身障)，證

券聘用17名(含三位重度身障)，客服聘用

三名。在組織工作的身障同仁，有擔任營業

員、IT程式設計資訊人員等職務，除進用

人數符合法令規範外，其中有表現優異的同

仁，更已晉升為管理階層。

社會參與

永豐金控強調以人為核心，持續深化在

地經營與社區關懷服務。2018年永豐金控永

續發展委員會下特別成立「社會參與」推動

小組，負責制定永豐金控社會參與的主軸，

將調整目前社會參與專案，發展永豐金控的

社會參與主軸，以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並加強社會參與活動與金融核心

業務之連結。同時，永豐金控也規劃在未來

二至三年內，發展符合主軸的一系列社會參

與活動，並將運用公益投資社會報酬分析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於社會

參與專案之效益評估，長期規劃導入SROI
作為內部社會公益專案管理的評估機制。

永豐金控2018年的社會參與主要聚焦

在四大主軸，包含環境永續、在地關懷、教

育合作及藝文響應；透過冠名贊助、共同舉

辦活動、企業志工參與、深度輔導陪伴等多

種形式參與，回饋台灣社會。永豐金控及子

公司近三年的公益投入逐年增加，2018年
金錢跟時間的投入有顯著的成長。2018年
投入社會公益總支出高達4,518萬元，占整

體營收比率為0.14%；投入社會公益活動之

志工服務總時數共1,580小時。

藝文學術合作

學術論壇共譜兩岸金融發展新紀元，永

豐銀行自2015年起，即與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貨幣研究所(IMI)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雙

方共同舉辦多次專題講座與圓桌研討，並以

此推動兩岸金融合作。2018年永豐銀行針

對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轉型

的機遇與挑戰，邀請IMI、兩岸三地權威專

家及學者共聚一堂，透過近距離交流與觀點

分享，共譜兩岸金融發展的新紀元，共同討

論交流大陸央行雙率政策方向與解讀、人民

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的區域戰略、互聯網金

融、普惠金融…等多項主題，與金控及各子

公司董事、高階主管、議題相關主管、外部

貴賓共250人齊聚一堂，交流切磋。

永豐連續五年贊助簡單生活節，並以

永豐支付多元性支持文創產業，永豐銀行

自2014年起連續五年冠名贊助以青年文

化、創意市集為主軸的「簡單生活節Simple 
Life」活動，該活動自2014年以來，吸引20
萬人次參加，每屆均邀集娛樂界、文化界及

上百位生活達人，透過演唱會、創意市集等

方式，讓參與者感受「a Simple Day每一天

都是真實的一天」。2018年永豐銀行在簡

單生活節現場設置三個體驗區，包括「用

心‧豐台灣」環島機智問答、綠能體驗區

等，結合永豐的行動太陽能充電胖卡車，讓

參與者認識這片土地、並認識乾淨能源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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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知識。

永豐銀行深知孩子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不只提供民眾所需金融服務及理財規劃，更

努力的實現「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的願

景。永豐長期關懷兒童成長與教育，推出永

豐mma兒童帳戶，協助父母投資孩子的大

未來；並與遠哲基金會合作推展科學教育；

更藉由「台北兒童藝術節」的優質平台，共

同創造幸福創意的親子生活，讓藝術生活從

小扎根。

綠色營運

永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下之「環

境永續」推動小組，統籌推動金控及各子公

司的環境永續相關政策及行動方案，負責導

入相關環境及能源管理系統、完善供應商管

理政策，並建立永續供應鏈行動計畫、推

動環境相關教育訓練，提升同仁的環境意

識。2018年主要成果包含：完成金控層級

之「環境政策」及「環境管理系統目標及措

施」，作為永豐金控及各子公司後續推動之

依循；2018年總部也首次導入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並取得第三方驗證及查證；同時也啟動一系

列員工環境教育講座，共辦理十場教育訓

練，總計共約1,600人次參與，內容涵蓋氣

候變遷、ESG國際趨勢、環境管理及溫室氣

體管理的國際標準等，由內而外推動並實踐

永豐金控對環境的承諾，以成就美好生活。

永續供應鏈管理

永豐金控387家供應商中，2018年度採

購金額達新台幣200萬以上之關鍵供應商約

有108家。供應商主要可分為營繕工程、電

腦資訊、事務用品、物業保全、印刷物品及

廣告行銷等六類。

永豐金控2018年啟動永續供應鏈管理

計畫，為更全面強化永續供應鏈管理，並與

永豐金控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整合，制

定「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內容

包含勞工人權、職業安全與健康、環境保護

及商業道德四大面向，期許金控及各子公司

合作之供應商能採用相同準則，攜手與永豐

金控一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至2019年第

一季，永豐金控已針對224家供應商進行永

續風險評估，涵蓋率達58%，占2018年採

購總金額65.48%，透過供應商永續評核機

制瞭解永豐金控供應鏈上的重大風險以進一

步分級、加強後續管理。永豐金控並規劃於

2019年進一步推動供應商盡職調查，實地

訪查與關鍵供應商交流相關ESG議題之管理

機制與成果，並預計將於2019年底舉辦供

應商大會，在宣導永豐金控對供應商的期許

時，也將同步分享國際供應鏈的永續趨勢，

促進廠商間的實務推動經驗交流，強化供應

商議合。

永續績效

2018年東門分行及景美分行獲台北市

政府頒發「協助成功攔阻詐騙有功金融機

構」；思源分行、海山分行及迴龍分行獲新

北市政府頒發「協助防治民眾遭詐騙匯款有

功金融機構」，顯見同仁用心為客戶守護資

產及防阻詐騙專業受到肯定。在客戶服務方

面，子公司永豐銀行長期致力服務品質與重

視客戶意見，使得一向嚴厲的外部神秘客

也評議高度滿意，於2018年獲得《遠見雜

誌》服務業大調查-遠見五星服務獎-金融銀

行業第三名。

(資料來源：2018年永豐金控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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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四大使命 譜寫永續榮景

永豐金控為中型金控，11月市值超過

1,454億元，今年前三季累計稅後純益95.5
億元，年成長20.5％，每股稅後純益(EPS)
為0.85元，前三季獲利超越2018年全年，寫

下2014年歷年同期新高。

永豐金控去年獲得標準普爾 (S & P 
Global)及中華信評(Taiwan Ratings)調升信

用評等後。今年9月，永豐金控及子公司再

獲惠譽調升信用評等。惠譽的評等報告指

出，永豐金與永豐銀行在風險管理與經營策

略上高度整合，惠譽認為，永豐銀行在競爭

激烈的台灣銀行業中提升的市場地位頗具意

義，同時亦反映該行經營階層的調整已改善

先前公司治理問題。

永豐金控體質獲得信評支持，企業社會

責任上也積極耕耘。永豐金控去年12月獲

選為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之一，今年也獲

得英國標準協會(BSI,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二項國際雙認證。

永豐金控2018年起做了許多創新開

創，包括增設由金控及子公司全體獨董組成

的「誠信經營委員會」，負責制定誠信經營

政策與防範方案，並監督經理部門執行成

效，獨立性高為業界首見。目前已建置內外

部舉報制度，保障以公益為目的舉報者。

強化利害關係人管控機制

當年度，永豐金控更積極回應企業社會

責任國際趨勢，導入董事會績效評核機制，

並制定人權政策。為精進內部控制三道防線

運作，厚植稽核、法遵、及風控功能的企業

文化，自2018年起金控稽核、法遵及風控

主管全面專職，以業界最高標準自我要求，

並持續強化利害關係人管控機制，以臻於完

善。

環境永續管理部分，永豐金控投入發

展綠色金融商品，推動責任授信與投資。

銀行、證券、投信三家子公司簽訂機構訂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遵循聲

明。

永豐金控也成立了「永續發展委員

會」，立下「誠信篤實、財富永傳、環境永

續、社會共榮」四大使命，分別以「公司治

理、顧客關係、員工照顧、社會參與、環境永

續」五大領域，積極規劃推動永續發展藍圖。

永豐金控關心社會議題，在2015年6月
八仙塵爆發生時，永豐金控子公司永豐銀行

捐贈了1,000萬元予新北市政府「八仙粉塵

氣爆救助專案」，也啟動協助傷友獲取網路

創業所需知識的「創業扶持計畫」座談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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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傷友提供金融業職涯輔助平台的「就業輔

助計畫」，「永豐關懷志工」以一對一的方

式，輔助八仙傷友了解金融業的入職標準，

目前已經有二位傷友加入永豐。

銀行授信 落實綠色金融

此外，永豐金控力挺政府綠能政策，

金控以及子公司積極落實綠色金融與營運

方針，綠色金融授信部分，太陽能設備融

資餘額較去年底成長42％，相關設備融資

餘額已經超過200億元，光電裝置容量成長

38.2％，合作的太陽能電廠達3,000座，裝

置容量約達一座核能機組，相較去年初的

1,000座，等於是在二年內倍增，總計光電

裝置容量逾850 MW(百萬瓦)，永豐銀內部

已經規劃，2019年將要進軍企業園區推屋

頂型光電，以及農漁畜電共生的地面型案

場，瞄準的是不適合耕作的土地，因這種土

地面積幅員廣大，是潛力的發展市場。

永豐金控也統籌主辦寶島陽光20億元

聯貸案、華立集團旗下國軒科技等子公司

40億元聯貸案等。今年永豐銀獲得經濟部

能源局頒發「光鐸獎－優良金融服務獎」，

是連續四年獲頒光鐸獎，凸顯永豐銀被肯定

長期投入綠色金融、協助綠色產業在台深耕

的努力。

永豐銀近年積極與各縣市政府簽訂合作

備忘錄(MOU)外，也前往各地工業區舉辦

說明會，提供太陽光電融資建議，以減輕建

置電廠的負擔；同時也派遣專業團隊前往偏

遠地區提供綠能金融諮詢與宣導，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為潔淨家園貢獻心力。

公司內部部分，永豐金總經理朱士廷帶

頭開始落實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他說，公

司內部也制定「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

則」、「環境政策」及「環境管理系統目標

及措施」等管理方針，從金控及各子公司由

內到外戮力推動環境永續管理，降低企業經

營對自然環境衝擊。

永豐金控訂定每月17日為永豐地球

日，從地球減壓、生態維護兩大面向，鼓勵

同仁與民眾從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做起，包括

自備環保水杯、多爬樓梯、家庭使用節能燈

泡等，輕鬆做環保。統計至前三季，永豐金

控同仁完成14萬件綠行動。

永豐金控定期舉辦ESG講座並鼓勵員工

減少碳排放與推動綠色經濟，今年也開始邀

請客戶或同業參加，期待擴大影響力，年初

的永豐ESG講座，邀請到中華經濟研究院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溫麗琪等人演講，溫

麗琪指出，循環經濟與綠色金融持續創新，

例如，大型家電業將銷售硬體的商業模式轉

為提供租賃服務，以減少廢棄物並落實再利

用。

號召志工與眷屬淨灘、淨山

環境永續部分，永豐金控不定時號召志

工與眷屬淨灘、淨山，今年教師節當天，由

朱士廷帶領發起北中南淨灘大會師，在新北

麟山鼻岬角、彰化王功漁港、台南四鯤鯓海

岸三地，號召超過400位的永豐志工與眷屬

參與，也獲得真理大學經濟系師生的響應，

齊力撿拾683公斤的海洋廢棄物。

永豐金控身為金融業，受到金管會高度

監理，但高階經理人與員工積極攜手做環

保、重視綠能與環境，未來伴隨金控體質強

健擴大，勢必將會推出更多與社會企業責任

相關規劃，以回饋與關心社會。 (楊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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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銀

公司介紹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前身係為1915年6月
於台北市設立「臺灣無盡株式會社」及同年

7月於台南市設立「大正無盡株式會社」之

民間合會儲蓄組織。1945年10月25日台灣

光復，前兩者與「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及

「臺灣住宅無盡株式會社」等四家合會儲

蓄機構，均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

於1946年9月一日合併改組為「臺灣無盡業

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復與奉准接收之

「常盤土地株式會社」合併清算，資本額合

計為舊台幣一千萬元，1947年6月1日名為

「臺灣省人民貯金互濟股份有限公司」。又

因業務與民間合會性質相近，1948年1月再

更名為「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

到了1976年，改制為「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灣企銀)」，當時

資本額僅新台幣5億元，分行50家，辦事處

58家，為我國首先創設成立，以提供中小

企業融資與輔導為宗旨之專業銀行。

臺灣企銀總行現組織架構於董事會下設

董事會稽核處及董事會秘書處，經理部門除

法令遵循處外，另設三個事業群、二個管理

中心、一個發展中心，下設16部三處。為

了提升業務推展動能並強化控管資產品質，

另成立區營運處負責督導、業務集中管理、

作業服務及其他各項業務支援；並設立國內

作業中心，於北、中、南三區集中辦理國內

匯出匯款、託收票據及提回票據，以提高作

業效率。2018年新增設「創新金融專案辦

公室」，加強重要貸款之扶持力道。

目前臺灣企銀全台分行共計125家，海

外分行共計八家及代表人辦事處一家。未來

臺灣企銀的布局策略將以掌握利基市場、尋

找具獲利潛能市場為目標，完善臺灣企銀全

球服務網絡，達到立足台灣、放眼全球的通

路願景。

轉投資關係企業計有六家，為各持股

100%之「臺企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臺企財產保險代理人(股)公司」、「臺灣

企銀國際租賃(股)公司」、「臺灣企銀微型

財務公司」、「臺企銀創業投資(股)公司」

五家子公司及「臺灣企銀國際租賃(股)公

司」100%持股轉投資設立之「台企銀國際

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一家孫公司。

永續服務

臺灣企銀作為全台唯一的中小企業專業

銀行，授信原則、企業金融、個人金融業務

均履行金融機構應負擔之企業社會責任，推

出友善環境、關懷社會、鼓勵新創事業等相

關優惠貸款，以永續經營為原則規劃金融產

品與服務。主軸業務方面，臺灣企銀配合國

家金融政策，供給中小企業及社會大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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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授信內容包括企業周轉資金貸款、

開發國內外信用狀、各項保證等授信業務，

另亦提供協助個人消費及其他支出為目的之

消費者貸款。

永續產品及服務組合

臺灣企銀肩負中小企業融資與輔導，以

穩固台灣中小企業根基，因應經濟環境變動

的衝擊。臺灣企銀提供放款、透支、貼現、

保證、承兌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服

務，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與支持政府政

策。針對企業需求，臺灣企銀提供多元化專

案輔導貸款，同時落實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除了將申貸企業環保責任履行納入授信評估

考量因素外，亦推出多項節能環保相關貸

款，以低利貸款推廣民營事業使用汙染防治

設備。

綠色資訊與數位金融

隨著數位金融時代來臨，且智慧型行動

裝置日益普及行動通訊之進步，交易不再受

限於實體通路，為滿足消費者對金融服務行

動化的需求，臺灣企銀積極拓展虛擬通路、

研發新金融商品、強化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

功能等服務，逐步達成「數位化」、「無紙

化」雙目標，同時提供客戶更多元的金融服

務。

金融教育及諮詢服務

為響應公益及宣導金融知識，建立消費

者正確的消費與理財理債觀念，臺灣企銀積

極走入校園與社區，辦理金融知識宣導活

動，自2013年起，連續六年於「走入校園

與社區辦理金融知識宣導活動」獲得金管會

頒獎表揚。另為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充足的

金融知識，建立正確理財觀念，2018年期

間共舉辦11場金融議題說明會，針對差異

化客戶需求，以強化金融理財教育的推廣。

個資保護及資訊安全

臺灣企銀一向高度重視資訊安全品質及

客戶個人資料保護，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法令之規定，並保障客戶權益及善盡個人

資料保護責任。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

定，臺灣企銀自2018年起每年委託會計師

辦理前一年度個人資料保護專案查核，並於

每年4月底前出具前一年度會計師專案查核

報告報主管機關備查。

環境保護

執行單位與準則

總行能源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組

織之主任委員，每年召開一次能源管理會議

及二次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內部稽核會

議。臺灣企銀依循「ISO 50001能源管理系

統規範」，訂定能源管理手冊與年度節能目

標。透過清查各設備運轉情形，建立能源使

用基準線及重大能源設備操作規範，執行節

能改善方案，以達成年度節能與持續提升能

源績效之長期目標。

為讓全體同仁瞭解節能目標，臺灣企銀

將「能源管理政策」公布於內部企業網站，

包含「年度節能目標」、「評估改善方案」

及「定期檢討執行情形」。具體作法包含定

期追蹤各單位用水電情形，加強節能觀念，

另外，不定期舉辦員工節能講座、參與節能

推廣活動。外部關係人方面，臺灣企銀藉由

採購合約、辦理節能有關貸款及環保教育推

廣，進一步影響供應商、客戶及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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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環保

近年參與執行經濟部能源局「金融業

集團企業自願性節約能源」計畫，管控各

單位用電用水，2017、2018年總行用電量

較前一年同期節省16,500度(相當於59,400
百萬焦耳)、14,000度(相當於50,400百萬焦

耳)，節電率為0.71%、0.52%，近二年累積

達成節電1.23%。在臺灣企銀總行帶頭響應

節能，推動耗能場所用電資訊化，目前於總

行、重南大樓、林口機房、松山、嘉新、東

台南、虎尾、成功及花蓮分行等營業場所安

裝數位電表，管控用電情形，以節省用電；

2018年辦理資訊部及行員訓練中心等七場

所空調主機更新，其中重南大樓近二年節電

量達7.27%；檢討調整復興及板橋等分行用

電契約容量，總計調降485KW，每年節省

電費約85萬元。

綠色採購及供應商管理

臺灣企銀供應商分為設備、服務供應商

及工程承包商等，招商項目包含事務機器、

電子設備、電信通訊、保全、保險、建築設

計及營繕水電等，由各廠商提供商品及勞

務，俾提供客戶完善金融服務，另外臺灣企

銀各項採購支出來自本地供應商，以支持在

地經濟，節省能源與採購時程，降低對環境

衝擊。

員工照顧

員工是企業重要的資產，臺灣企銀對於

員工的照顧包括勞動權益之維護、福利事項

之規劃向來不遺餘力，保障員工生活，使員

工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在工作上發揮所長，並

提供完善的薪資獎酬制度與升遷管道，多元

化的訓練及福利措施，用以延攬並留住優秀

人才同心協力為公司打拚。臺灣企銀遵守勞

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

相關法令之規定，並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勞

動人權原則，保障行員之合法權益。僱用政

策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

差別待遇，未有強迫勞動的情事發生，報告

期間並無發生歧視事件，注重多元員工發

展，項目包含：保障行員之合法權益，促進

工作場所的多元化，使員工在進用、升遷及

職涯發展皆在良好的環境下進行。

員工訓練

人才是企業的核心資產，教育訓練與外

在環境變遷、企業成長及員工職涯發展都息

息相關，現今金融服務產業商品多元化，為

鼓勵行員考取理專證照，儲備專業人才並兼

顧全行業務發展，特將理財證照納入升遷門

檻以及專業證照加分等措施。臺灣企銀對於

人才的培育不遺餘力，強調人的知識、技能

和經驗，鼓勵行員參加行內、外之各項教

育訓練課程，增進業務熟悉度以提高工作

效率，並培養各項職務的多元人才，使不致

因人員離退而產生斷層，透過單位輪調及職

務輪調機制提升行員專業素質及業務推展能

力，行員亦可從工作中學習專業知能，養成

問題解決能力及經驗之累積，不斷吸收新知

以增進個人價值，並將知識經驗分享與傳

承、教學相長，藉此，塑造學習型組織文

化，以蓄積智慧財產及追求企業進步、效率

與責任的永續經營。臺灣企銀為培育優秀人

才，每年提撥高額訓練費用預算，完整的培

訓體系，職業訓練範圍包括：核心職能、管

理職能、專業職能、新進人員培訓、講師培

訓、國際人才培訓及自我成長訓練。

勞資關係及溝通

臺灣企銀秉持維護及平衡員工、股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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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方之權益，以保障同仁之工作權及權

益為主要原則，並在適法性、合理性及公平

性之前提下，依團體協約法之規定，與企

業工會皆秉持誠意充分溝通協商。2011年
5月16日完成首次團體協約之簽署，包含待

遇、保險、僱用、調職、解僱、例假、休

假、退休、工作時間及勞安衛生等項，在

勞資雙方堅實互信的基礎下，於2014年9月
2日完成第一次續約，復於2018年12月4日
完成第二次續約，增進勞資和諧雙贏，為業

界勞資關係之良善雙贏互動模式樹立良好典

範，未來勞資雙方關係亦持續以互信、互

助、共存、共榮往前邁進，偕同讓臺灣企銀

招牌持續發光發熱。

臺灣企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定期

召開勞資會議，每年至少辦理四次勞資會議

及不定期進行協商會議，充分溝通有關行員

權益或福利事項之相關議題，並依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執行情形良好。

臺灣企銀工會成立於1996年6月1日，

臺灣企銀與企業工會皆秉持誠意協商完成團

體協約之簽署，於報告期間臺灣企銀未有違

反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的情事發生。

關懷社會

響應公益慈善

臺灣企銀成立超過一世紀，見證台灣經

濟與文化變遷，與台灣社會共同成長，因此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直是臺灣企銀經營理

念之一，臺灣企銀除致力本業經營、追求業

務績效、提升員工附加價值、重視股東權益

外，更以實際行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展現

對社會弱勢團體之關懷，落實回饋社會理

念，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參與社區發展

鑑於國內許多社區發展活動因經費及資

源不足而面臨停擺，臺灣企銀將企業資源投

入社區發展活動，協助提升社區環境品質，

主動關心社區發展，提供教學設備及舉辦藝

文活動，以實際行動回饋社區、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

為落實扶助銀髮族照顧關懷活動為長期

發展願景，2018年6月發行「銀色之愛信用

卡」並提撥交易金額千分之三為公益基金

(截至2018年12月底發卡數16,082卡，已提

撥公益基金3,027仟元)，用以協助偏鄉或資

源缺乏社區推動「銀髮樂齡學堂」，協助社

區提供老人健康促進、社會互動、快樂學

習、幸福共餐及延緩失能等服務，讓銀髮族

重拾青春，享受被社區包圍的溫暖，希望號

召更多人投身公益，讓愛源源不絕，幸福代

代相傳。

核心職能訓練

核心職能

國際 
人才培訓

專業 
職能

自我成長

訓練

新進 
人員培訓

講師 
培訓

管理 
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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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銀獲獎紀錄

(資料來源：2018年臺灣企銀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左為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右為

臺灣企銀董事長黃博怡

左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

事長簡又新、右為臺灣企銀副總

經理張志堅

左為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右為

臺灣企銀董事長黃博怡

獲獎記錄

「台灣最佳中小企業銀行」

Asiamoney

永續實踐獎

BSI國際永續標準年會

菁業獎

「最佳企業金融獎」

金融研訓院

特優

菁業獎

「最佳中小企業金融獎」

金融研訓院

特優

銀獎

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企業永續報告

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1.榮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

案」優等銀行及國防產業特別獎。

2.榮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獎勵本國銀行加強辦理於新南向政策目

標國家授信方案」績效優等之銀行。

3.榮獲行政院頒發「0206花蓮地震融資保證專案貸款」績優銀行。

4.榮獲勞動部頒發「2018年微型創業楷模」感謝狀。

5.協助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績效良好，榮獲經濟部頒發辦理『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銀行』之「信保夥伴獎」、「直保績優獎」、

「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查詢績優獎」三大獎項。

6.持續推展「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激勵活動，截至2018年

底，本行受益人人數及信託財產規模，於44家受評鑑銀行中，分別名

列第二名及第三名。

7.榮獲卓越雜誌「2018卓越銀行服務評比」之「卓越最佳新創產業服

務獎」。

8.榮獲財金資訊公司頒發電子金流業務推廣之「最佳服務創新獎」。

9.因辦理「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成效卓越，於2018年8月2日獲教

育部頒發感謝狀及獎座，表揚本行長年幫助青年學子出國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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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企銀專注一青、二老、三創深度服務

臺灣企銀是全國唯一的中小企業專業銀

行，以「公司治理、客戶關係、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社會參與」做為臺企銀的經營五

大核心價值，持續精進並朝與國際接軌努

力，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臺企銀不僅要做真

正的中小企金專業銀行，與中小企業一起成

長，也要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來達到永

續經營目標，建構臺企銀成為社會大眾心目

中的綠色金融品牌。

提供小微、新創企業融資輔導

臺企銀董事長黃博怡一直以來心心念念

要讓臺企銀成為與一般商業銀行不同的真正

中小企金專業銀行，以使臺企銀對小微、新

創企業融資輔導能夠做到更好，營造有利於

創新創業與社會發展的友善環境，進而實現

美好社會。因此黃博怡上任後很快就提出落

實專注於「一青、二老、三創」的三大目

標，也就是青年就業、人口老化的銀髮金融

與危老建築都更，以及創新、創意與創業。

黃博怡指出，臺企銀身為唯一的中小企

業專業銀行，全力配合政府智慧財產價值躍

升計畫外，先訂定「無形資產附收益型夾層

融資貸款辦法」，以利推動台灣產業轉型所

需的「無形資產融資」，讓智慧財產權相關

的商標、設計、版權、技術專利，都能成為

幫助企業向銀行取得融資的資產，讓創意、

創新的價值具體化。

黃博怡也積極藉由分布全台各地上百家

分行資源，在偏鄉地區陸續成立「銀髮樂齡

學堂」，他表示，達到「一青」與「三創」

兩大目標後，「二老」即是透過工廠更新、

危老都更、以房養老、公益信託等等多管齊

下，讓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銀髮人口也

可在地安養。因此除了銀髮樂齡學堂，臺企

銀也發行「銀色之愛信用卡」，邀請所有的

企業客戶、貴賓申辦「銀色之愛信用卡」，

於每次刷卡交易提撥刷卡金額0.3%作為公

益基金，以及申設公益信託樂齡悠活社會福

利基金等，作為相關贊助經費，用以協助銀

髮弱勢族群。

照顧銀髮族 列公益主軸

臺企銀「銀色之愛信用卡」是在2018
年6月發行，發行後短短半年、截至2018年
12月底，「銀色之愛信用卡」的發卡數超

過1.6萬張卡，已提撥公益基金達到300萬元

以上，這些資金都用來協助偏鄉或資源缺乏

社區推動成立「銀髮樂齡學堂」，做為因應

高齡化社會及配合政府長照政策的延伸，結

合銀行信用卡業務將銀髮族照顧關懷活動

列為公益活動主軸。2018年也成立了四家

「銀髮樂齡學堂」，包括高雄旗山、花蓮、

苗栗三義及嘉義布袋，預估每年服務及受

益達4.98萬人次，協助社區提供老人健康促

進、社會互動、快樂學習、幸福共餐及延緩

失能等服務。2019年也繼續推動設立銀髮

樂齡學堂，包括金門縣烈嶼鄉、 南投縣中



— 320 —

寮鄉以及雲林縣水林鄉等，也陸續成立了銀

髮樂齡學堂。

臺企銀多年前設立分行就採取鄰近工業

區的策略，因此最接近企業客戶、了解企業

需求，對台商回台尋覓工業區廠房土地或是

老舊廠房的都更升級，再搭配轉投資創投公

司，推出的登峰轉骨專案，以小額的投資入

股來協助有潛力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改造

體質。隨著數位金融時代來臨，智慧型行動

裝置日益普及行動通訊的進步， 交易不再

受限於實體通路，為滿足消費者對金融服務

行動化的需求，臺企銀也積極拓展虛擬通

路、研發新金融商品、強化網路銀行及行動

銀行功能等服務，逐步達成 「數位化」、

「無紙化」的目標，同時提供客戶更多元的

金融服務。

臺企銀肩負中小企業融資與輔導，以扶

植中小企業成長、紮穩根基為使命，因應經

濟環境變動的衝擊，臺企銀也針對企業需

求，提供多元化專案輔導貸款，像微型創業

貸款、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協助中小企

業扎根專案貸款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

款、新創重點產業優惠貸款等，一應俱全，

在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需求同時，落實執

行企業社會責任。

實行員工持股信託

臺企銀視員工為公司的資產，讓員工享

有各項完整福利措施，享有完善福利，並在

2019年開始實行員工持股信託制度，居八

大公股行庫之先，照顧員工退休福利。 臺

企銀也為全體行員投保因公意外險保額300
萬元，對於因公傷病或因公死亡的員工，都

可以申請保險公司理賠，即使是屆齡退休或

年滿60歲自願退休行員，臺企銀也每年發

給三節慰問金。

基於人才是核心資產，教育訓練與外在

環境變遷、企業成長及員工職涯發展都息息

相關，現今金融服務產業商品多元化，臺企

銀為鼓勵行員考取理專證照，儲備專業人才

並兼顧全行業務發展，也將理財證照納入升

遷門檻並設置專業證照加分機制。

臺企銀也重視環保，建立系統化能源與

資源管理程序，並做目標管理以落實節約政

策，關於環境保護的行動目標，臺企銀提出

五大承諾，並將理念傳達至企業內每一位員

工。

臺企銀已經創行超過100年，擁有百年

悠久歷史又是全國唯一的中小企業專業銀

行，臺企銀肩負中小企業融資與輔導的專責

金融機構職責。在邁向第二個百年之際， 
臺企銀日前成功完成民營化以來最大規模也

最順利的一次私募現金增資，引進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參股注資50億元，讓臺企銀實

收資本額跨越700億元大關，臺企銀有了更

堅實的能力，透過策略重新自我定位，調整

經營方向，扮演好「唯一中小企業專業銀

行」的角色，並更致力於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成為永續經營的優質銀行，如黃博怡

所強調「傾聽企業的聲音，回應土地的需

要」。 (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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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銀

公司介紹

京城商業銀行前身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

行，係由台南區合會儲蓄公司改制而成。

1948年11月1日，以投標式合會業務開始營

運，資本額為舊台幣2,000萬元，設有總公

司及嘉義、新營、虎尾、北港等分公司，營

業區域為雲嘉南縣市。1975年7月4日我國

銀行法公布實施，規定合會儲蓄公司列為專

業銀行，並自1978年1月1日起奉准改制為

「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於同年1月5日
正式對外營業。嗣於1982年3月3日奉財政

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核准補辦公開發行，並於

1983年7月20日股票公開上市。

為符合改制商業銀行資格，2005年度

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36億元，2006年3月20
日奉主管機關核准，並自2006年5月3日更

名改制為「京城商業銀行」；「京城」寓意

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代表新注入的

服務精神；並於正式更名後，啟用新的企業

識別系統為台南市花－「鳳凰樹」，象徵本

行立足府城、花開全台。

歷經70餘年之發展，京城銀實收資本

額為新台幣11,312,342,650元；為拓展經營

範圍，1995年設立台北分行，為京城銀第

一家跨區經營之分行，隨後配合主管機關解

除中小企業銀行跨區遷移之限制，陸續遷移

部份分行至國內各大都會區，目前共有67

個營業單位(含OBU)，員工人數逾900人。

企業責任治理

企業社會責任是公司核心價值之一，

2015年12月京城銀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工

作小組」作為全行推行CSR之最高指導單

位。由副董事長擔任召集人，總經理及人力

資源部、行政管理部、數位服務暨業務部、

營運管理部等部室主管組成。

透過工作小組決議年度公司之CSR議題

或執行項目，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資料收集與

追蹤，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期望將企

業社會責任意識傳遞並落實至每一部門的職

掌業務中，以維持長遠的競爭力。

京城銀深信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在於誠

信、透明的公司治理，並持續深化公司治理

各面向，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健全內

部管理、強化董事會職能及增加資訊透明度

等。

2017年11月為健全董事會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制、落實誠信經營之管理，京城銀設

置了「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

推舉至少三名董事組成，其中應有過半數獨

立董事參與，負責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

覓尋、審核及提名，監督公司治理制度實施

成效、誠信經營政策、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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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公司治理

京城銀行董事席次設有七席，其中三席

為獨立董事，為建立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於

2011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2017年設置「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

會」，強化董事會的監督與管理功能。為達

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

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

管理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

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策能

力。

2017年京城銀進行董事會改選，其中

有三位新任董事，莊進忠董事、陳肇隆獨立

董事及許智傑獨立董事。許智傑獨立董事於

2018.05.16卸任，2018年11月新選任姜宏亮

獨立董事。2018年共召開25次董事會，董

事平均出席率為88.3%，整體董事平均任期

為六年，其中獨立董事平均任期為三年。

風險管理

為確保永續經營，維護資本安全，已訂

定「京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辦法」，明訂風

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建立獨立有效之風險管

理機制，以評估風險承擔能力、監督已承受

風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之策略。公司已設

置完備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提升各項風險

管理，避免所有可能不利之影響，包括風險

管理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授信審

議委員會、投資管理委員會及資訊安全管理

委員會。

數位金融服務

相較於傳統臨櫃辦理業務，較年輕的數

位世代消費者用戶對於網路與行動裝置之熟

悉度與接受度更佳，因此銀行應避免墨守既

有服務模式，思考將業務數位化及行動化，

因應客戶金融服務行為的改變及衝擊。公司

自2015年起，即致力於思考如何面對數位

時代的來臨。

公司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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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組織面來看，2015年2月，為因應數

位潮流趨勢，鼓勵內部創意發想，成立「數

位創意小組」，致力發展以資訊科技為主要

工具，以數位平台為核心戰場，不限於金融

服務的產品、模式與社群。2015年8月，將

「數位創意小組」提升為「數位服務部」，

2016年2月，更整合資源與原「業務部」整

併為「數位服務暨業務部」，將數位科技帶

入傳統業務，激盪出新作法、新服務，及新

的金融體驗，以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每周

定期由副董事長主持跨部門的數位服務會

議，進一步整合數位業務及資訊相關資源，

展現推行數位金融的毅力與決心。

從產品面來看，因產品的開發往往需要

一段時間，所以京城銀先從版面的調整，強

化品牌形象。2015年，先行建置手機認證

機制，以利後續數位金融服務的開發，並進

行個人網路銀行的版面改版，帶給客戶全新

的樣貌。2016年，延續同樣的設計元素及

風格，推出行動銀行及企業網路銀行，讓企

業戶和個人戶皆可不受地域及時間的限制，

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務。

擁抱數位化的過程，京城銀傾聽客戶的

聲音，2017年起，著手打造新一代的個人

網銀及行動銀行，2018年1月新一代的行動

銀行App上市，除了提供常用帳戶查詢及轉

帳功能，更有貼心的預約轉帳功能提供客戶

事先設定轉帳需求，及匯率到價及個人化等

生活化通知功能。在2018年10月新一代行

動銀行App升級全功能服務，除了365天24
小時可滿足客戶帳戶查詢及台外幣轉帳兌換

需求外，在新的個人理財服務上，客戶可在

App進行基金申購或基金贖回，隨時隨地享

有財富自由。

從流程面來看，2015年推出線上預約

開戶，讓客戶在網路上預先填寫資料後再到

臨櫃開戶，節省等待時間。2015年底起，

推出客戶網路非約定轉帳服務，臨時要轉帳

服務不用再出門到實體ATM或各營業據點

辦理。2016年起，建置自動化存款機，提

供客戶更便利的交易模式，不用再等白天銀

行開門才能存款，另外也推出晶片金融卡臨

櫃存取款功能，提供客戶全新的使用者體

驗，讓客戶毋需攜帶存摺及印章，亦毋需填

寫傳票，即可用一張金融卡簡便的解決存取

款需求。

從客戶服務模式來看，行動銀行App的
推出，客戶在手機上就可隨時查詢帳戶餘額

及進行轉帳，其中非約定轉帳功能以手機認

證作為第二因子，綁定客戶手機於轉帳時進

行再次確認，可應用在繳各項費用或個人轉

帳需求，帶給客戶便利又安全可靠的金融體

驗。2017年新增線上申請網路銀行功能，

提供客戶在家也可申請網路銀行，使用數位

金融交易。

顧客權益保護

若金融產品資訊的揭露不夠透明，加上

客戶對於金融認知的不足，將可能會延生爭

議及申訴，更有可能造成社會觀感不佳，進

而影響商譽。

京城銀重視客戶權益，並致力於提升服

務品質，公司訂有「公平待客原則之政策及

策略」。在與客戶往來之過程，京城銀秉持

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確保了解

契約內容、商品特色、風險及相關費用等資

訊，並依循主管機關規範客戶權益保障的相

關標準，訂有「特定金錢信託商品風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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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認作業辦法」、「專業投資人管理作業

辦法」及「非專業投資人投資風險評估與商

品適合度辦法」。各商品上架前皆會經商品

審查小組審查，依商品設計之複雜度、風險

高低程度、現金流量方式給予風險等級，並

配合客戶投資屬性評量表的結果，提供客戶

適合的金融商品及服務，確保商品的風險符

合客戶風險承受程度。

2017年京城銀致力於將紙本電子化、

流程行動化、服務雲端化，推出多元的服務

管道。另外，為提升顧客滿意度及服務品

質，京城銀行定期調查顧客滿意度，瞭解各

項服務是否符合顧客的需求與期望，稽核單

位至營業單位查核的同時，並檢視該單位之

服務氛圍及環境維護，確保服務品質符合需

求。

員工教育訓練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為因應金融

環境變化與維持企業競爭力，公司加強人才

培養及推動員工終身學習觀念，鼓勵員工追

求學習成長及激發個人潛能，並持續投注資

源辦理訓練課程，希望透過訓練活動，增進

同仁擔任職務所需之知識技能，提高工作效

率及服務品質，利於職涯發展。京城銀在

2018年通過「勞動部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

理系統(企業機構版)」評核，代表人力培訓

品質各項指標之可靠性與正確性。

社會參與

社區是京城銀行立足的根基，面對市場

環境轉變與社會變遷，京城銀秉持「取之於

社會、用之於社會」，積極與政府及各民間

團體合作，深入瞭解社會需求，關懷及協助

弱勢族群，在追求獲利之外，善盡社會公民

的責任，透過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平衡利害

關係人的權益，使公司永續經營。

為落實社區關懷提升分行在地價值，京

城銀行自2013年起，透過各營業單位結合

周邊社區資源，規劃並參與社區活動，融入

當地社區，感動在地客戶，實踐社區銀行的

理念，成為鄉親信賴的銀行。

環境永續

金融服務業由於行業屬性之故，其營運

活動對環境產生的負面衝擊不若製造業來得

顯著，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全球氣候暖化

問題日益嚴重，推動減碳，減緩地球暖化，

響應國際公約，已是世界潮流。公司除了對

自身營運進行嚴格的控管外，也關注全球環

境保護趨勢，期待藉由目的事業－金流的影

響力，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與轉型，響應政

府政策，帶動實現「低碳社會」。

13,446 14,243 14,745 

32,352 

40,243 

48,102 

2016  2017  2018  

 

( ) 

( CO2e) 

自發綠色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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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耀

●第五屆(2018年度)公司治理評鑑

●警政署頒獎表揚2018年協助成功攔阻

詐騙款項1,132萬餘元

●2018年度經濟部-信保基金「送保融

資成長獎」

●2018年度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金安

獎」

●2018年度台電中小企業非製造業節能

競賽甲等獎

●2018年度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金質

獎」

(資料來源：2018年京城銀行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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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銀友善社區 扎根在地化

京城銀行是一家相當特別的股票上市

銀行，多年來維持績效領先同業，發展策

略非常專注在利基業務，在一片同質性高

的銀行業中，是家小而美的銀行，多年來

堅持「打造不一樣銀行」的經營理念，

以及「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使

命，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結合在地社區銀行的

定位與目標，積極踐行落實。

京城銀行董事長戴誠志指出，京城銀行

總行位於台南，在地經營歷史已超過一甲

子，是扎根於台南的銀行，京城銀行一直很

重視與在地市場、居民、客戶的關係，所以

每一家分行都與在地社區維繫良好互動，京

城銀可說是最重視國內分行在地經營的銀

行。

前進校園開辦理財營

戴誠志認為，社區是京城銀行立足的根

基，所以京城銀行長期致力提升分行在地價

值與社區關懷，社區參與不落人後，持續關

注金融教育推廣，除前進校園及在地社區開

辦理財營，與警局也保持良好互動，落實客

戶臨櫃關懷，以期降低金融詐騙，此外，台

南醫院新化分院自開院以來裝設的第一台自

動櫃員機ATM，也是京城銀去設置，這是

京城銀以實際行動融入社區，實踐社區銀行

理念的具體行動，也凸顯京城銀對CSR的積

極落實。

以京城銀行新化分行為例，該分行是從

1993年成立辦事處擴張而來，在新化地區

服務已經26年，與新化地區的地緣關係相

當深。因此2016年2月6日農曆新年除夕的

大地震後，新化一帶包括分行建物等受災嚴

重，京城銀行隨即全力投入人力及資源，展

開拆除重建作業，以確保周邊民眾居住安全

及交通順暢，且於春節假期過後，就無縫接

軌順利營業服務，樹立重大災難後所有金融

服務不中斷的最佳典範，維護台南新化地區

客戶權益，使客戶權益不受任何影響。並主

動捐贈150萬元予台南市政府，協助各地的

重建工程能儘速完成，承諾將持續對災區居

民提供相關支援與協助。

新化分行原址重建計畫經歷兩年後圓滿

完成，分行從設計、規劃、施工到裝潢，都

是交由與京城銀一樣發跡於台南的曾永信建

築師事務所設計團隊操刀，曾永信建築師事

務所巧妙結合企業、人文、聚落等在地風俗

特色，呼應京城銀企業標誌為台南市花「鳳

凰樹」，象徵長存立足府城、花開全台的精

神，發揚南台灣建築設計之美。

設置公共藝文空間

尤其京城銀行並不追求最大的建蔽率與

容積率，新化分行改建將原先12層舊建物

改建為僅兩層樓，並設置大廣場及公共藝文

空間，期許這裡不僅是友善社區的生活園

地，也是結合新化當地文化與人文的建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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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以拉近與民眾的距離，融入社區民眾日

常生活。事實上，不止新化分行，京城銀各

分行有空間餘裕，也會無償提供當地社區或

社福團體使用。

推廣金融教育上，京城銀行深入校園，

定期與南台灣的大專院校建立寒暑期學生實

習或學期課程學分的合作模式，透過校方的

安排，讓學生能提早認識職場需求，透過職

能訓練，讓學生在多元實習場域中，增強實

務能力，累積職場經驗。以2018年為例，

京城銀行就與虎尾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南

台科技大學、高雄大學、明道大學等學校合

作，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京城銀認為，南部無論在公益社福或是

交易資源上，相對北部遜色，因此京城銀立

足於台南，所以資源運用會更聚焦於南台

灣。

京城銀的持股集中，經營穩定，重視公

司治理，為了健全公司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

理人的提名制度，京城銀行在2017年11月
設置「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訂定「董

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加強

董事會運作效率。另外，2017年京城銀行

參加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的CG6011公司治理

制度評量，取得標準認證資格，也在2018
年的公司治理評鑑中，經證交所評定為前

5%的上市公司，且在金融保險類排名級距

中，拿下前10%的好成績。

秉持關懷在地精神，京城銀行對員工也

視為一家人妥善照顧，相當重視員工對公司

的向心力，從2010年起就實施員工持股信

託制度，2018年京城銀行還針對所有員工

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以使員工持股信託制

度更好、更切合員工需求。

京城銀的員工持股信託制度，是由員工

自行組成員工持股會，約定每月自各會員薪

資中提存一定金額交付受託機構，長期投資

京城銀行股票，京城銀則會依員工前一年度

的績效考核及員工自提金額，相對提撥投資

獎勵金，這是為了強化員工的向心力，並協

助參加的員工累積財富，來保障退休或離職

後的生活。

以2018年為例，京城銀行額外提撥的

獎勵金就約為薪資費用的3.2%，累計至

2018年提撥金額為新台幣1.63億元，截至

2018年底參與員工人數為777人，參與率高

達九成，員工入股數達到1.3萬餘張。

獲台電節能競賽甲等獎

在環境永續方面，為落實節約能源，京

城銀行訂有「環境保護行為準則手冊」，針

對各營業單位的耗能功率，每半年度檢討與

去年同期比較增減，並對異常分行進行巡

檢，落實合適的環境管理，2018年並獲得

台電中小企業非製造業節能競賽甲等獎。

展望未來，京城銀行秉持「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使命，將更致力於與各

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的互動，在地關懷、社

區經營，以及推動核心職能活動，擴大影響

層面，持續關注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與衝

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建立節約能源管理

制度，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善盡地球公民

責任，帶動企業及社會永續發展。

 (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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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

公司簡介

中國人壽成立於1963年，於1981年更

名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保

戶更周全、快速之服務，除在台北市敦化北

路122號設置總公司外，亦在全台遍布營業

據點與銷售人員，以提供更即時、便利與貼

心的服務，2003年現任董事長王銘陽以專

業經理人的身分開始接手中國人壽，除倚重

既有員工，亦引進新經理人，建立以風險管

理為核心競爭力的專業團隊，開啟了中國人

壽經營之新頁。秉持長期經營理念，透過合

宜的投資策略，使中國人壽成為業界少數無

負利差的上市壽險公司。

在2008年金融風暴中，中國人壽是台

灣大型保險公司中唯一未投資任何次級房貸

及不良資產，故無任何資產減損，成功避開

次貸風暴的保險公司，受到投資人及外界高

度肯定。而近十年中國人壽各項財務表現屢

創新高，更於2014第1季總資產突破新台幣

兆元且持續成長中，成為國內壽險業兆元俱

樂部之成員。中國人壽於2007年購併瑞士

商環球瑞泰人壽台灣分公司，在2009年掌

握危機入市的精髓，併購英國保誠人壽台灣

主要資產與營運業務，除了讓中國人壽的資

產突破5,000億，業務通路亦由3,000名業務

同仁，迅速成長為萬人部隊，強化核心通

路，形成更平衡發展的多元通路。中國人壽

除了深耕台灣之外，並積極開拓大陸市場，

2010年透過與全球市值第二大銀行的建設

銀行合作，參股建信人壽持股19.9%，並以

專業壽險經營實力，全力提供技術支援，為

中國人壽西進大陸奠定良好基石。

中國人壽以「為保戶、股東、員工及社

會創造最大利益及價值，以成為最值得信賴

的保險公司」為願景，一直以來持續精進公

司治理與內控機制。近年設立的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邀請眾多董事成員其中包含獨立

董事，針對中國人壽的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

不同重大性議題展開行動，以實現企業社

會責任的承諾。未來，中國人壽將秉持著

「We Share We Link」的核心精神，以前瞻

的經營思維、強健的財務清償能力、嚴謹的

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機制，與利害關係人攜

手合作，創造共同價值，實踐企業永續經營

的願景，成為壽險業之標竿品牌。

永續藍圖

中國人壽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以

來，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擘劃

企業永續發展藍圖、訂定永續發展策略及目

標。透過年度ESG目標的設定、執行與追

蹤，落實永續發展作為，並於每年出版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向利害關係人溝通年度永

續績效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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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永續力量

中國人壽自2014年成立「中國人壽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推動並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因應國內外永續趨勢，考量重大性議

題可能帶來的衝擊，以前瞻性的策略推動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相關作為，達成目標，落

實企業永續發展。

根據中國人壽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規

程，由副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設有主任委

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三人及執行

秘書一人，董事比率高達八成，組織編制與

中國人壽的經營與公司治理策略緊密結合，

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相關作為，確保所委任

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2018年召開二次委

員會，會議內容包含追蹤CSR執行進度並

檢視過往目標成效、擬定中國人壽2018年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架構、重大性議題矩陣

圖，以及訂定2019年度ESG目標等。

創造永續價值

隨著國內外法規與趨勢的快速更新、科

技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社會人口結構改

變、氣候變遷日益顯著，中國人壽隨時檢視

外部環境，鑑別風險與機會，以事先管理風

險、掌握先機，累積永續發展的動能，提供

利害關係人更完整的資訊與服務。

「We Share We Link」是中國人壽的核

心價值，也是永續經營的精神。中國人壽始

終認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須與本業結合，運

用專業職能的優勢和資源發揮社會的正面影

響力。以「為保戶、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

最大利益與價值，成為最值得信賴的保險公

司」為願景，實踐企業永續經營的承諾。

壽險業是最貼近社會脈動的產業之一，

舉凡人口結構老化、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氣

候變遷等相關議題，對於環境、社會、民眾

的生活及健康產生衝擊，都可能對營運造成

影響。因此，除了積極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及利益外，面對諸多的社會與環境問題，

中國人壽也有責任透過企業的影響力，回饋

並且創造價值。

因應數位科技時代來臨，中國人壽啟動

「轉型專案」，透過「業務通路數位轉型、

後勤團隊智能轉型、整體企業思維轉型」，

累積企業轉型能量，顛覆傳統技術、流程及

作法，採用多元創新科技應用，從保戶需求

為出發，發揮數位科技的優勢為服務加值。

誠信治理

中國人壽始終堅持誠信經營之價值與理

念，設置專責誠信經營委員會，並建立反貪

腐賄賂、防止相關利益輸送情事之政策；為

回應近年來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議題，落

實專責組織，完成獨立第三人查核。在整體

公司治理運作方面，強調各階層的課責性與

透明度，同時建立完善風險控管機制以及嚴

謹的資安防護體系。在投資決策方面，響應

責任投資原則(PRI)，將ESG議題納入投資

決策流程，並響應政府政策，藉由資金引導

國內相關產業成長。

穩健公司營運

中壽以誠信經營為企業核心價值，為建

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並有效落實公司治

理的各項工作，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及「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訂定中國人壽「公司治理守則」，以資遵



— 330 —

循。為了達成「最有價值與最值得信賴的保

險公司」之願景，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擔任獨立董事以及各個功能性委員會之委

員，除了藉由其專長協助進一步強化公司治

理，同時也提高獨立董事對中國人壽重要業

務之參與度。

另外，在風險管理政策的基礎及架構

下，中國人壽強化各主要風險的量化管理機

制，及公司決策層面上的深度應用。在公司

治理、風險管理及持續穩健成長的營運績效

下，中國人壽以成為壽險業之典範為目標。

秉持六大通路平衡發展策略，配合各通路獨

有之特性，推出符合需求之差異化商品，並

進行行動數位化轉型提升競爭力，以滿足客

戶對於投資、儲蓄、保障與醫療之多元需

求，冀望締造公司、保戶雙贏的局面。

嚴謹風險管理

中國人壽善盡金融業社會責任，為建立

我國良好金流體系、穩定金融秩序，積極配

合主管機關推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透過

下列措施建立完善控管機制。

因應「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

法」，暨其相關授權子法之修訂，為使各單

位能迅速掌握法令之最新動態，即時採取適

當之因應措施，以降低法律風險，除召開會

議進行修訂重點摘要，有效建立清楚適當之

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外，並同

步進行法令前後差異分析，以確保相關作業

得以即時因應。

為落實相關作業及提升防制成效，定期

檢視相關作業是否妥適，並為提升可疑交易

申報之品質及強化阻斷犯罪之效能，適時檢

討相關監控態樣、申報標準，以避免有防禦

性申報之情形。2018年陸續修訂「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評估洗錢及打

擊資恐風險防制政策」、「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注意事項細部規則」、「國際保險業務

分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細部規

則」及「評估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防制處理

程序」。

資訊系統
應用

流程管控 人員專業
能力養成應用 能力養成

塑造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風險管理文化

公司治理 制度設計 控制與程序 風險管理 獨立稽核

塑造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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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控管

風險管理是金融保險業營運的主要議

題，而中國人壽更將嚴謹的風險管理設定為

未來持續關注的經營目標。以內部規範的角

度而言，中國人壽風險管理架構係由最高階

的風險管理政策，往下也往外鋪展出各主要

風險的管理辦法，及更細節描述與實務執行

的各種施行細則與處理程序，除了達到完整

文件化外，亦藉由內部規範來具體呈現中國

人壽風險管理機制的普遍落實。

關懷無界

發揮壽險業核心價值，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增進金融包容性，推動數位轉型，為因

應社會貧富差距、高齡化等社會議題，提供

符合社會所需之保險商品。

中國人壽投入企業資源及員工參與，以

「教育培力、扶持弱勢及友善環境」三大主

軸推動公益活動，提升教育品質、扶助弱勢

團體及友善環境，將溫暖送往各個需要的角

落，讓世界更加美好。

促進社會共融

中國人壽秉持「共好、共創、共享」的

理念，以「深耕偏鄉創造永續價值」、「公

益在地化擴大永續價值」兩大策略投入社會

參與，以「教育培力」、「扶助弱勢」及

「友善環境」三大主軸推動公益活動，並投

入企業資源及員工參與，運用商業的力量創

造一個永續發展的公益價值鏈，發揮一加

一大於二綜效，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綠色行動

巴黎協定已於2016年正式生效，全

球政府及企業皆針對氣候變遷進行相關風

險辨識、適應、減緩等，中國人壽亦響應

作業風險三大工具

自
我
診
斷

風
險
及
控
制

辨
識
高

剩
餘
風
險

RCSA

KRI

比較參照
以掌握預警能力

作業風險自評

關鍵風險指標

LDC
損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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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際趨勢，採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架構

(TCFD)，鑑別氣候變遷對營運所造成之衝

擊。同時，推動無紙化綠色服務流程及環境

永續七大行動方案，為環境保護盡一己之

力，展現中國人壽身為地球公民之責任與使

命。

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IPCC)指出，最快2030年時地球將升溫超

過1.5℃，氣候變遷成為不容忽視的議題。

中國人壽有感於氣候變遷日益嚴重，且與壽

險價值鏈具有高度關聯，為持續加強中國人

壽面對氣候變遷之因應能力，並以適當之方

式對外透明揭露具體績效作為，2018年接

軌國際最新趨勢，採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架

構(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揭露氣候對公司營運之

衝擊。參考TCFD架構，從治理、策略、風

險管理，以及指標與標的等四大氣候變遷管

理重點著手，納入產業特殊指引「保險」及

「資產所有者」之要求，強化中國人壽氣候

變遷治理，以系統性方式鑑別氣候變遷風險

及機會，透過目標設定及定期追蹤，成功降

低未來衝擊並預先掌握商機，並回應外部利

害關係人對中國人壽氣候變遷管理之期待。

TCFD

共好、共創、共享

為偏鄉學童種下一顆
希望與自信的種子

以感謝土地初衷，
支持友善環境之小農

以實際行動協助弱
勢團體自力更生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
標
與
標
的

風風風風風風風
指指

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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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為推動環境保護、完善氣候

變遷管理、建立綠色低碳的企業環境，制

定「環境保護政策」，並於2014年即成立

「環境保護委員會」，由售後服務、資訊及

行政支援等各功能別之主管擔任委員，委員

會成員共九位，負責制定及修訂委員會規

程、環境保護政策之相關辦法及規範，以及

監督節能減碳、廢棄物管理、環境衛生、環

境保護等措施之執行成效。

2018年召開二次環境保護委員會，評

估與檢討2018年環保措施之執行情形，以

及確立明年度環境保護管理目標與執行方

向，並將持續以綠色採購、氣候變遷因應及

環境管理與節能省碳為三大環境永續推動方

向。

榮耀事蹟

(資料來源：2018年中國人壽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台

台

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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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壽用愛與關懷 營造幸福時光

壽險的本質是「愛與關懷」，中國人壽

秉持著這樣的核心精神，始終認為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須與本業結合，除以優異的風控經

驗和穩健的財務體質永續經營外，也持續為

台灣社會挹注正面能量，帶來安定的力量，

並以「為保戶、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最大

利益與價值，成為最值得信賴的保險公司」

為願景。今年亦獲得全球最大CSR報告書

線上平台獎項CRRA之「最佳報告書」全球

TOP3，是全球唯一入圍的金融業，為開辦

13年來首度有台灣企業獲獎，與英國馬莎

百貨、瑞典H&M等跨國企業同獲殊榮，讓

台灣站上國際舞台，更是唯一入選「台灣永

續價值指數」的壽險業。

三年獲十大獎肯定

嚴謹的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一直是中壽

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已連續五年榮獲台灣證

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最高級

距排名Top 5%，為評鑑開辦以來唯一連續

五年皆獲此殊榮之保險公司。除了公司治理

屢獲肯定，中壽堅持永續發展的作為，連續

三年獲台灣企業永續學院頒發「TOP50企
業永續報告獎」最高榮譽獎項，三年內共獲

得十項大獎肯定。2019年前三季稅後純益

129.5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3.4%，每股

稅後純益3.1元，2019年前三季年化ROE亦
達16.45%，相關經營績效皆創歷史新高。

9月底淨值較去年底成長87%，淨值／資產

比已由2018年底之4.4%提升至7.3%，另截

至9月底之資本適足率(RBC ratio)亦超過

300%以上。並於2019年第3季分別榮獲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首次舉辦的「公平待客原

則評核」壽險業第二名。

友善環境力挺綠農

氣候變遷是全球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

且與壽險價值鏈具有高度關聯。中壽總經理

黃淑芬表示，當氣候變遷導致農作物產銷失

衡、糧食浪費的問題日益嚴重，聯合國統計

全球每年有13億噸食物被浪費丟棄，在台

灣每戶每年丟棄食物金額高達3萬元，換算

下來可做成40億個便當，中壽展現價值鏈

影響力，以行動支持堅持採用友善農法與土

地共好的綠農。今年正值56周年，中壽特

別準備不一樣的生日禮「格外品果茶醬」，

原料是友善綠農無毒栽種的在地水果「格外

品」，由包括總經理黃淑芬及高階主管在內

的中壽志工團負責採收篩選，交由社會企業

製成果醬，採用偏鄉孩子的作品設計，最後

再交由中壽志工團協力包裝。不僅關懷土地

及友善環境又深入偏鄉推廣教育及藝術培

力，一罐果茶醬傳達出多層次的意涵及理

念。

同時中壽亦掌握國際趨勢，採用氣候相

關財務揭露架構，鑑別氣候變遷對營運所造

成之衝擊，從治理、策略、風險管理，以及

指標與標的等四大氣候變遷管理重點著手，

以系統性管理機制，持續加強面對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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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應能力，並以適當之方式對外透明揭露

具體績效作為，展現中國人壽身為地球公民

之使命。

重視員工健康福利

中壽認為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更

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堅強後盾，除了工作上要

拚搏，也要有健康的體魄，連續11年舉辦

「凱基盃慢速壘球賽」，由跨部門同仁組

成，練習過程中提升默契與向心力，至今累

積超過6,000人次參賽，2019年有全台高達

13隊、近300名同仁組隊參賽，同時更跨界

串聯公益，邀請「愛就GO 319行動學堂」

扶助的偏鄉學校─宜蘭大里國小學童們帶來

高蹺舞開場表演，為選手加油打氣。中壽公

司也提供多樣福利和多元活動，包括小小保

險營、親子志工活動、全台健康講座，及各

類型社團活動，讓員工更有歸屬感與向心

力。中壽持續打造幸福快樂職場，曾獲台北

市政府頒發「幸福企業獎」、「企業足超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優等認證標章」等。

2018年員工自願成立的志工服務時數

創新高，超過4.5萬小時，為2017年同期1.6
倍，自2013年起舉辦「愛就GO 319行動學

堂」，深入偏鄉，將企業資源帶入校園，六

年來總計近4,700人次參與；「愛就GO志工

團」延續助人的正向循環，2018年提供近

3,000場志工資訊，超過七成以上的內勤同

仁參與志工服務，在母親節及端午、重陽節

前陪伴弱勢團體，同時以雙公益理念採購庇

護工場粽子贈予公益團體，長期與台灣血液

基金會合作，四年共募集近2,000袋熱血。

今年也持續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

南及高雄等之六地舉辦全台捐血活動。此外

也有「食安綠學堂」供應友善小農當季水果

給偏鄉小學及育幼院，並連續11年舉辦愛

心展售會，今年擴大舉辦，以「愛你我同行

格外美好」為主題，鼓勵同仁關心剩食議

題，廣邀公益團體、社會企業及友善環境小

農參與，採購這些市場規格之外但品質良好

的「格外品」，農曆春節期間在全台同仁的

力量加持下，團購超過百萬元產品，創下歷

年新高。

今年志工更響應國際失智症月活動，暖

心志工在Young咖啡快閃店協助熱情參與的

民眾，享用失智大使用心調製的美味咖啡點

心。此外，中國人壽也率先作為台灣失智症

協會的「失智友善組織」，成為首家納入

失智友善地圖的壽險公司，全體客服人員

總計556位全數皆已完成失智症協會「失智

友善」系列課程。同時十多年來贊助育成基

金會「心智障礙者繪畫比賽」，提供憨兒們

實現夢想的專屬舞台，並與父母共享榮耀，

期間幫助超過5,500人次心智障礙者及其家

庭。

中壽秉持品牌精神「We Share  We 
Link」，中國人壽總經理黃淑芬表示，中

壽長期以「愛與關懷」的企業文化精神，結

合資源與弱勢團體特色，用實際行動支持他

們成長，與社會共創共享，這個過程就如同

「幸福時光」，同仁在每一次的付出，看見

受助者開心滿足的笑容，就是最幸福的時

刻，中壽也會持續把這份愛分享到更多需要

的角落。 (葉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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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

公司簡介

長榮集團始於長榮海運公司，由長榮集

團創辦人暨總裁張榮發創立于1968年9月1
日。主要營業項目為國內外輪船之航運業、

船務代理業及經營貨櫃集散站等業務。長榮

海運成立之初，僅以一艘15年船齡的雜貨

船刻苦經營，發展迄今，服務網路已遍及全

球五大洲，並於世界貨櫃航運史上寫下許多

輝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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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第一家開闢全貨櫃航線的船公

司。1984年，以全新打造的G型船，成功開

闢了史無前例的環球東西向全貨櫃定期航

線，並於1985年榮登世界排名第一的貨櫃

船公司。

2007年起，長榮海運公司整合長榮集

團旗下的義大利海運公司、長榮海運英國公

司、長榮香港有限公司及長榮海運新加坡公

司共同組成Evergreen Line，以單一品牌提

供全球貨主完善的運送服務。並透過加入海

洋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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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提供客戶高效率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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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洛杉磯、奧克蘭港與巴拿馬的

箇朗港等地皆設有設立貨櫃碼頭，進一步優

化服務品質，長榮海運為了協助全球貨主掌

握商機，不僅建置專屬電子商務網站www.
ShipmentLink.com，亦推出ShipmentLink 
Mobile，方便貨主能透過智慧型手機隨時

掌握船期資訊與貨物的運送進度。長榮在

E-Commerce上投注的資源與心力，除了屢

獲客戶好評，更數年蟬聯美國專業物流資訊

機構Log-Net頒發的「電子商務卓越獎」。

為了培育航海人才，長榮海運於1999年斥

資興建「長榮船員訓練中心」。此中心為

台灣第一家榮獲挪威驗船協會(DNV)ISO-
9001:2000認證的船訓中心，所提供的訓練

課程獲得國際專業機構的認證。藉由密集、

系統化的實際操作訓練課程，希望能提升集

團船員各項專業技能，達成人安、貨安、船

安的「三安」目標，積極預防海難事故與環

境汙染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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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創辦人張榮發博士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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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5年長榮以先進的造

船技術，打造新一代環保船隊，S型環保船

的「雙層船殼」、「內置式油艙」與岸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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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等設計，不但是超越當時法規要求的前瞻

性設計，更於翌年榮獲勞氏亞洲海運獎之

「年度最佳船舶獎」。2012年投入營運的L
型船舶，以更先進的科技提升環保效能，進

一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率。2018年更率先

全台將B型船舶搭載脫硫系統，有效降低主

機及發電機所產生的硫化物，提前符合國際

海事組織IMO於2020年才生效的0.5%排氣

含硫量標準。

除了優化船舶設計，長榮更主動參與多

項環保方案，透過低速航行模式，減低溫室

氣體排放，進而改善港口周邊環境的空氣品

質，多年來獲致顯著的成效，讓營運船隊的

溫室氣體排放率逐年遞減。另外，此舉也有

助於減少藍鯨、座頭鯨與長鬚鯨等大型海洋

生物遭到船舶撞擊的危險，幫助瀕臨海洋生

物復育。長榮海運50年來秉持著「創造利

潤、照顧員工、回饋社會」的經營理念，偕

同合作夥伴與全體員工的共同打拚、並肩奮

鬥，成就今日的規模。期許以「堅持理念、

淬鍊前行」的精神，與時俱進，持續致力於

提供可靠的運輸服務，促進貿易發展，為世

界盡一份心力，航向未來無限可能。

穩健營運及誠信經營

公司治理

為了落實公司治理制度，長榮海運於

2014年設立獨立董事，邀請會計師、律師

等專業人士擔任，藉由其專業背景與超然的

地位，進一步提升董事會職能，積極強化管

理與監督之角色。在資訊透明化方面，定期

揭露財務報表於公司中、英文網站，並設

有「公司治理專區」、「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利害關係人專區」、「誠信經營專

區」及「投資人服務」揭露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落實誠信經營、維護勞資關係等相關訊

息，使國內外投資人、全球客戶與供應鏈夥

伴瞭解公司的營運狀況。長榮海運公司治理

事務由股務部主管(協理級)負責，其負責公

司股務、股東會及董事會議事等公司治理事

務之管理已達三年以上，並由財務部門最高

主管負責督導。相關內容如下：

1.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及法令，

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2.依法辦理股東會、董事會及各功能性

委員會召開，包含議程安排、會前籌備及會

後議事錄編製、變更登記等相關事宜。

3.依照公司產業特性及董事需求，辦理

董事年度進修課程。

風險控管

航運經營受金融、經濟景氣、恐怖主義

及氣候變遷之影響，因此需注意監控管理各

項風險。營運過程主要須控管的風險含：策

略及營運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財務

風險及船舶安全風險等。近年極端氣候頻

繁，氣候變遷及環境相關風險對公司影響甚

大，因此需積極辨識風險因子，並制定管理

方針及因應對策。

資安維護

長榮海運為強化資訊安全管理，並確保

公司重要資料、資訊系統、設備及網路之安

全，訂有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安全政

策及管理作業規範，作為有關資訊安全管理

組織權責分工、人員教育訓練、電腦硬軟

體、網路及實體安全環境管理之準則。資訊

安全政策每年評估一次，以反映政府法令、

技術及業務等最新發展狀況，確保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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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隊執行操作時風險評估及控管流程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有

有

有

開始

結案

船上操作之前，預先執行風險評估。

使用樣本執行風險評估。

設備、組織或程序

是否有任何重大變化？

是否存在相關船上操作

的風險評估樣本？

是否發現

任何新的危險？

在操作前對所有人員說明重大危險風險評估和

採取的控制措施，但不超過 30分鐘。

使用空白表單 FM-0401-1
進行風險評估。

在相關的風險評估樣本中

添加新的危險。

監控控制措施的執行情況，直至完成運行。

將執行評估日期的紀錄製成 FM-0401-1表格。

將修改後的或新的風險評估模板發送給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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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作之有效性。

長榮海運公司資訊安全管理目標如下：

1.維持資訊系統持續運作

2.確保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3.防止人為不當意圖及不法使用

4.避免人為疏失意外

5.防止駭客、病毒等入侵及破壞

6.維護實體環境安全

法規遵循

長榮海運法務部內設有專人負責研究競

爭法、歐盟個資保護法、反賄賂／反貪腐

法、禁運法規，並擬定遵法政策及相關準

則。為落實推動誠信經營，長榮海運透過內

部公開訊息、部門會議、高級主管談話等時

機及舉辦道德講座等方式，宣導公司誠信經

營理念。公司每年亦定期針對新進人員舉辦

「誠信經營與道德行為規範」之職前教育訓

練，2018年共舉辦五場課程，授課時數共

六小時，總計53人參加，占陸勤員工人數

4%；總計長榮海運及長榮國際兩家公司之

海運從業新進人員共119名完訓。

人才發展及員工照顧

人才招募與留任

人才是公司的資產，更是公司的重要夥

伴。長榮海運透過多項人力資源作為，提升

薪資福利，建立公平透明的管理機制，創造

友善的工作場所，並透過內部選才方式，安

排員工進行跨專業領域的輪調學習，提供許

多派駐海外歷練的機會，使同仁在職位上持

續發揮所長並與公司一同成長，長榮海運成

立50年以來，已培養出許多的國際海事人

才。

為因應業務成長需求，長榮海運與長榮

國際公司於2018年共同辦理陸勤員工招募

計畫。長榮歡迎社會新鮮人加入團隊從頭學

起，前往全國23所大專院校舉辦24場校園

徵才活動，讓年輕學子更瞭解海運工作性質

及發展遠景，提供青年平等的工作機會。公

司並透過公開的招募管道，於各大平面媒

體、公司網站、人力求職網站及各大院校網

站刊登招募廣告訊息。2018年長榮海運與

長榮國際共徵聘127名海運業務相關的陸勤

正職新進人員。海勤人員的招募則透過公司

官網、海事院校及訓練機構推薦等方式募集

各級航海及輪機優秀船員，全年開放報名。

人才培育與發展

長榮海運秉持著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先生「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之理念，

教導有志青年從頭學起，透過課堂講授與操

作、主題講座與分享、在職訓練等方式，提

供員工完整的專業課程訓練，之後更透過

「輪調制度」拓展員工專業職能的深度及廣

度，並提供「國外派駐」機會，提升同仁國

際視野，豐富職務生涯。船長出身的張總裁

更將海員的訓練與福祉放在心上，在多年前

即首開業界先例，設計「海陸輪調」制度提

供海勤人員到陸上工作的機會，借重海勤人

員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提升陸上與海上服務

鏈的整體運作效率。

人權維護

身為全球貨櫃運送的領導企業，長榮海

運重視勞動人權，遵守全球各營運據點所在

地之勞動、性別工作平等相關法規，認同並

支持國際相關人權規範與原則，包含「聯合

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基本

公約的核心勞動標準，禁止任何形式之歧

視、霸凌及騷擾，禁止強迫勞動及雇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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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並確保員工結社之自由。

長榮海運恪遵勞動相關法令規定，公

司管理規則明訂不得錄取年齡未滿15歲
之人，以及品質文件「人員僱用作業指導

書」，規範陸勤員工錄用條件至少應具高中

／大專以上學歷，因此無僱用童工之情況發

生。此外，新人試用報到時查驗其身分證明

文件及學歷證書正本，以確保雇用員工皆已

年滿18歲，杜絕童工聘用問題；若於錄取

後發現僱用未滿16歲童工，立即通知法定

代理人至公司辦理離職手續，並責付其法定

代理人帶回，至2018年底所有陸勤人員皆

滿19歲。海勤人員方面則依船隊船員招募

之規範，應徵者依船員法均需年滿16歲以

上，至2018年底，所有船員皆滿18歲，符

合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規定。

長榮海運將營運相關人權議題列入陸勤

各部門年度教育計畫之企業社會責任訓練

課程，每年均依公告教材實施內部教育訓

練每人至少0.5小時。2018年員工受訓比率

99.78%，總人時逾674小時，並規劃自2019
年錄製線上課程，提供全員更便利的學習平

台同時，長榮海運提供所有利害關係人便利

的溝通管道，並對利害關係人關於人權議題

之意見給予回應。長榮重視供應鏈所有企業

的工作環境安全與基本勞動人權，要求合作

廠商之營運活動不得有任何侵犯及違反人權

行為。對於重要供應商，每年至少發送一次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問卷，涉及範圍包含環

境、勞工實務與人權及社會衝擊評估，評鑑

結果將做為簽約或汰換之重要依據。

職場安全與健康維護

船隊安全文化

長榮海運重視員工職場安全，依法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

由總經理親自主持，負責審議、協調及建議

公司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並適時對

公司之安全衛生政策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TOSHMS(CNS15506)與OHSAS 18001
雙項認證，2018年取得年度健康職場認證

政策提出建議(其中勞工代表占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總人數1/3)。同時，長榮海運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實施安全衛生

管理及自動檢查，並對所屬工作場所及人員

進行管理，以及設置專任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專職安全衛生管理及督導作業。

長榮海運之辦公大樓及所屬櫃場區域等

皆配置全天候警備保全人員，作業區域架構

高影像監視系統，以及設置門禁管制系統，

以維護公司財產及人員安全。

工作場所風險管理

長榮海運為海洋運輸事業單位，工作場

員工教育訓練流程

新進人員

職前訓練

部門

專業訓練

專業

職能訓練

管理

職能訓練
語言進修

永續

議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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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較高風險的場所為船上及貨櫃場作業部

分，屬於船上作業風險包含甲板之高空、裝

卸作業，以及機艙之高溫、機械操作維修作

業等；貨櫃場作業風險則包含操作機具、裝

卸貨櫃作業及拖車運輸作業等，長榮海運從

事相關作業，均依海事法規及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規定進行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

長榮海運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

及業務需求，辦理各項安全訓練，包含危險

品訓練、防火管理人訓練、消防防護訓練

(人員疏散)、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以及緊急事故

應變處理等。同時長榮海運亦開設急救人員

專班、辦理全員AED+CPR之訓練及認證課

程，AED+CPR訓練參與率達90%。為預防

工作場所之感電危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部

著手進行多場次之感電預防講座，透過教育

訓練及課程宣導，使作業人員充分了解感電

危害及其預防要領。

健康守護

長榮海運重視員工身心健康，設置醫護

室及備置健康護理人員(同時嘉惠海關和承

攬商共享資源)、對所屬員工提供免費健康

檢查(健檢頻率優於法令規定)，提供員工健

康檢查結果之諮詢，以及建構緊急醫療救

護機制，於職場內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除

顫器(AED)，以備意外狀況發生時能即時

救助。2018年提供醫生健康諮詢47人次。

同時，長榮海運為協助員工健康管理，於

內部網站設置健康知識專區，不定期透過

E-mail，分享健康資訊，以及舉辦健康促進

課程，包含視力保健、憂鬱症預防，舉辦四

癌篩檢等活動，提供預防醫學、健康護理資

源，提升同仁健康新知及自我健康管理。

2018年舉辦健康促進講座四場，參加人數

196人。

永續航運及環境保護

永續航運及創新科技

身為綠色地球的守護者，保護海洋生態

是長榮海運的使命，遍及全球行駛於各航線

的長榮貨櫃輪均遵行公司的環保政策，並符

合當時國際最新標準及法規，無論該標準及

法規是經由法律規定或是自願施行。同時，

長榮海運應用先進的船舶技術開發最佳化船

型，達到船舶裝載最佳效益及節能目標，落

實綠色船舶的理念。最新環保船型：B型船

船長211公尺，寬32.8公尺，設計吃水10公
尺，可承載約2,800TEU。配合近洋港口橋

式機的裝卸作業範圍，甲板可裝載13排貨

櫃，同時考量多數近洋航線的碼頭水尺較

淺，採用較寬的船型設計，以因應淺水港區

的航行需求，提升實際的貨物裝載能力，船

速方面則可達21.8節，有助於提升船期準確

率及市場競爭力。目前台灣國際造船公司與

日本今治造船株式會社建造20艘2,800 TEU 
B型船，陸續完工交付給長榮海運營運中，

預計2019年下半年全部竣工交付。

2018年長榮海運分別與韓國三星重工

及大陸江南船廠，簽訂八艘12,000TEU新船

及4艘2,500TEU新船建造合約，優化長榮船

隊的船型結構與進行自有船屆齡汰舊換新計

畫。為能讓新船更能降低燃油消耗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在簽約初期長榮海運即與船

廠進行一系列的船型優化討論，並進行多種

不同設計之流體力學模擬計算及船模水槽測

試，以選定耗油量最低之船型設計，新船預

計於2020年至2021年陸續交船，逐步取代

長榮海運現有舊船，在提升船隊的整體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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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有效減少船隊運航時對於環境的

衝擊。

能源管理

根據國際海事組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aritime Organization, 簡稱IMO)統計，海

運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約占全球主要溫室

氣體排放量的2.7%，若未加以控制，2050
年可能達到15%的比率。為確實控管長榮

海運營運所使用之能源，並將減量效益極

大化，長榮海運由海上船舶、路上營運及

辦公大樓等三大面向，進行全方位管理，

以掌握及檢討不同性質之能源使用與實施

減量方案，並設定二氧化碳減排目標，以

2008年為基準年，訂定2030年二氧化碳排

放率降低40%，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率降

低70%，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50%的目標。

長榮海運2018年CO2排放率較2008年減少

36.2%(62.137g/TEU-KM)。

排放管理

長榮海運履行對環境保護的承諾，追

蹤和分析船舶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

並高效地進行操作，以達成節能減碳之目

的。IMO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引入燃油消

耗數據收集系統，以年度為基準，回報油耗

數據及船舶技術參數等資訊，並於2019年
起進行資料數據搜集。歐盟則在航運環保減

排上制訂三步驟策略，第一步為提出監控、

報告及驗證機制(Monitoring, Reporting, 
Verification, MRV)，2018年1月起對經過、

停靠歐盟港口的船舶，實行碳排放監測；第

二步為針對航運業制定具體的減排目標，第

三步則為中長期實施更進一步的措施，如對

市場實行強制性措施。

長榮海運履行對環境保護的承諾，追蹤

和分析船舶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並高

效地進行操作，以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長

榮海運將停靠港口順序合理化，降低主機出

力功率，減少燃料消耗，加上採行船舶減

速，可藉由封閉一部渦輪增壓機，使主機出

力減少1/3，大幅降低同樣航程之二氧化碳

排放率。

同時，導入最新式的船舶氣象導航系

統，即時提供最安全、最省油料之航路給個

別屬輪參考，以最少的油耗，達成節能減碳

的目的，所有自有船隊包括租船皆配置氣象

導航服務系統，船長可選擇最短且安全之海

上航路，避開惡劣天候，減少不必要之船舶

阻力；海勤人員也會主動關閉不必要的照明

及幫浦，降低船上發電機的耗油，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另每艘船舶皆配備船級協會認可

之船舶載重穩定度運算系統，可快速地計算

出在任何載重情形下最佳的俯仰差(trim)、

吃水(draft)、配重及船身應力分布狀況，

確保在安全無虞的情形之下達到最佳推進效

率。船上之燃油消耗量、航程資訊、油艙、

水艙存量及貨物裝載狀況等，透過海事通訊

衛星，每日回傳到辦公室進行分析，並要求

船隊儘量減少無謂的壓艙水，以減輕裝載重

量，減少船舶推進之油耗，提升能源效率。

水資源管理

長榮全船隊皆採回收船舶引擎冷卻水所

產生之餘熱，透過低溫真空熱交換器，來

蒸餾海水、自產淡水，每日約可產生20噸
至30噸的淡水，足以滿足船上設備與生活

用水之需求，以減少陸地水資源之消耗。船

舶航行於大洋中會產生之排放廢水為機艙艙

底水(Engine room bilge water)及灰水等兩

大類。機艙艙底水需使用符合「國際防止船

舶汙染公約」規定之油水分離器處理，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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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船速、油汙濃度低於15ppm、非南極地區

等條件下可排海，長榮海運船隊均由符合公

約規定之油水分離器處理，並採取高於公約

規定要求的沿岸及港口環境保護政策，於離

岸15/25海浬才排入海內。灰水部分則包含

來自洗碗水、洗澡水、洗衣水、沐浴和洗臉

盆之排水，目前國際防止船舶汙染公約未規

範灰水之處理，但長榮以高於公約規定要求

方式，設置或加(改)裝灰水儲存櫃，未來新

造船將全數配置灰水儲存櫃，現行船也有近

80艘船備置完成，離岸15/25海浬內之水域

即不排海，貯存於船上之灰水儲存櫃內。

高雄櫃場內因車機及貨櫃清潔所產生之

廢水，引流至櫃場汙水處理場淨化後排放入

海，並指派專人隨時監控維護，定期委託合

格之廠商做水質檢驗，如發現排放水質低於

環保標準，會立即作改善處理後排放。長榮

海運大樓用水為自來水，產生之廢水為日常

清潔生活廢水，採自然排放處理。

廢棄物管理

身為海洋資源的使用者，有義務將環境

衝擊降至最低。長榮海運針對船舶產生之固

體垃圾或流體廢棄物，均先行規劃處理辦

法，並嚴格依照國際及當地環保法規處理。

長榮船隊皆備有垃圾管理計畫書，規劃廢棄

物應如何處理，並於處理相關廢棄物時記錄

於垃圾記錄簿中，符合國際環保法規要求。

長榮海運建立一套完善的船隊垃圾管理

計畫，處理船上所產生之有害廢棄物及固態

垃圾，包含收集、分類、處理、存放及記錄等

五大程序。每艘屬輪備有不銹鋼垃圾桶，作

為垃圾分類之用，船上同仁及訪客可將手邊

之垃圾按分類丟入，不至於隨意棄海，造成

海洋汙染。同時，長榮海運更統合國際法規

及各地區的要求，訂定15/25海浬沿岸及港口

環境保護政策，擴大環保規範適用範圍、以

高標準進行管理，展現對環境保護的決心。

社會關懷

社區回饋

長榮海運重視在地關懷與社會回饋，

2018年和台灣港務公司簽署第七貨櫃碼頭

租賃契約，持續深耕高雄港作為東亞地區轉

運基地，為當地居民提供許多就業機會，該

碼頭年裝卸設計能量達600萬TEU，未來隨

著市場需求與趨勢，該碼頭將提供自動化裝

卸貨櫃操作等設施。長榮海運為配合交通部

綠色港埠政策，減少船舶滯港時排放汙染，

改善港區周邊環境空氣品質，打造環境友善

綠色港口，採取以下措施：

1.2018年2月1日起高雄港及7月23日起

擴及七大國際商港5海浬範圍內應更換高品

質低硫燃油。

2.屬輪航行於台灣海域20海浬圈線範圍

內，儘量減速。

3.主動協調台灣港務高雄分公司測試高

雄港115號碼頭改接岸電設施可行性。

藝文參與

鑑於音樂是淨化人心最好方式之一，長

榮海運於2018年贊助長榮交響樂團五場「古

典音樂饗宴」音樂會於國家音樂廳演出，並

提供共計2,000張票券予員工、眷屬索票，另

邀請客戶、身心障礙及社會福利團體前往聆

聽，透過音樂藝術的欣賞，舒緩身心壓力。

慈善公益

長榮海運協助長榮海事博物館舉辦「第

六屆彩繪船奇－全台國民小學海洋繪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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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比賽開放給全台小學生報名參加，並

特別設置「天使組」，由學校推薦身心障礙

學童作品參賽，呼籲社會大眾共同關心兒童

及身心障礙小朋友的美術教育。比賽方式透

過讓參賽者親自到長榮海事博物館，實地選

擇自己最喜愛的一件海事文物臨摹而成，天

使組則開放讓不方便來館寫生的身心障礙小

朋友，透過學校老師推薦參賽，同樣可以展

現才華，為自己開啟一扇藝術之窗！

長榮海運長期關懷海洋環保議題，於

11月3日由高雄貨櫃本部與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荒野保護協會聯合舉辦高雄市林園區中芸

海灘「2018愛海無句淨灘活動」，當天共

清理出超過47.9公斤垃圾，內容包含多項塑

膠類製品及醫療針頭等特殊類垃圾。同仁透

過親身實地參與實際了解海洋現況，並反思

日常生活中自己所能做的改變。

榮耀事績

長榮海運50年來對提升營運效率、提

供優質服務及守護綠色環保所做的努力，長

期以來一直深受廣大客戶及港口管理當局的

肯定，因此也屢獲相關單位的感謝與鼓勵，

以表彰長榮對經濟、社會及環境之承諾與貢

獻。2018年在碼頭營運績效方面，長榮高

雄貨櫃本部榮獲台灣港務公司頒發「2018
年度貨櫃碼頭經營績優航商－金舫獎」，主

要頒發予對於促進商港營運績效有重大貢獻

之績優客戶，以表達誠摯感謝及鼓勵之意。

在客戶的肯定方面，長榮海運2018年
榮獲美國零售商Best Buy「2018頂尖航商

獎」、Home Depot「2018加拿大地區年

度航商獎」及Dollarama「2018年度航商

獎」，以表彰長榮的高度配合及所提供的優

質服務。

在守護環境方面，2018年，長榮海

運榮獲紐約港頒發之「2018年環保航商

獎」、溫哥華港口局「2018 Blue Circle
獎」、舊金山灣及聖塔芭芭拉區域之

「2018 Vessel Reduction Incentive Program
金、銀質獎」及AFLAS2018最佳綠色環保

航商獎，以表彰長榮對環境保護之努力與貢

獻。長榮海運秉持培植優良的海運事業人

才，始於完善基礎教育的經營理念，除了創

立船員訓練中心，更與國內各海事院校辦理

航海與輪機產學專班，並且提供居於同業之

冠的實習名額，以滿足每年航輪學生上船實

習的需求。有別於陸上工作職場，從事海員

工作者，必須克服海上顛簸和孤寂的生活環

境，因此長榮海運除了提供航輪畢業生的實

習機會，也推出「預選實習生」制度，在學

生一、二年級的暑期當中，遴選優秀學生，

安排上船實習，藉以體驗海上的工作環境，

經由預選制度和充足的實習艙位，才能在眾

多的航輪實習生當中，挑選適職、適任的海

運事業菁英。

2018年長榮海運獲交通部頒發「2018
年接受國內海事院校學生上船實習人數及總

天數第一名績優」、「2018年接受實(見)

習生上船實習人數及總天數第一名績優」及

「營運總收入第一名績優」。另於第六十五

屆航海節高雄區慶祝大會上獲頒「特殊貢獻

獎」及「環保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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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運50年來對提升營運效率、提供優質

服務及守護綠色環保所做的努力，長期以來一直

深受廣大客戶及港口管理當局的肯定，因此也屢

獲相關單位的感謝與鼓勵，以表彰公司對經濟、

社會及環境之承諾與貢獻。

2018年在碼頭營運績效方面，長榮高雄貨櫃

本部榮獲台灣港務公司頒發「2018 年度貨櫃碼頭

經營績優航商－金舫獎」，主要頒發予對於促進

商港營運績效有重大貢獻之績優客戶，以表達誠

摯感謝及鼓勵之意。

在客戶的肯定方面，長榮2018年榮

獲美國零售商Best Buy「2018頂尖航商

獎」、Home Depot「2018加拿大地區年

度航商獎」及Dollarama「2018年度航

商獎」，以表彰公司的高度配合及所提

供的優質服務。

榮耀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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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8年長榮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在守護環境方面，2018年，長榮榮獲紐約港頒發

之「2018年環保航商獎」、溫哥華港口局「2018 Blue 

Circle獎」、舊金山灣及聖塔芭芭拉區域之「2018 

Vessel Reduction Incentive Program金、銀質獎」

及AFLAS  2018最佳綠色環保航商獎 ，以表彰公司對

環境保護之努力與貢獻。

長榮海運秉持培植優良的海運事業人才，始於完善基礎教育的經營理念，除

了創立船員訓練中心，更與國內各海事院校辦理航海與輪機產學專班，並且提供

居於同業之冠的實習名額，以滿足每年航輪學生上船實習的需求。有別於陸上工

作職場，從事海員工作者，必須克服海上顛簸和孤寂的生活環境，因此長榮海運

除了提供航輪畢業生的實習機會，也推出「預選實習生」制度，在學生一、二年

級的暑期當中，遴選優秀學生，安排上船實習，藉以體驗海上的工作環境，經由

預選制度和充足的實習艙位，才能在眾多的航輪實習生當中，挑選適職、適任的

海運事業菁英。

2018年長榮海運獲交通部頒發「2018年接受國內海事院校學生上船實習人數 

及總天數第一名績優」、「2018年接受實(見)習生上船實習人數及總天數第一名

績優」及「營運

總收入第一名績

優」。另於第65

屆航海節高雄區

慶祝大會上獲頒

「特殊貢獻獎」

及 「 環 保 貢 獻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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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運 綠色行動守護地球

長榮海運在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

中，致力於提供便利可靠的海運服務，為貨

主掌握商機，開拓市場，並藉此增加消費選

擇，讓大眾享受更多樣化的商品。此外， 
更採用最先進的科技，打造高效能的環保船

隊，在促進國際經貿發展的同時，也守護自

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地表約有70%的面積是由海洋所覆蓋，

海運是國際貿易發展的基礎，貨櫃航運更是

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運送方式。根據世界海運

理事會(World Shipping Council)的研究，

貨櫃航運約承載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額。如

果說公路、鐵路是陸上交通的重要公共工

程，那麼貨櫃航運業者所打造的就是國際貿

易所仰賴 的海上交通基礎建設。

隨著全球經貿成長，對海運服務的需求

逐年增加，商船運能也持續擴大。以貨櫃船

而言，長榮海運目前所營運最大型船的運能

已達到2萬TEU(20呎標準貨櫃)，每航次可

載運20萬噸的貨物，約相當於2,000架波音

777貨機的運能。

然而，人類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響，海運也不例外。根據海運專業

研究機構Alphaliner的統計，至2019年10月
止，全球貨櫃航運業的船舶數量已逾5,300
艘，總運能超過2,300萬TEU。貨櫃船這麼

龐大的運輸工具經年累月在海上航行，若不

妥善控管，必然會對海洋環境造成衝擊。

秉持企業永續經營的理念，長榮海運以

「綠色地球的守護者」自許。因此，長榮海

運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上，歷來都有七大

做法。

環保理念融入船舶設計

一、致力打造環保船隊。S型貨櫃輪方

面，長榮海運早在2003年就展開環保概念

船的設計規劃，將環保理念融入船舶設計，

打造7,000 TEU級的S型貨櫃輪，自2005年
開始交付營運，具備多項環保設備，並符合

世界先進國家對於環保規範最高等級的要

求，甚至針對一些尚在討論階段的環保法 
規，也已作前瞻性的規劃。

另外有L型貨櫃輪。長榮海運於2010
年簽約訂造8,500 TEU級的L型貨櫃輪，自

2012年開始交付營運。L型貨櫃輪在船舶設

計方面，採用最新的技術，落實Greenship環
保概念，除了配備S型船的各項環保設備，

另外採用新型高張力鋼板及最佳船型設計，

配備電子控制引擎及壓艙水處理設備等。

二、貨櫃設計。在貨櫃設計方面，長榮

海運除了貨物運輸的安全性之外，更注重預

防環境汙染與節能減碳的考量，在貨櫃製造

過程中提高環保材料的使用，以減低環境汙

染和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更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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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運新造貨櫃2013年起開始嘗試

使用竹木複合地板，可減少木材用量約一半

左右，且竹子本身質地較硬，可提高地板的

耐磨性。另外，竹子生長周期僅需三到六

年，相較於木材約需十年的生長周期，原材

料的獲得更為容易。目前長榮海運造櫃已全

面使用竹木複合地板。

提升船員技能 達成三安目標

三、船員訓練。為積極培育專業航海人

才，長榮海運於1999年在桃園南崁斥資興

建長榮船員訓練中心，係台灣第一所榮獲挪

威驗船協會ISO-9001: 2000認證的專業船員

訓練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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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培訓長榮屬輪

中外籍船員之外，亦承辦其他單位所需之相

關訓練，以完善的設備與嚴謹的專業標準，

提升船員專業技能，以達成人員、貨載、 
船舶「三安」的目標。

四、減碳脫硫。除了優化船舶設計，長榮

海運更主動參與多項環保方案，透過低速航行

模式，減低溫室氣體排放，進而改善港口周邊

環境的空氣品質，多年來獲致顯著的成效，讓

營運船隊的溫室氣體排放率逐年遞減。

統計數據顯示，長榮船隊運送每個20
呎貨櫃每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007年
的103.79公克，至2018年下降至62.14公
克，排放率已大幅減少40%。

船泊航行減速 保護鯨魚

五、保護鯨魚。長榮海運於 2 0 1 6

年主動參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管理局

(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所主導的船舶減速計劃，在

洛杉磯與長灘港外海的聖塔芭芭拉水域及舊

金山灣區，以自願性的減速作法，維護海洋

生態與港區環境。

這項保育計畫於每年7月至11月中旬執

行，在距離港口航程95海浬(176公里)範圍

內，將船舶航行速度調降到10節(時速18.5
公里)以下。因藍鯨、 座頭鯨與長鬚鯨等大

型海洋生物在這段時間會遷徙到該水域覓

食，船舶低速航行可以讓鯨魚有更多時間避

開船舶，減少被撞風險，幫助復育瀕危海洋

生物。

六、氣體觀測計畫。長榮海運自

2009年起，參與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贊助的「溫室效應氣體觀測

計畫」，為全球唯一參與這項研究計畫的海

運公司。長榮配合在貨櫃輪上安裝測量儀

器，在航行時收集不同地區海洋的溫室氣體

資料，作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之研究，以

實際行動為環保貢獻心力。

七、老舊船舶處理。長榮在處置所屬船

舶屆齡除役時，無論是在邀標文件或買賣合

約中，均會要求買家必須在具備國際標準組

織(ISO)認證的綠色船舶回收廠進行拆解，

並遵守國際海事組織(IMO)所提倡的2009 
年香港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公約。雖然

這項公約迄今尚未正式生效，長榮仍堅持以

此嚴謹的標準，將公約條款列為舊船汰售的

必要條件，展現該公司對安全及環保的重

視。  (黃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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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

公司簡介

台灣高鐵自2007年開始營運，以台灣

為重要營運據點，總部設在南港，提供台灣

西部主要城市運輸服務。台灣高鐵除提供快

捷、便利舒適的鐵路運輸服務外，亦有零售

事業和商業空間租賃等附屬事業，藉此創造

附加價值，並提升附屬事業收入。

台灣高鐵的上游廠商主要為提供鐵路車

輛、土木營建、軌道相關服務設施設備之製

造與維護行業；中游為電力供應業、列車整

備相關之運輸輔助業，以及提供轉乘服務之

相關業者，如停車場經營管理業、公路客運

業、小客車租賃業及計程車客運業等。下游

為搭乘台灣高鐵的旅客或是與台灣高鐵聯合

推出高鐵假期的旅行社業者等。

2018年台灣高鐵組織架構經董事會審

議通過，新增「執行／資深副總經理」層

級，分別綜管督導全公司企劃、營運、營業

及行政等四大業務範疇，並取消「工程技術

營運路線全長：350公里，沿線經過 11縣市、

76個鄉鎮市區

現有車站數：12  

南港、台北、板橋、桃園、新竹、苗栗、台中、

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左營

現有基地數：5 

基地與車站功能不同，可細分為總機廠、調車

場、工、電務基地以及維修基地。目前有新竹

六家、台中烏日、嘉義太保、高雄左營基地、

高雄燕巢總機廠；汐止基地待規劃中

營運據點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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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及「核心技術支援部」，原「核心技術

開發部」及「土建設施工程部」改隸屬於

「營運資深副總經理」；另營業處新增一部

級單位「旅遊事業部」，以及原「營運安全

委員會」更名為「安全委員會」。2018年
供應鏈並無重大改變。

專業運輸

台灣高鐵於2018年邁入營運第11年，

經營迄今維持零營運責任事故，2018年列

車準點率達99.76%，且平均延誤時間僅約

0.17分鐘，在高鐵業界已具備國際級水準表

現。台灣高鐵每日平均運量接近17萬5千人

次，肩負著確保每位乘客安全與提供高品質

旅運的責任，所有決策與行動均以安全為最

高指導原則。公司致力於建構以風險管理為

骨幹之營運安全管理機制，妥善運用國際認

同之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方法，實施風險預

防且全員參與，各個環節都必須依照作業程

序以確保營運安全，維持優質安全文化。

台灣高鐵安全管理以「營運安全計畫」

為最高位階之安全規章，其整合鐵路營運維

修作業、高鐵系統及相關新業務、開發與

執行等，並融合P-D-C-A(規劃－執行－查

核－行動)循環原理，透過12項安全管理要

素之執行與持續改善，有效達成高鐵政策目

標。

創新科技

台灣高鐵近年來為落實智慧運輸，持續

應用最新科技優化營運效能與服務品質，傑

出的表現深獲各方高度肯定。藉由智慧運輸

科技，讓旅客從訂位、購票、乘車到後續的

轉乘接駁等階段，全程皆能享受「智慧運

輸」所帶來的便利、舒適及安全的優質服

務。

票務服務

台灣高鐵致力於拓展多元之售票管道，

為提升服務質感，公司除了確保傳統購票通

路運作順暢外，亦響應行動支付並拓展付款

方式，提升票務服務便利性。此外，為維持

購票交易的公平性，台灣高鐵已導入防堵機

器人大量搶票機制，如發現異常情形，即會

針對特定來源採取適當防堵措施，後續台灣

自動售票機

售票窗口

定期票 +回數票

電子票證聯名卡

便利商店

手機

票務經銷商 定期票＋回數票 8.2%
電子票證聯名卡 2.8%

票務經銷商 0.7%
34.1%

31.4%
10.1%

12.7%

2018年票務通路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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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將持續透過系統監控方式，定期優化並

設定相關阻擋機制。

旅客服務

台灣高鐵的使命是提供客戶最貼心的服

務，因此公司規劃了多樣化的產品選擇。為

持續深化與經營顧客關係，2017年10月推

出的「高鐵會員TGo」個人會員機制使高鐵

顧客可以會員身分購票，其消費亦可累積點

數以兌換或折抵高鐵車票，深受消費者青

睞，至2018年底，累積註冊會員數高達80
萬人。TGo相關的優惠與權益，可參考高鐵

企業網站。

為即時傳遞重要營運訊息，公司在高鐵

車站大廳與候車區設置旅客資訊顯示電子看

板，公告營運訊息、注意事項及高鐵服務宣

傳影片。公司亦經營Facebook粉絲團，以

提供產品、服務或品牌等最新資訊。2018
年，台灣高鐵Facebook粉絲專頁累積達29.7
萬名粉絲，新增共計6.9萬人，全年度貼文

觸及數則達5,952萬人次，互動人數高達197
萬人次。

深耕在地

台灣南北客群的流動因台灣高鐵的建置

而顯著提升，更促成大量商機的發芽茁壯。

然台灣高鐵不只乘載旅客更以作為平台與觸

媒自許，讓乘客透過多樣旅運選擇盡覽地方

美景，亦創造出更多經濟及社會面等多元價

值。台灣高鐵也積極與政府、研究機構及供

應商合作，將以往僅能仰賴進口的高鐵供應

鏈在地化，並規劃相關驗證制度，引領台灣

鐵路產業鏈，進一步推動國內經濟的蓬勃發

展。

盡遊台灣，連接國際

台灣高鐵除旅運服務，亦結合旅遊產業

推動「搭高鐵•遊台灣」，與國內觀光業者

合作推廣可訂、付、取、退全面電子化之旅

遊套裝產品，不但提升業務量，亦促進地方

經濟發展、活絡旅遊產業。為推行「搭高

鐵•遊台灣」相關旅遊產品，公司參與2018
年台北國際旅展，以單一參展商最大攤位、

氣勢磅薄的展場設計贏得全場注目，不但全

程參觀人次超過1萬6千人，更榮獲旅展最

大獎「最佳攤位獎」。

台灣高鐵的旅遊產品分為台灣高鐵規劃

並委託旅行社銷售的「高鐵假期」，以及符

合自由行旅客需求的「交通聯票」、「飯店

聯票」、「航空聯票」等區塊，結合各縣市

飯店及旅行業者提供的旅遊元件，滿足旅客

多元需求。

台灣高鐵藉由豐富的旅遊產業經驗，以

及對市場偏好與趨勢變化的敏銳度，於每年

第4季前，著手規劃次年全年度之行銷策略

與商品內容，以多元的主題旅遊，達到淡季

不淡、旺季更旺的銷售目標。同時，公司亦

持續檢視旅遊市場當下的發展情況與熱門話

題，適當調整行程，以有效刺激民眾出遊意

願。

2018年3至5月期間，因應市場變化，

率先推出高鐵來回車票加10元即送住宿的

「北高超值專案」，後續再跟進「北中超值

專案」；此外，亦配合觀光局政策，推出

「搭高鐵有GO省專案」、「高鐵假期台北

ITF國際旅展專案」等，均獲市場極佳的反

應，使得高鐵假期成為開拓高鐵旅遊市場的

重要關鍵，業績常年保持亮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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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假期作為高鐵旅遊的領導品牌，始

終為滿足每個族群、每位客人而努力，不斷

開創新局，精益求精。親子市場即是產品團

隊持續關注的重點，除了每年暑假期間固定

推出的暑期親子專案外，全年度另有常態性

商品提供選購，減輕親子出遊煩惱。而因應

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所推出的「不老玩家專

案」，則以「能玩就是不老」為訴求，讓熟

齡大人享受不老青春。

此外，台灣高鐵與多家飯店集團獨家合

作的「飯店聯票聯合優惠專案」、與台灣好

行合作的「高鐵65折交通聯票專案」等，

亦廣受市場熱烈響應。2018年台灣高鐵全

年旅遊人次目標為250萬人次，最終實際達

成268萬旅遊人次，達成率為107%。

台灣高鐵自2013年起持續與日本九州

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九州)合作辦理「服

勤員觀摩交流計畫」，透過互訪交流、隨車

實境學習各項服務旅客技巧，從實務中相互

觀摩，以提供旅客更加精進、優質的服務品

質。201811月，台灣高鐵推派二名列車長

與三名服勤員至日本九州展開為期十天的觀

摩學習，JR九州五名服勤員亦於同年12月
來台交流。此外，台灣高鐵行控中心控制員

與JR九州與博多總合指令室指令員，更於

本年首度互訪雙方控制室，透過經驗分享及

討論，作為爾後精進運轉事件處置技巧及運

作效率的參考。

永續關懷

永續治理，誠信經營

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為健全的公司治理

制度，台灣高鐵遵循台灣相關法令規定，並

參考國內外標竿，持續檢核及完善「公司治

理準則」，以推動良好公司治理制度，並落

台灣高鐵主要旅遊產品

早鳥優惠
團票 
25人團體、校外教學專案等

藝文展演套票 
球賽、藝術節、演唱會等

航空聯票 
華航、長榮、東航

飯店聯票   
169家飯店

團票 
25人團體、校外教學專案等

高鐵假期 

經銷商組合套裝行程

單程乘車券

高鐵周遊券 
連續三日券、彈性二日券

雙鐵周遊券 
標準五日券、特級五日券

交通聯票 
高雄捷運、高雄好玩卡、臺北捷運 +

雙層巴士、台南好玩卡、台灣好行 -

墾丁、台南安平好行、阿里山、日月

潭、溪頭、礁溪、冬山河線

自行 
安排

票務 
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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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各項治理措施之指導性綱要。除於公司章

程明定設置獨立董事外，另於董事會下設立

公司治理暨提名、審計、薪資報酬及專案等

功能性委員會，亦訂定或修正相關章則辦

法，目前具體成效展現在：功能性委員會

發揮預審功能、獨立董事發揮獨立性及專業

性、管理階層貫徹執行，並逐步強化資訊揭

露。

台灣高鐵於上市滿一年後接受2017
年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評鑑結果為上

市公司排名前5%，另於2018年6月26日
榮獲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舉辦之

CG6011(2017)公司治理制度評量優等認

證。為穩定企業營運，並增加投資人及利害

關係人的信心，將來除著重於功能性委員會

及獨立董事功能之持續發揮外，將秉持企業

自治原則，持續檢視公司治理基本架構與各

項公司治理機制，使台灣高鐵成為公司治理

領域之指標性公司。

低碳行車，環境永續

為提升綠色運具服務效能、打造低碳運

輸的綠色生活圈及永續環境，台灣高鐵利用

高速鐵路高運量、速度快、低汙染的特點，

推動多方面之環境關懷。台灣高鐵建置環境

管理系統，包括擬定環境政策、建立環境管

理組織、評估相關目標與執行策略，以落實

從興建到營運階段之整體性環境保護工作。

此外，亦接受交通部、環保署等政府機關審

核和衡量，依據評估結果制定降低環境衝擊

的相關措施。

孕育人才，價值培育

作為國內鐵路產業中唯一的高速鐵路營

運公司，員工是公司的核心動能之一，培育

專業人才亦為公司的重要目標。2018年人

力結構與2017年相較並無重大變動。

為提供品質及專業兼具的服務，員工在

進入台灣高鐵後，必須具備任職職務的專業

知識與服務技能。在培訓新進員工方面，公

司對所有新進員工規劃為期四天的新進人員

訓練，並安排場站參訪，增進其對高鐵列車

機械構造及系統運作的初步認識。在新進人

員訓練中，也特別強化公司價值觀宣導、員

工行為準則及道德行為準則說明，以提升全

體員工遵守反貪腐的政策要求。在四大職能

訓練方面，台灣高鐵的訓練體系分為「安

全」與「服務」兩大主軸，並在專屬訓練系

列課程中，導入核心職能、專業職能、管理

職能及工作效能等四大職能構面，以內部講

師為骨幹，提供全方位的職能訓練體系課

程。公司建置「訓練管理及數位學習系統」

及行動學習App，2018年持續推動員工透過

此系統查詢訓練課程資訊、內部講師授課紀

台灣高鐵四大節能方案

節能自主管理 減少用電量 轉移尖峰用電 合理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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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個人學習紀錄與訓練相關報表，甚至

能與內部講師互動，明顯提升學習成效。

2018年，每月數位學習人數較2017年增幅

為35.2%。

保障權益，貼心關懷

為深化車站與在地之藝文連結，台灣高

鐵於2015年規劃「藝起來高鐵」活動，期

藉藝文展演為車站增添人文記憶，活動邀

請具表演經驗之學校、藝術團體或個人，

於車站進行每場30分鐘的演出。透過持續

支持在地藝文活動，公司希望向社會大眾傳

達4T主軸中的人文關懷(Touch)精神，展現

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打造台灣高鐵成為「引

領進步、創造美好的生活平台」。2018年
「藝起來高鐵」展演性質多元，包含舞蹈、

國樂、管絃樂、書法、報佳音、歌唱等。

四大職能訓練構面

透過指導及專案的 

執行，以提升員工之 

工作技能與績效

精進主管管理理念與思維、策

略性思考、計畫與組織、領導

力等相關訓練

全體同仁

基層、中階、高階主管

型塑員工價值觀、 

安全、品質及服務 

等相關訓練

強化員工具備所需之工作

知識、技能等相關訓練

管理職能

核心職能

專業職能

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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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效亮點

 ∣
 ∣

 ∣
 ∣

 ∣
 ∣

 ∣
 ∣

 ∣
 ∣

 ∣

若以高鐵 2018年度載運之延人公里數計算，則較小客車大幅減少 

878,468公噸 的二氧化碳，相當於 2,961座 大安森林公園的吸碳量。

2018年 11月獲頒環保署「107年度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及「107年度產品碳足

跡排放係數資料庫建置」之「貢獻良多」獎座。

2018年共培育 64位 合格內部講師，截至 2018年共培養約 750位 主要授課講師，平均授

課時數為 65小時。

「藝起來高鐵」專案 2018年於高鐵九個站點舉辦 100場次，表演人數共有 3,166人。

與國家藝術基金會協力推動「台灣高鐵藝術元年」活動，共計邀請七個 專業表演藝術團體進

行共 42場次 的演出。

台灣高鐵探索館自 2017年 1月 5日開幕至 2018年底，共有 1,445團，逾 45,000人 參觀。

2018年與「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攜手合作，為「高速傳愛 助學計畫」募款，金額逾新台

幣 800萬元。此活動九年來籌得善款近新臺幣 1.2億元，嘉惠近 2.2萬名 弱勢孩童和慢
飛天使。

2018年微笑列車共協助808個 弱勢團體，139,528人次 搭乘，總計贊助車票為2,925,688

元。

2018年，共執行二次「救災免費搭乘專案」，共計捐款新台幣 500萬元 至「衛生福利部賑

災專戶」作為災區重建經費，並開出近 1,200張 車票，積極支援救災。

自 2008年起，針對大專生、高中職、國中生及國小五、六年級學生辦理「高鐵營隊」寒暑假

活動，2018年共計辦理 12梯次的營隊活動，參與人數為 360人，報名人數高達 3,445人。

長期投入臺南官田水雉保育工作，落實高鐵環境保護承諾。水雉族群數量 2018年為 1,292

隻，而「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自 2007年成立以來至 2018年已有近 22萬人次 入園。

 ∣
 ∣

 ∣
 ∣

 ∣

自 2007 年營運以來，列車準點率及發車率皆達 99%以上。

2018年列車準點率達 99.76％，且平均延誤時間僅約 0.17分鐘。

自 2007 年營運以來，持續維持良好的營運安全績效，因行車事故造成旅客之傷亡人數為 0。 

2018年旅客對於整體服務滿意度達 96%。

自 2018年 10月 8日起，每週增開八班次列車，增班後每週共提供 997班次列車的旅運服務。

 ∣ 2017年 10 月 26日推出「高鐵會員 TGo」個人會員機制，2018年底

累積註冊會員數達 80萬人。

 ∣ 台灣高鐵「T Express」行動購票 App榮獲 2018德國「紅點設計獎—傳達設計獎」。

 ∣ 2018年 2月 15日完成 高鐵全線 4G網路通訊 的架設，讓台灣高鐵全線皆享有全年、全
時之 4G免費上網服務。

 ∣ 2018年，台灣高鐵 Facebook粉絲專頁累積達 29.7萬名 粉絲，新增共計 6.9萬人，全年度

貼文觸及數則達 5,952萬人次，互動人數高達 197萬人次。

 ∣
 ∣

 ∣

分享交通營運心得與成果，自 2006 年開始辦理參訪活動， 

2018年共有 46團 分別來自歐美、日本及國內共 630人次。

促進國際同業交流，提升高速鐵路旅客服務品質。2018年度共二名 列車長和三名 服勤員

至日本九州觀摩學習；JR 九州的五名 服勤員亦於同年來臺參與交流。

強化台灣產業供應能力，推動採購在地化，於 2018年的勞務採購超過八成九以上，物料採

購亦超過七成。

運輸 Transportation  —專業運輸

科技 Technology  —創新科技

在地 Taiwan —深耕在地

關懷 Touch —永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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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8年台灣高鐵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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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保育 實踐在地承諾

台灣高鐵秉持著五大價值觀：  明理

(Sensibility)、紀律(Discipline)、創新

(Innovation)、正直(Integrity)  與效率

(Efficiency)為經營發展的指導原則，對企

業社會責任也以此原則推動。

一路走來始終秉持「Go Extra Mile」
(有心把事情做得更好)的理念，持續提升品

質與安全，並依此為主題，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的踏實步伐，並彰顯真摯的服務精神，以

拉近旅客與在地關係為使命。

從近幾年來台灣高鐵在藝文的推動，可

以看到他們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努力。台

灣高鐵為深化車站與在地之藝文連結，於

2015年規劃「藝起來高鐵」活動，期藉藝

文展演為車站增添人文記憶，活動邀請具表

演經驗之學校、藝術團體或個人，於車站進

行每場30分鐘的演出。

4T精神 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高鐵成立以來，都以4T，即運輸

(Transportation)、科技 (Technology)、在

地(Taiwan)及關懷(Touch)作為永續經營的

元素。透過持續支持在地藝文活動，台灣高

鐵希望向社會大眾傳達4T主軸中的人文關

懷(Touch)精神，展現企業社會責任，持續

打造台灣高鐵成為「引領進步、創造美好的

生活平台」。2018年「藝起來高鐵」展演

性質多元， 包含舞蹈、國樂、管絃樂、書

法、報佳音、歌唱等。

2018年，台灣高鐵營運邁入第二個十

年，該公司希望台灣的美好能以更積極主動

的方式親近大眾，於同年4月與國家藝術基

金會共同攜手啟動「台灣高鐵藝術元年」活

動，以「藝術不期而遇」為主軸，透過「滲

透、擴散、內化」三種階段與層次，以及長

期性、跨區域的規劃，深化各車站與在地間

的連結關係，更帶動地方文化內涵的傳衍。

首波「滲透」階段於2018年5月啟動，

並持續至9月。在靜態視覺藝術方面，由藝

術家林明弘運用巧思，將古宅窗花元素融入

台中站大型視覺藝術窗貼、高鐵車上刊物

《TLife》雜誌、服勤員圍裙、窗花遮光簾

以及各車站售票機隨機偶現的藝術車票。

關於動態表演藝術的辦理，台灣高鐵

則邀請年輕、具當代感的新世代表演藝術

團隊在台中站不定期演出，於5月至7月底

共計邀請七個專業表演藝術團體進行共42
場次的演出；於7月23日更與美國在台協會

(AIT)合作，邀請美國國家青年交響樂團

(NYO-USA)於台中站及南港站進行特別演

出。

「台灣高鐵藝術元年」成果豐碩，

Facebook粉絲團貼文互動率達15.64%，優

於一般粉絲專頁之平均互動率，2019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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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持續推動「擴散」與「內化」階段。

推動高速傳愛助學計畫

台灣高鐵也特別重視人文關懷。台灣高

鐵營運迄今已成為民眾生活中重要的一部

分，為促進城鄉間的互動並推動地方產業

發展，該公司串聯11個縣市、76個鄉鎮市

區，2018年，台灣高鐵投入社會公益關懷

之贊助金額累積達新台幣11,508,302元。

此外，台灣高鐵也推動「高速傳愛助學

計畫」，自2010年起陸續與台灣世界展望

會、伊甸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等合作，辦理「高速傳愛 助學計畫」活

動，提供募款平台，邀請社會大眾透過高鐵

列車座位前之捐款信封、捐款箱或掃描QR 
Code等方式，協助國內慢飛天使及弱勢孩

童能快樂學習、安心長大。

2018年台灣高鐵與「中華民國快樂學

習協會」攜手合作，募款金額逾新台幣800
萬元。此活動九年來籌得善款近新台幣1.2
億元，嘉惠近2.2萬名弱勢孩童和慢飛天

使。

至於綠能環保、公益永續部分，台灣高

鐵2018年4月13日於高鐵新竹站舉辦「帶小

樹苗去旅行」活動，現場準備千餘棵由林

業試驗所培育，包含油茶樹、七里香、過山

香、蘭嶼羅漢松、春不老、楓港柿及有黑檀

木之稱的毛柿等台灣原生樹苗贈送旅客，並

邀請幼稚園小朋友代表領取樹苗，象徵百年

樹人、生生不息。「帶小樹苗去旅行」贈苗

活動從2014年起已連續舉辦五年，前後累計

於高鐵車站送出近9,000株臺灣原生小樹苗。

在扎根知識、推廣教育領域，台灣高鐵

自2011年起，開始舉辦「高鐵親職日」活

動，開放員工邀請家眷一同歡樂一日遊，規

劃包含高鐵維修基地、整備中心、行控中

心、駕駛及服勤員訓練等據點參觀。

復育水雉 營造人造棲地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高鐵持續對於環境

保育工作不遺餘力，這是該公司的「在地承

諾」，以水雉復育為例，近年已經逐漸看到

成果。台灣高鐵實踐台南官田地區水雉保育

工作，除環評承諾事項外，亦傾力協助營造

水雉人造棲地，並於水雉教育園區成立後，

每年持續贊助園區管理單位。

自2000年迄今投入新台幣6,300餘萬

元，於該地打造台灣第一個由政府、開發單

位及民間社團三方合作的人造棲地復育工

程。水雉人造棲地面積約15公頃，為使台

南水雉群及其棲地獲得最佳保護。

台灣高鐵不但積極與專家學者合作，亦

推動志工參與，依台南市野鳥學會統計資

料，已由2000年九隻(雌鳥加雄鳥加雛鳥成

長數)大幅成長至2018年197隻；隨著水雉

族群的棲息面積擴大，整個大台南地區之水

雉數量2016年最大成鳥數1,272隻，至2018
年為1,292隻，顯見水雉與棲地保育成效。

2007年水雉復育棲地正式更名為「水

雉生態教育園區」，並開放社會大眾參觀，

成立以來至2018年已有近22萬人次入園。

台灣高鐵協助製作園區解說設備，並設計展

示區與互動區，以強化園區教育功能並具體

呈現復育成果。園區之設置除了提供民眾深

度認識水雉生態的機會，更引起國際關注，

成為少見之「開發與保育共存」成功經驗。

 (黃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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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

公司簡介

統一超商自1978年成立，隔年開設第

一家便利商店，全面改寫台灣消費者生活的

通路革命，統一超商矢志成為最卓越的零售

業者，不斷提供生活上最便利的服務，並善

盡良好社會公民責任，透過「真誠、創新、

共享」的企業文化，期許每位統一超商同仁

樂在服務，並將每一位顧客滿足的笑容，當

作是自己最大的成就。

統一超以橘底綠字的明亮招牌、帶著

「真誠、創新、共享」的企業文化，引領及

陪伴台灣社會走過許多歲月，門市定位也由

早期無奇不有的「柑仔店」，革新成長至今

日結合數位科技服務、國際聯名與自有品牌

商品、複合休閒空間等具有時代意義的「好

鄰居」。

經過逾40年的發展，統一超已發展出

流通、中國、支援、物流、餐飲等五大事業

群，集團總店數至2019年6月底共有9,606
家店，台灣7-ELEVEN店數也有5,505家門

市，因為真誠、因為創新，統一超每天大步

向前，每天都朝成為「台灣第一、世界一

流」的企業願景而努力不懈。

永續商品與服務

統一超商作為國內零售業的領頭羊，以

「創新」、「便利」、「安心」、「歡樂」

四大品牌DNA，多年來透過自有品牌及國

內外代理合作，提供給台灣消費者兼具品質

與便利性、價格合理性與品味質感、既懷舊

又創新、開創不同可能的商品與服務，創造

前所未有的零售通路消費體驗。

2018年統一超商以吸睛的品牌行銷活

動、扎實的商品安全管理架構、嚴謹的供應

鏈管理系統、用心的客戶關係維繫機制，在

動盪變化的社會環境中，持續照亮每個城鄉

角落、供應消費者大大小小的需求，帶領超

商產業再達巔峰、開啟嶄新的篇章。

品牌管理

統一超商一直以來自詡成為「社區的好

鄰居」，期待不僅與消費者建立買賣的商業

關係，更透過新型態的商品、服務，扮演滿

足不同層面需求、帶動生活變革的角色；而

消費者對於便利商店的期待，也由傳統的

「便利」及「性價比」為取向，逐漸加入

「品味生活」、「塑造個人形象」的想像。

因此，如何在競爭激烈又變化快速的零售業

市場中，保有品牌創始精神與堅持，卻又能

變中求異，持續獲得消費者的青睞，無疑是

統一超商永續經營的一大挑戰。

商品安全管理

消費者的信任是統一超商的經營基石，

統一超訂定「聚焦經營、溯源管理、贏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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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信任」政策，嚴正看待「食品安全」的

議題。統一超商成立商品安全委員會、建立

商品安全內部監督機制、提升品檢實驗室檢

測能力等，長久以來秉持著誠信正直、力求

專業品質的企業精神，肩負社會大眾所賦予

的責任，兢兢業業的落實食品安全的控管，

確保每一個自有商品由製造、運送、保存、

販售過程的品質與安全管理。2018年累積

投入食品安全管理經費高達1.4億元，高於

公司所設定的績效目標4,000萬元。

永續供應鏈管理

統一超商本身並無自我營運之工廠，所

有商品皆由供應商代為製造。公司藉由管理

辦法的訂定及評鑑制度的落實，監督、敦促

供應商持續提供穩定、優質的產品，確保消

費者透過統一超商所購買商品皆具有最佳品

質。供應商的範疇橫跨國內外，統一超也採

用農民契作的模式，扶植當地農業發展、提

升產品健康成分。同時，公司也藉由合約的

簽署及評鑑過程的輔導，致力於提升供應商

對於誠信經營及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與管理

制度。統一超深切期待透過上述作為，能與

供應商建立緊密、共同成長的正向推力，打

造具有永續精神的供應鏈。

統一超商鮮食類商品創新、美味、多樣

化的特色背後，來自於使用新鮮農產品的用

心與堅持。2018年共採購並使用7.2萬噸、

76億元之農特產品，包含稻米、雞、豬、

蛋、菜、果等類別。同時，統一超商亦秉持

著「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的精神，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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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透過契作、提升在地採購比例的方式，

鼓勵在地農業發展、降低整體環境足跡。

2018年，台灣地區供應商農產品採購數量

占總體的69%、農產品採購金額為49.6億
元，占整體採購金額的66%。

客戶關係管理

統一超商坐落於大大小小的鄉鎮及社

區，從早晨的咖啡、中午的便餐、到有急用

時的日用品或嘴饞時的零嘴等，公司產品與

服務與消費者的日常生活緊密相依，如何讓

消費者「不只買得便利，也能買得安心」，

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統一超給予消費者

和在地社區最重要而長遠的承諾，除了為產

品品質嚴加把關外，符合法規且清楚完整的

商品標示、消費者意見與申訴事件的即時

處理、乃至消費者個人資料的嚴密保護等，

都是統一超對於消費者賦予的信任的積極回

應。此外，統一超也透過OPENPOINT會員

制度，透過消費點數(OPENPOINT)的累積

與行動錢包的機制設計，讓消費者的每一次

消費都更加物超所值。

員工照顧與加盟發展

人力資源概況

商安委員會組織

: 20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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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際人權規範，如《國際人權法

典》、《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之核心勞動

標準》、《聯合國全球盟約十項原則》等，

於2018年6月制定「統一超商人權政策」，

七大政策為提供友善安全的工作環境；禁止

強迫勞動；禁用童工；杜絕不法歧視，確保

工作機會、訓練與福利、獎酬考核、升遷平

等；致力消除職場暴力、騷擾、恐嚇之行

農產品在地／非在地採購

統一超商個人資料保護專案小組架構

51,493

66%
(%) 

(NTD)

49.6

合計：供應數量(噸)72,361　採購金額(NTD)億元75.6億元　採購金額比例(%)100%

71%

20,868

34%
(%) 

(NTD)

25.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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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尊嚴的對待員工；促進同仁身心健康

及工作生活平衡；建立多元溝通、申訴機

制，以確保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具體管理與

執行方案包括：每年定期針對職業安全衛生

及勞動條件進行查核，以掌握管理輔導成

效；提供完善的內外部訓練、鼓勵跨公司、

跨領域的工作輪調歷練，賦予重要職務和挑

戰，以培育優秀人才；藉由全員法令訓練，

以杜絕違法行為確保友善安全職場；每年定

期舉辦健康檢查，並依據歷年健康檢查數據

分析結果，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改善員工健

康指數；統一超設置多元的溝通管道，如：

110 4,013

1 530

55 166

100%

2018 四 64 0 0

二 111
48 100%

八

2018失能／傷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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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室、聯合服務中心或官網的利害關係人

專區，可使用網路、電話、書面反應意見，

並經由完善系統機制，以確保回饋時效性。

統一超商對供應商之人權要求與稽核結果，

請詳見3.3永續供應鏈管理。

職業安全與健康

為了保障所有員工擁有安全與衛生無虞

的工作環境，統一超遵循「職業安全衛生

法」設置一級單位勞安室，並成立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委員人數共24人，其中員

工推舉之勞方代表八位，占比為33.33%，

勞安室則編制三名專職人員(安全管理師一

人、衛生管理師一人、安全衛生管理員一

人)。委員會每季召開乙次會議，由總經理

辦公室主管擔任會議主席，勞安室、護理師

進行季度業務報告，邀集各單位最高主管及

勞方代表共同商討公司安全衛生業務，並訂

定職業安全績效目標，包含總合傷害指數應

低於近三年台灣零售業平均標準值、每年不

得有任何重大職安事件等。除上述會議，相

關利害關係人可透過聯合服務中心、專屬

Email信箱、利害關係人專區及內部溝通平

台反映對職安衛之意見。

員工訓練與發展

教育訓練是組織成長的主要動力，因此

統一超商對員工的訓練與發展不遺餘力，不

因男女而有訓練發展差異，全力支持夥伴充

實新知與提升技能。統一超訂有「後勤階層

別共通能力架構暨訓練課程訓練規範」、

「訓練管理辦法」，前者明訂各職位夥伴應

教育訓練體系

1

2

3

4

L4

L3

L2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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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能力與對應課程，協助員工強化行為或

技巧；後者規範各項訓練活動，員工可參加

內部舉辦的課程或依個人需求參與外部課

程。統一超的目標在於強化營業／行銷訓練

架構，且擴大集團企訓、規劃內外部講座，

由人力資源部人才發展TEAM與營運企劃部

營業訓練TEAM專責推動教育訓練。

社區關懷與共榮

公益發展策略

統一超持續關注並發展「健康生活」、

「社區環保」、「弱勢與偏鄉關懷」，打造

愛心捐款平台，且設有活動舉辦場次和參與

人次、門市零錢捐年度募款金額等績效目標

並根據達標情形評量執行成效。藉由統一超

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與統一超商致力推動，

投入經費、人力、非金錢(產品捐贈等)資

源，好鄰居基金會執行「好鄰居同樂會」、

「好鄰居勵學計畫」、「青年深根計畫」及

「7–ELEVEN千禧健康小站」等計畫，統

一超商行之有年的門市零錢捐、便利生活站

慈善捐款於2018年依然募集各界善款，更

新增認捐愛心商品方案。統一超的福委會

愛•自然社團參與環保亦不落人後，持續在

地球日淨灘。若民眾欲表達對超商公益發展

之想法，統一超商設有聯合服務中心接受各

界指導。統一超商多年來投入社會公益的成

效已經受到大眾注目與肯定，2018年共計

有789則媒體報導，關注超商多元的公益活

動與社會貢獻。

統一超商以門市資源推動「千禧健康小

站」、「老人送餐」、「青年深根」等計

畫，不僅達到幫助社會弱勢、促進健康與社

區發展的公益目的，同時也從與民眾互動過

程中，深入瞭解潛在的健康營養、銀髮族甚

或對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這些都可能轉換

為未來的商機，促進如自有品牌鮮食商品、

銀髮族相關商品或健康保健商品的門市或預

購銷售量，對統一超商營運及社會皆達成永

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由統

一超商於1999年捐助成立，深耕台灣近20
年，以零售通路的品牌特性及經營know–
how，發揮門市據點遍布全台的優勢，在各

地的公益網絡投入社區經營與弱勢關懷。好

鄰居基金會主要服務對象為社區民眾，持續

關注並發展「健康生活」、「社區環保」、

「弱勢與偏鄉關懷」等三大面向，每年投入

近7萬人次的門市夥伴及上千萬的預算，為

社區創造更好的生活品質，讓7–ELEVEN
成為大家的好鄰居。好鄰居基金會目前長期

執行的公益活動有「好鄰居同樂會」、「好

鄰居勵學計畫」及「7–ELEVEN千禧健康

小站」，2018年於社區新開展「青年深根

計畫」。

門市公益活動

統一超商期望透過通路便利性與公益影

響力，打造各類愛心捐款平台(創意倡議、

門市零錢捐、ibon便利生活站、愛心物品認

捐等)，提升大眾關注弱勢議題的重視，與

社會大眾一起為聯合國消除貧窮、消除飢餓

及減少不平等的永續發展目標貢獻心力。

統一超商福委會─愛．自然社團

統一超商福委會–愛．自然社團是由一

群注重環境保護、愛護地球的統一超商員工

所成立，期望透過各種自主性公益活動的參

與，增進社團團員間的情誼，達運動健身及

淨化心靈之效，同時攜手為維護台灣海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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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潔盡一份心。自2016年起以企業社團

名義參與環保署推動的倡導認養美麗海岸線

及維護海岸清潔(金山中角沙珠灣、萬里翡

翠灣、萬里頂寮海灘)，除社團成員外，亦

擴大至關係企業夥伴及加盟主，共同參與

「地球日」淨灘，響應淨灘至2018年止已

超過13場，清出近二～三噸垃圾，讓海洋

環境恢復自然清淨，減少生物的傷亡，以實

際行動履行公民責任，落實環保、友善理

念。

綠色領航

統一超商從70年代起，扮演著深入大

街小巷的「社區好鄰居」角色；現在，統一

超將改善門市及物流運輸的資源運用效率，

肩負起良好社會公民之責任，主動制定「環

境政策」，承諾發揮價值鏈影響力，打造友

善的零售商業模式。考量能源消耗為超商最

主要的環境影響面向，公司持續關注最為切

身相關的「節能減碳」議題，並訂定「能源

政策」進一步承諾優化能源管理架構。

不論是門市營運或其他環境面向問題，

社區鄰里或消費者皆可透過「聯合服務中

心」電話專線或電子信箱反應。案件受理成

立後，將交由相關的負責單位妥善處理回

應，案件處理情形均立案追蹤。

節能減碳實踐基地

統一超商主要營運據點可分為全台及

離島門市(包含超商與商場)與辦公室(包含

企業總部、區辦公室、訓練中心等)。為充

分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情形，超商2017年及

2018年均依循ISO14064–1:2006溫室氣體盤

查並通過第三方查證。

透過持續盤查，統一超掌握到不論是門

市或辦公區域，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均來

自電力使用；因此超商致力於落實節能減

天氣情報配信系統示意圖

POS

POS

：1
：

SC

     POS

    



— 367 —

碳，除配合主管機關推廣節能績效，依循

ISO50001的管理精神，據此改善公司能源

管理作業辦法，針對月平均電費高於4.5萬
元的門市加強輔導改善。此外，統一超商更

分別針對既有及新開門市打造節能方案，在

提供消費者優良便利消費體驗的同時，活用

通路特性落實企業節能減碳。統一超商的能

源管理權責單位包含：負責門市裝修的工程

科技部、協助門市人員落實能源管理與節能

行動的營運企劃部，以及掌握總部大樓能源

用量並導入節能措施的行政服務TEAM，藉

由跨部門分頭進行，讓統一超商得以從總部

到門市端均能貫徹節能減碳的行動原則。考

量門市與總部大樓的用電型態不同，統一超

分別設定年度績效指標，以門市用電密集度

及總部大樓用電密集度量化評估減量成效。

資源效率新提案

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天氣事件，

以及工商經濟發展加速天然資源的耗用，水

資源風險、廢棄物減量、循環經濟等，已經

成為企業永續發展的主流議題。統一超商的

連鎖便利商店營業型態，在提供消費者各項

商品與服務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受到供水

穩定及水質的影響。統一超分析門市用水模

式，掌握耗水熱點並導入省水設備，以降低

自身營運對當地水資源的影響衝擊。

因應全球減塑風潮，統一超商在自有品

牌商品部份引進環保包材，如生物基的PLA
材料、FSC認證包裝、回收再製的杯套與杯

架，採用可回收的產品包裝。此外，統一超

在原物料採購時也優先考量具環保材質、認

證包材及提出包裝輕量化減量設計者，以期

逐步降低塑膠使用量。長期與統一超商配合

的物流業者以可以重複使用的物流箱及棧版

取代一次性紙箱，也有助降低運輸配送過程

產生的包材廢棄物。

統一超商為擴大販賣者的社會責任，並

推動全台廢棄物減量與提高回收率，公司發

揮據點廣布的優勢，配合環保署政策推動回

收電池及資訊類廢棄物並提供商品抵用金，

避免此類廢棄物進入一般垃圾處理體系，後

續造成對土壤、水質等負面環境影響。此

外，統一超商成立「設備整備中心」及內部

回收體系，發揮愛物惜物精神，收集因門市

重新裝修或關店所釋出的舊有設備，透過維

修、整新、再利用，降低成本支出並有效避

免資源浪費，達成廢棄物減量的成效。

統一超商價值鏈與相關範疇三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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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績效

# 2018 SDGs
(# ) 

SDGs

2 2018 5,369 NA

2
2018

258,230
8

8.2 

8.3 

2
2018

154,074 10,230 8

8.2 

8.3 

2

2018
5%

100
FTSE4Good Emerging Index

MSCI

NA

3
CITY CAFE 4A

八
NA

3
2018

141,744
2

2.1 2030
(

)

3
18

90%
3

3.a 

3
2018

100%
2

2.1 2030
(

)

3 2018
占

69%

2

2.3 2030



— 369 —

# 2018 SDGs
(# ) 

SDGs

3
2018 OPENPOINT 320

NA

4.
ISO 45001

8
8.8

4. 0 8
8.8

4.
100%

3
3.d.

4. 32.03
五

4

4.4 2030

x%

5

1.7
35 ( 1)

1
11

11.6 2030

5
1.7 ( 2)

2
2

2.1 2030
(

)

5
1.7 ( 3)

3
3

3.4 2030

5
2018 38

 33 4
4.6 2030

x

6
10.16%

12
12.2 2030

6
2017

4.61%
2017 2.5%

7
7.3 2030

 

6
2018 2,716

12
12.5 2030

 

(資料來源：2018年統一超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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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愛心通路 貢獻一幣之力

今年以來，統一超商最大突破為首度入

選2019年道瓊永續指數(DJSI)，也是DJSI
評選全球食品零售業中唯一受邀參與的台灣

企業。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取得困難度高、外部最高級的

AA1000認證，且今年統一超商的CSR新作

法，是跟進國際的CSR作法，以為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之執行及管理，設置跨部門「統

一超商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簡稱「CSR 
委員會」)，於2018年提高其所屬層級成為

董事會下轄之功能性委員會。

CSR委員會負責擬訂和編修統一超商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制度及規範，監督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政策與計畫、定期追蹤與評估企業

社會責任執行進度與成效、審定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等權責，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企業

社會責任年度執行成果，同時訂定「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做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的最高指導原則，期待透過所屬層級的提升

及外部董事的客觀專業立場，加強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精神與作為的高度、廣度、深度，

提升組織規格，強化公司CSR決策及推動力

道、擴大涵蓋面向，結合不同事業部達成最

大績效、並強化監督機制，檢視行動方案是

否能實際執行。

CSR委員會由三位獨立董事與公司高階

主管一同擔任委員，委員會下成立五大小組，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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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

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

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

企業社會責任(CSR)已是國內外企業

經營主流，日前美國標準普爾道瓊指數公

司(S&P Dow Jones Indices)與瑞士永續集

團(RobecoSAM)公布2019年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評
選結果。今年台灣共有23家企業入選，統

一超商是DJSI評選全球食品零售業中唯一

受邀參與的台灣企業，不僅入選「新興市場

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成分股，

更擠進道瓊永續指數「世界指數」(DJSI 
World)，顯示統一超商在經濟、環境、社

會等面向表現優異，深耕台灣、並與國際標

竿企業並駕齊驅。

今年統一超商在DJSI道瓊永續指數

評比25個子項目中，其中五項獲得排名第

一，包括：經濟面(客戶關係管理、行為準

則、供應鏈管理)、環境面(水相關的風險管

理)及社會面(人力資源發展)。同時在食品

零售產業中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CPALL
正大集團(泰國7-ELEVEN母公司)與德國

最大零售批發超市集團「麥德龍」(Metro 
AG)，顯示統一超商無論在永續經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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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會責任、永續治理等各面向均具備打國

際賽局的硬實力。

從幸福企業、共好社會與永續地球三大

主軸出發，持續為消費者提供便利生活，協

助加盟主追求穩定獲利，為員工建立公平友

善的環境，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達到四方

滿意的理想狀態。

統一超也表示，7-ELEVEN深入大

街小巷，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連結，企業

使命在於成為社區無可取代、傳遞溫暖、

給人安心的好鄰居，透過雙公益品牌：

「7-ELEVEN把愛找回來」與「統一超商好

鄰居文教基金會」，朝向健康生活、社區環

保、弱勢與偏鄉關懷等面向發展，打造愛心

捐款平台與社區營造平台，關懷弱勢、與社

區共存共榮。

設立多元愛心捐款平台

7-ELEVEN發揮通路公益服務影響

力，自1988年起創立7-ELEVEN把愛找回

來公益募款，打造多元愛心捐款平台(例：

門市零錢捐、ibon便利生活站等)，來提升

大眾對社會公益的重視，並以有效益的一

「幣」之力共同關懷社會弱勢，透過全台近

5,600家門市，彙集國人的愛心給需要幫助

的社福團體與弱勢族群。

統一超表示，為了吸引年輕世代對公益

議題關注，以可愛創意包裝、愛心帶著走、

時刻做公益為構思，7-ELEVEN自2018年
第3季公益募款首創業界做法，推出零錢捐

袋，方便民眾當成撲滿好放零錢，每周再拿

到附近的門市募款箱投入。

今年第3季起更首次結合人氣IP，陸續

與人氣插畫角色「白白日記」、「怪奇事務

所」合作Q萌的造型零錢袋，成功引起網友

討論和索取，有網友反應跑了十家門市才拿

到一袋難求的零錢袋，此外，也反映在捐款

上帶動第3季公益募款成長，並成功創造出

收藏並回捐的熱潮。

2019年7-ELEVEN年度公益品牌活動

更首度跨界與CITY CAFE跨界規劃「愛的

行動咖啡車」，以「OPEN！ LOVE」展現

全新公益品牌概念，延續過去30年來結合

「人、店、服務」的公益策略，進一步串聯

集團內部資源，積極協助公益團體募款、捐

物與推動公益服務，並持續呼籲民眾關注弱

勢老人議題，投下一「幣」之力幫助弱勢長

輩。

愛的行動咖啡車巡迴全台

7-ELEVEN 2019年年度公益品牌活動

「愛的行動咖啡車」於台北、台中、花蓮、

高雄、屏東等地區將展開近兩個月的全台

巡迴，每場活動首創結合百萬YouTuber、
LiveMe直播平台，並邀請藝人化身愛心行

動店員，邀請參與活動的民眾自由捐款就

能品嘗一杯精品咖啡，所有募款將捐贈給

7-ELEVEN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第3季公益

團體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與第4季公益團體

一粒麥子社福基金會。

7-ELEVEN「愛的行動咖啡車」計

畫，透過藝人、YouTuber們強大的粉絲號

召力，吸引社群世代的年輕人關注公益，呼

籲民眾自由捐款便可獲得一杯高品質、有溫

度的精品咖啡，喚醒民眾的愛心行動力，自

2019年9至10月整合線上線下活動，累計愛

心捐款近20萬元，線上總觸及更高達2,000
萬人次，引起相當多的討論熱潮。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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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媒

公司簡介

富邦媒體科技(momo)為台灣虛擬通路

領導品牌，旗下包含momo購物網、摩天商

城、電視購物及型錄購物。秉持「提供眾多

物美價廉的商品及優質服務，改善人們的生

活」之企業使命，以及「誠信、親切、專

業、創新」四大經營價值觀，提供消費者全

年無休、多元化的購物服務。

momo成立於2004年9月，經過多年的

深耕市場，2014年12月於台灣證券交易所

掛牌上市，躍升業界領導地位；至今服務超

過1,000萬名會員，每年營運皆穩健成長，

並屢獲各界經營及服務獎項肯定。隨著全球

產業變革快速，momo始終走在產業前端，

積極投入行動商務、大數據、智慧物流等趨

勢領域，滿足消費者全方位需求：2014年
起推出三個行動購物App，提供更便利的購

物模式；2015年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推

出「主題樓層電梯」，運用大數據分析提供

個人化購物體驗；2016年推出進階搜尋引

擎、智能客服機器人，提升服務效能與品

質；2017年投資逾40億元打造的「北區自

動化物流中心」正式啟用，領先業界的自動

化物流設備，為大眾創造更優質快速的配送

服務。2018年momo環繞「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的核心主軸，加大對零售市場

之滲透率。

momo立足台灣，更放眼國際。中國市

場方面，2011年5月成立富邦歌華(北京)商

貿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6月投資擁有1億
3,000萬落地收視戶的北京環球國廣媒體科

技有限公司。東協市場方面，2014年3月合

資成立的泰國TVD momo公司，現已為泰

國第二大電視購物業者。momo也持續布局

東協市場，期望將台灣成功經驗帶到世界舞

台。

長期以來，momo參與社會公益不遺餘

力，打造網路公益平台，幫助身心障礙及弱

勢族群改善生活；並積極投入體育推廣、環

境保護等議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展望未來，momo將持續擴大虛擬通路

市場版圖，並加速國際化腳步，期成為華人

世界消費者及供應商首選的虛擬購物平台。

品牌價值

繼新零售時代來臨，通路界線模糊，品

牌加速虛擬通路布局，觸動通路消費升級。

momo在追求核心業務穩健發展的同時，更

以滿足大眾生活需求為職志，momo以「生

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為經營目標，

用嚴謹的品質檢驗標準、效期管理規範及全

方位的服務內容不斷提升服務品質，並積極

深化與品牌合作，提升商品齊全度、貨量，

打造成最優質的通路平台。momo更注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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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及風險管理，創

造公司長期投資價值，歷年經營及治理績效

卓越，給予股東、消費者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優渥的報酬及回饋。

momo自成立以來秉持「提供物美價廉

的商品及優質服務，來改善人們生活品質」

的使命，經營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型錄購

物及行動購物，遵循「誠信、親切、專業、

創新」的價值觀，展開「完整通路布局、精

緻節目呈現、精選多元商品、全年無休客

服」營運策略，創造「品牌價值、商品價

值、服務價值、綠色消費價值、人才價值、

社會價值」，朝建構momo成為亞洲消費者

及供應商首選的虛擬購物平台願景邁進。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

momo為台灣虛擬通路領導品牌，秉持

「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及優質服務，來改善

人們生活品質」的使命，同時呼應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議程和17項發展目標SDGs，
2018年更積極落實「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的願景，擴展消費者全方位生

活需求服務，矢志成為消費者及供應商首選

的企業品牌，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同

時，亦關注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將強化公司

治理、維護股東權益、促進人才培育、照顧

員工福祉、提升服務品質、維護品質安全、

持續節能減碳、健全供應體系、善盡企業責

任等九大策略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

動，重視環境、關懷社會與公司治理之議

題，並將其定期檢討管理方針有效性，在永

續發展的核心目標下，和利害關係人一同朝

向環境永續共生，社會永續共榮的新價值。

商品價值

2018年在momo可販售的商品品項數超

善盡
企業責任

強化
公司治理

維護
股東權益

提升
服務品質

服務
價值

品牌
價值

社會
價值

人才
價值

綠色消費
價值

商品
價值

健全
供應體系

維護
品質安全

持續
節能減碳

促進
人才培育

照顧
員工福祉

社會 治理

環境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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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50萬個，商品種類包含食衣住行育樂各

方面。基此，momo以「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為經營目標，滿足消費者全方

位購物需求，更堅持提供物美價廉的優質商

品與重視消費者的權益，以完整的品質檢驗

程序，防止不合格之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上；

若有消費者訴求商品品質問題，momo亦將

執行商品回收檢查以及在庫商品複查來積極

回應消費者訴求，確實維持年度品質異常客

訴率0.003%以下。

除此之外，momo也發揮電商平台能

量，除對於自營商品執行高規格檢驗，亦對

於供應商商品進行定期抽驗，承諾提供優質

商品及對消費者的責任，以增加消費者信心

及購買的意願。在供應商管理方面，亦以

「供應商大小事，是momo關心的事」之服

務理念，全面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企業

社會責任守則」，以及進行服務性關懷訪廠

作業，除實地了解供應商的經營狀況外，傳

達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理念，亦透過定

期的供應商交流會議，與供應商夥伴共同成

長，未來將持續進行服務性關懷訪廠作業，

逐步落實企業永續經營。

確保商品良好品質

對消費者的品質承諾為momo首要看重

的營運核心之一，從「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的角度出發，傾聽消費者心

聲，重視並解決商品的各式問題。除了定期

追蹤政府公告及法令規範更新管理辦法，

momo設立品質管理單位並投入資源檢驗商

品品質、成分、來源、中文標示是否正確及

符合台灣各項的法令規範，並針對不同類型

的商品有不同的安全檢測、抽驗與實際操作

測試等流程管理，致力做到消費者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最佳安心夥伴。

生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

服務價值

momo以「生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
事」為經營目標，亦以「服務顧客大小事，

都是momo的事」為服務理念，致力於了解

顧客需求，進而從全方位滿足顧客、開發多

元商品選擇、提升顧客體驗、提供優質購物

服務平台外，更以重視顧客隱私及客訴解決

服務為己任，帶給顧客良好的購物體驗與完

善的售後服務。momo自始至終永不間斷地

提供顧客專業及創新的服務體驗，積極看待

顧客回饋的各項需求，以及每個可能與顧客

接觸的環節，持續研究改進，以期提供更卓

越的服務感受。

貼近顧客需求

「生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是

momo的品牌價值核心，momo經由電視、

網路、型錄、行動購物(App)、MOD、禾

聯網路電視等各項通路，能更快速地提供民

眾生活所需的各項商品與服務，不間斷地從

消費者角度思考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所

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

供應商合約註載
不得與法規相觸

編定各類商品
內部規範、工
作手冊及表單

例行／非例行
抽樣檢驗

預防重大及
異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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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消費者的使用平台開始、消費感受的

舒適、訂單成立後的快速與各項貼心服務

等各個階段都是momo對消費者的承諾；另

外也搭配FB、IG、LINE互動及直播模式的

溝通管道，讓momo成為消費者不可或缺的

生活小管家。為了能更緊密建立momo與消

費者即時互動關係，針對電視購物與網路通

路有不同的營運策略。在電視購物，momo
充分發揮影像媒介的溝通特質，近年來運用

momo購物台專屬的App，讓消費者可以直

接進行商品預購、即時及熱門影音觀看，以

及參與各項專屬優惠活動，除了加強與消費

者的溝通管道也增加了商品曝光機會，在

2018年購物台專屬的App總流量較前一年度

成長11%，新使用者成長47%，同期App瀏
覽時間也拉長了44%，顯示消費者黏著度持

續提升，而新使用者成長數為2019年重點

經營目標。

傾聽顧客聲音

momo非常重視消費者對於各項服務的

滿意度，以及消費者對於momo企業形象與

品牌價值的認知。因此，除了日常提供多元

回饋管道，如：24小時0800免付費服務專

線、網站信箱、智能客服及文字客服等機

制，每年至少一次針對全通路消費者展開滿

意度調查，內容包含商品、客服、物流、節

目、系統操作介面等五大面向，了解消費者

對於momo所提供產品服務之評價，以此作

為提升商品與服務品質之重要指標。

為順應通路消費趨勢結構變化，2018
年根據各通路消費權重比例進行分析，

momo整體服務指標顯示網路消費客群對於

momo的服務品質相當重視；momo仍秉持

提升服務品質的理念，持續針對商品、客

服、物流及其他功能流程等進行改善。

保障顧客權益

momo亦落實「資訊安全大小事，是

momo最在意的事」，momo認為除了為消

費者提供產品合乎期待外，完善且安全的購

物平台與確保顧客的隱私資料，更是momo
絕對堅持要求。隨著顧客選擇愈多，期待就

愈來愈高，momo將重視且全力維繫資訊系

統的安全性及完整性。

綠色消費價值

公司以「生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
事」為經營目標，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的購

物環境，momo更認為「環境大小事，都是

應該保護的事」。在現今電商蓬勃發展下，

momo正視且積極面對電商產業的環境衝擊

問題，以「綠色營運」、「綠色物流與運

輸」與「綠色包裝與服務」等方向為主，努

力改善運輸排碳、包裝廢棄與各種能資源使

用的環境問題，落實節能減碳，擴大綠色供

應鏈範圍，期許momo成為永續綠色的電商

企業。

綠色營運

momo瞭解氣候變遷對環境永續帶來的

影響日漸增長，故積極落實各項低碳計畫，

致力推動愛護地球、珍惜資源行動。為瞭解

自身碳排放情形並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總部大樓及北區物流中心依循ISO 14064-1
規範，以營運控制權法完成溫室氣體盤查，

北區物流中心於2017年中下旬營運，2018
年為完整營運年，故以2018年作為溫室氣

體排放量基線年，以供未來減量參考之依

據。

綠色物流與運輸

momo透過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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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購及行動購物，提供消費者物美價廉的優

質商品與服務；momo收到消費者訂單後，

透過資訊系統的串接，將訂單資訊提供給

momo倉儲端或合作供應商，再由momo倉
儲端或合作供應商進行訂單的撿貨、理貨、

包裝後，由物流業者將商品送到消費者端。

隨著消費者購物習慣改變，momo透過商品

併單方式，將同一消費者訂購的商品包裝後

出貨，減少不同貨運商分批配送所造成的碳

排放，每月減少約275萬趟次，減少里程約

為30,690公里，約減少9.13公噸CO2e，並

於2018年導入退貨統倉，將消費者的退貨

集中退至同一個倉庫，也可減少貨運發送車

次。

綠色包裝與服務

電商產業面臨的環境衝擊主要為包裝耗

材問題，隨著momo業績逐年增長，紙箱耗

材的使用量也愈來愈高。為了降低包裝耗材

的使用量，momo專業團隊藉由數據及系統

的輔助，研究商品庫存擺放、出貨包裝等分

析，以利減少跨倉分箱出貨及紙箱耗材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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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將配送車之裝載率提升到最大化。

人才價值

「生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為

momo發展核心策略，並以關懷「員工生活

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為基石，重視員

工為永續經營的共同夥伴，保障與正視員工

任何權益，從員工薪資與福利、多元平等健

康職場及職業安全與衛生環境等，努力創造

勞資和諧的工作環境。

促進勞資和諧

m o m o在「員工生活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的理念下，公司亦支持與認同

國際公認的人權議題，並致力打造保護人權

的工作職場環境，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以及

促進勞資和諧關係。

人才培育與發展

momo致力於培育員工符合企業未來專

業人才之所需，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與

訓練發展課程，提高企業整體競爭力。對於

不同部門與專業職能課程進行管理與規劃，

包含新進人員訓練、管理階層培訓、專業職

能培訓、成長學習與發展，momo將結合企

業發展策略、趨勢分析，持續積極規劃從新

人到主管階層的完整教育體系，提供員工多

元職涯訓練與發展需求，並確保訓練品質及

學習落實，針對課程滿意度指標進行加強與

改善課程規劃與方向。

社會價值

momo為國內虛擬通路的領導品牌，從

本業核心為根基，以「社會公益大小事，都

是momo的事」理念，長期投入弱勢族群的

關懷與培育我國體育菁英人才。以網路數位

科技、電商平台的能量，呼應富邦集團的

「正向的力量」願景，期以發揮企業與企業

間加乘的綜效，協助解決社會弱勢問題、創

造台灣體育凝聚力。

扶植弱勢族群

m o m o從「社會公益大小事，都是

momo的事」的理念出發，在穩健發展的通

路實力下，加上「誠信、親切、專業、創

新」的品牌形象，開闢出值得信賴「網路公

益平台」、整合通路資源協助其在金流、物

流、資訊流等串接，加上momo專業的宣傳

實力，擁有超過660萬的會員人數、網路科

技與電商平台的能量，免費提供公益團體一

個發聲場域，以利大大提升台灣各角落弱勢

需求被看見的機會，也降低民眾參與公益的

門檻。

體育活動推廣

momo基於國內虛擬通路的領導品牌，

綠色物流

撿貨 理貨成立訂單 出貨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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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售產業領域出發，發揮本業核心能力，

以商品開發能力、提供虛擬通路多媒體廣宣

資源，響應富邦集團長期關注台灣體壇的發

展，以及培育台灣體育菁英人才的公益策

略，提升能見度也積極響應各項運動賽事。

目前已投入高爾夫球、棒球與籃球等領域，

包括支持集團內部「富邦悍將」與「富邦勇

士隊」等發展，希冀呼應富邦集團體育發展

的大方針，透過企業與企業間加乘的綜效，

創造台灣在體育推廣的凝聚力，將投入運動

發展的成效發揮到最高效益。

榮耀與肯定

(資料來源：2018年富邦媒體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獲頒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企業永
續報告類服務業組」金獎

★獲頒 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2018 BSI AWARD」永續實踐獎

★通過 2018年 ISO 27001 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認證

★通過 BS 10012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第三方驗證

★ momo網路處獲選經理人
月刊「2018年度台灣MVP
經理人」

2018/11 2018/12

★榮獲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

TOP 5%

★通過 ISO14064-1組織型溫
室氣體盤查認證

★董事長林

峰先生榮獲

「2018 傑出
公關獎」企

業發言人獎

★獲頒台北市

政府衛生局

「優良哺集

乳室認證」

★獲頒壹週

刊「2018 

服務第 壹

大 獎 -網

路購物」

第三名

2018/05 2018/07 2018/09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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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媒用心做大小事 創造永續價值

面對新零售時代的來臨，富邦媒以「生

活大小事，都是momo的事」 為近年公司發

展的核心策略。

富邦媒董事長林啟峰表示，為觸動通路

消費升級，富邦媒深耕「品牌牧場」，強化

與品牌間的合作，並持續開拓「多元化生活

服務，以滿足消費者全方位生活需求及便利

體驗為目標；同時積極布建新物流網絡，從

優化倉儲管理與提升物流整體效能，加上運

用大數據演算運用，讓物流能貫穿商流，帶

動產業向上提升。

確保商品吃的安心、用的放心

供應商方面，在2018年有超過1,700家
新供應商加入富邦媒的行列，新供應商除了

需通過基本公司治理、財務結構審查外，必

須簽定隱私權、個資法規、誠信經營聲明、

商品智慧財產權、資訊安全等相關條款，為

確保消費者權益，所有商品須依其性質投保

商品責任險，並針對販售特殊性(如醫療器

材類、食品類、貴重精品類)商品要求供應

商簽回擔保書且依法規提供相關證明，以確

保商品吃的安心、用的放心，2018年未有

合作供應商因永續績效而終止合作關係。

為了堅持維護品牌信譽，杜絕銷售國際

精品的仿冒品，商品銷售前會進行第一階段

書面審查，檢視供應商基本資料、銷售平

台、市場風評等；第二階段則會進行品質管

理訪廠作業，實際到廠抽驗商品、確認來

源、倉儲管理、營運現況…等項目評鑑，於

訪廠合格後始能銷售商品，未來也會定期抽

驗複核。

另外，富邦媒供應商販售的美粧、保健

食品類品項，需先審查製造廠認證，再判定

是否執行製造廠稽核作業，稽核流程包含確

認環境製程及原物料商品檢驗管控，需符合

政府法規，商品始得銷售；稽核合格之製造

廠，每三年或依據證書到期日後再重新執行

複核流程。累計至2018年度已達391家通過

認證或稽核訪廠作業。

強化資安防護與供應商管理

此外，2018年富邦媒針對績優或常態

作業出現困難的供應商，從中挑選100家進

行關懷供應商的訪廠作業，實地了解問題及

強化資安防護，以隨機抽選供應商填寫資訊

安全檢核表，以達資訊安全宣導作用，擴大

供應商與富邦媒之間的交流。並彙整了515
項供應商回饋的相關議題，主要歸納為五大

項，包含系統、人員、物流、合約、運輸，

藉由實地、線上輔導或進行跨部門會議討

論，成功解決供應商作業面及系統面問題。

他認為，在新零售時代，電商平台的能

力不僅僅只有對外為提供消費者全方位的購

物需求，在數位技術的進步之下，對內也需

挖掘更多具潛力的中小企業、創業者，並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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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供應商能力建置，與富邦媒平台有緊密連

結並共同成長。因此，富邦媒提供線上招商

平台及洽商專線，截至2018年供應商合計

超過6,700家遍布全台，業績也持續成長。

供應商後台管理系統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SCM)，是富邦媒持續

建置數位供應鏈的一環，隨著網路轉變，

移動使用的需求提高，在2018年推行SCM-
APP，SCM後台的數位服務全面升級。透

過結合富邦媒自行開發的動態密碼鎖，在帳

號認證防護機制上更加安全，營運資訊隨手

可查，提高了供應商使用的便利性與即時

性。同時，也規劃系統使用權限設定的功

能，讓供應商可依據不同業務內容設定不同

使用權限，強化營運自主管理的彈性。

富邦媒2018 年除持續進行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也導入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在減少碳排放方案上，透過

商品併單方式，減少貨運發車車次，2018
年約減少109.56公噸CO2e，同年導入退貨

統倉，將消費者的退貨集中退至同一個倉

庫，也可減少貨運發送車次。

在綠色包裝與服務面向上，除提升紙

箱與塑膠的回收量，2018年在無紙化應用

上，減少消耗2,481萬張用紙量，約減少

砍伐2,977棵樹木，等同減少198.47公噸

CO2e；林啟峰說，公司將關注全球氣候變

遷問題，並融入日常營運要點，貫徹環境永

續管理。

在社會回饋的推動上，從本業核心出

發，打造網路公益平台，協助公益團體利用

金流、資訊流機制以及集客力，募集所需經

費與物資，合作單位包括富邦慈善基金會、

心路基金會、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等團

體。

同時善用集團資源，擴大公益網絡，並

鼓勵集團員工積極參與公益，如長期推動

「富邦公益大使計畫，鼓勵員工從社會福利

與社會企業領域提案；亦或響應集團愛心

「2018 種福電計畫，為真善美基金會募集

持續20年穩定營運的希望。」

推廣體育賽事 不遺餘力

富邦媒積極投入體育活動的推廣，如參

與贊助「2018富邦仰德長春日巡賽」、「2018
富邦盃少棒邀請賽」及響應「2018台灣大哥

大女子公開賽」等，藉由發揮本業開發商品

力及宣傳力，共襄盛舉推廣體育賽事。

他提到，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道

路上，富邦媒也獲得各界給予肯定與鼓

勵，包括已連續三年獲得「公司治理評

鑑TOP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通

過英國標準協會查證」；在環境永續與管

理，2018年獲頒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永續報告類

服務業組」金獎、「通過 ISO 14064-1組織

型溫室氣體盤查認證」；在資訊管理上通

過「2018年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認

證」、「通過BS 10012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第三方驗證」等。

談到未來，林啟峰說，富邦媒將持續朝

向「成為亞洲消費者及供應商首選的虛擬購

物平台願景邁進，並透過企業永續發展的高

度與視野，帶動企業與整體零售產業共同向

上成長，為投資人、員工、客戶、供應商、

社區鄰里、主管機關及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

永續的價值。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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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

公司介紹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

東新世紀)成立於1954年，為台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遠東新以紡織事業起家，透過

穩健的經營腳步及研發創新的技術，積極往

上下游業務發展，垂直整合成兼具石化、聚

酯、化纖、紡紗、織布、染整到成衣的一條

龍產銷體系；透過多元化的經營策略布局、

高效率的資產運用，水平延伸為兼具土地開

發及轉投資等不同事業的多角化公司。追求

永續經營與長期利益，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多

元價值，並持續在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三

面向創下亮麗的成績。

為維持產業競爭力、活化資產並創造

價值，2018年遠東新世紀持續擴充，包含

取得原M&G公司位於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年

產能36萬公噸固聚酯粒(PET)廠及俄亥俄州

研發基地，成立子公司APG Polytech；子

公司亞東石化(台灣)第三條年產能150萬公

噸對苯二甲酸(PTA)產線投產；子公司遠東

紡纖(越南)年產能40萬公噸固聚酯粒生產

線與織染廠二期投產；遠東新與兩家國際

級企業共同取得在美國德州聖體市(Corpus 
Christi)，年產能130萬公噸對苯二甲酸

(PTA)及年產能110萬公噸固聚酯粒(PET)
興建中專案，2018年底經美國聯邦貿易委

員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審查

核準。為整合資源進行有效利用，內壢紡織

廠紡紗生產線遷移至湖口紡織廠；另因應當

地都市發展規劃土地徵收，子公司遠紡工業

(蘇州)、中比啤酒(蘇州)、麥氏卡里萊啤酒

貿易(上海)結束營運。

建構穩健治理

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

健全的公司治理可降低營運風險，持續

為利害關係人極大化永續價值。為不斷精進

公司治理品質，2018年遠東新執行多項提

升方案如下：

1.修訂《公司章程》明訂具體股利政

策。

2.修訂《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三

年至少委外評估董事會績效一次

3.薪酬委員會增聘一位獨立董事，獨立

董事比例由1/3提升至1/2。
4.2017年年報新增揭露項目：董事會績

效評估與薪資報酬連結、獨立董事出席董事

會詳細情形、員工進修訓練之參與人次及總

時數、職業安全衛生查證及措施。

遠東新世紀以「誠信」為企業經營最高

原則，透過《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

準則》等管理規範，與薪酬制度、內部控制

制度、授權制度、職能分工等措施，配合內

部稽核作業，確保所有部門落實誠信經營，

每季進行「企業貪瀆自評檢核」，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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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每季提報董事會，防止貪腐等弊端。

2018年遠東新未發生任何貪腐事件。

驅動創新

遠東新世紀為台灣紡織業龍頭，除持續

在現有事業上精進及擴充外，並竭力增加企

業長期競爭力，對創新研發之提升不遺餘

力。遠東新世紀於2001年成立「遠東企業

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研究所)，透過不

斷突破、創新及積極研發，結合集團內研發

人力與資源，加速開發高附加價值新產品，

並且強化競爭優勢及創造企業新價值，推動

遠東新世紀成為高科技聚酯、紡纖企業，並

朝向成為全球領導者的使命前進。研究所設

有四個研發處及12個開發組，共有211位優

秀的研發專才。研究所近程以「聚焦聚酯、

環保、節能及減碳」為主要研發方向與目

標，運用遠東新世紀累積之聚酯合成及應用

技術為基石擴展研發綠色環保材料、高機能

材料、智能織物等新產品及新技術，不斷推

升聚酯在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應用領域。中長

期整合遠東集團內關係企業之研究資源與核

心專長，聚焦綠色能源、生質及高端纖維產

業，積極開發聚酯綠色原料、創新製程及新

材料，鎖定未來明星產業，以期能不斷提升

公司永續經營的驅動力。

為減緩全球暖化而導致氣候變遷，研究

所以減碳與降低廢棄物為重要開發方向，面

對全球未來發展，邁向循環經濟已是必然

性。遠東新世紀為全球前三大固聚酯粒廠

商，在寶特瓶回收聚酯(Recycled PET)產
業為全球前二大企業，然而聚酯產品在紡織

品應用卻長期無法回收使用。為發展循環經

濟避免資源浪費與環境汙染，遠東新世紀投

入開發舊織物的化學回收處理技術，讓廢舊

織物轉為高值化的機能性紡織品。遠東新與

具領導地位之研究團隊合作、選擇適當優良

廠商策略聯盟、與品牌商共同開發策略性產

品，並將開發完成的技術及產品申請專利保

護，以取得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布局，維持企

業競爭力。研究所另設立國際合作室，整合

遠東新世紀利基及創新產品，建立FE-X平

台為品牌商提供Total Solution及策略合作的

模式，並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展覽與競賽，

以提升遠東新世紀產品的知名度。

領航綠色未來

能資源管理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第13項
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指出應採取緊急

措施以因應氣候異常所導致全球及企業永續

發展的風險與衝擊。因此，遠東新世紀特別

重視能源議題，積極回應政府能源政策，致

力於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持續推動節能減碳

措施，逐步降低能源使用密集度，進而減緩

全球氣候變遷。

能源管理方法

•設定能源管理專責單位，並定期追蹤

檢討

•制訂能源管理相關制度與節能目標

•訂立節能減碳流程與計劃

•加強節能觀念宣導，如節能專刊、節

能案例、專家交流分享

•追蹤節能專案成效，並將績效納入獎

勵

•推動能源管理相關驗證

台灣生產據點2015年節電率1.9%，

2016年節電率2.3%，2017年節電率2.0%，

2018年節電率2.0%皆優於政府要求五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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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節電5%之目標；化纖總部依據整體能源

政策分設四個專案小組(生產製程組、水

資源管理組、電能管理組、資源及再利用

組)，針對各組鎖定之議題網羅專業人才，

定時檢討回報專案執行情形至總專案窗口，

藉此全面提升管理能力。

新埔化纖總廠以智慧型電能管理系統，

掌握各生產單位用電數據，並透過與用電單

位訂定契約容量、導入三段式計價等方法，

達到降低用電成本及響應政府節能減碳之目

的，因成效顯著，觀音化纖廠也於2018年
導入。2018年新埔化纖總廠進一步整合公

用用電併入智慧型電能管理系統。武漢遠

紡新材料預計於2019年導入三段式計價方

法。遠紡織染(蘇州)制訂五年節約能源規

劃，以2016年為基準年，目標2020年單位

產量外購能源耗用量減少35%，單位產量取

水量減少34%。2018年生產每公斤布料耗

水量較基準年減少35%，提前完成目標。單

位產量外購能源耗用量則因產品組合調整、

工藝要求提高及增設環保設備等原因，尚未

完成目標，持續改善減量中。

溫室氣體管理

因應人類活動產生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

化的現象，遠東新世紀制訂溫室氣體管理機

制，由各生產據點定期討論與落實相關管理

措施。遠東新早於法令規範，全面推動生產

據點盤查與查證溫室氣體排放量，設定減量

目標並提出改善計劃。

環境數據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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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製程

遠東新世紀為環境永續盡心力，積極

減少生產製程能資源用量，並以製程零廢

棄物為長期目標，以綠色製程呼應聯合國

SDG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持續朝

向綠色產業邁進。亞東石化(台灣)採用最新

對苯二甲酸(PTA)製程新建的第三條產線已

正式生產，與其他產線相比可減少溫室氣體

及空氣汙染排放，並提高製程廢水回收再利

用率，降低環境衝擊。正式生產後經過不

斷調整，目前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約0.27t-
CO2e/公噸PTA，較一般製程減少44%；單

位氮氧化物(NOx)排放量約0.030kg/公噸

PTA，較一般製程減少93%；廢水回收率已

提升至60%。此外，新產線導入人工智慧技

術，透過演算法建立模型，可預測製程品質

異常及能源耗用量異常，並即時通知管理人

員，預防能資源浪費，達到永續生產的目

標。

實現共融生活

遠東新世紀長期秉持「適才適所」及

「人盡其才」的用人理念，並透過完善的內

部組織與人事制度貫徹落實。遠東新世紀全

體員工16,468人，其中正式員工占88%，主

要職位均由正式員工擔任，且提供內部員工

教育訓練及輪調機會，致力於從內部拔擢人

才，展現公司內部完善多元的升遷制度及機

會。

遠東新世紀各職級人員於招募、遴選、

分發、配置、考績、升遷、薪資、退休、資

遣、離職、解僱、教育訓練、福利措施等各

方面，絕不因種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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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在報告期間

並未發生任何歧視事件。

為致力維護員工基本人權，塑造保

障員工人權的環境，遠東新認同國際勞

工組織多國企業與社會政策三方原則宣

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多國籍企業指

導原則(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及
聯合國全球盟約(The UN Global Compact)
之原則與精神，遵守在地之勞動、性別工作

平等相關法規，參考相關條文後制訂遠東新

人權保障及勞動政策。2018年遠東新世紀

針對各生產營運據點人權負責主管進行教育

訓練，由主管簽署人權政策，以確立公司對

保障人權的決心。

遠東新世紀遵循國際勞工組織相關公

約，及營運據點當地適用之法規，所有員工

可自由組織與參加工會，並得依據相關法律

規定進行集體協商。目前遠東新世紀絕大多

數生產據點均設有企業工會，確保員工們行

使其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力，且均與工會

組織簽署團體協議書，或定期召開勞資會議

並公告會議記錄。遠東新重視員工權益，接

納員工意見，重要決策前先與工會充分溝

通；勞工利益相關的調整事項，均與勞工於

勞資會議、團體協約中討論。單位主管於企

業工會定期會議中列席，並轉達、處理、協

商與回覆勞工反映事項。公司不會以任何方

式介入組織或集體談判的建立、運作或管

理，報告期間無違反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之

情事。遠東新世紀於生產營運據點設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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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會，各工會員工參與比率均超過六成，

工會成員人數共13,252人，員工參與比率為

91%。

串聯美好社會

遠東新世紀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的理念，持續投入社會公益50年，社

會參與已內化為重要的企業文化之一，執

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者，利用本業核心

能力或廠區相關資源為社會大眾做出貢獻

(如：舉辦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推廣

資源循環教育、志工服務、社區鄰里環境維

護等)；另一種則透過長期資助非營利組織

(如：學校、醫院與基金會等)，提供教育、

醫療、體育、環境保護、科技創新、藝術文

化等資源，增進人民福祉、擴大國際視野與

全面提升社會群眾的競爭力。2018年2月6
日台灣花蓮市區發生規模6.0、震度七級的

大地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第一時間捐贈新

台幣3,000萬元予花蓮縣政府社會救助金專

戶，用於救災及協助重建，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

開創共生園區

關於遠東資源開發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3年，為遠東新世紀子公司，各項行政

管理、內部控制、風險因應均參照母公司之

規範與措施執行。以「永續」作為長期策略

發展主軸，負責不動產開發、租賃、經營管

理等業務，分析國內產業發展趨勢，進行多

元開發案，並不斷精進開發案設計規劃與建

築施工品質，堅持好還要更好，用土地為台

灣創造產業價值。遠資的短期策略是從法規

遵循、員工關懷、客戶服務、環境保護、技

術創新等面向實踐企業永續經營的承諾，著

重於土地開發取得政府審查之相關核可、強

化開發過程中與社區居民溝通、積極應變開

發過程中遭遇法令政策改變、全力降低對

環境與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透過綠建築

友善設計與水環境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的基礎建設因應氣候變遷議

題、建構全公司護樹觀念，並導入科技應用

支援安全管理。於報告期間內其組織、結

構、所有權、供應鏈、員工人數上並無重

大改變。2018年遠資員工人數為32人(男性

18人、女性14人)包括正式員工29人、約聘

人員三人。2018年支付政府房屋稅2,966萬
元、地價稅3.4億元，以及土地增值稅1.7億
元。

生態保育與友善環境

遠東新深信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享用自

然，必須體認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的包容量有

其極限，對土地資源須做適度合理的經營管

理，包含對自然環境的保存、維護、利用、

復原及改良，故在土地開發的規劃上以生態

池、植栽計劃納入生物多樣性原則，大量保

留綠化面積，例如台北遠東通訊園區全園區

保留49%綠化面積、遠東礁溪渡假酒店全園

區保留42%綠化面積，減輕對於生物多樣性

的直接壓力並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搭起科技創新交流平台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透過辦公大樓、商

場、住宅、圖書館、醫院、賣場、學校整體

規劃，將過去的紡織廠蛻變為環境永續發展

的產業園區，建置全園區的通訊基礎建設，

導入智慧科技應用，發展智慧城市與智慧

生活的實踐空間，成為ICT研發創新應用平

台，促進台灣智慧科技交流，為台灣下一世

紀的產業經濟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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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化廢為寶 名揚國際

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FIFA)首度在俄

羅斯舉行，擁有凱恩(Harry Kane)等球星的

傳統勁旅英格蘭隊，睽違28年後再度晉級四

強，成為全球矚目焦點。特別的是，賽後英國

在台辦事處居然在推特上發文「感謝台灣！」

讓原本與世足賽絕緣的台灣意外躍居國際版

面，引發全球媒體與球迷好奇，而這一切，原

來都是因為遠東新世紀(以下簡稱遠東新)。

遠東新是台灣紡織業的龍頭，除持續在

現有事業上精進及擴充，為了確保並提升企

業的長期競爭力，遠東新在創新研發上更是

不遺餘力。公司早在2001年就成立「遠東

企業研究發展中心」(遠東企業研究所)，透

過不斷突破、創新及積極研發，結合集團內

研發人力與資源，加速開發高附加價值新產

品。另外遠東新研究團隊也結合外部力量，

選擇與國際知名廠商策略聯盟、共同開發策

略性產品，並將開發完成的技術及產品申請

專利保護，取得不少獨門的智慧財產權。

為了減緩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遷，「循

環經濟」已經不只是紡織業的熱門顯學、而

是產業必然，為此，遠東企業研究所以減碳

與降低廢棄物為最重要的開發方向之一。

目前遠東新為全球前三大固聚酯粒廠

商，在寶特瓶回收聚酯(Recycled PET)產
業為全球前二大企業，然而聚酯產品在紡織

品應用上卻長期無法回收使用，為發展循環

經濟避免資源浪費與環境汙染，遠東新因此

投入開發舊織物的化學回收處理技術，讓廢

舊織物轉為高值化的機能性紡織品。

研發強力排汗球衣 助攻球隊

世界盃足球賽場上，英格蘭足球代表隊

的球星們身上穿著的球衣褲布料，就是出自遠

東新，而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在台辦事處會在

推特上發文感謝台灣，因為遠東新所研發出

的強力排汗球衣，助攻英格蘭隊拿下好成績。

而這其實已經不是新鮮事，遠東新的布

料研發能力與開發速度獨步全球，可配合不

同運動型態研發多元功能的機能布料，加上

環保再生原料與綠色生產製程，多年來成為

各大運動品牌與國際運動賽事指定款式，成

為許多明星運動員身上的秘密武器。

像是遠東新為美國職籃(NBA)球隊球

員，研發制服及熱身外套的面料，其球衣面

料重量比前一代輕20%，吸濕排汗效果提升

30%，布料撕裂強度提高三倍。利用緹花紡

織技術織出不同設計，例如需要快速散熱區

的孔洞稍微大一些，加速排除汗水和熱氣，

保持乾燥舒適。新一代熱身外套布料可達到

五分鐘內快乾，伸展力高四倍、熱身效率提

升1.3倍，卓越的性能表現獲得球員讚揚。

像是2018澳洲網球公開賽冠軍費德勒

(Roger Federer)，身上穿的球衣布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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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遠東新。不僅如此，2018年遠東新日

本子公司遠東石塚也與可口可樂攜手回收北

海道當地寶特瓶瓶磚，製作日本職棒北海道

火腿隊環保紀念球衣。

將CSR注入企業經營DNA

遠東新不為CSR而CSR，而是把企業

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融為一體，開發出的各

種環保材質，既為公司經營建立高質化與差

異化，並幫助地球達成節能減碳效果。

像是遠東新在主業聚酯合成技術上已累

積50年的經驗，傳統的聚酯為70%的對苯二

甲酸(PTA)與30%乙二醇(MEG)所組成，

皆為石化原料。遠東新經歷數年研究，開發

出「生質聚酯」，以生質原料生產出生質乙

二醇(Bio-MEG)，該原料來自非食用級植

物，避免與民爭糧，也降低對原油的依賴，

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目前遠東新的生質聚酯已具備經濟效

益，其成功研發出全球第一支100%使用生

質原料的寶特瓶與全球第一批100%生質聚

酯衣，應用範圍包括寶特瓶、包裝膠片、工

業纖維等。

遠東新目前已經是全球領先的回收再生

聚酯大廠，擁有全台最大的回收寶特瓶處理

廠，回收技術受到知名品牌商肯定，包括

2016協助運動用品巨擘愛迪達(Adidas)開
發海洋回收紗，獲頒永續獎；2017年協助

全球知名玩具品牌孩之寶(Hasbro)轉換其

包裝盒上的透明塑膠片為環保聚酯材質，受

邀參加Hasbro年度供應商大會，成為首家

獲頒永續供應商獎的廠商。其他包括可口

可樂(Coca-Cola)、百事可樂(PEPSI)、宜

家宜居(IKEA)、達能(DANONE)、萊雅

(L'Oreal)、美則(Method)等知名國際品牌

企業，也都是遠東新的長期合作客戶，使用

遠東新提供的回收再生聚酯材料。

製造海洋回收紗 廣獲好評

而遠東新並不鬆懈，持續投入新一代

生質聚酯Bio-PEF技術的開發計劃。標榜

100%以植物為原料的高阻氣性生質聚乙烯. 
喃酸酯(Bio-PEF)，可取代多塗層寶特瓶，

是聚酯產業最具前瞻性的新一代生質材料。

遠東新於2016年9月開始Bio-PEF開發

計劃，並獲得經濟部研發經費補助。根據

荷蘭公司Avantium估算，相較於傳統聚對

苯二甲酸乙二酯(PET)，PEF可減少50%至

60%的二氧化碳(CO2)排放、40%至50%的

能源耗用，且100%可回收，有助達到減緩

氣候變遷、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

為了保護海洋生態，遠東新也努力為廢

棄物創造新價值，遠東新運用獨家的聚酯

合成與回收再製核心能力，將海洋廢棄寶

特瓶回收再製成為「海洋回收紗」，成為

運動用品巨擘愛迪達(Adidas)、海洋環保

組織Parley Ocean海洋回收紗的唯一合作供

應商，2016年產品推出後受到市場熱烈好

評，2017年生產100萬雙海洋回收紗球鞋，

2018年躍進至500萬雙，估計2019年將進一

步推升至1,100萬雙。

遠東新的海洋回收紗出貨量三級跳，

2017年成長50%，2018年再增加50%，應用範

圍從跑鞋、運動球衣，延伸至防水透氣聚酯

薄膜服飾材料，該計畫至2017年已減少超過

1,000公噸的海洋廢棄塑料，2018年可再減少

1,600公噸海洋廢棄塑料，更重要的是，藉此喚

醒社會對珍惜海洋生態的熱烈討論。 (曾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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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

公司簡介

水泥是人類文明的黏著劑，是推動人類

文明往前邁進的力量。1954年台灣水泥公

司由公營移轉民營，第一個代表台灣品牌的

企業，正式孕育開展。1962年，台泥以股

票編號1101，登記資本額600億元，成為台

灣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意味著台泥肩負著

產業經營，及國家社會利益的重要天職。逾

一甲子以來，台泥跟著台灣成長，跟著國家

政策開疆闢土，參與基礎與重大經濟建設，

共築台灣社會與經濟之奇蹟。

台泥是台灣的國家代表品牌之一。過

去，台泥的生產均配合需求。未來，台泥將

主動友善環境(Eco-friendly)，主動解決環

境問題(Eco-solution provider)，運用創新

科技、創新思維，開發新能源，朝著打造

「零廢棄、零汙染、零排放」之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企業的新價值進行。

2003年，辜成允接任台泥董事長，以

他鷹式管理銳利的爪子，抓起了台泥，飛向

另一個新紀元；運用最新的IT工具，創新

了水泥商業行銷的模式，同時，打造了「智

能管理4.0平台」，結合台泥十年的經驗資

訊大數據，IOT雲與手持裝置的信息化管理

智慧平台，讓經理人與管理者都能掌握正確

資訊，提升台泥的競爭力，再造永續經營的

優質企業集團，此時的台泥，猶如一座在時

間中靜靜累積能量的火山，等待下一次的噴

發。

辜成允董事長給台泥一個使命：「要從

環保大戶，轉成環保模範生，甚至變成一個

環保業者。」這是另一個開始，也為企業集

團標舉了未來要走的路。

「環保、能源、水泥」是台泥三大

核心事業，「Environment、Energy、
Ecology」是台泥未來三大主軸。2017年1
月接任台泥董事長的張安平在當年法說會

上，正式闡釋了台泥企業集團轉型升級藍

圖，台泥將不只是水泥製造與銷售公司，而

是主動尋求環保解決方案、保護自然環境的

碳循環

綠經濟

產業智能化電池世紀

台泥再生

能源

水泥窯協同處

理生活垃圾及

固、危廢台泥五大事業

發展中心

台泥五大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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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olution Provider。

台泥是台灣的國家代表品牌之一。過

去，台泥的生產，均配合需求。未來，台泥

將主動友善環境(Eco-friendly)，主動解決

環境問題(Eco-solution provider)，運用創

新科技、創新思維，開發新能源，朝著打造

「零廢棄、零汙染、零排放」之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企業的新價值進行。

永續議題管理

台泥重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透過與利

害關係人之溝通及議合，了解其所關注的永

續議題。台泥透過系統化的方式，參考GRI 
Standards永續性報告指南及產業特性，擬

定永續議題調查問卷，透過問卷的發放及回

收，傾聽利害關係人意見，同時納入永續議

題對公司營運衝擊程度之考量，鑑別出台泥

的重大議題，作為優先處置與回應之依據，

以符合利害關係人之期望。

利害關係人溝通

台泥依據國際標準AA1000利害關係人

議合原則，採用五大面向評估方法，考量責

任、影響力、張力、多元觀點及依賴性，鑑

別與排序利害關係人之關係程度，利害關係

人依關係程度高低分別為政府機關、員工、

股東／投資人、客戶、供應商／承攬商、產

業公協會、鄰近社區及NGOs。台泥以多元

溝通管道與公開透明的方式揭露資訊，以確

保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能獲得有效且良好之

成果。

此外，台泥亦重視各利害關係人對公司

之期許，針對溝通過程所搜集之關注議題，

納入公司營運及推動企業永續發展策略之參

考，得以讓台泥在永續經營之推動上更臻完

善，以期進一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台泥相

信，唯有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順暢與有效的溝

通管道，才得以掌握市場、經濟、社會及環

境之脈動，讓營運持續向上提升、創造價

值。

永續議題鑑別

台泥考量國際永續趨勢、CSR規範／

標準(DJSI, CDP, GRI Standards)、同業、

CSR專家與產業特性設計永續議題問卷，

針對利害關係人鑑別結果，以問卷實際了解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共回收112份有效問

卷；再由公司五位高階長官進行對台泥永續

性衝擊程度之評估，篩選出內外部利害關係

人關注議題列表及營運衝擊議題列表，彙整

為永續議題矩陣，再選取外部關注程度高、

永續性衝擊程度高之議題為台泥須優先揭露

議題。

2018年經CSR報告書編撰小組召開會

議，針對過去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成果以及

近年永續趨勢的發展，評估外部利害關係人

關注程度及永續議題衝擊程度，確認台泥

2018年重大議題，包括永續策略、營運績

效、誠信經營、法令遵循、環境保護與生態

保育、汙染排放管理、能源使用及節能減碳

等七項。此外，考量永續發展趨勢及台泥近

年營運情形，報告書中亦將針對職場安全與

員工照顧、低碳循環經濟及人才招募與培育

等三項次重大議題進行部分揭露，以展現台

泥對於永續性管理之作為與成果，主動向利

害關係人做資訊之揭露。

環境與低碳鏈

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與機會，是台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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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關注重點，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制

定減緩與調適策略。在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

角度下，台泥承諾持續環境永續經營、資源

循環利用，以空氣、水、能源、原物料四大

面向為管理策略，其中水泥廠2018年在環

保相關投資項目與費用達6,404萬元，2019
年更規劃投入1.55億元，將水泥廠電收塵設

備全數改造為電袋複合收塵的專案工程，設

定粉塵排放10(mg/m3)的低於法規標準值

為目標，全面提升水泥廠收塵設備效能，積

極尋找創新、突破可行性方案，落實「台泥

作為一綠色環境工程公司」的經營理念。

為落實氣候變遷減緩策略，台泥建立能

源管理機制，設定節能目標，將耗能管控系

統化，研發新技術及改善製程設備，並將能

源耗用、發電量等製程資訊列入戰情室系

統，供即時性查詢並作為內部管理工具。此

外，台泥每年制訂產品能源耗用(煤耗、電

耗)指標，同時規劃節能方案與開發替代性

原燃料，並持續追求節能減排改善方案降低

溫室氣體的排放，每月透過定期會議檢討落

實情形。對於原物料的管理，台泥亦透過每

月生產銷售會議評估原物料需求，讓生產庫

存維持符合銷售需求並最適化供應商運輸原

物料頻率，降低前端原料運輸過程所產生額

外溫室氣體排放量。

生態與再生

「礦山」是台泥產業的核心之一，堅持

對環境友善的開採法、礦區生態系復育、乃

至目前地球關鍵的植物保種工作，持續努力

耕耘。台泥的礦山復育與一般速成的綠化模

式不同，一味地追求綠化覆蓋率、樹苗數量

更非台泥的目標。經過長期規劃，深層考量

生態平衡與重建，並持續進行後續復育管

理，使礦山真正恢復生機，並結合學界以及

亞洲最大、台泥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實地調查原生物種，期逐步恢復石灰岩生態

系。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2007年在

台泥企業集團辜成允及辜嚴倬雲的大力支持

下成立。保種中心的使命為保育全世界熱帶

及亞熱帶植物，以永續地球上最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台泥企業集團12年來長期投注經

費與人力，使保種中心以研究為本，透過國

際學術交流，參與世界熱帶植物保育計畫，

成為世界級植物保種基地。

2018年保種中心擴大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主動將12年來研究之豐富資源，向社

會大眾推廣與分享，並持續投入三大學術面

向發展重點，包含深化社會連結、擴大國際

影響力及培訓國內外保種人才，將保育植物

的信念，深深的在民眾心中扎根。

員工與福利

優秀的人力資源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

石，台泥為了提升員工能力與素質，保持長

期競爭優勢，除了提供同仁企業管理、工廠

管理等相關訓練外，也因應事業部擴張需

求，積極開辦相關專業技術性課程，培育公

司所需專業人才，2018年大幅增加教育訓

練經費，總計投入近2,500萬元、總訓練時

數達118,650小時。同時，面對未來世界情

勢與企業永續發展之考驗，台泥在人才吸引

以及留住人才上，採取了多項方案，全力打

造一個對人才友善的職場環境。

員工工作環境安全是台泥重視的議題，

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室，負責勞工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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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關事務，定期召開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議，追蹤各項工作之執行成果與專案進度。

同時，各水泥廠設立品保課，統籌廠端環安

衛工作之管理及推動，總公司則負責各廠之

執行成效督導，各廠定期報告安全衛生改善

計畫之執行成果，包括意外事件事故之處理

與預防，以及承攬商管理施工之安全管理，

以檢討現狀及持續改善。2018年台泥參與

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與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擬定「締結安全夥伴執行計畫」，

目標將於2020年發表水泥業職業安全衛生

指引，使水泥業工作者提高安全意識，台泥

排定為2020年職安管理示範觀摩廠負責單

位，將以全年無工作場所內工傷職災的目

標，藉由分享管理措施的方式帶領同業攜手

走向更安全之未來。

社會與共融

台泥以產業核心—水泥出發，以眾人印

象之外的「水泥塑性」來進行藝術創作，讓

水泥不只是高樓大廈，而成為親近可觸及的

生活器皿與盆栽，「水泥可以這麼美」讓水

泥創作成為療癒身心靈的作品。透過水泥手

作工作坊，跟利害關係人溝通，在水泥創作

過程中，將文創藝術與環境生態教育二合

一，創造新模式之教育型態。

2018年9月台泥和平廠與花蓮縣文化

局、T-bone文創工作室、石雕家合作舉辦

「台泥水泥手作工作坊」，以台泥水泥為原

料，結合原創之鯨魚、小豬等盆器造型和藝

術創作，從攪拌、灌模、塑型到彩繪，用雙

手感受水泥材質的柔軟與溫度，水泥因透氣

台泥員工福利

健康關懷

○年度健檢

○員工及其眷屬醫療補助

○分娩補助

生活關懷

○旅遊補助

○儲蓄互助金

○員工宿舍

○結婚、生育賀禮

○退休及退職慰問

金、喪葬慰問金

○社團活動補助

學習關懷

○進修補助

○子女教育獎學金

身後關懷

○因公死亡或在

職死亡，按其服

務年資分別給與

遺族一次撫恤金

保險關懷

○勞健保

○團體保險(包含定

期壽險／傷害險／

癌症險／員工及眷

屬醫療險/職災險)

恤金

節慶關懷

○勞動節禮券

○春節禮券

○端午節禮券

○中秋節禮券

○生日禮券

○年節贈禮

健康
關懷

身後
關懷

生活
關懷

學習
關懷

節慶
關懷

保險
關懷

註1：所有正職員工皆享有前述所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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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呼吸，最適合植物生長，再搭配綠色植

栽，樸實的水泥展現無比生命力。水泥工作

坊更融入當地環境生態教育，讓參與的學

生、老師、親子等，透過課程進一步了解生

活周遭之動、植物特色，深刻體會人類生存

與大自然共榮的重要性。2018年共舉辦十

場次，影響人次達上千人。

未來規劃於中國大陸台泥廠區開班，將

台泥永續理念，擴展到對岸及國際。「台泥

水泥工作坊」對企業集團內部而言，是一種

「員工溝通」，面對環境議題，除了實質業

務上調整步伐，更要尋求內部共識，才是推

動企業向前的力量，水泥工作坊的文創與環

境教育推廣課程，像是「台泥價值列車」，

滿載企業理念，開進社會大眾的生活當中，

這也是台泥希望突破水泥業B2B溝通限制，

推進到B2C，讓社會大眾了解水泥產業的未

來跟環境之間的永續，是可以取得平衡，且

共榮共存。

台泥致力於推廣傳統藝術文化，透過演

譯戲曲及京劇，搭建與他國溝通的橋樑，開

啟藝術對話，促進文化交流，協助拓展台灣

的國際知名度，使世界看見台灣，讓台灣走

入世界。1988年，「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

基金會」成立，基金會秉持著透過國際(含

兩岸)交流活動，推展台灣工商企業之經營

管理、醫學研究、藝文及其有關活動的宗

旨，聚焦文化保種，以「傳統技藝傳承」、

「劇場育才」、「國際交流」等三大面向文

化保種。邀請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寶春與海

峽兩岸京劇界菁英，推出《知己》、《趙匡

胤》、《京崑戲說長生殿》等精緻經典好

戲，融合兩大古老劇種，豐富戲曲表演面

向，符合當代觀眾欣賞美學。同時，亦多次

為中國京劇藝術節、上海國際藝術節、北京

國際音樂節等大陸主要藝術節之常客，更經

常組團至歐、美、日、中國大陸等地巡迴演

出，推廣台灣傳統文化。

文化保種，接枝散葉

技藝傳承

文化保種
接枝散葉

國際交流

劇場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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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與永續肯定

(資料來源：2018年台泥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環保署

廢棄資源｜循環經濟

評鑑績優廠商

二星級

中華信評

長期企業

信用評等twA+

金鵰微電影獎

年度最佳影片

最佳經營治理

最佳拍攝技巧

優等-

拍攝創意｜原創劇本

社會共融｜環境資源

台灣企業永續獎

Top50台灣永續企業獎

企業永續報告Top50白金獎

英文報告書｜循環經濟

氣候領袖｜社會共融(二項)

台灣國際品牌

潛力之星獎

經濟部

節能標竿銀獎

CDP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等級

亞洲企業

社會責任獎

AREA綠色領導獎

遠見

企業社會責任獎

傳統產業組

環境友善組

楷模獎

CRRA 2019

全球年度報告書獎

最佳碳揭露獎

《天下雜誌》

天下CSR

企業公民獎TOP100

製造業第一名

大型企業第17名

BS 8001
循環經濟認證
全球首家
水泥公司

ISO 14046

水足跡認證

全台水泥業

第一家

國際水泥

永續倡議

Global Cement and 
Concrete Association

GCCA 成員

TCFD

SUPPORTER

全台傳統產業

第一家

國際認證

永續肯定

金級環保水泥

卜特蘭水泥-I型 

環保標章

銀級環保水泥

卜特蘭水泥-I型(低鹼)II型水泥

環保標章

低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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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把廠區變觀光地標

為推動工廠與社區共生共榮，台灣水泥

公司規劃在花蓮和平水泥專業區，打造全台

第一座開放生態循環工廠。台泥今年還廣發

英雄帖，舉辦概念設計競賽。台泥董事長張

安平強調，「台泥是認真的，而且已經在執

行這個案子。」2020年1月蘇花改通車時，

台泥將會開放第一階段場域「DAKA」瞭

望台，未來提供過路旅人休憩空間，還將向

地方招募特色生態市集，融合台泥循環經濟

發展的理念。

向地方招募特色生態市集

曾經，水泥產業被視為是一個影響環境

的工業、工廠，就是帶著破壞者的罪名存在。

這幾年，台泥看到人和環境的關係變了，人

在意的事情不同了，把「人要怎樣與大自然和

諧相處」作為追求的目標，堅持要成為一個

對環境友善、對人類友善的環境工程公司。

對於人類、土地友善的事情，台泥都在

努力去做，要用多年來累積的經驗，打開

人們更多想像。這些年下來，台泥投入循

環經濟，利用1,300度高溫的水泥窯，處理

「人」生產出來的廢棄物，目前已取得廣西

貴港、貴州安順、江蘇句容協同處理生活垃

圾項目。

另外，台泥還發展出「碳捕獲技術」，

生產水泥過程裡，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搜集

起來，轉成藻類的養份，並萃取出蝦紅素，

做成紅藻蕎麥麵與美妝保養品等。

和平廠變開放循環生態工廠

2020年1月，蘇花改即將通車，台泥花

蓮和平廠邁入第20個年頭。如同一個人的

成年禮，20歲的這一年，和平廠將迎來新

的里程碑。台泥把和平廠重新定位成一個開

放式的「循環生態」廠園，計畫著打開工

廠，讓更多人進來。

蘇花改通車後，旅客行駛台九線到花

蓮，和平村將是下交流道第一個停留的地

方。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交通量增加，和

平村的旅客人次將增加，台泥希望可以讓人

們停久一點，甚至過夜，慢慢探索當地眾多

生態環境、文化資產。

台泥和平廠有全世界首創水泥廠、火力

發電廠及港口三合一的「循環經濟」運作模

式，台泥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廢棄物會出這

個廠區，廢棄物只進不出。

台泥董事長張安平表示，台泥想把和平

廠變成一個開放的循環生態工廠。因為工廠

應該成為社會的一部分，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工廠不但是一個可以生產產品的地方，

也可以是休閒園區，一個傳遞知識的教室，

典藏藝術品的博物館。

在張安平的心中，工廠應該是現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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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不是一個破壞環境，造成汙染的現

代文明的包袱，他希望利用這個和平開放生

態工廠跟社會大眾做溝通。

「工廠不會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它始終

會跟周遭的社區連結在一起，」張安平說，

重新整理歷史，我們還是會看到工業一代一

代的改變，隨著人類跟環境的關係，隨著時

間跟歷史的推演，隨著知識與技術的增長。

工業與工廠怎麼與環境相處，已經有一個有

意識，已經開始的變化。

開放工廠是什麼？台泥強調，開放工廠

不是憑空想像的，在德國、日本，都已經有

成功的例子。福斯Volkswagen汽車在德國

德勒斯登蓋了一座透明工廠， 採用玻璃設

計建築，在市中心佇立著，歡迎每一位參觀

者。在這裡，參觀者可以看到最高科技與精

緻的工業完成車輛裝配過程。

日本曾經工業區林立，2011年也開始

推動的「新觀光模式」。位在神奈川縣的川

崎及京濱工業區一帶的川崎工廠是其中一

例，利用靠港的地理位置，工廠24小時不

熄燈的夜景，發展獨特的屋形船夜，利用導

覽、解說、悠閒體驗，結合歷史、教育與觀

光，成為另一種不同的旅遊形式。

台泥看到，開放工廠不僅可以拉近工廠

與使用者的距離，還可以乘載傳統的工廠記

憶，成為具有藝術與美學的建築。

現在台泥要在台灣推動第一個開放工

廠，試著改變大眾對水泥廠的既定印象。台泥

今年舉辦概念設計競賽，向業界、大專學子徵

求作品。張安平親自出席說明會，與競賽隊伍

溝通設計理念時，強調完全不設限，希望大家

能盡情展現對於循環經濟、未來工廠的想像。

活的博物館 看見水泥業轉變

截至目前，台泥也提出初步規劃，包括

綠能生態建築、生態教育場域、活的博物

館、水泥手作教室等。綠能生態建築將融合

環境、山、海；生態教育場域囊括和平大堡

礁秘境、夏季螢火蟲等生態景觀，還有與台

泥旗下「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合作，規

劃設立「希望種子植物館」，做為復育瀕危

植物的第二個家。

活的博物館裡面，台泥將公開廠電港排

放的數據，讓水泥窯處理廢棄物的流程透

明，這裡可以看見影響人類文明發展的水泥

產業的轉變。

同時，台泥規劃水泥手作教室、提供廢

棄物再生創作課程、蝦紅素美食製作，甚至

規劃原住民文化體驗等活動，讓參觀者親自

參與，用「五感」體驗去感受「六覺」。

更重要的是，台泥強調，「和平開放生

態循環工廠」將走出廠區，向外與各社區聚

落發展做連結。和平車站可以規劃成為進出

整個和平的重要出入口；部落的生活體驗，

太魯閣族的文化故事、傳統原住民的美食小

吃坊，或是前往礦山體驗開礦人的世界，找

尋長相如同青龍盤繞的平地野生蘭，甚至爭

取澳花邊界遊憩港開發等等，都將會是未來

「聚落」發展的一環。

台泥期許，利用集團豐富的資源，不僅

打造廠區，也將以社區在地服務的形式帶著

社區一起投入聚落發展。未來，整個和平村

都將因為工廠的開放，成為一個命運相扣的

聚落。 (戴慧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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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

公司簡介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係為配合政府推

動第二個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由徐有庠等

人發起，於1957年3月奉准設立登記，並設

新竹製造廠於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1973
年，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劃，開發東部資

源，拓展水泥外銷，復於花蓮縣新城鄉新城

村興建花蓮製造廠。所生產的「洋房牌」水

泥品質優良，享譽海、內外。目前新竹、花

蓮兩廠熟料產能可達500萬公噸。

亞泥採用最先進的預熱預鍛式旋窯設

備，並運用廢熱回收發電技術，有效節約能

源，另為降低水泥運輸成本，先後於基隆

港、台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設立儲運設

施，並透過轉投資的裕民航運公司的散裝水

泥專用船，以環島海運的模式來運送水泥。

公司在「高品質、高效率、高環保、低成

本」及「全產全銷」的經營策略運用下，經

營績效持續領先同業。

亞泥秉持著「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並行

不悖」的理念，除引進最先進的收塵設備，

有效控制落塵量，使之遠低於國家標準外，

並致力於廠區公園化，尤其花蓮廠不惜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設立溫室育苗系統，栽

培各種鄉土植物，移植到礦山採掘跡殘留

壁，植生綠化成果績效卓著，屢屢獲得肯

定，除獲頒第一批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認證外，並連續三年得到企業環保獎之殊

榮。近年來更利用現有的美化環境，打造蝴

蝶生態園區，每年吸引近萬人前來參觀，體

會生態之美，深受社會各界肯定。

亞泥緊密結合上、中、下游的營建市

場，從採礦、熟料、水泥、預拌混凝土、預

鑄建材以至於營建工程的垂直整合，提升了

整體水泥事業的價值。另在海外布局的策略

上，積極進行多項海外投資，將產銷據點延

伸到香港、新加坡、東南亞、美洲、非洲及

中東等地區。而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及發

展上，亞泥亦有完整的規劃藍圖，並早在

1994年即進軍大陸，先後在江西、四川、

湖北、揚州及上海等省市地區擴充產能及營

銷據點，大陸地區水泥總產能已達3,500萬
公噸，經營績效斐然。另轉投資的亞洲水泥

(中國)控股公司亦於2008年在香港聯交所

主板上市。未來仍將繼續透過自建及購併雙

軌並進的方式擴充產能，以擴大在大陸各營

運所在地區水泥市場的影響力。

亞泥以台灣為營運總部，統籌調度資

源，靈活運用策略，創新營運模式，並以

「根留台灣、深耕大陸、布局全球」作為企

業永續經營的核心目標。

永續礦山

亞洲水泥設定礦山永續願景為經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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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境三方面達平衡，礦山開採過程、最

終地形規劃及礦場安全等資訊公開透明，邀

居民參與及定期現勘，並諮詢採礦、排水及

地質專家群意見，達到採礦生產、環境生

態、在地生活三「生」一體的平衡發展。

亞洲水泥嚴格自我要求，自行設定嚴謹

之永續礦山指標，總計八項揭露項目12項
關鍵永續績效指標，並以三律(法律、他律

及自律)方式自評。除了礦區水土保持為法

律強制規定外，其餘大部分均高於法律要

求，期許達成永續目標。

低碳綠色智慧製造

亞洲水泥在所有開採及製造過程中堅

守「亞泥的原生DNA就是環保」的永續動

力，不斷在營運及永續發展上精益求精展現

亞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及成效，並落

實到各子公司。

為了提升生產效率及品質，以及水泥業

的產業升級，亞洲水泥花蓮廠將工業4.0實踐

於水泥製程，建立智慧控制系統，提升生產及

設備效率，為水泥業自動化生產及產業升級

做準備，並可成為水泥業之典範，創造效益。

在地產業循環經濟

為尋求經濟永續發展，循環經濟是減少

資源耗用的重要措施，將廢棄物轉為資源是

環保與經濟雙贏的有效途徑，為資源循環型

社會的實現。而水泥業適用的替代原料及替

代燃料範圍極廣，因此水泥廠是達成循環經

濟的重要一環。國內廢棄物相關法規益趨嚴

格，因此廢棄物處理需更加謹慎，進而導致

大量廢棄物因無適當處理者而堆置，在先進

國家(如德國、日本等)水泥業均有相當可觀

的廢棄物處理量，在日本太平洋水泥公司

2017年每噸水泥之廢棄物處理量已達471公
斤，然而2014年國內生產每噸水泥的廢棄

物處理量僅約110公斤，足見國內水泥業處

理廢棄物尚有極大空間。水泥製程具有優越

的3T特性(temperature,time, turbulence)：
溫度高、停留時間長、擾流強，可徹底分解

廢棄物及高汙染有害物質。因此水泥廠作為

循環經濟是最重要之策略方向。

在地社會關懷

亞洲水泥基於「打造幸福職場、扶植弱

勢團體、厚植文化薪傳、創造共融社會」之

社會面向永續發展策略，並幫助弱勢團體走

出困境，向上流動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尤

其是在營運所在地區之弱勢團體更是亞泥關

亞泥礦山歷年開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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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的對象，提升社會正面力量！關注社區及

成為與社區共同成長的夥伴可以塑造雙贏局

面，各營運地點於建廠之初，均進行社區衝

擊之評估，並持續進行與社區議合，以及投

入社區發展計畫等活動，達成亞泥「營造永

續綠色家園的首選夥伴」的社會關懷使命，

並持續傳承下去。

永續環境教育

SDGs4.1：所有學子都完成免費的、公

平的以及高品質的小學與中學教育，得到有

關且有效的學習成果。

SDGs4.2：確保所有學童接受高品質的

早期幼兒教育、照護，以及小學前教育。

SDGs4.7：確保所有學童習得必要的知

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

SDGs4.a.：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的教

育設施，提供安全的、非暴力的、有教無類

的、以及有效的學習環境。

亞泥生態園區

仿自然網室蝴蝶園600坪，開放式蝴蝶

園0.8公頃，竹節蟲園區60坪，原生植物休

閒林園一公頃。

深耕永續希望種子-亞泥生態環境教育專案

PDCA圖

3T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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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最偉大的理論之一「蝴蝶效

應」，說明一件表面上看來毫無關係、非

常微小的事情，可能帶來巨大的改變。亞

洲水泥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

「營造永續綠色家園」為永續發展使命，從

自身專業礦山綠化復育技術衍生至環境生態

教育，規劃執行「深耕永續希望種子亞泥生

態環境教育專案」，提供大眾免費環境教育

參訪及傳達永續意義，希望透過生態環境教

育，深耕永續希望種子，帶來企業及台灣社

會永續發展的正向轉變。亞洲水泥花蓮製造

廠自2004年前以「工廠公園化」為目標建

置亞泥休閒林園，並自2013年起升級建置

環境教育場所，進行永續環境教育，提供社

會大眾免費參訪，並提供解說及進行生態教

育課程，落實「營造永續綠色家園」永續發

展使命，規劃執行「深耕永續希望種子-亞
泥生態環境教育專案」。

公司治理

亞泥的公司治理管理方針，承諾每年

股息配發率維持80%以上，且每年推動氣候

變遷調適減緩計畫，及參與碳揭露CDP專

亞泥2018年社會面支出類別

「深耕永續希望種子─亞泥生態環境教育專案」執行歷程及獲得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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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具體行動及倡議上，一方面持續開發

永續創新產品，獲取經濟環境雙重效益；另

一方面進行上下游價值鏈整合，發揮組織經

濟綜效。評估方法則是透過每年CSR報導持

續追蹤目標及行動計畫達成情形。

為確保永續發展落實，亞洲水泥由董

事會授權成立企業永續委員會(CSR委員

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並由秘書處

擔任幕僚及執行單位，負責該委員會運作、

專案協調及資料之蒐集，進行經濟、環境及

社會等重大主題鑑別，並透過各種管道與利

害關係人議合，回應重大議題及利害關係人

訴求，以落實亞洲水泥永續議題管理及永續

經營之目標。

幸福職場

幸福職場的管理方針，先談政策承諾及

管理制度包括：

1. 建置具競爭力之薪酬制度及完整的

員工福利及退休福利。

2. 建置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3. 建立完整的績效管理及升遷制度。

4. 提供員工成長的完整訓練體制。

5. 亞洲水泥女男100%平等

目標是維持證交所高薪100指數成分

股，行動企畫是永續水泥倡議之概論與挑戰

培訓；有效性評估方法為每年CSR報導持續

追蹤目標及行動計畫達成情形。

價值鏈管理

節能工廠─遠龍不銹鋼

遠龍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遠龍不

銹鋼)於2005年12月9日設立，資產總額約

新台幣68億元，占地73,000平方公尺，整廠

規劃為年產能12萬噸。以BA亮面不銹鋼捲

為主要產品，並提供各類不銹鋼捲之買賣。

遠龍不銹鋼至2018年建置四項系統驗證，

落實環境管理、能源管理、職業安全衛生、

品質管理之驗證系統。

循環經濟的推手─南華水泥

南華水泥1968年創立，1979年成為亞

洲水泥公司子公司。響應政府水泥工業產業

東移政策，1994年於台中市龍井區籌建台

中廠，秉持著高效能、低能耗、著力於4R
環境保謢之宗旨，成為業界資源循環使用、

生產環保綠建材及環境保護材料的先行者。

南華水泥為爐石粉製程，主要回收水淬高爐

石及脫硫石膏等廢棄物，在加上石灰石，研

磨製成資源再生產品爐石粉及石灰石粉。爐

石粉摻合卜特蘭水泥成為高爐水泥，應用於

營建工程，優點包括環保、節能及提高工程

品質。

居住安全新作為─亞東預拌

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亞

東預拌)，前身為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之製品業務處，堅守本業40餘年，以「專

業、認真、努力做最好的服務」的態度經

營。2016年及2018年2月6日的大地震，搖

醒大家對混凝土品質的重視與要求，為確保

每一方混凝土都是以最高的品質交到顧客手

中，亞東預拌從原料、製程到成品著手，要

求原料的穩定，製程的精進，進而獲得優質

的產品，讓廣大消費者可以用得安心、住得

安心。

緣此，亞東預拌成立技術研發中心

(YTRC)，這是台灣第一座以混凝土產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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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高規試驗室，以最專業的團隊與最精密

的儀器設備，結合學術與實務，開發最科學

且即時的檢測方式，揮別過去「跟著感覺

走、經驗當道」的管理模式，提供混凝土產

製過程中最佳的選擇與管控。YTRC中心導

入分析儀器，作原料管控：包括X光螢光分

析儀(XRF)、X光繞射分析儀(XRD)導入

砂石檢測，藉由大數據分析，杜絕爐碴等非

天然砂石物質誤入混凝土材料中。除一般基

本測試外，透過微觀試驗作定性與半定量的

數值統計與分析，並領先業界開發出「砂石

爐碴快篩檢測法(AMS)」，獲國內專利許

可及專家的肯定。全台亞東預拌皆使用此法

檢測砂石品質，可以說經由亞東預拌出廠之

混凝土，都是高品質、高安全的保證。

耐震低碳的建築工法─亞利預鑄

亞利預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亞利

預鑄)，為國內預鑄工法創始及推廣者，主

要預鑄產品包括：結構體預鑄、預鑄外牆版

(帷幕外牆)、隧道環片等，與一般現場澆鑄

相較，預鑄產品生產利用標準化及模組化的

建築工業化製品，標準化生產流程是預鑄構

件品質較佳的保證。預鑄工法於帷幕外牆部

分，PC版本體就是良好隔熱隔音阻絕體，

對於綠建築的節能保溫隔音防火等方面有良

好的功能特性，且因採用單元化製造，製程

中可將RFID編碼置入構件，做為資料庫列

管建材，可於拆解後另地重建，達到資源建

材再利用的目標，對環境資源永續利用，提

供更大的助益。

運輸安全的保證─富民(達)運輸

富民(達)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富民

運輸)，配合亞洲水泥原料及成品運送，遵

循「誠勤樸慎．創新」的立業精神，並以達

成「安全、迅速、負責」的品質政策提供客

戶運輸服務。根據交通部統計，台灣道路交

通事故30天內死亡人數每年約有近3千人，

相當於一次921大地震的死亡人數，這是多

麼驚人的數字，可見確保行車安全是非常

重要。運輸業在所有產業鏈中扮演著不可或

缺的角色，每日在道路上不停運轉。唯有安

全、與有效率之運送過程，才能將各企業所

需之原物料或是產品如期如量如質順利送達

客戶端，更有賴可靠與負責之運輸公司。富

民運輸除了落實各項管理，在車輛設備、資

訊軟硬體的設置外、建立正確正向之工作態

度、落實對承運各項物品之風險管理及重視

每位同仁之健康情況，積極注重每個細節，

面對問題追根究柢，以期有更多改善做為，

努力提升運輸品質，務求步往「安全第一、

客戶至上、員工為重、零災害」的目標邁進。

安全低碳節能的發電廠─嘉惠電力

嘉惠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嘉惠電力)

為配合政府使用乾淨能源開發電力的政策，

於1996年成立，發電機組採用高效率、低

汙染、高品質、高安全性之天然氣複循環機

組。設立主要目的除考慮投資回收目標外，

亦兼顧環保及地區發展。如何建造一個安

全、乾淨、可靠的電廠，提供國人穩定的電

力供應，為亞洲水泥投入發電業始終堅持的

目標及理想，而嘉惠電力秉持該信念並持續

努力，以便成為發電業界之第一流公司。嘉

惠電力推動行動計畫包括：發電設備運轉模

式調整設備效率提升，減少輔助蒸汽使用量

及減少一台輔助鍋爐運轉等，每年減少天

然氣使用量達6,999千立方米；冷氣節能工

程，定頻壓縮機改為外掛式變頻驅動，節電

比率超出20%，每年節電量7,349千度電，

兩項行動計畫每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17,236
公噸CO2e，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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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三生一體 贏得認同

亞洲水泥(以下簡稱亞泥)從事的採礦事

業，經常受到外界誤解。實際上，水泥原料

是國家基礎建設的基石，而亞泥一路秉持

「三生一體」理念，努力營造採礦生產、環

境生態、在地生活的平衡發展，希望創造經

濟、社會、環境「三贏」。

亞泥標榜環保是公司原生的DNA，亞

泥花蓮礦區更以「三律」(法律、他律及自

律)的高標準自我期許，強調所有礦區水土

保持等措施均高於法律要求，並依循聯合國

的永續發展目標，以「三部曲」的方式對於

礦區管理標準不斷進化。

管理礦區三部曲

亞泥對於礦區管理的第一部曲從「綠色

1.1」開始，對於採礦監控與礦區安全嚴格

監控，包括在民宅設有24小時即時振動監

測，自主振動管制1.5mm/sec以下，使居民

無感，並執行水土保持及邊坡穩定。

亞泥採用國際先進環保的「內降階採礦

法」，為先進的智慧採礦技術，目的是降低

公路視角的景觀衝擊，發揮水土保持蓄洪沉

沙功能，於瞬間暴雨時將雨水收集蓄洪，避

免雨水直接往礦山下方沖刷，減緩雨水沖蝕

力。而且所有作業都在碗型凹地內，可以隔

絕落石、噪音和振動。

亞泥新城山礦場嚴格執行水土保持計

畫，計畫書經專業技師計算並由公部門審核，

礦場依計畫設置排水系統、沉砂滯洪池等水

保設施，將瞬間強降雨有效收集，控制洪峰

發揮滯洪功能，經沉砂後乾淨水體逐漸導入

天然水系，避免洪水沖刷地表鬆軟土石。

礦山為堅硬的大理岩，需使用炸藥爆破

開採，為避免爆破震動影響鄰近部落，爆破

作業採用非電毫秒延遲雷管、分段爆破、減

量裝藥等工法，並在距礦區最近的民宅聚集

處裝設24小時即時監測的振動儀，自主設

置振動值管制界線在1.5mm/sec以下。

針對礦山爆破的振動值，台灣並無立法

進行規範管制，但亞泥自我採取高標準，從

20年前就採用比美國(19mm/sec)嚴格十倍

以上的標準進行自主管理，在礦場鄰近民宅

進行24小時連續監測，顯示94%以上之振動

值小於1mm/sec，確保爆破作業對下方村落

建物沒有任何影響。藉由即時回傳之振動監

測值調整爆破參數，確保爆破振動不影響部

落生活，達到居民無感震動的程度。

植生綠化復育礦山

亞泥的第二部曲則是「綠色1.2」，努

力礦山的植生綠化，積極復育森林。包括

2018年種植5,800棵原生樹木。在育苗室培

育適合當地生長之本土樹種80餘種，再移

植礦山栽種，植生綠化復舊2公頃，累積更

達到63.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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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礦石做為水泥原料難免造成地表暫

時裸露，為了迅速復育開採後的裸地，亞泥

不惜人力物力成本，首先將開採過程的原生

表土完全回收，再肥化存放，為保存原生樹

種，除了異地移植之外，也採用仟插或採種

方式培育樹苗；開採至最終的階段平台經過

挖掘植生溝、回填沃土後，再將培育健壯的

樹苗混種密植回去，營造樹種多樣性，為生

態創造良好棲地，另在坡面輔以堆疊植生土

包方式，更迅速達到綠化效果。

亞泥僱用當地原住民組成綠化小組，教

授育苗技術、植栽方法及苗木管理工作，不

僅創造在地就業、在地生活照顧家庭，更培

力部落植物專長人員，藉由部落居民實際參

與，深入瞭解礦山綠化實務，進而融入健

康、有規律的職場環境，更提升員工的價值

及正向轉變。在亞泥花蓮廠的對面、省道台

八線旁，有座占地超過1公頃的生態園區，

雖然十多年來未做大力宣傳，卻因為培育有

成，擁有眾多花草蟲鳥等豐富生態，每年吸

引上萬遊客前往參觀。

溫夏美是亞泥花蓮廠生態園區的保育員

兼導覽員，原本只負責在園區種花種草，但

因為要對遊客解說，練就一身導覽解說的好

本領。原本在台北賣高級女裝的她，幾年前

決定返鄉工作、加入亞泥團隊。憑著過去在

都市賣時裝的經驗，讓她在導覽時更加能言

善道，講起花草特別吸引人，亞泥生態園區

裡250多種植物、數十種蝴蝶，甚至動也不

動的竹節蟲，一個個都從她口中「活」了起

來，人們看著這些蟲鳥花草，也有了不一樣

的感覺。

以實際行動照顧原住民

亞泥的第三部曲則強調在地原住民的

雇用照顧及溝通。像是亞泥花蓮廠的原住

民員工占全體員工比率達25%，新進員工原

住民占比46%；協力廠商原住民占比更高達

54%。亞泥以實際行動照顧原住民，期望以

雇用當地居民方式照顧在地社區，並培養在

地優秀人才。

2018年6月，亞泥更在花蓮廠成立服務

中心，方便居民能即時詢問礦山安全問題，

並提供就業機會、急難救助、房屋修繕、婚

喪喜慶補助、電費申請及家戶拜訪等，提供

在地原住民多方位協助。

亞洲水泥花蓮廠採礦組助理工程師吳偉

誠，是個有著陽光般笑容的大男孩，滴酒不

沾的他，不靠喝酒搏感情，卻能在太魯閣部

落贏得族人的認同。

吳偉誠在亞泥除了採掘組的工作，也負

責原住民部落的房屋修繕，「即使看出他們

的房子本來就有問題，跟我們的爆破無關，

亞泥還是攬下來，一戶一戶去修」。

吳偉誠負責部落居民的房屋修繕，從現

勘、施工(發包掘廠商)、驗收、滿意度調

查，都是由他負責處理。修繕一戶大約得花

3個月，吳偉誠會在這段期間密集拜訪，關

心修繕進度，甚至連下大雨、颳颱風，也冒

雨到現場關心他們的房子有沒有漏水。

探訪修繕的過程中，吳偉誠與許多在地

原住居民混熟，發現有些原住民長期沒有工

作，每天一早起來就喝悶酒，吳偉誠還熱心

引薦不少原住民到亞泥工作，甚至還幫忙補

辦遺失的身分證、辦勞健保。正因為這一點

一滴的傻勁與同理心，讓亞泥與吳偉誠成功

搏得當地原住民的尊敬與認同。 (曾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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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

公司介紹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981年正式

成立，主要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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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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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不動產為主要經營範疇的垂直化經營策

略，發展出台灣核心事業群、台灣關係事業

群、中國信義事業群、開發事業群、海外事

業群、泛信義集團以及文化公益事業群七大

事業群為發展基礎。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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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核心暨關係事業群方面，發展包

括以中古房屋買賣、租賃仲介為主要業務的

信義房屋仲介事業，以新成屋及預售屋企劃

與銷售為主要業務的信義房屋代銷事業部，

以不動產產權移轉登記及不動產抵押貸款等

服務為主的「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以

產權調查及不動產買賣之交易價值估價業務

為主的「信義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在台灣關係事業群方面，發展包括以建

築融資開發與履約保證代辦為主的「安信建

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安新建築經理股

份有限公司」、商用不動產租賃、買賣仲介

等業務需求的「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在中國信義事業群方面，發展區域包括

上海、蘇州、杭州。1999年取得世界級加

盟品牌-Coldwell Banker大中國品牌代理權

後，以「信義房屋」及「科威國際」雙品牌

策略深耕中國市場，提供全球華人更多、最

好的房仲服務。

在開發事業群方面，以不動產開發投資

興建為主要業務，以台灣的信義開發以及大

陸的上海信義置業與無錫久信置業為主，並

於大陸成立裝修工程、建材買賣與從事社區

營造的相關企業，在台灣及中國兩地推案。

信義企業集團在不動產事業上中下游，

從不動產開發、代銷到不動產仲介與居家服

務的垂直整合完成，集團多角化經營確立。

在海外事業群方面，2010年在日本東

京成立「信義房屋不動產株式會社」(日本

信義)，積極展開華人在日本購屋的流通平

台，提供台灣投資者進入日本不動產市場及

買賣日本不動產的管道，日本信義於2017
年度成立香港營業據點，服務香港當地客

戶赴日置業服務，同年，更正式成立「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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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的日本當地房屋仲介品牌，為當

地日本居家提供優質的房屋仲介服務。繼中

國及日本後，於2017年前進馬來西亞成立

大馬信義，深耕吉隆坡中古屋仲介市場，複

製信義在台發展經驗到大馬。以「堅持企業

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為願景目標

穩健發展，將事業版圖推向海外，提供優質

的房仲服務，持續朝全球化的標竿企業邁

進。在泛信義集團方面，則有「住商不動

產」、「大家房屋」品牌。

在文化公益事業群方面，本於「取之於

社會、用之於社會」感恩之心，以推動「企

業社會責任」為己任，不僅在照顧五大利害

關係人力求突破與創新，將企業發展和對國

家社會的責任緊密合而為一，無論在公司治

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以及環境保護上都

有顯著的卓越成果。其發展包括信義企業大

學、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金會、行義文化出

版社、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

中心、社區一家協進會、中華企業倫理教育

協進會、信義學堂和信義書院等。信義房屋

長年推行的「社區一家」計劃更榮獲2017
年第九屆總統文化獎「在地希望獎」類別殊

榮，成為第一個獲得總統文化獎肯定之民間

企業。

公司治理

信義房屋的經營核心為「信、義、倫

理」，「義」就是合宜的思考或行為，

「信」就是重視承諾、說到做到，因此信義

就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以倫理行

事，厚植經營理念，加強落實各階段的發展

目標，於內部聚焦於人才培育及發展，以儲

備優質人才。對外部業務營運，除了持續累

積信義品牌的影響力，使海外據點能穩健擴

張，也因應數位及網路科技快速發展，運用

新科技挑戰新營運模式，以持續擴大集團整

體事業經營版圖。

員工照顧

信義房屋「以人為本」提供許多工作機

會並使其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整體薪酬與福利

制度，重視勞雇關係，給予同仁尊重與關

懷，持續以多元面向吸引優秀人才與營造完

善職場。將理念深化於同仁的教育訓練與職

涯成長，提供平等機會並鼓勵同仁自我實

現。順暢的溝通管道有助減少任何形式的強

迫或強制勞動，打造友善職場，使每位同仁

能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成就家業夢想。

管理方針

信義房屋持續承諾「提供良好環境，提

倡生活與工作並重，確保同仁在職涯中懷抱

安全與成長」，輔以科技創新，從「信義立

業，止於至善」的思考出發，兼顧同仁在時

間、經濟、個人發展以及身心健康管理的均

衡。信義房屋以「吸引優秀人才」、「營造

友善職場」兩大主軸作為持續努力的方向，

推動以同仁為核心的各項施策，提升勞動環

境，以達成公司的核心願景目標：「以人為

本」，每一位同仁都是重要夥伴，更是企業

前進的最佳動力。

客戶關懷

創業之初，信義房屋以「促進房地產交

易安全、迅速與合理」奉為圭臬，至今仍是

持續將「講信重義，先義後利」的精神揉合

科技創新，以客戶角度的思維提供更完善的

服務。對信義房屋來說，符合企業倫理的創

新才能使企業永續發展，堅信把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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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做到，持續創新符合客戶需求，獲取適

當利潤、保護客戶權益，即是負責任的企業

所應當為。

管理方針

事業單位持續以客戶權益與社區服務為

兩大主軸發展一系列計畫。在前往2025年
願景的路上，將信義三大核心理念落實於策

略規劃及行為裡，信義在獨有的信念框架下

以期達成更多的認識人及被認識，並且在服

務品質達到客戶真正的滿意與信任，以最大

公因數的創新服務模式型塑產業未來。

社會參與

多年來信義持續透過文化推廣與社會教

育，將講求「信義」的文化從企業本身，推

廣到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透過講座的舉辦

以及與教育相關單位的合作，倡導企業倫理

價值。信義亦發揮產業龍頭的影響力，積極

促進產業發展，關注居住正義，提供政策建

議。藉由長期贊助社區營造，信義希望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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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礎設施

投資、服務發展、對社區與當地經濟產生的

正負面衝擊，投入各類資源、打造出社區特

有的人文及生態風貌，永續發展。

管理方針

長期以來，信義將「以人為本」的企業

理念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住在有人

關心的地方最幸福」。信義以四大主軸：

「社區營造」、「企業倫理推動」、「完善

不動產產業發展」、「社會公益回饋與捐

助」，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提升企業與產

業競爭力，深化倫理價值，期能打造更美好

的社會。

除致力於建立誠信的房地產交易秩序

外，以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信念持續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運用信義媒合資源與供需的

核心能力，推廣倫理價值與理念，發揮影響

力，創造企業機會與競爭優勢，期利用信義

核心價值，達到「信義人→信義公司→信義

1~29 31~60 61~90 91~120 121~180

      

      

      

/ 3 0

CAPD

新人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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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願景目標。

信義房屋社會參與四大主軸

26,351,262 
22,804,616 
14,919,384 
14,003,877 

9,843,984 

30%
26%
17%
16%
11%

30%

26%
17%

16%

11%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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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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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動更多氣

候行動及綠色創新服務。除能提升消費者節

能減碳意識，也能降低營運成本，強化競爭

力，對於信義房屋永續發展創造具體的貢獻。

管理方針

信義房屋長期以來將永續發展視為己

任，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信義在環境保

護面向關注二大主軸：「低碳服務」及「生

態效益」，持續以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信

念，持續減少碳足跡與提升能資源使用效

率。透過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推廣環境保

護價值與理念，發揮企業影響力，提升企業

機會與產業競爭力，達成2025年「每筆不

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10%、人均用電

碳排放量減少10%、人均用水量減少15%；

基準年：2017年」目標，替地球永續發展

盡一份心力，真正落實「服務業也可以是環

保尖兵」之永續願景。

碳足跡減量

( 2017 )

-7.94 %

1616812001
-

http://www.epa.gov.tw

R1716812001

供應鏈管理

為了使企業能夠永續發展，信義清楚了

解與供應商共同合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

節，公司把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一同建立

永續目標，並導入各項永續守則，將供應商

社會評估相關準則與採購結合，使整個供應

鏈都能遵循企業倫理規範，希望能秉持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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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針

秉持信義房屋優質經營理念，希望能深

化「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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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力量對供應商發揮正面影響力，期許在

提供市場產品與服務時，仍與供應商共同創

造、保護及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長期發

展。為此目標，信義將供應鏈管理分為六個階

段，在不同的階段與供應商合作，分享學習

資源，一同創新成長，期透過永續供應鏈管

理，達成「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獲得獎項

深化檢核機制，建立永續供應鏈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13.php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content.php/432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php

Year)

 https://csrmatters.com/winners-2018/

       http://www.cura.com.cn/lmdt115.html

       /activities 

2018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tw/
       zhuanti/2018laxjjlt/index.htm 

2018

       http://iahs.pku.edu.cn/subject/sinyi2018/ 

  

2018 10

2018 (TCSA)

2018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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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 五

2018 50 2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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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8年信義房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13.php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content.php/432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php

Year)

 https://csrmatters.com/winners-2018/

       http://www.cura.com.cn/lmdt115.html

       /activities 

2018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tw/
       zhuanti/2018laxjjlt/index.htm 

2018

       http://iahs.pku.edu.cn/subject/siny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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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追蹤碳足跡 跑第一

綜觀社會趨勢和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房

仲龍頭信義房屋始終希望，透過促進價值創

造實現永續發展，同時傾聽利害關係人的意

見、追蹤國際永續趨勢，進而形成永續經營

方針與策略，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信義房屋在CSR部分依循「信義六大永

續原則」，包括公司治理、員工照顧、客戶

關懷、社會參與、環境保護及供應鏈管理，

希望能滿足居住生活服務各方面需求，兼顧

長期發展策略，以求生生不息、永續經營。

在公司治理的部分，信義房屋推動永

續事務的最高單位「全面倫理管理委員

會」(Total Ethical Management Committee, 
TEM委員會)，是由董事、董事長、總經

理、各幕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

組成，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及不定期召開重大

性議題討論。

目前現行董事會共七席，分別由三名一

般董事與四名獨立董事組成，除了借重董事

在各領域之專業外，逾總席次半數之獨立董

事亦可確保議事運作之客觀性與獨立性，並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所需之專業知

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背景暨獨立

性之標準。

2 0 1 5 年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規定除了應至少每年一次自評外，並

且至少每三年需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對

董事會進行績效評估。設立倫理長，立下

「誠信倫理」標竿，並成立「企業倫理辦公

室」。

創新徵才 完整培訓

此外，員工照顧也是信義房屋重視的重

要環節，信義房屋「以人為本、先義後利、

正向思考」建構各項員工政策，多項創新徵

才及完整培訓制度，包含新人任職滿30天
後離職，除了當月５萬元月薪外，再提供5
萬元轉職金。

而員工福利方面，也給予同仁第二胎以

上12萬元生育補助，同仁身心健康關懷等

褔利方案亦擴及至同仁眷屬，都是公司對同

仁照顧家庭的支持。

甚至在2019年信義首創發行內部數位

貨幣「信福幣」，讓同仁自行選擇使用符合

需求的福利，亦提高每位同仁的福利預算，

自選福利除原有項目外，像是學習成長、身

體健康、家庭照顧等項目更放大倍率鼓勵同

仁均衡發展，讓同仁有彈性與空間打造自己

的幸福。

不僅如此，信義房屋也領先政府，率先

於1989年推出不動產說明書。完整記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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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產權調查結果，更包含屋況瑕疵等資訊，

有助買方明確掌握房屋內外狀況，免除售屋

糾紛產生。政府於1999年正式規範不動產

經紀業者需以不動產說明書向客戶解說，並

於2015年10月修訂說明書應記載不得記載

事項。

提供客戶六大保障

信義房屋更陸續提供六大保障，全方位

保障客戶，如「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制度」、

「高氯離子瑕疵保障制度」、「高放射瑕疵

保障制度」、「漏水保固制度」、「凶宅保

固」及「蟲蛀保固」。另外在租屋方面也推

出「凶宅安心保障服務」以及「租事平安住

宅保障服務」。 

信義房屋在社會參與上也不遺餘力，

以四大主軸「社區營造」、「企業倫理推

動」、「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社會公

益回饋與捐助」，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

提升企業與產業競爭力。長達15年推動社

區一家計畫，遍及全台98.9%鄉鎮市區，協

助超過2,000個提案單位共同打造理想的居

住環境，信義房屋亦廣邀集同仁走入全國社

區，擔任志工，協助讓社區更好。

信義房屋於921大地震隔年成立「信義

至善獎助學金」協助信義鄉受災戶，至今已

有19所國中、小學共5,000位學生，獲得獎

學金支持，順利完成基礎學業且繼續多元學

習。成立信義公益基金會，針對銀髮，新住

民及小孩等相對弱勢團體盡一份心力。

信義房屋認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致力推動更多氣候行動及綠色創新服

務。在環境保護面向關注二大主軸：「低碳

服務」及「生態效益」，持續減少碳足跡與

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六年來已減少相當於

28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總量。

同時有鑒於國內外尚未有「不動產經

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簡稱PCR)文件，信義房屋

率先制定房仲業全球第一份碳足跡產品類別

規則，以供未來相關同業據以計算不動產經

營服務碳足跡。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碳足

跡產品類別規則訂定、引用及修訂指引」規

定之程序，邀集國內與「不動產經營服務」

利害相關團體，像是不動產仲介經紀、代銷

公協會及業者等專家，召開利害相關人研商

會議，共同審視修改草案。

讓服務業變環保尖兵

不僅為全球不動產經營服務樹立典範，

信義房屋亦發揮信義房屋對於產業的影響

力，真正落實「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之永續願景。

信義房屋並將供應鏈管理分為六個階

段，包括「永續原則簽訂」、「風險評估及

控管」、「管理機制」、「持續改善或終止

合約」、「能力建構與合作」、「當責與學

習」，先與供應商溝通永續觀念，結合永續

採購，且將供應商分為既有及新進兩大不同

類別，分別設立相對應之管理機制，並與時

俱進，不斷精進管理深度與落實度，最後配

合定期與不定期的檢核，與供應商一同成

長。

信義房屋長期落實CSR，並獲亞洲人

力資源管理領域權威獎項肯定，今年榮膺

「2019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顯示信義

房屋長年在人才招募、培育及福利創新上深

獲肯定。 (黃阡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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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

公司簡介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9年9
月，2018年底的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294.7
億元，正式員工共約35萬2千人。營運總部

位於台灣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600
號。全球營運據點包括：台灣、香港、澳

門、中國、印尼、越南、美國、墨西哥、柬

埔寨、孟加拉及緬甸等地。

全球最具規模的製鞋服務集團大中華區

領先的運動休閒用品通路商寶成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藉由旗下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有

限公司(以下稱「裕元工業」)，及寶勝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寶勝國際」)，專

注經營「鞋類製造業務」(以下稱「製鞋業

務」與「運動用品零售及品牌代理業務」。

寶成工業初期以生產塑膠鞋為主要業

務，1978年起進入運動鞋代工市場，爾

後即專注於運動鞋、休閒鞋及戶外鞋之製

造，並由初期經營的純代工製造(OEM)轉

型為代工設計製造(ODM)，並與Nike、
adidas、Asics、New balance、Timberland
及Salomon等數十個國際品牌皆有密切合作

關係。

製鞋業務目前由寶成工業之子公司裕元

工業專注經營，為全球最具規模的製鞋服務

集團，約占全球運動鞋及休閒鞋市場以批發

價格計算之20%。2018年度共生產326百萬

雙鞋，越南、印尼及中國為主要生產地區，

分別占鞋類總產量之46%、37%及14%。

1992年起由品牌代理業務開端，爾後

逐步建立廣布大中華區的銷售網絡，透過設

置多元化渠道，經銷及代理國際知名品牌，

提供消費者各式鞋類、服裝及配件等運動用

品及生活休閒產品，並將業務範疇自商品銷

售延伸至運動服務行銷。通路業務目前主要

由寶成工業子公司寶勝國際負責營運，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寶勝國際在大中華區的

銷售網絡涵蓋5,648間直營店及3,551間加盟

店。

公司治理

寶成工業致力於打造多元化的董事會成

員，第22屆董事會選任九席董事，並有三

名獨立董事董事會成員中有二名為女性，落

實治理階層性別平等董事具備涵蓋豐富之產

業經歷、財會、技術、管理及法律層面之專

業素養。

為加速推動台灣上市櫃企業公司治理，

協助企業健全發展及增進市場信心，台灣證

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委託證券

暨期貨發展基金會辦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

治理評鑑」，每年公布績優企業名單。經過

長期不斷精進，寶成工業連續五屆皆獲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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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成績，並四度榮獲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

理評鑑上市組排名第一級距前5%，顯示出

主管機關對於寶成工業在公司治理的絕佳績

效給予高度肯定。

寶成工業近年持續強化資訊揭露，包括

修訂公司章程，明訂董事選舉全面採候選人

提名制，使股東獲得充分資訊，促進股東權

利之行使。並在公司網站上新增公司治理及

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揭露。以下是公司治理

的關鍵作為：

‧修訂公司章程，明訂董事選舉全面採

候選人提名制，使股東獲得充分資訊，促進

股東權利之行使。

‧增編英文版年報及英文版股東會相關

資料，以滿足外資機構英文資訊需求，確保

所有股東受到平等對待。

‧選任三席獨立董事並設置審計委員

會，強化董事會結構並有效發揮職能。

‧訂定具體股利政策，提升資訊透明

度。

‧揭露生產廠區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編

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取得第三方認證，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業務核心。

‧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

事擔任，強化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獨立性。

‧為全體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使其全心

寶成永續發展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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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發揮職能，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

‧制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且以董事

個人自評及董事會整體自評或他評之方式，

每年至少評估一次董事會之績效，並於年度

結束後最近一次董事會呈報董事會績效評估

結果。

綠色製造

寶成工業與多個國際知名品牌已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致力為品牌客戶提供一流的產

品、商業設計專有技術服務與業界最佳解決

方案，並持續強化寶成與各品牌客戶之間的

深厚信賴基礎；針對個別客戶需要成立專屬

的獨立開發中心，並按不同客戶嚴格區分其

生產廠區與區隔作業規範，高度保障品牌客

戶的隱私與商業機密。2018年度並無發生

侵犯客戶隱私的投訴案件。

因應運動產業快速變化與少量多樣、客

製化的產品型態，寶成持續精實生產流程的

調整與電子化機制，精進及提升生產管理效

率，強化研發能力，積極創新設計及運籌管

理的工作團隊，共同參與前端開發設計，以

服務品牌客戶，拉近彼此合作互益關係，並

透過鞋材選用機制，提供創新材料給品牌客

戶。

寶成工業在交期、品質和價格等方面，

均不斷提升服務品質、並即時回應客戶需

求，整體生產作業流程接受客戶的監督與稽

核，並對客戶所提出調整改善事項皆採取即

時處理與結果回饋，以切實滿足客戶的要

求。

寶成工業旗下工廠展現卓越的製造與管

理實力，深獲品牌客戶認同，2018年度持

續通過品牌商驗廠考核外；越南區Merrell
生產廠區2018年度亦持續取得FDRA優秀工

廠認證。

環保節能

寶成工業響應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積極採取相關

措施，確保永續生產模式，以因應氣候異常

所導致的營運風險與衝擊。寶成工業位於東

南亞地區的生產基地所生產的鞋類產品數量

約占總產量80.0%，近年東南亞地區遭受天

災氣候變異的影響機會漸增，對公司持續生

產營運產生風險。寶成除了持續關注國際氣

候變遷的因應趨勢與政策法規要求外，會就

能源管理面向執行各項節能減碳持續改善行

動，提升工廠能源使用效率，期許能有效降

低能源耗用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對

氣候變遷風險提供減緩的效益。

在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上 ， 主 要 依 循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公司內部管理規

範建立內部管理制度，以符合當地環保規

定要求為基本管理目標，中長期管理目標

則朝向清潔生產與降低環境汙染物質排放

量而努力。2018年製鞋生產基地實施ISO 
14001管理系統建置率為77.0%，62.0%通

過ISO14001:2015版轉版換證。

原物料管理

寶成工業遵循品牌客戶與國際標準之材

料標準，並符合品牌客戶要求之禁限用物質

標準，同時也積極採用符合品牌客戶之環保

永續性物料要求。寶成工業遵循品牌客戶材

料規範，原物料選用是優質實惠產品製造必

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寶成為國際優質品牌商

提供產品製造服務，原物料的選用皆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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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際產品規範與客戶要求之禁限用物質

標準，同時也積極採用符合客戶環保永續性

物料要求標準的材料。在原物料的採購管理

上，除要求物料供應廠商須提供相關物料檢

驗報告與未使用禁限用物質的承諾文件，也

針對特定物料進行抽驗檢測以確保物料品質

符合要求。

能源管理

能源的供應與耗用量對於製造業是重要

的營運管控事項，隨著國際社會積極倡議氣

候變遷風險的調適行動，提升能源使用的效

率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議題，已是企業

追求永續營運不可迴避的問題。寶成工業積

極配合客戶節能目標與當地主管機關能耗要

求，擬定能源盤查制度及節能措施，每年度

於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會議上進行能源使用量

與節能行動的績效結果報告與檢討。2018
年度寶成製鞋業務含總公司所使用的能源類

別包括電力、石化燃料、煤／無煙煤、生質

燃料、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其中，生質

燃料的使用來自外包廠商供應蒸氣熱能所

使用之燃料。寶成工業2018年度總能耗為

5,477.5萬億焦耳(TJ)。其中來自於電力的

使用比率為69.1%。

溫室氣體管理

寶成工業持續關注國際社會永續趨

勢，呼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採取因應措施以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與其影響，以及國際綠色製造的期盼需

求。溫室氣體的盤查與減碳管理已成為寶成

生產製造營運上必要的管理事項。寶成能源

來源69.1％為電力使用。因此在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的中期目標，將以降低範疇二排放為

主要目標。藉由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達到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

水資源管理

製鞋生產製程非屬高耗水生產製程，廠

區在水資源的使用上，大部分是供應員工民

生用水使用，少部分為鞋底製程所需。因應

利害關係人對於員工飲用水安全衛生管理與

國際永續趨勢對水資源的關注，寶成在水資

源管理政策上，除確保提供符合法規水質標

準的安全用水與處理排放水均符合當地法規

排放標準外，中長期計畫目標亦朝向逐步提

升廠內水資源的重複再利用率，避免過度耗

損自然水資源而努力。

供應鏈管理

秉持公司長期以來卓越的經營理念，寶

成了解與供應商共榮成長，是落實供應鏈永

續管理的關鍵因素；公司也期望藉由產業資

源整合、知識與技術合作，串連製鞋產業

上、中、下游，持續建立公司完整的供應鏈

體系。寶成主要供應商類別可分為：原物料

供應商、機械設備供應商、工程發包商、服

務外包商。

有尊嚴的工作

重點績效

員工無疑是寶成工業最寶貴的資產，

也是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之一。公司不僅

遵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國際勞

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ILO 
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執行盡責聘雇，更接受公

正第三方美國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至寶成旗下各製造據點實

施勞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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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人才匯聚一堂

寶成工業聚焦於製鞋與通路二大營運主

軸；在製鞋業務方面，不斷精進生產技術及

研發能力，持續優化生產效能，與各國際品

牌緊密配合，以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及全面性

服務。通路業務方面，以提供高水準的客戶

服務、產品組合、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建

立通路名稱為「勝道」(YYSports)之品牌

形象。以期在製鞋業務及通路業務均能透過

專業分工，強化核心競爭力，創造集團最大

價值。

寶成工業於全球營運分布有台灣、中

國、越南、印尼、香港、美國、墨西哥、孟

加拉、柬埔寨、緬甸等據點。主要的製鞋生

產基地為中國、越南、印尼三地。寶成積極

邀請人才，對於不同國籍、性別、年齡、宗

教皆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招募。透過人

力銀行、專業培訓機構、社群網站、團體參

訪及顧問公司的方式進行招募之外，也積極

製鞋產業之垂直整合



— 419 —

推廣內部員工推薦活動，以傳遞「尋找最佳

拍檔」的宗旨，鼓勵員工一起加入尋找好人

才的活動，藉由多元管道來吸引各領域優秀

人才。寶成每年度亦積極參與各校校園徵才

活動，藉由校園博覽會、說明會、企業實習

生、儲備幹部等方式使莘莘學子能夠更快速

的與業界接軌。

此外，寶成亦持續經營社群平台的招募

管道，透過社群平台的功能提供最新的職缺

及專業製鞋培訓訊息，並不定期舉辦活動以

增進與外部求職者的互動，也透過此平台分

享基本的製鞋流程，希望在資訊流通的時代

裡，讓更多對製鞋產業有興趣的人才加入寶

成。

員工關懷

由於製鞋生產是須借重大量勞動力的產

業，故生產基地多設於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

區域，也因此寶成工業旗下廠區員工大多為

離鄉背井寄宿於公司宿舍的工作者，對於製

造工作的勞力付出與下班後生活上的寂寥，

經常衍伸出心理情緒的不適應與挫折無處傾

訴，造成工作熱情的降低甚至對生命產生消

極念頭，故自1999年起，寶成工業積極開

展了製鞋業的人性化管理創舉-員工生活輔

導制度，於廠區內設置「生活輔導室」，借

鏡專業心理諮商專才與制度，培訓專業的心

理諮商輔導人員與諮商技能，於廠區舉辦員

工座談會及提供員工關於生活與工作上心理

諮商輔導及申訴問題的溝通與處理，有效的

紓解員工身心的壓力與問題，不僅獲得員工

的信任也顯著的提升員工在廠區的生產效能

與穩定程度，工廠亦由員工申訴與建議事

項，從而調整與改善作業環境及管理行為，

互蒙其利。

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寶成工業創建近50年，各生產基地為

使在地化、工廠永續經營，積極與各地政

府、當地組織連結，各廠默默經營各項對外

活動；依循海外營運生產基地的拓展，用心

貼近當地生活環境狀況與社區需求，積極投

入公司資源進行社區友善行動，增進當地社

會生活水平與共存共榮和諧關係。

寶成工業於2016、2017年深入了解

與參與各廠民間社會組織(CivilSociety 
Organization, CSO)活動，配合公司核心價

值中之服務意涵尊重關懷、打造幸福企業之

期望，擬定集團社會參與面向與原則，期讓

CSO合作能夠永續發展與推動。為展現企

業核心價值的服務精神，積極回饋員工，除

內部員工關係活動外，寶成於外部社區參與

活動持續聚焦主要教育、健康醫療和地方公

員工關懷

1 3 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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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秉持多元共融之服務精神，各區皆有不

同之重點發展。寶成工業於2017年起，進

行各區地方關係經營、教育、健康醫療等活

動，於2018年擴及各生產營運據點，教育

活動共舉辦29場，參與約10,576人，健康醫

療共20場，參與人數約10,698人，地方公關

共舉辦127場，參與人數約36,860人。

寶成工業響應聯合國SDGs目標4，提

供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重要營運據

點之社區學童，享有學習機會。在越南營

運據點，寶成擁有超過15萬名正式員工，

占總體員工比率42.8%。自2012年起，執

行「希望種子獎學金」計畫，累計投入

335,239.0美元(VND/USD=23,270)，支持

學童就學，至今累計受惠孩童共7,924人。

在印尼，寶成聘雇10萬多名正式員工，占

總體員工比率31.1%。自2016年起，投入

「學童獎助學金計畫」，累計投入14,021.6
美元，共有491名學生受惠。在2018年，更

積極協助校舍建設，累計投入約12,625.0美
元(IDR/USD=14,100)。在中國區工廠，

擁有近8萬名正式員工，占總體員工比率

21.0%。2018年寶成捐贈100台電腦至江西

上高鎮特殊學校，以及捐贈40台電腦至陽

新縣鐘山村完全小學，並為該學校粉刷電腦

教室。

重點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寶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NO.1
四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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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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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貼心員工 打造幸福職場

寶成工業自1969年成立以來，始終依

循「敬業、忠誠、創新、服務」的企業核心

價值，致力於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推

動負責任生產與服務社會公益，穩步實踐

「提供最具價值的解決方案，以造福每個人

健康生活」的企業願景。寶成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的實踐不遺餘力，在「落實公司治

理」方面，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治理中心舉辦

的前五屆公司治理評鑑中，連續五屆獲得

優異成績，其中四屆更榮獲上市組排名前

5%殊榮。另於2015年，入選為「富時社會

責任新興市場指數(FTSE4GoodEmerging 
Index)」成分股迄今，也是台灣指數公司與

富時國際有限公司合作編製的「台灣永續指

數」成分股之一。

舉辦各項環境生態保育活動

在「發展永續環境」上，寶成積極參與

或舉辦各項環境生態保育活動，包括2013
年參與「彰化八卦山紫斑蝶保育行動」、

2016年舉辦「親淨家園、樂愛淨山」活

動、2018年舉辦西勢海堤淨灘活動，以及

2019年參與大肚山復育活動等。

寶成指出，台灣紫斑蝶每年清明節前後

都會過境彰化八卦山，形成蝶道現象，彰化

縣政府推動紫斑蝶生態廊道計畫，寶成號召

及動員近550名員工加入保育行動的行列，

種植約3,000株蜜源和食草植物，一同營造

紫斑蝶生態廊道。

舉辦「親淨家園、樂愛淨山」活動，主

要喚起員工「親山近水，垃圾帶回家」的意

識；並邀請員工走進南投埔里鎮，協助重建

生態被破壞的桃米社區，剷除因外來而對原

生態的有害生物，也挖掘綠河道，為保育類

的金線蛙築窩，保有原生物的棲息空間。

2018年舉辦西勢海堤淨灘活動，是與

環境倡議團體「社團法人台灣重新思考環境

教育協會」合作，到大甲西勢海堤淨灘，公

司員工共投入約280人次，清除776.6公斤垃

圾，希望透過企業的力量，喚起大眾關注環

境保護，讓自然生態景觀生生不息。

2019年是寶成成立50周年紀念，寶成

選擇了一個很不一樣、且相當有傳承意義的

植樹公益活動來進行。

有別於一般的植樹，此次是透過台灣山

林復育協會的指導與協助，投入約1,600人
次共同參與復育大肚山在地原生種，期待能

讓這片土地回到100年前的森林樣貌，將這

份愛的禮物傳承給下一代。

在「維護社會公益」方面，寶成強調，

集團向來堅持以人為本，致力於提供安全健

康的工作環境，以及建構和諧良善的友善職

場為目標。

為推動公平原則和人權政策，寶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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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起成為美國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FLA)供應商會員，持續投入大

量人力與資源，完善內部稽核機制，制定工

廠改善計畫，並邀請公正第三方單位進行獨

立評估，以達公平勞動和風險管理。2018年6
月，寶成順利通過美國公平勞動協會認證，成

為全球唯一通過FLA認證的運動鞋製造商。

對此，最高管理階層並承諾投入社會責

任、內部培訓及改善，透過符合最高勞動標

準的規範及內部稽核，確保員工權益得到保

障，並將持續強化與員工交流溝通。

另為實踐教育推廣及文化傳承的人文關

懷，2019年8月，寶成與裕元教育基金會共

同規劃，在寶成台中營運總部旁成立「裕元

種子書坊」。

寶成希望藉此，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溫馨

的親子閱讀空間，讓學齡前兒童在家長的互

動與陪伴下，從小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在

美好的親子共讀時光中，健康快樂的成長。

過去，寶成也曾協助921災後重建、鹿

港龍山寺古蹟修復、資助興建「溪頭自然教

育園區森林探索區」等活動。

鼓勵員工參與社區關懷

2013年起，藉由舉辦結合社會公益的共

識營(Team Building)，鼓勵每位員工一年

至少投入八小時參與社區關懷，關心鄰里社

區，同時拓展不同視野，認識服務的真諦。

歷年來參與的活動，在偏鄉教育部分，

包括參與彰化芳苑國中舞龍隊、槌球隊、生

態導覽小組的學習與競賽學習活動；教導彰

化天盛國小攝影；支持「偏鄉足球、築夢計

畫」，贊助屏東長治國中足球隊。

在弱勢關懷部分，包括前往台中惠明盲

校進行陪伴與打掃服務、支持馬拉松活動；

陪伴豐原、潭子、沙鹿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的孩童；協助瑪利亞基金身障者進行日常活

動，並教導遲緩兒吃飯、騎腳踏車、穿衣穿

鞋等，學習生活點滴等。

為營造「有溫度的友善職場」，寶成提

供具吸引力及競爭力的薪資福利，多元且完

善的訓練機制，廣納和留任優秀人才，現時

擁有全球超過35萬名不同國籍、種族、語

言、文化及信仰的員工。為照顧員工心理健

康及搭建互信平台，寶成在1999年便開始

推動「員工生活輔導制度」，時至今日，員

工關懷更進一步規劃以傾聽、生活關懷、家

庭探訪和信仰支持四大面向開展。

設置多元員工互動管道

包括設置多元員工關係互動管道、工廠

管理層定期與工會及員工進行對話溝通、舉

辦員工子女夏令營，以及規劃文化共融的節

慶活動、主動探訪員工家庭、實際支持與保

障員工宗教信仰自由等，積極打造更人性化

的職場環境。

寶成的營運據點遍布台灣、中國、印尼、

越南等國家，為能長期穩定在地經營，並對

當地社區帶來整體提升，寶成尊重在地文

化與需求，持續聚焦於教育文化、健康醫療

及地方關係。寶成強調，提升營運績效是企

業社會責任的首要關鍵，展望未來，寶成將

秉持創新思維尋求永續成長，讓企業社會責

任內化成永續商業模式，不斷創造企業最大

經濟價值，且與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創社會價

值，實踐企業永續營運的長期願景。 (宋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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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

公司簡介

世界先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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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公司目前擁有三座八吋晶

圓廠，2018年平均月產能為19萬9,000片八

吋晶圓，總部位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世界

先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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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公司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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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公司在台積公司協

助下，成功導入邏輯產品代工技術，成為

台積公司之代工夥伴。2000年，世界先進

公司正式宣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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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公司正式結束DRAM
生產製造，成功轉型為百分之百的晶圓代工

公司。

公司治理

世界先進公司承諾盡其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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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投入環境保護與社會參與，

以行動實踐環境永續，創造社會共好。世界

先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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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並持續改善。

在公司治理方面，世界先進公司遵循公

司治理原則，依照相關法令規定，建置有效

之公司治理架構、強化董事會職能並發揮審

計委員會功能，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及保障

股東權益之同時，亦尊重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強化公司治理資訊揭露以提升資訊透明

度。在商業道德方面，世界先進公司崇尚員

工及管理階層在一切商業行為時之誠信清

廉。公司所有帳目，應明確、公開、合法且

正確地反映公司財務及營運狀況。

在員工權益方面，世界先進公司支持員

工應有國際間主張之人權，並待以無歧視的

尊嚴、尊重。不容忍任何不人道的待遇，包

括性騷擾、體罰、心理脅迫或言語辱罵。員

工工作時數均遵守當地法令之規定。所有的

員工皆是自願工作且擁有隨時終止其僱傭關

係之權利。世界先進公司不僱用童工。員工

酬勞應遵循當地法令，包括最低薪資、超時



— 426 —

工作薪資、勞保、健保、團保、員工福利及

離職金／退休金給付。員工有依當地法規自

由結社之權利。勞方推選之代表每季舉行與

管理階層進行會議溝通爭議及處理方案。

在健康與安全方面，世界先進公司深知

提供員工一個健康且安全的工作環境，使公

司具國際競爭能力，係首要的責任，並致力

於風險管理、法令遵循及內部稽核以達持續

改善目的。

重大議題與永續績效

世界先進的重大議題，是落實公司治

理、客戶關係與供應鏈管理、幸福職場、環

境保護、社會參與五大面向是世界先進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的DNA。

2018年，世界先進公司以這五大面

向為基石，遵循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準則與AA1000利害關係人

議合(Stakeholders Engagement Standards, 
SES)，並參考半導體產業其他公司的重大

議題項目，經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成員

討論後，編寫出世界先進公司的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調查問卷，發放給員工、客戶、供應

商、機構投資人、媒體、相關公私立單位等

利害關係人填寫。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2018年，世界先進公司首度嘗試透

過與利害關係人一同定義出的14項重大議

題，回應聯合國訂定的17項永續發展目

標。其中，世界先進公司在「消除貧窮、消

除飢餓、健康與福祉、教育品質、淨水與衛

生、可負擔能源、就業與經濟成長、減少不

平等、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氣候行

動、海洋生態、陸地生態、和平與正義制

度、全球夥伴」等15個項目上，不同程度

地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世界先進公司最高治理單位為董事會，

負責公司的策略指導、管理監督以及對整個

組織及利害關係人承擔管理責任。為落實公

司治理與強化董事會管理，董事會下設置審

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

行其監督職責。2019年，董事會決議通過

任命法務長兼任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司治

理相關事務；有關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

決策，則由公共暨法人投資關係、工安環保

及人力資源等執行單位推派代表組成「企業

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負責，每季召開會

議，研議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方針與作為，

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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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公司董事會為健

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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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議題議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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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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

會負責監督世界先進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適任性及獨立性與

績效、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公司遵循

相關法令及規則、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

控。

公司治理架構

股東大會

公司治理主管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內部稽核

經營與管理

企業經營理念與企業核心價值

世界先進的十大經營理念，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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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注本業

3.放眼世界市場，國際化經營

4.注意長期策略，追求永續經營

5.客戶是世界先進的夥伴

6.品質是世界先進工作與服務的準則

7.不斷在各方面創新，保持高度的企業

活力

8.營造具挑戰性、有樂趣的工作環境

9.建立開放型管理模式

10.兼顧股東權益與員工福利，盡力回

饋社會

世界先進公司為確保公司營運行為確實

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保障公司、客戶、股東

及員工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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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

練、法令追蹤與宣導、提供舉報管道、自檢

及稽核等，構築世界先進公司之法規遵循計

畫及執行。

世界先進公司針對各業務領域之政策

及法令規章訂有相關政策及辦法，要求相

關單位同仁依據該等政策及辦法執行業務，

包括：供應鏈安全、資訊安全、企業社會責

任、反性騷擾、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內部

控制、財報編製、文件管制及銷毀、採購無

衝突礦產、從業道德規範、個人資料保護、

重要資訊保護辦法(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y, PIPPolicy)等。而為強化法

規遵循之落實，確保公司皆能遵守相關政策

及法令要求，世界先進公司亦逐步將其他公

司內部工作原則，具體化為公司政策、辦法。

永續產品

世界先進公司以價值導向為出發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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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發超越摩爾定律(More than Moore)的
晶圓製造技術，協助客戶生產及製造綠色

產品。透過公司的晶圓製造技術，使得客

戶將更節能、更環保的設計，所製造出的綠

色產品得以被廣泛地運用在電腦、通訊、消

費性、工業及汽車等各產品應用之中。世界

先進公司投入開發的高壓(HV)、雙極電容

(BCD)、超高壓(UHV)等技術平台，決定

了能源效率的運用及節能技術的實現。透過

這些技術平台，公司所製造的驅動晶片及電

源管理晶片，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生產更

低耗能且高效率的晶片。這些產品在電子產

品的用電處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為終端設備

供應穩定的電源，能源損耗也更低，支援客

戶實現製造綠色產品的理念。

其中，高壓及電源管理晶片的營收，

在公司的產品別中占有相當重要的比例。

2018年，公司在高壓及電源管理產品共出

貨逾100萬片晶圓給客戶。而世界先進公司

超高壓(UHV)製程應用在LED照明，體現

的即是對節能減碳的貢獻。舉例來說，世

界先進2018年UHV出貨量約4萬5,000片晶

圓，每片晶圓約2萬5,000顆IC，每顆IC應

用在照明上約可節省能耗5瓦(W)，根據統

計一般家庭平均照明用量約五小時，表示4
萬5,000片總出貨一年365天可節省約100億
度電。再者根據台電公司資料顯示，2018
年台灣全年售電量約為2,191億度電，平均

每度電價新台幣2.6元。前項所述之100億度

電即占了全年售電量的5%，意即節省了5%
的能源，實質效益為新台幣260億。

產品品質

世界先進公司致力以卓越的服務品質成

為全球客戶晶圓製造的優先選擇，同仁亦以

不斷提升品質、超越客戶需求作為努力的日

常目標。品質可靠性保證組織為了企業的永

續經營發展，持續推行改善活動，以提供卓

越的產品品質；強化公司的品質文化，並推

廣至供應鏈，協助改善供應商的經營體質。

同時，品質可靠性保證組織亦導入各種創新

方法提升品質能力，且整合跨部門合作，以

嚴謹的驗證作業，確保各種產品的品質應用

無虞。

法規遵循計畫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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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世界先進公司致力於建構全方位的客

戶服務，以期能滿足客戶需求，贏得客戶信

任與肯定，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目的。基此信

念，客戶服務團隊始終全力以赴作為溝通

協調窗口，並以最高規格保護客戶的機密資

訊，以支援客戶設計、光罩製作、晶圓製造

等需求，進而提供turnkey service協助客戶後

段封裝測試，使得客戶產品驗證得以成功！

世界先進公司建構的VIS-Online線上

服務平台，能提供客戶完整且即時的線上

供應鏈資訊，包括設計支援、工程整合及

物流服務整合。經由網際網路，客戶可以

隨時檢視訂單生產狀況、出貨日期查詢、

產品品質數據及狀況；客戶亦可依據管理

需求，得以產生客製化報表，讓客戶可以

即時掌控、管理完整的產品製造訊息；世

界先進公司於2014年建立垂直整合的線上

tape out系統，協助客戶可以更輕鬆的建立

tape out資訊，大大縮短了時程。為能即時

接收客戶對於世界先進公司之滿意度，開發

客戶服務滿意線上系統(Customer Service 
Satisfaction,CSS)，可隨時提出對其產品或

服務之需求、意見或建議；後續由世界先進

公司專人負責分發、處理及回覆客戶，客戶

亦可隨時上網查詢處理進度。對於世界先進

公司而言，藉此可以了解客戶需求，並可轉

化成實際的行動，不斷提升服務品質與競爭

力，以提升客戶滿意。

社會公益與社會參與

捐贈司馬庫斯幼兒園

世界先進公司集結公司各類資源，與同

仁們群策群力，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長

期關懷照顧弱勢族群，並在公司內部發動愛

心捐款，捐贈予社福團體，以具體行動回饋

社會。

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曾

因地處偏遠山區，未有行車方便的聯外道

路，造成其遺世而獨立，而有「黑暗部落」

之稱。20多年前，世界先進公司一位同仁

在司馬庫斯仍是黑暗部落的時候，便獨自翻

山越嶺，定期扛運物資送到部落，因此與當

地的原住民成為莫逆。因緣際會之下，世界

先進公司自幾年前開始，即與司馬庫斯部落

建立長期且友好的信任與情誼。

在一次董事長與同仁一同上山探訪部落

長老及頭目時，閒談聊到部落裡的學童教

育，發現部落裡未達就學年齡的幼兒極需一

個幼兒園，讓父母白天能托育小孩、安心工

作，也讓小朋友進行學齡前教育，為未來到

部落外就學做準備。

於是，世界先進公司集結公司資源與同

仁力量，在2017年1月展開「為司馬庫斯部

落興建幼兒園教室」的員工募款活動。在短

短幾個月內共募集約122萬元，再加上公司

捐款78萬元，共計新台幣200萬元協助司馬

世界先進技術平台

晶圓製造代工服務

新產品導入、光罩服

務、產品資訊整合

物流資訊整合，訂單

、晶圓生產與出貨

即時資訊

產品良率提升，客訴

解決方案，致力

客戶滿意度

IC設計相關資訊與矽

智財服務，協助客戶

解決設計問題，縮短

開發時程

VIS-Online

VIS-Online線上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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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興建幼兒園教室，幫助司馬庫斯的幼兒

夢想成真。同時也招募公司同仁擔任志工，

每月上山一次，陪伴部落小朋友，並募集書

本及捐贈電腦給幼兒園。2018年，世界先

進公司志工社同仁仍持續定期至司馬庫斯部

落，陪伴幼兒園小朋友，總計約有40人次

志工完成執勤。

歲末愛心餐會／愛心捐款

世界先進公司歲末愛心餐會與愛心捐贈

舉行至今已屆五年，在每年的公司尾牙當

天，邀請社福團體服務的弱勢團體一同用

餐，並由公司同仁準備精彩熱鬧的表演，與

他們一起歡度溫馨喜悅的尾牙，並在餐會中

致贈同仁所募集的愛心捐款，幫助這些社福

團體服務更多對象。

為了讓同仁的愛心捐款有更方便的管道

募集，世界先進公司創建了內部的愛心捐款

平台，讓同仁們將捐款以「自當月薪水扣

除」的方式，由公司統籌送到社福團體手

中，鼓勵同仁隨手作愛心。

2018年歲末，世界先進公司席開33
桌，邀請老五老基金會、華山基金會、伊甸

基金會所服務的獨居長輩共300多人參加愛

心餐會，並以「陪長輩過年」為主題，號召

同仁慷慨解囊，參與上述基金會所舉辦的送

年菜及陪長輩圍爐等活動。同仁的熱情響

應讓此次愛心捐款活動共募集新台幣199萬
5,879元，由董事長在愛心餐會中代表同仁

捐贈給社福團體。會中，除了同仁的愛心捐

款外，公司也捐贈心路基金會、世界和平

會、陽光基金會各新台幣20萬元；加上在

2018年11月所舉辦的家庭日中，捐贈喜憨

兒基金會、仁愛基金會與家扶中心各新台幣

20萬元，世界先進公司與同仁在2018年總

計捐贈九個社福團體共近新台幣400萬元。

幫助的弱勢團體涵括低收入戶兒童、身心障

礙兒童、受虐兒、喜憨兒、智能障礙者、顏

面傷殘患者等。

獲獎資訊

2018年，世界先進公司在公司治理、

環境永續與健康職場等企業社會責任面向上

的努力，獲得以下獎項與認證之肯定：

‧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排名前

5%之最績優公司

‧ISO 26262全球車用安全相關電子最

高安全標準認證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查證通過

‧ISO 14046產品水足跡認證

‧ISO 14067產品碳足跡認證

‧ISO 14051物質流成本分析認證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行政院環保署「企業環保獎」銀級獎

‧行政院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創意金

點獎」全國優等獎

‧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認

證」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尖兵

獎」及「友善企業楷模獎」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減量及循

環經濟績優企業評選」特優獎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綠美化暨環

境維護競賽」特優獎

‧桃園市環保局「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

減量」績優單位甲等

(資料來源：2018年世界先進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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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集結資源 照顧弱勢

世界先進長期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落實公司治理、客戶關係與供應鏈管理、幸

福職場、環境保護、社會參與五大面向，

2018年首度嘗試以與利害關係人一同定義

出的14項重大議題，回應聯合國訂定的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該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近年

來積極推動氣候變遷議題相關的專案。自

2016年起，執行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之盤

查，2017年導入環境會計及ISO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2018年亦導入了物質流成本分

析方法及ISO 14064-1範疇三盤查，並皆已

通過SGS第三方外部查證。

2018年超過十家以上的客戶在UHV超

高壓的製程平台上量產LED照明和馬達驅

動產品，出貨達4萬5,000片晶圓，換算等於

一年節省了全台灣5%的能源，實際效益為

新台幣260億元。2018年單位晶圓面積用電

量較2015年已降低31.6%，單位晶圓面積排

碳量較2015年已降低14.7%，單位晶圓面積

有機性揮發物(VOC)排放量較2015年已降

低4.7%，單位晶圓面積用水量較2015年已

降低25.4%，製程水回收率85%以上，廢棄

物回收率90.49%。

近三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分別為2016
年72.11萬噸CO2e、2017年71.11萬噸CO2e
及2018年78.76萬噸CO2e。排放量逐年上升

係源於產能擴增。然世界先進已安裝現址式

處理設備，針對製程氣體排放減量有成，近

三年氟性氣體減量分別為2016年27.15萬公

噸CO2e、2017年28.53萬公噸CO2e及2018
年32.76萬公噸CO2e。減碳目標至2020年之

單位晶圓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15年再

降低20%；目前已達成14.7%。

發動愛心捐款 捐贈社福

世界先進的供應鏈範圍涵蓋廣泛，從國

內外機台設備商、零件商、原物料(包含八

吋晶圓、化學品、氣體、光阻、靶材)、工

程服務到資訊軟體設施、辦公用品(含電腦

3C設備)、資訊軟體、人力外包等，全球合

作廠商超過1,000家，近年致力於提振本土

廠商，其中國內廠商之占比已超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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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的供應鏈夥伴關係，除了重視供應商產品

的品質、交期、價格與服務，並要求持續提

升競爭力之外，也敦促供應商善盡保護環境

之責、持續改善安全與衛生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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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採購環保規章節能產品

為達到此目標，世界先進採購部門不僅

致力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角色，於進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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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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近年節能環保的汽車

不斷推出，世界先進亦響應此環保趨勢，針

對高階主管座車，列為優先選擇。綠色採

購過去七年累積金額達到新台幣159.1百萬

元。

社會公益與捐贈世界先進亦不落人後，

集結公司各類資源，與同仁們群策群力，積

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長期關懷照顧弱勢族

群，並在公司內部發動愛心捐款，捐贈予社

福團體，以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曾

因地處偏遠山區，對外交通聯絡不便，造成

村落教育資源貧乏，在一次董事長方略與同

仁一同上山探訪部落長老及頭目時，閒談聊

到部落裡的學童教育，發現部落裡未達就學

年齡的幼兒極需一個幼兒園，讓父母能白天

能托育小孩、安心工作，也讓小朋友進行學

齡前教育，為未來到部落外就學做準備。

於是，世界先進公司集結公司資源與同

仁力量，在2017年1月展開「為司馬庫斯部

落興建幼兒園教室」的員工募款活動。在短

短幾個月內共募集約新台幣122萬元，再加

上公司捐款78萬元，共計新台幣200萬元協

助司馬庫斯興建幼兒園教室，幫助司馬庫斯

的幼兒夢想成真。同時也招募公司同仁擔任

志工，每月上山一次，陪伴部落小朋友，並

募集書本及捐贈電腦給幼兒園，總計共約有

40人次志工完成執勤。

舉辦愛心餐會 陪長輩過年

另外，已連續五年歲末尾牙，以愛心餐

會與愛心捐贈公益活動與弱勢族群一起同

歡，邀請社福團體服務的弱勢團體一同用

餐，並由公司同仁準備精彩熱鬧的表演，與

他們一起歡度溫馨喜悅的尾牙，並在餐會中

致贈同仁所募集的愛心捐款，幫助這些社福

團體服務更多對象。

為了讓同仁的愛心捐款有更方便的管道

募集，世界先進公司創建了內部的愛心捐款

平台，讓同仁們將捐款以自當月薪水扣除的

方式，由公司統籌送到社福團體手中，鼓勵

同仁隨手作愛心。

2018年歲末，世界先進公司席開33
桌，邀請老五老基金會、華山基金會、伊甸

基金會所服務的獨居長輩共300多人參加愛

心餐會，並以「陪長輩過年」為主題，號召

同仁慷慨解囊。2019年10月世界先進志工

社同仁前進新竹縣竹東鎮柯湖里，與該里的

獨居老人聊天共餐，帶給他們溫暖，志工們

的貼心，讓老人家這頓飯吃起來感覺特別好

吃。

除了關懷弱勢學童與長者，世界先進贊

助清華大學「旭日計畫」，提供二名弱勢家

庭學子每年獎學金新台幣20萬元，讓這些

低收入學子無後顧之憂，得以努力向學，並

由公司高階主管擔任二名學子的良師，讓他

們能在需要時請益。

同時為回饋社區、推廣藝文，世界先進

亦贊助台積電「台積心築藝術季」之國家

交響樂團「狂舞浪漫─穿越銀幕的古典樂

章」，與黃春明兒童劇團兒童劇「小駝背」

二檔藝文節目，共新台幣10萬元，以推動

藝術教育。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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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

公司介紹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開發行企業

的專業半導體測試公司，服務內容包含各類

積體電路的測試工程開發及測試生產。欣銓

總部設於台灣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總

部包含開源、鼎興、高昇及寶慶廠四個廠區。

東北亞的韓國欣銓子公司、東亞的欣銓總部

及全智科技、中國的欣銓(南京)集成電路子

公司，結合東南亞的新加坡欣銓子公司，成

為環亞洲帶狀服務據點，形成歐、亞、美洲

完整的業務開發與測試營運服務網絡。半導

體前、後段製程(如測試、封裝)都是設備投

資龐大的產業，由於前、後段製程技術與生

產管理差異甚大，因此半導體產業封裝、測

試等後段製程的專業化與前段製程形成相輔

相成的平行分工。欣銓科技以領先測試同業

的工程能力、品質系統及IT技術服務優勢，

透過產業垂直整合，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

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為台灣前三大晶圓專

業測試廠商。欣銓科技透過專業的客製化服

務，在世界半導體產業鏈開創藍海市場。

欣銓科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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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欣銓以重視公司治理、胸懷熱情、關懷

環境社會永續，經營基業長青企業為使命。

欣銓制定的「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

守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是行為

準則以及推動與管理經濟、環境及社會正向

努力的指引。欣銓科技將落實公司治理、發

展永續及維護社會公義等納入企業社會責任

之實踐的三大面向，董事會每年針對企業社

會責任執行情形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建議，

以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

欣銓科技根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國際議定標準、責任商業聯盟

(RBA)準則等國內外相關法令與準則，制

定公司治理架構。公司的「公司章程」、

「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

範」、「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資金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等

重要公司治理相關守則與規章，可於公司官

方網站投資人服務>公司治理>公司重要規

章查詢。欣銓科技致力各個面向的治理，並

參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主辦的第四屆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2018年5月公布評

鑑結果，欣銓為上櫃公司的前5%，透過第

三方評鑑對治理績效達到肯定。

環境保護

欣銓致力節能、減碳、維護生態環境，

落實「環境永續發展」政策，實踐環境永續

發展的理念。對於每一個廠區地點的購買或

租賃評估以及營業活動的規劃，第一考量為

遠離生物多樣性的棲息地和保護區。接近客

戶所在地以達低碳節能運輸亦為重要的選擇

要素，極盡可能減少日常營運所需的運輸里

程及能源消耗，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宿舍地

欣銓科技六大治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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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擇皆在廠區步行範圍內，降低使用交通

工具產生的碳排放。

員工夥伴

「適才任用」、「合理薪酬福利」、

「職涯成長」、「職場安全健康」是欣銓的

四個員工夥伴政策。欣銓以同理心與員工夥

伴並肩成長。公司希望員工不只能樂在工

作、也能與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更希望「欣

銓人」是公司在半導體產業與國際市場的核

心競爭力，現在到未來都能與欣銓攜手努

力、創造主雇雙贏的願景。人才培育是企業

永續經營的基礎，人才管理及發展與公司共

同成長，是欣銓科技重要的管理指標。以公

司營運目標結合員工職涯發展的基礎，發

展多元的培育訓練方案，透過系統化建構

學習發展藍圖，打造員工多元及全方位持

續學習與成長的環境。每年第1季年度績效

考核結合訓練需求的規劃及員工生涯發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PDP)審查，

主管與員工共同規劃個人工作與未來目標需

要的年度成長需求，為每位員工量身打造訓

練計畫，協助員工生涯成長及終生學習。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服務

欣銓科技專注晶圓與成品測試技術的開

發與快速量產能力的提升，藉由完整之資訊

系統的建立，提供客戶高品質與即時的測試

服務，同時保護客戶的機密資訊，協助客戶

在全球競爭的市場取得成功，達成社會參與

雙贏的策略。欣銓科技自行開發的TPAS資

環境保護支出

119%

2018 6,653,950

2017  5,590,307

2018 975,527

2017 773,046

2018 789,532

2017 709,757

126%

2018 880,906

2017 636,584138%

111%

2018 4,007,985

2017 3,470,9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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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能為客戶提供透明、即時的生產資訊

與測試資料，並可針對每一個客戶的測試需

求建立客製化系統的設定，以滿足不同客戶

對不同產品的需求。藉由每周固定的專案會

議，強化對客戶所成立跨部門的「客戶專

案」之功能與服務效率，針對業務、生管、

品保、測試開發、產品工程、產品製造等方

面建立順暢的服務系統與溝通管道。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與承攬商是欣銓的重要夥伴，透

過緊密的合作模式，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

與成長。除半導體測試設備仰賴設備生產國

之外，總部與子公司採購主要政策之一為在

地採購，除了客戶另有指定外，盡可能採用

各營運據點所在地當地供應商，使各種資源

服務發揮最佳效率，同時支持當地就業機

會與經濟穩定。除測試設備及客戶指定供

應商外，總部與子公司的在地採購支出達

100%。供應商及承攬商的資格受到詳細的

審核，確認為在地勞動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

監督的合法登記之法人為資格要件，確保供

五大教育訓練體系

客戶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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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夥伴們所有營運活動均符合所在地法令

與人權。欣銓要求主要供應商及承攬商必須

確實遵守欣銓科技「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

道德須知」，以達成產業鏈攜手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的目標。

社會參與

欣銓科技總部結合子公司從在地出發，

與世界為鄰，用行動關懷社區，推己及人，

逐步擴大關懷及參與的社區範圍。公司積極

參與所在的工業區、社區鄰里、非營利組織

與當地政府的活動，用行動與在地社區一起

成長，共同打造幸福城市。

教育支持

2018年員工捐出了853本二手好書，捐

贈「博幼基金會」橫山及尖石前中心，這是

員工第五年與他鄉孩子分享好書。

弱勢關懷

欣銓科技積極僱用憑藉自己努力自立的

身障礙朋友，依不同障礙類別提供適合她／

他發揮所長的生涯舞台，讓更多身障朋友自

立，建立自信，讓生命發光發熱。多年來

欣銓科技僱用均超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的比例。2018年雇用達法令要求的

121%。

2018年全智子公司77位員工熱烈回響

「搶救受飢兒-暑假愛心餐食捐款活動」，

募捐新台幣134,300元，獲得世界和平會頒

發感謝狀肯定。

欣銓科技自2012年起持續捐贈善款或

物資支持專業社福機構，提供失能或弱勢朋

友更好的照顧資源與協助。截至2018年共

捐助超過400萬元支持14個社福機構。博幼

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仁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瑪利亞社會

福利基金會等在地社福機構，欣銓以長期支

持，讓社會更友善。

環境與生態永續

欣銓2018年第六度舉辦「守護海洋愛

地球」淨灘行動，總部及全智子公司員工、

眷屬約400人加入這項環境教育行動。新加

供應鏈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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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子公司由總經理領軍帶領員工暨眷屬，以

國際海洋淨灘志工參與當地國際海洋淨灘

日活動。淨灘行動清理占據海岸的垃圾、進

行分類及數量紀錄，收集的垃圾數據透過

主辦單位傳送至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國際淨灘行動的美國海洋保育協會

(The Ocean Conservancy)，彙整成全球的海

洋年度廢棄物觀察報告，為全球環境保護盡

一分心力。2018年清除垃圾量共462公斤。

為找回大自然應有的生態系、讓環境放

鬆，總部員工認養彰化生態水田濕地復育計

畫，共同經營「欣銓自然田」，不用農藥、

不施化肥、以最自然的農耕種植，讓土地上

的植物與動物自然形成多樣化平衡的生態

系。員工與眷屬定期訪視參與農事，聞稻

香、持鐮刀，彎腰一把一把地親手收割與打

穀。收成的自然好米全數由員工認購，友善

健康的消費行動支持友善環境和友善生態。

獲獎紀錄

(資料來源：2018年欣銓科技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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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奉行健康．低碳．綠生活

欣銓是上市專業IC測試廠，公司總部

設於台灣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總部包

含開源、鼎興、高昇及寶慶廠四個廠區。東

北亞的韓國欣銓子公司、東亞的欣銓總部及

全智科技、中國欣銓(南京)集成電路子公

司，結合東南亞的新加坡欣銓子公司，成為

環亞洲帶狀服務據點，形成歐、亞、美洲完

整的業務開發與測試營運服務網絡。

欣銓重視商業道德與公司治理、遵循

法規及國際準則規範、資訊透明化揭露，

透過最佳化的營運方式，提供專業誠信的

客戶服務、對員工人性化的照顧與福利，

成為創造社會經濟發展與產業正向循環的

典範公司。

欣銓認為，企業經營的樂趣，就是以

「熱情」結合員工、客戶、供應商等所有夥

伴「理性」地為企業創造對的價值。這是以

「欣銓」為名的精神。

此外，欣銓也本著熱情與務實的態度，

將環境保護、員工關懷、社會回饋等三大永

續發展面向納入公司治理與經營，達到企

業、員工、環境、社會永續成長的目標。

歐美整合元件製造公司(IDM)大廠先

進製程外包台灣半導體製造是主流，並在地

選擇專業封測夥伴。欣銓因擁有豐富的測試

經驗及客製化服務，獲得許多國際大客戶青

睞，在半導體測試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同

時也持續開拓IC設計公司的客戶群，以掌

握市場趨勢和創造營運成長。

區域化布局 貼近客戶市場

欣銓去年在邏輯及混合訊號IC與安全

控制、車用及通訊類晶片測試業務均有顯著

成長。欣銓南京子公司也於去年完成客戶認

證並開始量產、提供客戶服務和參與中國半

導體市場成長的商機，完成整體區域化的布

局，貼近客戶的全球策略以提升客戶關係和

創造雙贏。

欣銓提供國內外大企業晶圓測試服務的

多年經驗，奠定先進測試技術開發、測試製

程分析系統、測試生產自動化等關鍵技術之

核心競爭力。

因應產業的市場趨勢，欣銓近年研發有

成的技術為車用IC、安控IC及物聯網(IoT)
及高壓類比元件相關測試技術，已進入收成

的階段，相關營業額將逐年增加。

欣銓雖致力提升企業競爭力，但也兼具

社會永續發展。在欣銓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中，特別強調為維護社會公益及環境永續

的社會，董事會每年定期審查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檢討經濟、環境及社會等議題的施行

績效，並達到持續改進，確保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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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及所有子公司均設立「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總部由總經理擔任委員會主任

委員，由公司內跨部門高階主管以及各子公

司總經理擔任委員。各子公司由其總經理擔

任「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及高階主管擔

任委員。各委員會統一因應責任商業聯盟

(RBA)的準則分類，委員會下設「勞工與

人權」、「健康安全」、「環境保護」及

「商業道德」四大面向的推動組織。

此外，總部設有「社會參與」組，積極

參與、關懷及回饋社會。欣銓由總部結合所

有子公司整體致力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與推

動的綜效，實踐欣銓集團推動永續經營的階

段性與長遠目標，每年由總經理向董事會報

告年度執行成效。

欣銓致力節能、減碳、維護生態環境，

落實「環境永續發展」政策，實踐環境永續

發展的理念。對於每一個廠區地點的購買或

租賃評估以及營業活動的規劃，第一考量為

遠離生物多樣性的棲息地和保護區。接近客

戶所在地以達低碳節能運輸亦為重要的選擇

要素，極盡可能減少日常營運所需的運輸里

程及能源消耗，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宿舍地

點選擇皆在廠區步行範圍內，降低使用交通

工具產生的碳排放。

欣銓致力節能因應氣候變遷，去年執行

23項節能專案，節電共計313萬4,481度，

減少1,686公噸CO2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減碳 推動每周一天無肉飲食

為降低地球暖化，總部實施「周一無肉

日」政策，去年，邁入第11年，透過每周一天

的無禽畜肉飲食，降低食物碳足跡，全體同仁

一起從餐盤裡減碳，從日常飲食減少10%的畜

牧產品消耗，減緩畜牧業對地球暖化的傷害，

員工從飲食實踐「健康、低碳、綠生活」。

欣銓並只用「無漂白再生衛生紙與擦手

紙」，保留更多的森林做為多樣性生物棲

地，藉資源重複循環利用，降低垃圾處理對

環境產生的負荷。少了漂白製漿過程可減少

空氣汙染及水汙染，對環境的汙染傷害更

小。去年共使用約8萬卷再生衛生紙及約2.8
萬包再生擦手紙，合計減少約9.2公噸CO2

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節水 落實減量、回收、再利用

在節水方面，欣銓營運主要用水為廠房

24小時運轉的空調冷卻用水，其次為員工

民生用水及消防用水。去年欣銓用水量總計

33萬2,266公噸。

即公司使用水量不多，欣銓對水資源本

著「減量、回收、再利用」的觀念努力。欣

銓以更新節水設施、回收空調冷凝水及製程

排放RO廢水供應空調冷卻補給水等減量、

回收、再利用措施，將水資源達到最大幅度

的循環使用的節水績效，降低對水資源的消

耗。節省的水資源費用運用在水資源相關環

境教育，以推動綠色管理系統之正向循環。

去年總部及新加坡子公司用水回收共計

1萬9,758公噸，占耗水量的6%。

總部及所有營運據點也對廢棄物的處理

或汙水處理均嚴密管控，確保不會造成任何

環境汙染或流向任何生物棲息地，不會影響

任何物種的生態或多樣性。另外在廢棄物有

效利用，總部去年目標為廢棄物再利用率超

過40%，施行成效超越目標達成46%，成效

卓著。 (簡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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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懋

公司介紹

穩懋半導體成立於1999年，並於2011
年12月上櫃掛牌，總部位於林口華亞科技

園區，是全球首座以六吋晶圓生產砷化鎵微

波積體電路(GaAs MMIC)的專業晶圓代工

服務公司。擁有完整的技術團隊及最先進的

砷化鎵微波電晶體及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及

生產設備，客戶群分布於亞洲、美洲及歐

洲，除了全球射頻積體電路設計公司(RFIC 
Design Houses)外，並致力與全球整合元件

製造(IDM)大廠合作。在製程技術發展方

面，以多元化為原則，期能提供客戶最完整

的服務。在無線寬頻通訊的微波高科技領域

中，目前提供之兩大類砷化鎵電晶體製程技

術：異質接面雙極性電晶體(HBT)和應變

式異質接面高遷移率電晶體(pHEMT)。在

光通訊及3D感測領域中，穩懋更以三五族

半導體生產技術為基礎，提供光電產品的開

發與生產製造。

誠信當責文化

穩懋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於董事

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等功能性

委員會，協助董事會之專業治理建議。同時

響應證券櫃買中心推動之新版公司治理藍

圖，與國際接軌，包含設置公司治理人員，

增加對董事之支援。

2014年至2017年之公司治理評鑑連續

四年獲得上櫃公司排名前5%之殊榮，對穩

懋來說是鼓勵也是鞭策，因為公司營運可能

會隨著產業景氣而變動，而公司治理卻是企

業經營者亙古不變的法則。

根據企業願景與使命，穩懋發展出與企

業文化緊密連結的四大核心價值─「誠信當

責、前瞻創新、客戶滿意、品質至上」。不

僅以此核心價值招募志同道合的新進人員，

在公司內部更是落實於所有業務範疇中，確

保核心價值的精神在內部扎根及執行。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包含與員工相關的勞

基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與產品相關的專

利法、營業秘密法等，以及與公司治理相關

的從業道德、公司法等。

穩懋定期檢視並主動追蹤政府法規的變

動，並於第一時間公司內部進行評估並修

正。所有員工對於遵守相關適用法律是責無

旁貸的，2018年穩懋持續對於法規變動進

行遵法措施調整，並透過修改相關文件、進

行教育訓練、發布遵法公告等方式讓所有成

員知悉並遵守所有與營運有關之法律，並於

官網提供申訴管道。對於國內外重要政策及

法律變動等事項亦向律師、會計師等相關單

位諮詢，必要時委其評估、建議並規劃因應

措施，以達遵守法律及降低對財務業務之不

利影響。以期達到中長期無重大違反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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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相關法規項目的目標。

綠色製造

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

在氣候變遷中，發生頻率愈來愈高的極

端氣候，正入侵全世界各個國家角落，無一

倖免，過去一年，北半球的極凍寒冷，南半

球的酷熱高溫，極端氣候強力威脅著人類與

各種生物的生存，各地也統計到了破紀錄的

天災損失，撼動世界。許多的研究報告證實

並警告著，快速的暖化升溫正嚴重地加速極

端氣候的生成，極端氣候造成氣候的不穩定

性，影響地球上各種能源、資源的供需平

衡。面對極端氣候的種種挑戰，乾旱造成缺

水、酷熱造成缺電、天災影響產品運輸等，

增加企業營運的困難。

水資源管理

近年極端氣候，導致異常降雨和極端乾

旱事件增加，傳統水源供水穩定度倍受挑

戰，穩懋各廠之取水源頭皆來自於石門水庫

集水區，石門水庫集水區近年來因淤泥問題

導致水庫蓄水量及可供水量日趨減少，穩懋

為量產穩定，未來供水需求勢必造成壓力，

因此對於水資源管理有良好的因應對策，營

運與成長才不會受限。

廢水及廢棄物管理

穩懋半導體生產製程中，使用許多原物

料、化學品，產生各項廢氣、廢水、廢棄物

等。因此、穩懋持續對廢水及廢棄物管理等

面向進行監督或改善減量作為，落實並致力

降低穩懋製造產生的環境衝擊。穩懋華亞廠

與華亞二廠排放廢水由華亞科技園區納管收

集處理，龜山廠排放廢水由龜山工業區納管

收集處理。為使廢水處理符合有效性及經濟

性之目標，穩懋依製程廢水性質分類，各項

廢水皆依其水質特性各別收集處理，最終達

華亞科技園區或龜山工業區所訂之納管標準

後排放，以期園區汙水廠之排放水質達到環

保署所訂之放流水標準，避免對下游水體造

Win核心價值



— 443 —

成汙染。

永續產品與客戶經營

創新與管理

技術是穩懋的競爭優勢，研發創新與智

慧財產管理，才能建立並維持穩懋在化合物

半導體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穩懋來自外部

競爭的挑戰始終未減，智慧財產未妥善保護

將抹煞員工辛苦努力的結晶，危及公司成

長，穩懋一向重視自己之智慧財產，也尊重

他人之智慧財產，同樣也鼓勵研發或引進新

技術的創新。持續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行相

關的技術深耕與多元的發展，技術創新與同

業的差異化更創造了客戶服務的價值。

責任供應鏈

穩懋之供應鏈組織中，砷化鎵產業最上

游為基板，其次為關鍵材料砷化鎵磊晶圓，

包括MOCVD(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法)及

MBE(分子束磊晶法)砷化鎵磊晶技術，至

於中游為晶圓製造及封測等，整個產業除晶

圓製造外，設計與先進技術主要仍掌握在國

際IDM大廠，下游則為手機、無線區域網

路製造廠以及無線射頻系統商。

穩懋的IC晶圓製造生產據點在台灣，

供應鏈類別大致分為原物料、設備、零組

件、耗材、廠務等採購專案五大類，而依其

屬性區分成兩個類別，分別為與生產直接相

關之直接材料供應商，及非生產直接相關之

間接材料和包裝材料供應商。為有效率管理

供應鏈及其資源分配，穩懋依年度採購金額

設立門檻，建立須納入管控的關鍵性供應

商，關鍵供應商比率約有82%，並將管理落

實於定期合作的關鍵性供應廠商。

產品責任

為符合國際綠色採購趨勢及客戶需求，

穩懋善盡產品責任，建立完整管理制度，並

揭露資訊於官網中供客戶參考，提供給客戶

及消費者符合國際綠色環保規範的產品。

自歐盟公告實施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
後，客戶詢問並要求穩懋的產品符合歐盟及

其他無有害物質相關規範，因此穩懋積極清

查原物料成分，建立產品無有害物質管理機

制。

友善職場與社會參與

落實員工關懷

穩懋提供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培育計

畫與各項激勵措施，並且依據經營策略發展

員工專業能力及所需職能，推動各項學習活

動與人才發展專案，吸引並留任各方面優秀

人才與公司共同成長。

人才培育

半導體產業技術快速變遷，為讓員工專

業職能和主管管理職能的職涯發展與公司營

運目標的方向具一致性，穩懋將員工之人力

資源發展訂為人力資源管理之策略重點項目

之一。依據中、長期營運策略，以穩懋的核

心價值為基礎，與專業職能、管理職能訓練

藍圖連結，利用多元化的訓練手法，來推動

各類訓練與發展專案。同時，也配合政府法

規的要求，定期舉辦環境安全相關課程，建

構安全的職場環境。

安全健康職場

穩懋每季舉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

會，討論並檢討改善環安衛相關議題，朝

「安全零災害，衛生零風險」的政策邁進。

此外，自2002年起，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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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OHSAS18001:2007認證，認證範圍

涵蓋穩懋所有廠區業務。

社會關懷

穩懋身為企業公民，雖然未成立基金

會，仍在追求公司營運成長的同時，不忘對

社會貢獻一份心力，秉持著尊重生命、關懷

弱勢、「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

神，散播愛的種子來回饋社會，透過愛心捐

款及資源的傳遞，表達對弱勢者之關懷；亦

投入藝文領域，贊助台灣本土的紀錄片與電

影，推廣在地歷史、藝術、文化及人文素質

與世界接軌。

(資料來源：2018年穩懋半導體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安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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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懋全員環保 維護珍貴資源

砷化鎵代工龍頭廠穩懋近年來年營收均

落在170億元，產能規模更與日俱增，目前

產品線更涵蓋4G、5G通訊，已成為全球數

一數二的砷化鎵大廠，並且透過水資源管

理、節能減碳、社會關懷等三大項目，積極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台灣標竿企業模

範。

穩懋創立於1999年10月，是亞洲首座

以六吋晶圓生產砷化鎵微波通訊晶片的晶圓

製造商，該公司自2010年為全球最大砷化

鎵晶圓代工廠，提供HBT、pHEMT微波積

體電路／離散元件與後端製程的晶圓代工服

務，應用於基地台、低雜訊放大器、射頻切

換器、手機及無線區域網路用功率放大器與

雷達系統上。

穩懋為全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特別

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致力於各項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其中，在水資源方面，

穩懋自2010年度起，持續執行各項節水專

案計畫，並逐年提升整體水回收率，推估

2017年度之回收水量94,262噸／年(回收率

11.56%)，累計至2018年度之回收水量提升

至121,637噸／年，回收水量較2017年度提

升達29.04%。

穩懋主要用水來源為自來水、圳水及井

水，自來水及圳水取水源頭皆來自於石門水

庫集水區，再分別經自來水廠(自來水)及南

亞清水廠(圳水)供應至穩懋使用，井水屬備

用水源，僅供旱災期間或水廠異常停水時之

緊急短暫使用。

鼓勵創新節能方案

此外，穩懋目前已有提供高額獎金，鼓

勵員工提供節能、節水之創新方案。2018
年共實施七項節能減碳措施方案，推估總節

電量538,666.72 kWh、節天然氣量616,704 
m3及減碳量1,504.29 tonCO2e；執行11
項節水專案計畫，推估水回收再利用量較

2017年度增加29.04%。

至於節能減碳方面，穩懋自2002年
起，取得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認證，認

證範圍涵蓋穩懋所有廠區業務。

據悉，穩懋以營運控制做為盤查邊界

為設定，涵蓋所有廠區(華亞廠、華亞二廠

及龜山廠)之管理製程與設施，二氧化碳當

量計算使用IPCC 2006年第二版之排放係數

及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數值，本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超

過原基準年所設定之顯著門檻3%，故重設

定基準年為2018年。

穩懋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進行氣

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的鑑別，並制訂相對因應

策略，以降低企業影響，尋求機會，迎接

挑戰。2018年穩懋初次受邀至碳揭露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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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之氣候變

遷專案問卷回覆，穩懋便積極響應，將氣候

變遷管理及碳排放數據資訊揭露。

祭獎金 鼓勵節能減碳

在實際行動方面，穩懋高階主管已決議

推動，未來新設產線的PFCs尾氣處理設備全

面採用去除效率達90%以上的型式(IPCC公告

指定型式)，既設產線則逐步評估進行汰換，

以期大幅降低製程PFCs溫室氣體的排放。

同時，穩懋也逐年訂定年度節能減碳目

標，廠內不間斷的持續執行節能減碳管理方

案，每年績效優良廠處可獲得優勝獎勵金。單

一高效率的方案並可同時參與公司之「創新、

服務、效率傑出獎」，最高可得獎金10萬元。

最後，在社會關懷方面，穩懋身為企業

公民，雖然未成立基金會，仍在追求公司營

運成長的同時，不忘對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秉持著尊重生命、關懷弱勢、「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散播愛的種子來

回饋社會，透過愛心捐款及資源的傳遞，表

達對弱勢者之關懷；亦投入藝文領域，贊助

台灣本土的紀錄片與電影，推廣在地歷史、

藝術、文化及人文素質與世界接軌。

推行動化學車 啟發實驗樂趣

穩懋鼓勵同仁將公司理念「尊重生命、

關懷弱勢」化為實際行動，於2018年4至10
月期間，與淡江大學合作辦理三梯次「化學

遊樂趣」活動，並從「回饋在地」的心念出

發，挑選鄰近的桃園市介壽國中、新北市八

里國中、新北市平溪國中等三所學校，號召

共32人次志工化身實驗助手，藉由一台行

動化學車，帶領國中、小學生體驗動手做實

驗的樂趣，希望把化學安全、有趣的元素散

播到台灣更多資源匱乏的學校，讓學生學習

藏身於教科書裡的科普知識。

穩懋希望藉由本次與淡江大學的合作，

讓更多學生在快樂學習中，經由創新活動設

計激發對知識探究的動機與興趣。更期盼透

過淺顯易懂的實驗展現正確觀念，讓學生感

受跳脫教科書的科普知識，啟發更多化學潛

力股，甚至成為日後在相關領域就業的契機。

此外，穩懋深知環境保護的腳步不容

停歇，因此於2018年6至7月間推出「WIN 
Green Action穩懋環保月」主題，藉由規劃

一系列活動推廣同仁自主環保意識，邁向全

員環保目標。

環保月結合前身為水利節之「工程師節

(6/6)」及環保節日「世界環境日(6/5)、世

界海洋日(6/8)」，從「水」的意象出發，

連結政府減塑政策及公司永續環境目標，於

活動期間致贈全體同仁環保飲料提袋，鼓勵

同仁在炎夏購買手搖飲品之際減少一次性塑

膠袋之使用，從日常生活小事做起，也能為

環境盡一份心力。

穩懋為進一步鼓勵同仁發揮創意、設計

自我專屬之提袋，於提袋發放後共舉辦八場

蝶谷巴特DIY課程，吸引315位同仁到場參

與。穩懋於臉書粉絲頁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

動，包含「1分鐘看公司推動CSR成果」、

「我是不『塑』之客--公司減塑達人現身經

驗分享」、「我要大聲說～環保宣言」，並

致贈留言同仁環保吸管禮品，期望藉由企

業、同仁及個人的綠色行動方案分享，凝聚

全體同仁對於環保議題的向心力，並強化個

人環保思惟，養成日常生活良好行為及業務

習慣，共同維護珍貴的地球資源。(陳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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頎邦

公司介紹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1997年7月成

立，隸屬於半導體產業下游之封裝測試業，

2002年正式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企

業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是國內少數擁有

驅動IC全程封裝測試競爭優勢之公司，並為

全球具備大量生產12吋金凸塊的廠商之一。

LCD面板驅動 IC的應用可分為三大

類，分別為大尺寸TFT-LCD面板驅動IC、

中小尺寸面板驅動IC與電漿面板驅動IC。

頎邦科技主要提供這些驅動IC之晶圓凸塊

製作(BUMP)、捲帶式軟板封裝(TCP)、捲

帶式薄膜覆晶封裝(COF)、玻璃覆晶封裝

(COG)、晶圓測試(Test)等服務，以及捲帶

式封裝載板(COF Film)與晶盤(Chip Tray)
之製造。驅動IC多運用於液晶顯示器、指

紋辨識機、電腦產品、通訊產品、汽車工

業及消費性產品；頎邦近年積極拓展非驅

動IC領域之封裝測試服務，產品範圍涵蓋

類比IC、電源管理IC、無線射頻(RF)、
行動通訊裝置之功率放大器(PA)、轉換器

(switch)等半導體產品。

展望未來，頎邦科技將掌握經濟與產業

環境的變化，以務實的態度提供客戶更優質

服務，並透過持續製程改善加速新技術與新

產品的開發，確保在快速變動的產業中擁有

持續成長的競爭優勢。

公司治理

頎邦科技秉持正派經營、誠信治理的原

則，遵照中華民國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範進

行公司治理，設置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等功能性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

案交由董事會決議。希望透過健全的公司治

理架構，有效提升組織營運之績效及實踐誠

信經營之責任。

誠信經營

為建立正直誠信之企業文化，積極防範

不誠信之行為，頎邦依照「誠信經營守則」

及當地相關法令規範，訂定「誠信經營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及「道德行為準則」，經

董事會通過後，由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

負責相關事宜之推動與執行，並於每年度將

執行成果彙整呈交董事會報告。「誠信經營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道德行為準則」

說明公司成員須遵守之行為規範，要求人員

不可為了獲得或維持利益，直接或間接提

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不正當利益，或

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的

行為。如：防止利益衝突、禁止不當獲取私

利、不提供非法政治獻金、保密責任、公平

交易…等。

為落實防止利益衝突，公司董事、經理

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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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做進一步

說明，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討論及表決，且應予迴避，亦不得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法規遵循

頎邦科技企業價值觀以「正直誠信」為

基礎。為維護公司的核心價值，建立良好的

企業形象，頎邦恪遵政府法令規定及相關國

際規範，透過定期的法規符合度確認，掌握

法令更新的情形，並適時修改公司內部規章

制度以降低企業經營的風險及可能造成的商

譽損害。

1.經濟面：頎邦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等上市上櫃

相關規章及商業行為相關法令，作為落實誠

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2 .環境面：頎邦遵守政府訂定之環

保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律規定，並符

合 ISO14001、OHSAS18001、 IECQ-
QC080000…等國際標準之要求，亦定期執

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以及環境檢測

數據之申報。

3.社會面：頎邦遵守勞動法令、性別工

作平等法，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

令，訂定人力資源相關管理辦法，並參考國

際規範制定「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手冊」作為

CSR管理體系運作之標準。

幸福職場

人力資源概況

健康的人力結構是頎邦科技在變化快

速的科技產業中，持續快速發展、不斷提

升競爭力的重要基石。頎邦至2018年底，

治理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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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總數達5,996人，包含新竹廠區2,920
人、湖口廠區1,115人，以及高雄廠區1,961
人，其中間接人員占42.04%，直接人員占

57.96%，員工數量相較去年同期成長了469
人(8.49%)，包含為當地創造了395個工

作機會；若依聘雇類別區分，頎邦正式員

工共4,466人(74.48%)，外籍員工1,469人
(24.50%)，定期契約人員61人(1.02%)；

員工年齡則以 3 1至 5 0歲比例最高，占

60.64%。此外，非受雇於頎邦的工作者共

169人，包含保全人員、團膳人員、清潔人

員、總機人員受雇於承攬商，相當於員工總

人數的2.82%，所占比例甚微。

薪酬福利

員工是頎邦重要的資產，提供條件良好

的薪酬福利才能讓優秀人才無後顧之憂的在

工作中盡情展現能力與價值。頎邦依循政府

法令規範及市場薪資水準，提供具競爭力的

薪資報酬以及良好的福利措施，讓同仁在工

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

教育訓練

企業想要永續經營，人才的競爭力是重

要的關鍵。為協助公司拓展經營領域，成為封

測產業的領導廠商，頎邦科技由學習發展部

門負責人才培育體系與人才培訓發展品質系

統的建立與維護，落實各項訓練專案執行，

協助公司培育具競爭力，符合公司發展需要

的人才。頎邦科技培訓活動的規劃，以公司

發展需要做考量，提供同仁多元化、高品質的

課程以促進產品品質的提升及員工能力的培

養，並創造資源鼓勵同仁自我學習及知識經

驗分享，使頎邦成為相互成長的學習型組織。

友善的工作環境

頎邦科技的使命在創造一個兼具「成就

感」與「幸福感」的生命共同體，員工則是

能否達成企業使命的重要關鍵，為創造一個

以人為本的友善環境，在人員管理上，頎邦

秉持「關懷、尊重」的原則與態度塑造和諧

的工作氣氛，並遵守國家所訂定之勞動相關

法令、國際人權公約，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中對於勞動人權的各項保障。

職業安全與衛生

頎邦科技重視員工職場健康安全，除

了遵循相關法令規範，亦建立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以落實預防管理及職場災害發

生，頎邦位於台灣之所有廠區均通過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01:2007)、
新竹廠區亦取得台灣職業安全管理系統

(CNS15506:2011)之驗證。此外，亦積極

參與外部安衛活動，並定期進行內部安衛教

育及宣導，提升廠區安全及同仁風險管理意

識，達成保護公司資產之目標。

客戶服務

頎邦深信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客戶保持

良好穩定的夥伴關係，對公司維持穩定獲利

與爭取更多新客戶的服務機會有重要的影

響。所以頎邦建立嚴謹的品質管理制度，提

供客戶安心的品質保證。另外，公司也主動

積極瞭解客戶需求，快速的回應顧客所需，

希望藉由良好服務品質贏得客戶的信賴。

供應鏈管理

頎邦科技身為製造業一員，供應商開發

與良好關係的維持是公司追求永續經營及成

長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供應商的選擇策略

上，頎邦以在地廠商為優先考量，除了縮短

運送時間、降低運輸成本外，希望減少原物

料運送過程中產生碳排放，並提供在地工作

機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頎邦科技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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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使用了包含金在內的多種原料，供

應商主要來自國內、美國及日本，除少部

份原料取得具不可取代性(但經雙方廠商認

證，價格及供貨穩定)，其餘均有合格可替

換的供應商，以均衡其來源、價格、供應

量及供應品質。2018年與頎邦有商業往來

的供應商共1,459家，供應商類型包含原物

料、零組件、工廠耗材供應商、機器設備供

應商、工程承攬商…等，其中國內供應商占

92.12%；採購金額國內供應商占44.85%，

本年度國外採購金額偏高之原因為2018年
自國外購入機器設備一批，其採購金額較高

所造成。

為建立與供應商長期而穩定的夥伴關

係，頎邦科技訂有「供應商管理辦法」，希

望透過明確的管理及作業方式，讓供應商的

交期、品質、技術及有害物質能符合頎邦的

期望及客戶的需求。

2010年美國通過了多德－法蘭克法案

包含「衝突礦產條款」(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Section 1502)，希望解決利用衝突礦產

的開採和交易，金援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周

邊國家武裝部隊而造成該區域存在流血衝

突的問題。因此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簡稱RBA，前身為EICC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與全球永續議題e化倡

議組織(Global e-Sustainablility Initiative, 
GeSI)發展出「無衝突礦產冶煉廠計畫」，

針對電子產品常用之金(Au)、鉭(Ta)、鎢

(W)、錫(Sn)、鈷(Co)等金屬物質，要求

其成員及供應商調查並揭露其供應鏈之礦

源，避免來自這些衝突地區。頎邦科技因凸

塊製程應用到「金」﹑「鎢」及「錫」成

份，為善盡社會責任、履行國際正義，頎邦

訂定了衝突礦產政策，並在「供應商與外包

商有害物質管理辦法」中要求對相關原物料

供應商及外包商實施衝突礦產書面調查，若

冶煉廠不屬於RBA官網公告的無衝突礦產

清單(CFS List)，則立即停止進料採購，除

了有客戶出貨需求且經客戶同意外，得繼續

使用。頎邦科技2018年共對12家相關原物

料供應商及外包商進行衝突礦產書面調查，

調查結果皆符合要求。

新供應商遴選

新供應商

遴選

綠色永續發展

環境管理系統

隨著全球暖化日益嚴重以及天災發生的

頻率逐年增加，環境保護是全球關注的議題

與永續經營不可忽視的重要趨勢，頎邦作為

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公司遵循政府制定

的各項環境相關法令與國際準則，並透過環

境管理制度的建立與具體行動方案的執行，

希望持續改善降低企業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

與人類健康的衝擊，並促進能源與資源永續

利用，目前頎邦各廠皆已通過ISO14001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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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系統、IECQ-QC080000有害物質流

程管理系統之驗證。

能源與碳管理

為遏阻全球暖化的趨勢與氣候變遷帶來

的衝擊，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峰會在巴

黎協議取得共識，希望將全球平均氣溫升

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以上低於2℃，甚

至是1.5℃之內，我國政府也訂定明確的溫

室氣體減量目標。身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

頎邦持續分析與管控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使

用，為邁向低碳永續家園努力。

水資源管理

水是維持人類活動和平衡生態的要素，

也是企業營運重要的資源。近年因全球氣候

暖化的結果，導致缺水與水災的風險日益升

高，為降低水資源不穩定對營運活動造成的

衝擊，頎邦科技致力提升水資源的回收率並

降低廢水對自然環境及人類健康的影響。

廢棄物管理

頎邦科技廢棄物管理，首重製程減廢，

其次考量為再利用，最後才是處理或處置。

為確實掌握廢棄物的流向，頎邦慎選廢棄物

清除處理及再利用廠商，並不定期派員稽

核，確認其證照文件、現場操作情形，以確

保廢棄物均妥善處理，避免造成二次環境汙

染。

空氣汙染管理

頎邦科技之空氣汙染防制策略首重製程

合理化減少汙染物進入廢氣之中，其次是用

高效能設備處理廢氣中的汙染物，最終排入

大氣的汙染物含量必須低於或符合政府的規

定。頎邦產生的廢氣依據特性，大致上區分

為酸性、揮發性有機物、氰化物等三種，而

一般機台散熱排氣並不會造成空氣汙染。針

對含有汙染物之廢氣，必須送至中央廢氣洗

滌塔及活性碳吸附塔進行處理，而頎邦空氣

汙染防制設備之處理能力均符合「固定汙染

源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及「半導體製造業

空氣汙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之相關規定。

有害物質管理

頎邦致力發展綠色產品，依照IECQ-
QC080000國際標準建立有害物質流程

管理系統，並於2008年通過SGS IECQ-
QC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驗證及

Sony綠色夥伴認證，充分展現對有害物質

的管理能力。此外，更透過PDCA管理循環

進行持續改善，以符合國際社會對於有害物

質的管理要求。

社會參與

企業若想永續經營，除了專注本業追求

獲利外，也應盡到對社會應負的責任。頎邦

科技在經營及管理上注重誠信經營、照顧員

工、重視環保、了解各方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外，亦努力思索如何凝聚員工的力量一起關

懷社會，所以頎邦嘗試辦理多元化的社會參

與活動，希望透過實際行動實踐頎邦的使命

及肩負的社會責任－「創造一個兼具成就感

與幸福感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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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肯定

(資料來源：2018年頎邦科技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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頎邦誠信治理 注入永續能量

頎邦科技成立至今已邁入第22年，是

國內少數擁有驅動IC全程封裝測試競爭優

勢的公司，頎邦已於半導體產業中占有一席

之地，在追求獲利成長的同時，亦明瞭社會

及各方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實踐公民責任的期

待，所以頎邦強調，公司秉持務實的態度為

「創造一個兼具成就感與幸福感的生命共同

體」而努力，期望兼顧各方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與企盼，為員工、眷屬、股東、客戶、供

應商以及使用公司產品的社會大眾，創造永

續經營發展的能量與福祉。

在企業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的推動上，

頎邦科技表示，為響應政府「強化我國公司

治理藍圖」積極參與公司治理評鑑，透過持

續改善來強化公司治理機制以維護股東與利

害關係人權益。2018年除了完成董事會及

其成員績效內部評估外，更委請台灣誠正經

營暨防弊鑑識學會完成董事首次外部評鑑，

藉由外部專業機構審視董事會運作情形取得

客觀評估報告，據以作為強化董事會結構及

運作改善的參考。由於在公司治理上持續不

斷自我精進，讓頎邦科技於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評鑑五度蟬聯上櫃公司排名前5%，並在

市值超過100億的電子業公司中榮獲前10%
的佳績。

身為台灣重要的科技廠一員，頎邦科技

對環境保護及節能減碳同樣列為企業社會責

任中並長期不遺餘力的進行。

頎邦科技強調，公司身為一個負責任的

企業公民，公司遵循政府制定的各項環境相

關法令與國際準則，透過環境管理制度的建

立與具體行動方案的執行，持續改善以降低

企業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與人類健康的衝

擊，進而促進能源與資源永續利用，目前頎

邦各廠皆已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ECQ-QC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的

驗證。

耗能設備汰舊換新

頎邦並指出，公司為落實節能減碳，

每年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作為持續改善的依

據，透過廠內耗能設備汰舊換新、照明管

理及減碳生活方案，持續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2018年度執行「節能減碳」重點方案

─節電總額超過4,020,931度；「水資源管

理」方案─透過製程廢水回收利用，節水達

237,755公噸；「廢棄物回收率」也較前一

年度提升4.04%─達到76.56%。

頎邦為了讓更多人重視環境永續議題，

每年響應竹科管理局工安環保月活動，於

2018年度協辦學童漫畫比賽，透過創作歷

程培養學童繪畫興趣外，希望讓「低碳節

能」、「環境保護」等觀念在小朋友的心靈

中萌芽。

致力發展綠色產品

此外，頎邦致力發展綠色產品，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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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國際法規及客戶之要求，建立有

害物質管制清單，並於2008年起通過SGS 
IECQ-QC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驗

證及Sony綠色夥伴認證，至去年底已控管

超過900項有害化學物質，充分展現對有害

物質的管理能力。

台股上市櫃公司不少積極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其中多數公司會將重心放在社會公益

的部分，但是對頎邦科技而言，永續的穩健

經營及誠信治理，也是對員工、股東、甚至

是上下游廠都是重要企業社會責任的重點。

頎邦科技內部也曾多次討論，應該如何

加強凝聚員工的力量來回饋社會，所以公司

也嘗試辦理多元的社會參與活動，希望透過

實際行動兌現企業肩負的社會責任，所以在

內部多次思考及討論之後，在支持教育與文

化，並用愛關懷社會弱勢也是頎邦努力的方

向。

頎邦認為，藝術能夠陶冶性情，豐富人

們的生活，然而藝術文化團體的經營並不容

易，除了社會大眾給予鼓勵外，更需要公司

付諸行動挺身支持才能維繫表演團隊的穩定

運作。2018年頎邦以行動回應新竹縣政府

藝文活動的推展，認購無垢舞蹈劇場「緩行

中的漫舞」票券，邀請同仁、眷屬以及學校

團體共襄盛舉，與參與者一同共沐藝術殿

堂，體驗現代舞蹈的肢體律動渲染，感受經

典舞碼的心靈意念傳遞。

此外，頎邦科技更關注台灣高科技人才

的養成，積極配合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方

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計畫」，與17
所大學進行產學合作，透過教育訓練課程與

實務操作練習，帶領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並落實操作，其中表現優秀的同學亦透過內

部甄選機制正式轉任為正職工程師，達成學

校與職場間無縫接軌的目標。

組志工團 捐贈愛心物資

在社會公益方面，頎邦重視旳是對弱勢

族群的關懷與付出。頎邦科技期望匯聚企業

內部眾人的力量為社會弱勢族群盡棉薄之

力。2018年，員工及眷屬組成志工團帶著

愛心物資與捐贈，至竹東世光教養院進行關

懷活動，期間大小志工們為院生縫製香包並

親自協助院生佩掛身上，傳遞祝福。

該公司也曾經在中秋佳節前夕與花蓮友

善耕種的農友、人壽保險文教基金會共同合

作，於公司內發起「吃柚子．顧孩子」活

動，讓有意願的同仁選擇柚子作為公司發放

的中秋節禮盒，為贈禮的初衷新添愛與共好

的價值。

對於未來，頎邦表示，全球經濟與環境

瞬息萬變，該公司將肩負社會及各方利害關

係人對企業實踐公民責任的期待，在追求營

運積極成長的同時，亦將持續關注全世界在

經濟、環境、社會的趨勢與挑戰，採取穩健

發展的經營策略，逐步強化公司的核心競爭

力並創造新利基，為企業經營與社會發展創

造更高的永續能量而努力。 (張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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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電

公司介紹

崇越最早創立於1981年，由王純健榮

譽董事長等人所帶領的創業團隊員工創辦的

「崇越貿易」，主要業務係代理銷售台灣及

日本信越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所生產的矽利光

(silicone)產品，如矽油、變性矽油、消泡

劑、離型劑、塗料添加劑、矽凡立水、感壓

膠PSA、矽烷偶合劑、矽粉體、抗靜電劑、

各類矽橡膠(RTV I、II)等，透過與日本信

越化學的市場情報交流與合作，將應用範圍

原本就十分廣泛的矽利光(silicone)產品朝

向更先進的發展，由汽車、紡織、電子通

訊、到高科技產業，矽利光的發展與人類生

活關係密不可分。

自1992年起，因應中國市場的開放，

陸續設立了香港崇越、上海崇越、廣州崇越

公司等集團內關係企業，積極拓展大中華區

市場，除了在大中華區擁有高市場占有率

外，同時也積極引進優秀人才，加強各方面

專業能力的教育訓練，以建立國際化競爭優

勢，也構築了穩健堅實的企業基礎。

因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崇越電通」於

2004年7月1日誕生，以「topco」為公司的

企業識別體系，並於2006年2月於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正式掛牌交易，全體崇越人以「追

求卓越，共創未來」為職志，不斷超越自

我、達成目標，創造客戶、員工、股東滿意

與雙贏的成果。

崇越電通在特殊材料領域 (特別是

Silicone)已耕耘近40年，在眾多供應商支

持下(特別是日本信越化學集團)，崇越電

通今日始能成為一家專業的特殊材料通路

商。除了原先的Silicone產品以外，也陸續

拓展其他與Silicone相關聯材料，例如化妝

品、抗靜電劑、接著劑、結構膠、非矽離

形劑等。供應商也陸續增加例如Konishi、
Sika、Gunze、Den Braven及不二化成等。

近年來除了材料以外，崇越電也陸續引進相

關VUV設備及大氣電漿設備、以設備加原

料之銷售方式，期待提供客戶更全方位的服

務。

以銷售地區來看，除了原先的台灣及中

國以外，崇越電也在2015年正式於印尼及

越南成立新的據點。營運至今，陸續開發出

不少重要新客戶，也開始對整體營運帶來美

好願景。展望目前政經局勢與美中貿易情勢

未來發展，可以預見崇越電必須更加努力布

局東南亞市場，以成為下一個成長的新興動

能。

公司治理

發展藍圖規劃

A.深化客戶新材料共同開發能力，強

化供應商夥伴關係、員工永續發展與企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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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整合。

B.由新產品與整合服務來協助客戶創新

發展，結合有機矽材料及無溶劑化、水性低

碳環保之持續開發新產品，開創綠色材料新

應用。

C.提供專業人才發揮的平台，建立以幸

福企業永續發展為目標，協助整體產業邁向

綠色新材料科技，積極發揮社會與經濟正向

影響力。

整合客戶、供應商、員工三大核心，充分

掌握市場脈動、爭取供應商支持、積極開發新

客戶、拓展新市場、認證新材料，以Silicone
應用於各行業的關鍵材料利基，開發更深入

服務客戶的整體供應鏈解決方案，發揮公司

的業務管理長才，達到照顧員工，貢獻社會，

善盡社會企業責任的發展藍圖。

公司治理架構

崇越電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常會每

崇越電通海內外市場據點

客戶

供應商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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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則於必要時依相

關法令召集之。崇越電每年定期舉行股東常

會，向股東報告公司營運及財務情形。

崇越電以「以人為本，重視工作倫理，

鼓勵內部創業」之企業核心價值所訴求之精

神來關切各利害關係人，除員工、客戶及供

應商外，亦相當重視股東權益。崇越電通之

股利發放政策，係讓股東共同分享公司之獲

利成果。近年分配比例約八成左右。

薪酬委員會

崇越電通自2011年12月設置薪酬委員

會，委員會成員為三名(包含二位獨立董事

及一位具獨立性外部人士)，旨在協助董事

會訂定及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及擬訂、

評估公司整體薪酬政策及辦理其他與薪酬評

核相關事務。吳烔炘獨立董事為薪酬委員會

之召集人，薪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

2018年度薪酬委員會共計開會三次，委員

出席率為100%。

薪酬委員會依照崇越電通公司治理守

則，於章程訂定董監事酬金或依股東會決議

明訂董事之酬金，董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個

人表現及公司長期經營績效，對公司營運參

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水準議定

之，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險。

提名委員會

崇越電通自2016年11月設置提名委員

會，委員會成員為三名(包含二位獨立董事

及一位一般董事)，旨在健全董事會功能及

強化管理機制。吳烔炘獨立董事為提名委員

會之召集人，提名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

次。2018年度提名委員會共計開會二次，

委員出席率為100%。高階主管更動或董監

事成員進行改選及補選時，先由提名委員會

提出建議人選予董事會作為討論依據。

稽核室

崇越電通設有稽核室直接隸屬董事會，

其為執行公司及子公司內部稽核作業，範圍

涵蓋所有業務、財務等營運與後勤管理單

位，以確保有效落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人

員依據董事會通過之稽核計畫執行，該稽核

計畫乃依據已辨識之風險擬訂，另視需要進

行專案稽核，而稽核結果定期或不定期向獨

立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運作

崇越電由財務處負責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由財務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依公司現

況，由財務處、營業部、管理部及稽核室等

各單位主管分別擔任各組負責人及小組運

作。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不定期開會及匯

整各種不同意見後，由所有成員進行檢討及

提出因應對策，形成共識後由召集人最後確

認後展開推動工作，並於每季向董事會報告

推動成果。

誠信經營

崇越電通為了讓員工確實知悉職務上應

遵守之法令及應履行之義務，利用每月月會

或每季季會場合時，向員工宣導解說基本的

法律應備知識。例如保密義務、反貪腐及內

線交易防範等。

溫室氣體管理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於

1990年之報告指出，溫室氣體排放會造成

全球氣候暖化，是導致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

原因，為預防氣候風險影響到經濟發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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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開始限制自身的排碳量，各個產業也

逐步加強節能減碳作為。崇越電亦長期關注

環保議題並積極響應落實節能減碳行動，同

時重視營運活動中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期

望運用專業核心能力，透過具體行動之努

力，減少對環境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善盡

全球企業公民的責任。

即便崇越電並非製造業，並未對環境汙

染造成直接之衝擊，但為落實節能減碳之行

動，確實掌握與追蹤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崇越電自2016年起每年推動ISO14064-1溫
室氣體盤查並取得第三方獨立查證(TUV 
NORD)。

幸福企業與人才培育

管理方針

以崇越理念精神吸引優秀人才與營造友

善幸福職場，為崇越致力執行努力的目標。

崇越電通自創立以來，一直將員工視為公司

最重要的資產，崇越的理念：「員工即股

東，敬業存誠，基業長青」、崇越的精神：

「積極、樂觀、奮鬥」，秉持崇越的理念精

神，提供完整的人才培育計畫及具競爭力的

整體薪酬制度與多元的福利措施，主動關

懷、照顧員工身／心理健康，以創造歡樂和

諧的工作氛圍，建立身心平衡的友善幸福職

場。使同仁發揮潛能，在成長中成就自我，

與公司同步成長茁壯。

管理機制：以人才長期穩定發展為出發

點設計薪酬獎勵制度，與同仁盈餘共享，

崇越電通依公司章程內容，獲利將提撥

5%~10%予全體同仁做為員工紅利，每人領

取之金額則視績效評核結果而有不同，具體

實現利潤共享精神。

建立完整的訓練規劃制度，新人師徒制

也讓同仁從工作中不斷學習及經驗傳承，提

升職場競爭力，並使企業文化及業務經驗永

續傳承，為公司永續發展的根基。

承諾：「落實打造員工身心靈健康的幸

福職場，確保同仁處在歡樂和諧的工作氛

圍，並從工作中獲得成就及合理的報酬」是

崇越電通不變的承諾。

人力資源結構

崇越電通所有員工皆為不定期勞雇合約

之正職員工，無聘雇臨時員工及定期性員

工，截至2018年12月底，員工總人數為108
人，其中包含男性員工78人、女性員工30
人，男性與女性各占比為72.2%與27.8%。

30歲至39歲之間的同仁占比為47.2%。員工

平均年齡為39.4歲、平均年資為11.48年。

為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工作機會，保障

其基本生活與合法權益，截至2018年12月
底，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員工各占總員工數

0.93%，符合政府法令規定。

雇用政策

崇越電通遵循「勞動基準法」與「性別

工作平等法」等國家法規聘雇員工，秉持開

放、公平的原則，不分種族、性別、年齡、

宗教、國籍、政黨、婚姻或其他因素而有差

別待遇或歧視。

透過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及經濟

部Contact TAIWAN平台與人力銀行網站持

續辦理企業徵才說明會及人才媒合會，透過

多元徵才管道及公司內部完善的面試流程，

延攬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適材適所、唯才

適用，提高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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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電通於員工提出離職時，將分別由

權責主管及人資單位進行離職訪談，了解員

工離職真正原因，並依其個人專長，進行工

作職務調整或提供內部輪調機會，並檢討離

職原因，擬定改善方針，達到員工留任的目

的。

維持薪酬競爭力

為提供同仁合理的獎酬、顧及同仁生活

水準，吸引並留任優秀人才，維持公司長期

穩定發展，崇越電定期檢討公司各項薪酬福

利獎勵制度，且每年依據整體營運績效成

果，以實質獎勵措施來增進員工福利，例

如：年度調薪及升遷制度、績效獎金、開發

案達成獎金、優秀崇越人獎勵、員工紅利及

限制型股票等股權激勵計畫，依據台灣證券

交易所公布之國內上櫃公司2018年度「平

均員工薪資費用」，崇越電通位居上櫃公司

第九名。

為使同仁能感受到公司對其專業能力培

育及職涯規劃之重視，業務同仁自到職三個

月起滿三年，即可領取「二個月薪資的留任

獎金」。期望認同崇越電通經營理念及企業

文化的同仁，與公司共同成長。

為強化崇越電通具接班能力之領導人才

的質與量，計畫性與系統性的培育公司發展

所需，具有經營事業能力的幹部，公司建置

了經營管理人才甄選培育辦法，為每位員工

建立「個人發展紀錄」，進行短、中、長期

培訓發展與考核追蹤，並每年針對課長級以

上同仁，進行各項能力評鑑，評鑑項目包

含：人格特質與領導能力：以崇越電通六項

核心職能與八項管理職能為基礎，由HR設

計評鑑問卷，採取綜合評量方式，分為主

管、同儕、部屬三類評量者，以五點量表進

行評分，依占比計算加權分數。專業知識：

包含產品知識、財務管理觀念、公司制度三

大範疇，外語能力與職務歷練與個人條件等

四大指標，透過完善的組織架構與績效評

核、人才評鑑制度貫徹落實，致力於從內部

拔擢主管人才，展現公司完善的內部升遷制

度與多元的升遷機會。

崇越電通自2012年起設立人評會，由

董事長擔任召集人，委員人選為董事長、執

行長、財務長及董事長指定人選。自2013
年起，凡提報晉升至課長以上職級者，會依

其近兩年之績效考核結果，並由人評會進行

評估考核；人評會會考量不同職務層級應具

備之職能，綜合評估受評者之工作績效與前

述四個項目的表現與潛力，經過人評會同意

後方能晉升。

性別平等及溝通管道

崇越電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及設置申訴管道，保護員工

不受性騷擾之威脅，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申訴人向部門主管或管理部提出申訴，受理

單位於五日內成立調查小組展開調查，其中

女性委員占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比例，並於受

理日二個月內完成調查，相關資料絕對保

密，並且提供被申訴人說明的機會，落實達

到性別平權保護的企業承諾目標。

有效的雙向溝通才能凝聚員工對組織的

向心力及認同感，同時也讓員工能在被尊重

與關懷的組織文化中得到成長與發展，創造

企業與員工的雙贏，崇越電建置各種機制促

進勞資雙方溝通，如：定期舉辦勞資會議、董

事長信箱..等，員工可藉由勞資會議或利用電

子郵件方式進行資訊傳遞，藉此管道聆聽員

工各類意見，做為公司管理制度檢討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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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依據，建立公司與員工互相信賴基礎。

人才培育

崇越電通深信「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

資產，為培養優秀人才及強化員工在工作

崗位的專業能力，公司訂有「教育訓練辦

法」，致力安排不同類型的內部訓練課程，

亦鼓勵同仁參與多樣化之外部訓練，包括專

業知識技能課程、短期研習課程、長期學位

及語文學習，並提供員工上述課程之訓練補

助，建立多元學習發展的環境，幫助同仁不

斷學習成長，以達成公司經營及個人發展需

求。

幸福企業建構

「多元福利措施與獎勵制度」為激勵與

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崇越電深信人才是公

司最重要的資產，有和諧的工作職場及健康

快樂的員工，公司才能長期穩定經營，崇越

電從員工角度思考，提供多元完善的多元福

利措施與獎勵制度回饋員工。

職工福利委員會

崇越電通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由員工

組成，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各項

福利，例如辦公區內設置咖啡機、員工旅

遊、家庭日、社團活動、獎學金、生日禮

金、慶生會、婚喪喜慶津貼、社團活動經費

補助、員工運動津貼、當年度新生兒頒贈崇

越寶寶金幣及員工疾病關懷探視等。

除了職工福利委員會之福利措施外，設

計了更多元的福利制度，包含：提供專屬停

車位、車輛租賃補助、停車費補助、高速公

路過路費全額補助、燃料油費補助、年度優

秀崇越人獎盃及榮譽假與旅遊獎勵金等，期

以多樣性的福利制度，達到留才目的。

公司鼓勵員工重視工作效率，每日下午

5點45分，公司資訊系統會主動發出「感謝

同仁一天的辛勞，提醒每位同仁準時下班」

的訊息，鼓勵員工準時下班，重視家庭生

活，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建立樂活友善的

工作職場。

有健康的員工，才能造就幸福的企業，

為維護員工身體健康之重要依據，崇越電通

並無高風險或高特定疾病發生率之工作項

目，此外，並提供優於法令的健康照護：提

供新進同仁體格檢查補助及每年度辦理員工

健康檢查服務，協助員工及早關注自身健

康，也可以每年比較健康檢查報告，檢視自

己的健康情況，並可依結果調整生活型態。

2018年新人體格檢查參與率100%、員工健

康檢查參與率93%。

員工訓練平均時數

年度 2016 2017 2018
每名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25.94 41.65 30.62

各性別員工接受訓練平均時數
男性 32.46 51.12 36.67
女性 9.52 14.98 14.88

各類別員工接受訓練平均時數

新進人員訓練 18 60 28.60
專業職能訓練 23.02 35.43 28.33
主管才能訓練 30.47 30.77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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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起崇越電通陸續和國內各知

名機構(例如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及聯

合心理諮商輔導所等)配合員工EAPs協助方

案，於「工作」、「生活」與「健康」三大

層面，適時提供相關服務，除了定期辦理紓

壓關懷講座外，並免費提供同仁及直系眷屬

電話諮詢與每年度六小時的面對面諮商服

務，協助員工處理個人、家庭、生活或工作

之各種無形壓力，希望藉由積極關心與適時

協助，讓每位同仁隨時保持最佳身心狀態，

快樂迎接每一天，正向思考與面對壓力來

源，以維持工作效率與品質。

崇越電通依法為同仁投保勞工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並按照「勞動基準法」第55
條退休金之給付標準及第56條規定勞工退

休預備金，按月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至法

定帳戶，另外，凡崇越電通所聘雇之員工及

長期駐外同仁之配偶與子女，額外提供團體

保險，包括壽險、重大疾病險、醫療險、運

輸事故身故保險金、意外險，除此之外，為

照顧長期駐外同仁及其眷屬之醫療保障，另

提供海外商務平安險，藉以完善的保險制

度，保障每位同仁的工作及生活安全。

合作夥伴關係

崇越電通主要代理日本信越化學

Si l i cone事業部相關產品，從基礎原料

DMC、矽油、矽樹脂、矽烷偶合劑、消

泡劑、一般離型劑、紙用離型劑、矽感壓

膠、固態矽橡膠、液態矽橡膠、單組份填縫

膠、雙組份填縫膠、LED封裝膠、導熱矽

油膏、導熱矽膠片、建築業相關填縫與接著

公司

設置員工休閒區 同仁可隨時使用，轉化工作壓力

專屬停車位 副理級以上同仁配發停車位

業務同仁津貼補助
業務同仁享有停車費補助、燃料油費補助、通訊費用補助、高速
公路過路費全額補助

每季度優秀同仁 公開表揚並頒發獎金給予鼓勵

年度優秀崇越人 公開表揚並頒發鼓勵獎盃，給予五天榮譽假與6萬元旅遊獎勵金

專業訓練課程補助 全額補助專業訓練課程費用

外語能力提升補助
每位同仁每年享有二萬元的外語訓練補助，並全額補助外語檢定
報名費

福委會

定期舉辦員工國內/外
旅遊

任職滿一年以上的同仁，全額補助旅遊經費
未滿一年的同仁，依任職期間補助旅遊經費

年度家庭日 每年固定舉辦家庭日，全額補助同仁及眷屬活動相關費用

慶生會 定期舉辦

多元社團活動
定期舉辦社團活動，補助活動經費(場地費、報名費、活動交通
費)

運動中心簽約 提供同仁優惠的運動方案

運動津貼補助 每位同仁每年享有6,000元運動補助津貼

崇越寶寶金幣
配合政府提高生育率措施，每名新生兒頒發崇越寶寶金幣並提供
6,000元生育津貼，獎勵生育。

福委會津貼補助 婚喪喜慶津貼及員工疾病探視，並提供同仁子女獎學金。

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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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銷售產品項目超過5,000種、服務客戶

數超過6,000家。

崇越電通代理日本生產Silicone第一大

企業信越化學集團產品，信越化學除了在日

本群馬研究所有強大的研發團隊，在日本、

台灣、泰國、美國、中國、韓國都設有生產

工廠。1986年日本信越與崇越電通在台灣

合資台灣信越矽利光股份有限公司，也擁有

信越海外唯一技術中心，就近服務台灣客

戶，同時開發出更多特殊應用的客製化產

品。透過崇越電通業務團隊與客戶研發及信

越化學緊密結合，已開發出無數優異產品，

協助客戶突破生產瓶頸，多年來已獲全球客

戶的青睞與肯定。

上中下游的產業鏈

供應商合作管理方針

為保證產品擁有穩定良好品質，崇越電

通執行「供應商採購合約」簽訂，以保證產

品與製程符合客戶要求及永續發展的環境規

範。未來將導入「企業社會責任共同承諾

書」、「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與供應商

共同承諾將企業永續發展概念，貫徹於供應

商日常管理。

崇越電通優先選擇有環保意識的新供應

商、新產品。公司堅持每一次導入新產品或

導入新供應商時，由導入新產品或新供應商

擔當業務負責簽訂「供應商採購合約」，除

了建立供應商資訊、產品開發情況、交易模

式、預定銷售客戶外，同時透過管理部進

行供應商建檔，另外針對產品規格、產品

出貨檢驗分析報告COA、物質安全資料表

SDS(Safety Data Sheet)、ISO認證相關文

件系統存放於技術資料庫，未來也將開始評

估供應商CSR績效做為是否長期配合重點指

標。

崇越電通為滿足客戶高階製程對創新與

高品質產品的需求，代理日本信越化學產

品。為擔起企業社會責任，不定期會陪同客

戶一起前往生產工廠審廠(包括日本信越、

台灣信越、南通信越、泰國信越)，以確保

供應商製造與服務皆符合當地法規及生產線

規範。

客戶關係

崇越電通是以產品代理為主，業績的成

長主要是客戶長期信賴持續給予崇越電通訂

單。崇越電的優勢也是透過提供優質產品為

客戶創造更大的價值。同時崇越電通擁有專

業的銷售團隊，除了銷售Silicone材料與相

關應用設備，也致力於良好的服務系統，定

期檢視客戶產品使用情況，確保客戶產線可

以順利運作。崇越電通持續推動材料的創新

與改善，和客戶研發團隊緊密合作，共同開

發對客戶使用最佳化產品，與客戶一同成

長。

2018年崇越電通團保及商務旅平險支出費用

費用類別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團體保險 308,430 
商務旅平險 63,000 
合計費用 371,430 

供應商 崇越電通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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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電通的服務模式如下：

1.以Silicone為基礎，提供客戶優質材

料與相關應用設備

2.業務團隊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創造客

戶服務的關鍵價值

3.持續與供應商及客戶協同合作，推動

材料創新與製程改善

創新與服務

崇越電通經營Silicone通路超過38年，

主要供應商日本信越化學也是崇越電通重要

股東，同時台灣信越從成立之初，崇越電通

即是唯一外部股東，與供應商間形成長期策

略夥伴關係。信越化學研究員定期會陪同崇

越電通業務團隊拜訪客戶，介紹最新開發產

品及解決客戶生產所遇到問題。崇越電通各

地區業務人員每年會蒐集客戶新開發議題，

依照產品種類前往信越研究所研修，共同開

發新產品。

崇越電通與台灣信越的合作除了在地化

工廠提供客戶快速穩定的產品供應服務，更

與技術服務中心合作，多年來已在醫療與電

子行業開發出多項被國際大品牌企業認證優

質產品，確實做到產品客製化，服務差異

化，協助客戶能快速提出最優質產品，取得

訂單。

社會參與

崇越電通響應社會公益、環境保護及弱

勢團體照顧等活動，並透過與基金會、社福

機構及社會企業等團體合作，多元活動之計

畫參與，持續在各面向推動相關理念及作

為，讓更多同仁重視綠色生活、弱勢族群、

企業公民乃至社會發展議題，將影響力向外

擴展，為社會的正向均衡發展善盡一己之

力、共創美好社會。

關懷長者公益演唱會活動

崇越電通持續響應伊甸基金會攜手合唱

為長照關懷長輩公益活動。

銀髮童伴講座

關心老年憂鬱問題，崇越電通為讓高齡

長者與其家人、照護者都能認識壓力與情

緒，與董氏基金會配合舉辦銀髮童伴活動，

贊助支持長者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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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銀髮紓壓工作坊

為讓高齡長者及民眾認識憂鬱情緒，崇

越電通配合董氏基金會老年憂鬱防治計畫舉

辦紓壓座談分享，並聘請專業講師，提供憂

鬱情緒篩檢工具、老年憂鬱防治宣導文宣及

紓壓小物等協助高齡長者活躍老年生活。

2018年世界地球日路跑
自2017年起，崇越電通鼓勵海內外同

仁及邀請同仁眷屬，共同參與世界地球日路

跑活動，贊助同仁及眷屬活動報名費，響應

綠色行動，提倡減塑愛地球、關懷地球生態

環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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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艷山淨灘活動

2018年夏季崇越電通同仁及其親友54
人不畏高溫日曬聚集北海岸美艷山海灘，與

那米潛水合力淨灘，以實際行動響應綠色環

境，落實生態保護及永續生活環境。

(資料來源：2018年崇越電通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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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電做公益 暖心照護老幼

崇越電通長期以來在代理原材料與相

關設備領域，營運一直相當穩定，該公司

自去年開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經過多數

主管討論之後，目前社會公益鎖定在老

年、幼年及自閉症等弱勢族群，另外，在

環境保護方面也是未來崇越電通將積極推

動的重要項目。

潘健成在2016年接下崇越電董事長職

務，有感於崇越電雖然不是很大型的企業，

但是長期以來，營運穩定、也頗受到投資市

場的肯定，他認為，祟越電應該要開始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開始回饋社會。

因此在潘健成的主導下，公司所有主管

進行多次討論，最後由潘健成及財務長吳坤

明擔任崇越電的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召集

人，並將未來社會公益的協助對象，初期先

鎖定在老年、幼年及自閉症等弱勢族群。

崇越電財務長吳坤明說，崇越電一開始

會以自閉症者為公益對象，主要是因為公司

曾有位同仁，自己的孩子就是自閉症者，因

此，對於這些孩子在生活、學校及學習上，

會面臨哪些困難相當清楚，對於相關的社福

團體需要什麼樣的協助，掌握度也相當高，

因此，在該名同仁的穿針引線之下，崇越電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公益方面，就是從自閉症

者及相關團體的協助出發。

舉辦自閉症青年音樂會

今年3月初，由崇越電、亞洲自閉症音

樂家聯盟聯合主辦，自閉症青年音樂家亞洲

巡迴表演，崇越電表示，這些自閉症者原本

就極具音樂方面的才華，因此崇越電也主動

表示願意擔任主辦廠商，當天董事長潘健成

也親自到場參與。

潘健成說，未來會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希望能在環境保護、關懷弱勢、公司治

理、員工健康安全等方面為社會盡一份心

力。尤其，當時在這場音樂會看到這些身障

青年音樂家優秀的表現，透過崇越電綿薄之

力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讓社會及更多人看到這

些星兒們的努力,早日破繭而出成為社會的

棟樑。

崇越電並將該次音樂會所有募款所得，

全數贊助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作為早期

療育專業人員進入資源缺乏偏鄉地區，為發

展遲緩及自閉症兒童家中建立以家庭為中

心、社區為基礎，提供可及性到宅家庭親職

療育服務，將社會愛心傳遞到偏鄉溫暖每個

需要的家庭。

崇越電在今年4月2日也參加「看見



— 467 —

光，找到愛」世界關懷自閉症日點亮藍燈活

動，公司今年來對自閉症者及相關社福團隊

的公益活動，公司多次積極參與。

積極推動長者關懷

此外，在其餘弱勢團體方面，崇越電認

為，因應社會人口高齡化，積極推動長者關

懷，以實際行動及贊助捐款支持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老人照顧服務計畫」，透過居家

活動照顧、日間機構照顧及社區服務推動，

主動關心老人生活，適時導入社福資源，讓

長者受到服務與照顧，以及增進長輩互動與

活力。

崇越電也關心高齡長者壓力與情緒，響

應董氏基金會「陪老伴憂計畫」，藉由引導

校園學童體驗老化不便與情緒變化，增進學

童對老年人之同理心，高齡長者亦能外出參

與活動舒緩情緒。

未來，崇越電將持續推展關懷長者活躍

老化相關面向議題宣導，營造銀髮長者友善

環境與社會。

潘健成也說，崇越電自創業以來，核心

產品為信越化學有機矽產品，隨著產業遷移

與時代演變，不斷引進最新有機矽及其他周

邊新材料與新設備來符合產業趨勢的最新材

料技術。並以客戶關係經營永續發展、供應

商夥伴關係永續發展、企業經營人才栽培永

續發展，以此三大項目，做為企業永續經營

核心，達到貢獻社會永續發展。

在客戶關係永續發展方面，隨著社會發

展趨勢，提供客戶與時俱進的最新技術產

品，讓客戶一直擁有最新競爭力與產品永

續經營。由早期產業環境為紡織、電子計

算機，到近期LED、太陽能、汽車、化妝

品、醫療產業。不斷引導客戶到水性、環

保、無溶劑化、UV光固化技術，改良為節

能減碳環保的生產工藝，在產業升級的產業

鏈中扮演最上游的新材料、新技術引進與協

助客戶開發新工藝的關鍵原材料及新設備解

決方案的提供。

引進有益社會新技術

在供應商夥伴關係永續發展方面，與供

應商的生產銷售夥伴關係建立在長遠互信、

分工、互利的堅實基礎。合作範圍並隨著產

業需求發展，往大中華區域及東南亞地區南

向前進。隨著客戶需求的發展，以夥伴與信

賴關係為基石，核心有機矽商品為環保材

料，並不斷引進有益社會的新技術、新材料

供應商，攜手分工永續經營。

在企業經營人才栽培永續發展方面，潘

健成表示，人才為企業發展核心。鼓勵員工

內部創業，栽培學有專精的企業經營潛力人

才，透過員工認股與分紅制度將經營利潤與

員工共享，給予員工充分學習與自由發展空

間。將跨部門與跨區域歷練制度化，鼓勵與

獎勵員工在職專業與多語言能力進修。提供

員工「幸福企業」與「專業人才培育」的企

業環境。讓員工能夠生活、工作、家庭、健

康兼顧的身心平衡永續發展。 (張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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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暉

公司簡介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 9 7 9年，致力於成為「優質空間塑造

者」。經過不斷地變革與自我精進，聖暉已

成為深獲客戶信賴的工程團隊，服務據點遍

布台灣、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並持續與

世界接軌。2018年集團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142.2億元，單一營收新台幣42.3億元，創

新歷史紀錄。同時，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

未來產業趨勢，聖暉將逐步調整擴大環保節

能工程服務、開發資源再生技術及能源管理

系統，由設計端帶動產業升級、創造差異化

價值，並積極推動CSR發揮企業公民的力

量，朝往全球永續願景目標邁進。

永續管理

「環境永續、世代共好、共創價值」是

聖暉企業社會責任願景，希望以自身的經營

建立永續典範，為社會帶動一股向上的力

量。2014年聖暉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聖暉積極健全公司治理、與利害關

係人議合，並於企業經營的各層面推動永續

CSR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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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支持公司內部各部門的永續決策流

程，透過每年度研擬企業目標、追蹤執行成

效與撰寫企業永續報告，盤點檢視每一個環

節落實的績效，持續提升聖暉的永續治理效

能，朝向創造永續城鄉、世代共榮的願景目

標前進！

公司治理

聖暉公司長期秉持「誠信樸實」的核心

精神，持續促進董事會效能，其下已設置提

名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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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深化

公司治理脈絡，落實誠信經營，強化公司整

體競爭力以確保股東權益，並為員工、客

戶、企業及社會創造長期價值。

聖暉堅持營運透明、重視企業永續經

營，多年來參與台灣證交所與證券櫃買中心

合辦之「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連獲三

屆A++最高透明度的殊榮，以及自2015年
起「公司治理評鑑」連年獲得上市上櫃排名

前5%的肯定；並於每年度召開企業社會責

任檢討會議，由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秘書(總

管理處兼任)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執行成果

與未來工作計畫。

誠信經營管理

「誠信、專業、國際、永續」為聖暉的

企業經營原則，為建立誠信樸實的企業文

化，聖暉制定了「誠信經營守則」、「道德

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與行為指

南」，明確規範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

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應遵守的相關法令，

防範不誠信行為，致力於將誠實和當責的文

化體現在所有的商業活動中。此外，為強化

員工對誠信的重視，除了公告商業行為與道

德相關政策規範之外，聖暉也藉由教育訓練

及內部會議等方式定期宣導誠信經營，將道

德與誠信核心價值持續內化，使同仁充分瞭

解並認同公司的具體作為。同時由總管理處

擔任專責單位，負責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

制定及監督執行各項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

案，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永續工程服務

聖暉的核心本業是工程系統整合服務，

因此，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挑戰，

聖暉深知自身在環境永續進程中扮演了相當

關鍵的角色，同時也視之為公司成長的機

會，「如何提供產業綠能／節能生產與降低

環境汙染之解決方案」，是聖暉長期以來致

力達成的目標。透過專注於投入綠色創新技

術的研發，由技術端提供客戶節能／綠能環

保經濟工程方案，再整合專業技能和累積的

知識經驗，與協力廠商共同合作，建構「高

值化、低耗能、低汙染」的優質空間，並持

續追蹤客戶的滿意度，以有效促進服務品質

臻至完善。聖暉承諾未來將投入更多努力，

帶給客戶更多符合綠色永續概念與負責任的

服務，一起朝往永續的願景目標邁進！

責任供應鏈

「統包工程服務」是專業技術極高的產

業，每一件高度複雜、專業化的工程專案背

後，都必須擁有堅實而完整的「供應鏈團

隊」。面對客戶的需求，聖暉採用彈性且有

效的調整運作模式，結合協力廠商共同完成

整體施工，並確保從材料設備供應、施工標

準與規格等項目皆符合客戶之要求，且於期

限內完成工程任務，創造客戶、公司、供應

商三方的共贏。為了持續深化聖暉產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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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鏈的效能，聖暉由「供應鏈永續管理」、

「供應商共同成長計畫」、「綠色／在地採

購實務」三個構面著手，一方面從產業鏈的

層面，檢視每一個執行環節的永續績效，強

化供應鏈管理；另一方面，聖暉更積極帶動

整體產業的永續發展，推動「供應商扶植計

畫」，提供教育訓練與交流平台，並邀請供

應商夥伴與聖暉一起努力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創造工程價值，實踐永續共好的願景。

友善職場

「人才，是企業成功的基石。」聖暉視

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在「誠信、專業、國

際、永續」的經營理念下，聖暉提供適才適

所的工作環境，秉持著共同努力、共享榮耀

的精神，積極營造友善職場，吸引志同道合

的專業人才，同心協力提供客戶高品質的工

程技術服務，打造聖暉企業的永續經營。公

司從「人才吸引與留任」、「人才管理與發

展」、「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員工權

益」、「員工福利政策」五大面向具體落實

友善職場。透過建立優於法令的管理制度，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明確的升遷制度，以

及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規劃等，讓同仁在合

適的職位發揮所長，同時與聖暉一起成長茁

壯、共享永續的榮景，創造雙贏！

環境保護

氣候變遷、能源短缺、資源枯竭以及環

境生態問題，為當代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挑

戰。「如何有效因應生存發展的問題、提出

解決方案，並落實於企業組織日常營運作為

之中」不僅是身為企業公民應思考承擔的風

險與責任，同時也是促進商業永續發展的潛

在契機。聖暉身為企業公民的一員，絕不會

置身事外。透過積極推動永續工程願景與產

業轉型目標，蒐集及分析與環境議題相關之

國際趨勢與產業關注議題，檢視其中的風險

與機會，並以「綠色工程專案管理」強化永

續工程願景目標之具體作為，持續落實環境

保護相關行動與績效，同時促進營運日常活

動符合永續環境理念，共同面對全球2030
永續發展目標的挑戰！

聖暉管理三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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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是聖暉多

年以來不變的初衷。近幾年來，聖暉透過企

業核心專業技能與社會公益相結合的策略，

積極參與各類社會公益活動。為了深耕聖暉

社會參與的長期影響力，公司透過各項專案

計畫，加強與在地社區、學校、環保公益組

織及產官學界之間的夥伴關係，提供社會公

益志工服務、人文藝術推廣贊助及友善環境

倡議活動等，進一步為社會大眾與環境生態

創造價值。未來聖暉也將致力於串聯更多多

元領域的夥伴，持續擴大聖暉的社會影響

力，共同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聖暉分別

以「產學合作」、「社會服務」、「人文藝

術」、「友善環境」、「對外倡議」五大面

向投入社會參與，希望透過與不同規模的團

體合作，由上而下推動社會責任於企業組織

思維中，體現聖暉「誠信樸實」的人文關懷

精神！

年度亮點

(資料來源：2018年聖暉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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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暉人文關懷 帶來正向改變

聖暉董事長梁進利表示，善盡企業公民

責任、公平對待利益關係人、永續友善運用

地球資源，一直是聖暉團隊的使命。聖暉並

努力讓同仁做一份「有意義的使命」，與公

司一齊成長，將社會責任的種子透過同仁力

量，在每一階層開枝散葉、結果發揚。

聖暉工程科技成立於1979年，致力成

為「優質空間塑造者」。經過不斷地變革與

自我精進，聖暉已成為深獲客戶信賴的工程

團隊，服務據點遍布台灣、中國以及東南亞

地區，並持續與世界接軌。2018年集團合

併營收達新台幣142.2億元，單一營收新台

幣42.3億元，創新歷史紀錄。同時，為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與未來產業趨勢，聖暉將逐步

調整擴大環保節能工程服務、開發資源再生

技術及能源管理系統，由設計端帶動產業升

級、創造差異化價值，並積極推動CSR發揮

企業公民的力量，朝往全球永續願景目標邁

進。

持續深化企業轉型目標

從2013年啟動CSR推動計畫至今，聖

暉主動投入公司治理、企業承諾、責任供應

鏈、綠色工程等重大議題調查與資訊揭露，

持續深化企業轉型目標；同時也以核心之工

程專業技能創造社會價值，提供老舊校舍空

調機電修繕服務、參與弱勢家庭家屋興建志

工活動、透過產學合作籌辦青年人才培育實

習計畫等，不僅體現人文關懷的精神，也讓

聖暉站穩工程崗位，和大眾一同攜手迎向未

來更美好的社會。

敬業踏實及追求卓越的工作態度，是聖

暉長久以來落實「誠信樸實」核心精神與建

立優良公司文化典範，所培養而來的珍貴資

產。也因此，面對科技日新月異與市場波

盪，聖暉勇於接收新知，並抱持開放的態度

接受各項挑戰。

在服務社會的宗旨下，儘可能的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彼此用心真誠投入。梁進利

指出，聖暉決定由本業開始做起，自主參與

出發，發揮點燈效果，糾合眾力一起參與關

懷友善社會，營造和諧環境。

健全的公司體質與永續發展，始於完善

的公司治理，聖暉秉持優質的企業文化，誠

信經營、公正透明資訊揭露、多贏共生分享

利益於關係人，營造團隊力量，策勵群力，

讓利而行，未來將結合更多理念一致夥伴共

同為願景打拚。

聖暉的願景是以「整合、擴大、創新」

的模式創造價值，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與滿

足客戶的需求，建立專業與信賴的品牌形

象，持續打造永續發展的志業。除了專心於

企業經營之外，未來亦將追求企業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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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斷提升自我能力，在瞬變的產業環境

中，掌握先機、邁向永續。

為夥伴開新路 產學塑模板

聖暉這40年來，感恩過程中努力的夥

伴，對於未來邁向百年企業，更需彼此砥礪

前行，一步一腳印前進；讓聖暉為夥伴開新

路，為產學塑模板，為利益關係人謀福利，

為地球永續努力，一起善盡CSR責任。

「持續行動，讓改變真正落實！」梁進

利說，改變不會一蹴可幾，但聖暉將持續跟

著時代的腳步，以「優質空間塑造者」為己

任，共同建立一個更幸福的社會願景，為守

護地球家園的使命盡一份心力。

隨著全球市場快速變化，聖暉結合「多

工種、多產業、多人才」三大核心優勢，持

續掌握全球產業成長動能，為客戶提供更高

效、節能的解決方案，並使技術與工法更聚

焦，發揮整合綜效，迎向更智能、更環保的

未來。

透過專注於投入綠色創新技術的研發，

由技術端提供客戶節能／綠能環保經濟工程

方案，再整合專業技能和累積的知識經驗，

與協力廠商共同合作，建構「高值化、低耗

能、低汙染」的優質空間，並持續追蹤客戶

的滿意度，以有效促進服務品質臻至完善。

聖暉承諾未來將投入更多努力，帶給客戶更

多符合綠色永續概念與負責任的服務，共同

邁向永續的願景目標。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是聖暉多

年以來不變的初衷。近幾年來，聖暉透過企

業核心專業技能與社會公益相結合的策略，

積極參與各類社會公益活動。為了深耕聖暉

社會參與的長期影響力，聖暉透過各項專案

計畫，加強與在地社區、學校、環保公益組

織及產官學界之間的夥伴關係，提供社會公

益志工服務、人文藝術推廣贊助及友善環境

倡議活動等，進一步為社會大眾與環境生態

創造價值。未來聖暉也將致力於串聯更多多

元領域的夥伴，持續擴大聖暉的社會影響

力，共同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

五大面向投入社會參與

聖暉分別以「產學合作」、「社會服

務」、「人文藝術」、「友善環境」、「對

外倡議」五大面向投入社會參與，希望透過

與不同規模的團體合作，由上而下推動社會

責任於企業組織思維中，體現聖暉「誠信樸

實」的人文關懷精神。

其中，2018年的社會參與投入經費487
萬餘元，較2017年成長5.87% 。志工投入

時數2018年為494.5小時，年增37%，投入

志工93位。並結合空調電機專業技能，參

與協助弱勢家庭完成家屋興建與修繕。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磚一瓦，讓愛飛

揚」社區營造專案中，聖暉持續運用自身的

工程專業職能，為弱勢家庭建造遮風避雨的

家，2018年參與公益興建工程，趁著為期

兩周的假日時間，來到南投縣仁愛鄉法治

村，從鋼構、外牆、屋頂防水處理、水電管

路工程、室內隔間到屋內布置，完成三房一

廳的家屋，讓案主只需攜帶個人衣物即可安

心入住。建屋過程中，志工們全程一起揮汗

努力，發揮工程專業技能，最後交屋儀式

時，參與者莫不滿心感動，展現企業公民精

神與實踐共好的願景。 (李珣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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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訊

公司簡介

艾訊為工業電腦領域的領先設計者

和製造商，並依據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與工業4.0發展趨

勢，積極投入工廠自動化、智慧交通與智慧

能源等應用領域。以培植自身嵌入式電腦技

術能力及推動品牌核心價值，朝向獲利較高

的產業發展，為合作夥伴與股東創造多贏格

局。

公司於1990年創立，在台灣生產製

造，以艾訊品牌行銷全球，帶動國內就業市

場並將台灣品牌推向全世界。艾訊傾聽客戶

的聲音，著眼創新的設計，提供彈性與客製

化服務，生產高品質的產業電腦，並追求卓

越的客戶滿意度。

在品牌行銷與客戶關係方面，艾訊積極

擴展海外服務據點，貼近市場了解客戶需

求，深化客戶關係及建立Franchise Partner
全球經銷合作夥伴。促進品牌全球在地化，

以結盟或投資垂直市場技術或通路夥伴，加

速海外品牌銷售布局的成長動能。

艾訊主要產品線包括嵌入式板卡、嵌入

式電腦模組、嵌入式電腦系統、工業物聯網

閘道器、工業級防火牆、工業級準系統、網

路安全應用平台、觸控式平板電腦、無風扇

人機介面、醫療級平板電腦、工業級網路交

換器以及數位電子看板等。艾訊擁有經驗豐

富的研發與製造團隊，以先進的嵌入式技

術，開發多樣化的嵌入式及工業電腦產品和

模組化設計應用電腦平台。成功應用於工廠

自動化、智慧軌道交通、船舶航太、智慧能

源、機器人產業、智慧醫療、博弈／遊戲、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互動式多媒體平台、零

售垂直市場、網絡安全、數位電子看板以及

更多工業物聯網相關領域。

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的同時，能

夠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公司逐步導入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

社會責任)，注意利害關係人權益，重視環

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並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動，更進一步

實現艾訊的企業價值。

公司治理

艾訊2018年4月2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指定許錦娟副總經理擔任公司治理主管，保

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許錦娟副總

經理已具備會計師資格及公開發行公司從事

財務、股務或議事等管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

上。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提供董事執行

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事遵循法令、依法

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等。

2018年度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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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執行職務、

提供所需資料並安排董事進修：

‧針對公司經營領域以及公司治理相關

之最新法令規章修訂發展，定期通知董事會

成員。

‧檢視相關資訊機密等級並提供董事所

需之公司資訊，維持董事和各業務主管溝

通、交流順暢。

‧獨立董事依照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有

與內部稽核主管或簽證會計師個別會面瞭解

公司財務業務之需要時，協助安排相關會

議。

‧依照公司產業特性及董事學、經歷背

景，協助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擬定年度進修

計畫及安排課程。

2.協助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程序及決議

遵法事宜：

‧向董事會、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報

告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狀況，確認公司股東

會及董事會召開是否符合相關法律及公司治

理守則規範。

‧協助且提醒董事於執行業務或做成董

事會正式決議時應遵守之法規，並於董事會

將做成違法決議時提出建言。

‧會後負責檢覈董事會重要決議之重大

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內容之適法性及正

確性，以保障投資人交易資訊對等。

3.維護投資人關係：視需要安排董事與

主要股東、機構投資人或一般股東交流與溝

通，使投資人能獲得足夠資訊評估決定企業

合理的資本市場價值，並使股東權益受到良

好的維護。

4.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知董事，

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資料，議題如需利益迴

避予以事前提醒，並於會後20天內完成董

事會議事錄。

5.依法辦理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法定

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冊、議事錄並

於修訂章程或董事改選辦理變更登記事務。

產品與服務

友善職場

艾訊自成立以來，秉持「艾訊品牌」行

銷全球理念，在全世界多國成立製造與服務

據點，為客戶提供在地化服務。已陸續在

美、英、德、中國及日本成立子公司，集團

全球化布局下，近五年員工人數年平均成長

8%，至2018年底為止，全球員工723人。

艾訊集團人才囊括不同國藉人士，保有

在地管理多樣化，以提升人力資源發展。為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聘任專業職護及職醫，定期辦理員工關懷

及健康促進方案。贊助國立清華大學「DIT 
Robotics」團隊，代表台灣挑戰Eurobot 
2018歐洲自動化機器人競賽。藉由產學合

作機會，網羅清華大學傑出科技人才，攜手

為台灣創造全球競爭力。利用二手書募集活

動與舊鞋募集計劃，為莘莘學子與偏遠國度

盡一分心力。

艾訊以成為幸福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照顧員工為目標，除依法提供勞健保、

退休金提撥、家庭照顧假、生理假、產檢

假、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福利

外，其他員工福利事項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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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總部採彈性上下班制度，提供免

費上下班交通車(新店線、中和線)。

‧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規劃執行各項

福利制度，內容包含家庭日活動、旅遊補

助、婚喪喜慶補助、傷病住院慰問、生育補

助、運動競賽、部門點心基金、特約商店優

惠及兼具藝術人文、運動健身、益智趣味、

親子互動等多元社團活動。

‧公司除勞健保外，另為全體員工投保

團體保險，包含意外、防癌及住院醫療等保

障，同仁眷屬可自費加保，讓團險保障範圍

由員工擴及家庭。

‧每年定期實施員工健康檢查。

‧國外出差者，均投保旅行平安險及醫

療險。

‧年終獎金固定二個月薪資外，尚有三

節獎金之發放。

‧每年兩次員工酬勞發放。

‧依營運目標達成情形發放績效獎金。

‧以長期培育人才為目標，提供內外部

訓練課程。

‧汐止總部設有免費健身房、瑜伽教

室、圖書室、員工交誼廳，並提供自助商店

與優美的工作環境。

‧北投廠之員工交誼廳設有哺乳室、圖

書室及視聽歡唱設備，提供友善職場暨供同

仁閱讀學習及休閒聯誼使用。

‧汐止總部及北投廠皆設有藝術長廊，

定期展出藝術家創作作品，搭配藝文講座，

於藝術欣賞之餘，亦收紓解身心之效。

此外，艾訊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

除各項員工福利無性別差異或歧視外，艾訊

近五年育嬰留職停薪再回任之員工留任率

高達100%，使暫時無法投入職場之優秀人

才，可以依育嬰需求暫時保留工作職位，待

可全心投入職場後再復職銜接職涯發展。

綠色設計產品、重視環境保護

導入ISO 14064有效管理溫室氣體，宣

導隨手做環保、隨手節能減碳，落實愛護地

球的目標。年度共評鑑342家供應商，全部

為A等供應商。艾訊公司490家原物料採購

供應商中已簽署「艾訊廉潔承諾書」比例高

達91%；採購以本國供應商為優先考量，採

購金額比率高達83%。鑒於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SEC)正式公布衝突礦產的相關規定，

要求供應商全數簽署無衝突金屬宣告書。

艾訊的環境政策為「環保無限、資源永

續」公司秉持著政策和有限的資源下，透過

全員的參與，不斷改善、提升工作方法、管

理技能，使公司的產品、服務品質、環境管

理皆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艾訊於2006年開始全面導入無鉛製

程，為避免生產設備交互汙染，於導入時即

統一更換無鉛Wave Flow，於製程中為避免

錫煙對作業人員的危害，在迴焊爐、錫爐、

修補區皆有設置抽風設施，其製程中會有廢

棄錫渣的產生，艾訊的廢錫渣回收機制為每

二小時以人工回收，回收後集中由公司簽約

合格之廢棄物清運廠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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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CSR績效

(資料來源：2018年艾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升

五年

率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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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訊推動SDG戰略 跨大步

艾訊為一個國際級工業電腦系列產品之

領導設計者暨製造商，艾訊長期重視企業社

會責任，在台灣擁過超過500名員工，在全

球艾訊共計超過700名員工、服務超過1,000
家客戶；艾訊認為，所能善盡的社會責任不

僅是內部的能源管理與公益活動，更希望能

透過本業的經營活動，對員工、股東和所有

利害關係人發揮最大的社會價值。

擬定三大使命

艾訊董事長楊裕德表示，呼應「標竿企

業、永續經營」的企業願景，艾訊重視利害

關係人的關心議題，積極在不同層面制定

相關行為準則、關懷員工與弱勢、重視環

境保護；特別在SDGs17項目標中注重性別

平等、工業、創新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責任消費與生產與全球夥伴。力

求在公司制度面與經營面，與長期發展目標

和企業文化相契合。為善盡社會責任與影響

力，艾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擬定三大使命

並一以貫之，以下是依據三大使命實踐的重

要事蹟。

第一、恪守正直誠實。艾訊治理評鑑排

名級距為前5%，已連續三年蟬聯「上櫃公

司」前茅，顯示積極持續強化公司治理。為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即時獲取攸關訊息，會計

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隨即公告年度財務報

告。2018年度董事會開會八次，董事平均

出席率高達98.21%，其中三位獨立董事成

員背景涵蓋產業、管理、製造及財務等，可

提升公司經營績效降低營運風險。同年度員

工及承攬商皆無職業災害發生，環境法規遵

循保持零違規、零裁罰優良紀錄。

重視人才培育

第二、關懷員工與弱勢、重視人才培

育。艾訊集團人才囊括不同國藉人士，保有

在地管理多樣化，以提升人力資源發展。為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聘任專業職護及職醫，定期辦理員工關懷

及健康促進方案。贊助國立清華大學「DIT 
Robotics」團隊，代表台灣挑戰Eurobot 
2018歐洲自動化機器人競賽。藉由產學合

作機會，網羅清華大學傑出科技人才，攜手

為台灣創造全球競爭力。利用二手書募集活

動與舊鞋募集計畫，為莘莘學子與偏遠國度

盡一分心力。

第三、綠色設計產品、重視環境保護。

公司導入ISO 14064有效管理溫室氣體，宣

導隨手做環保、隨手節能減碳，落實愛護

地球的目標。年度共評鑑342家供應商，全

部為A等供應商。公司490家原物料採購供

應商中已簽署「艾訊廉潔承諾書」比率高達

91%；採購以本國供應商為優先考量，採購

金額比率高達83%。鑒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SEC)正式公布衝突礦產的相關規定，要

求供應商全數簽署無衝突金屬宣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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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艾訊體認到，企業社會

責任活動是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艾訊注

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由楊裕德所領導的「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以下簡稱CSR小組)

整合內部各功能組織，CSR小組成員包括

法務、資材、品質工程、產品研發、客戶關

係、財務、人力資源及投資人關係等，分別

管理與客戶、供應商、政府、員工、股東及

社會等利害關係人相關的各項議題，有系統

地落實在艾訊的日常營運之中，實現艾訊的

企業社會責任願景與使命。

隨著全球布局以及在地化深耕客戶的經

營成果，艾訊在世界各地的人才濟濟，分別

由台籍、越籍、陸籍、美籍、德籍、馬籍及

英籍等七個國家組成，在傳承艾訊的企業文

化、信念與價值觀的同時，也保有在地管理

的多樣化，以鞏固及提升艾訊的人力資源發

展。

為滿足同仁職涯發展及兼顧公司營運需

求，艾訊亦建立無國界的調派制度，當公司

因全球布局策略、組織異動而產生派任需求

時，公司會優先了解同仁調派意願，公司在

內部網站也有設置內部職缺連結，每月發行

的艾訊電子報也會向同仁傳達最新職缺訊

息，每位同仁除可隨時掌握最新職缺動態，

所有職務異動產生之相關權益問題、或對派

任後相關衍生及適應問題，公司都有訂定制

度可以給予同仁必要之協助，鼓勵人員於內

部單位申請轉職與輪調。

提供員工留任獎金

艾訊為留住優秀人才，除了現有的獎

酬制度外，並於2017年推出「key talents 
program」，由各單位主管提出有潛力、人

才稀少性的非主管優秀人力，除了簽訂久任

合約提供定期的留任獎金外，同時也安排了

三年的人才培訓計畫，期望為艾訊儲備更多

一層的人才。

此外，艾訊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

除各項員工福利無性別差異或歧視外，艾訊

近五年育嬰留職停薪再回任之員工留任率

高達100%，使暫時無法投入職場之優秀人

才，可以依育嬰需求暫時保留工作職位，待

可全心投入職場後再復職銜接職涯發展。

楊裕德指出，艾訊以SDGs(可持續發

展目標)展開重大性議題鑑別，將SDGs做
為公司總體戰略框架，同時結合企業社會責

任與核心職能，貫徹綠色科技經營理念。展

望未來，艾訊將持續堅持核心價值、追求卓

越的專業服務、贏得利害關係人的信賴，與

利害關係人共創永續的未來。 (謝艾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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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期貨

公司簡介

元大期貨自1997年成立以來，深耕台

灣期貨經紀市場逾20年，業務範圍涵蓋國

內外期貨經紀、自營、期貨顧問事業、證券

自營業務、槓桿交易商等業務，服務對象包

含一般投資人與國內外法人。元大期貨為台

灣首家IPO期貨公司，且連續五年獲得證交

所與櫃買中心「公司治理評鑑」之上櫃公司

前5%的榮譽，2018年稅後淨利為10億元，

位居專營期貨商第一名；EPS為4.31元，稅

後ROE為12.75%。業務表現方面，期貨經

紀市占率為23.98%，選擇權經紀市占率為

16.77%，國外期貨市占率為26.53%，皆為

市場排名第一，且大幅領先同業。

公司治理

元大期貨之治理架構以董事會為公司治

理之重要核心與最高治理機構，以公司及全

體股東利益為最優先考量，不僅為公司營運

提供策略性指導，並監督公司管理階層之經

營績效。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誠信經營委員會、稽核部、風險管理

部、法令遵循部、董事會秘書室等單位協助

董事會善盡監督之責，有效執行各項公司治

理與營運活動。元大期連續三年參與證基會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評鑑結果皆

維持A++最優級，為國內唯一連續三年獲此

殊榮之期貨公司，顯現公司高度重視並具體

實踐公司治理制度。

專業團隊 優質服務
元大期貨之專業團隊提供投資人相關研

究報告及顧問諮詢，服務範圍擴及全球八大

類資產，提供投資人24小時跨國交易平台

和研究報告，連續25年全年無休服務，目

前已獲得12個國外期交所會員資格，為同

業最多，並擁有全台最大客服和IT團隊，

以期提供投資人最豐富、最優質的國際化期

貨、選擇權服務。

深耕台灣 布局亞太
元大期目前國內設有台北、新竹、台

中、台南、高雄五家實體營業據點，加上元

大證券、合庫證券、光和證券、台中商銀證

券、聯邦銀證券等期貨交易輔助人，全台共

235個營業據點，服務網絡遍及全台。另元

大期於2017年擴大香港子公司營運，是首

家取得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INE二級代理會

員的台灣期貨商，香港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最

高的地區之一，元大期貨香港子公司的設

立，不僅能有效提升公司國際形象，更可整

合香港金融環境中所提供的人才、資訊、平

台，透過新金融商品、交易策略及風險管理

平台的精進與引進，持續提供優質的服務予

客戶，並提升公司及我國期貨市場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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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 智能元大
身為期貨業的領航者，元大持續提供客

戶量身訂製的服務，以滿足各類不同需求，

2018年初元大期貨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

推出Smart API程式串接介面，九月起於元

大期貨智能網，推出以多重計量與大數據分

析精選出的多元投資策略組合，再次拓展智

能交易的應用範疇，提供更高品質、便利、

智慧化的服務。

多元服務與智能

元大期貨特別重視客戶的權益保障，除

遵守公平待客原則、嚴密保護客戶隱私及個

資，更持續提升資訊安全維護的能力，讓客

戶能在最安全的環境下進行交易。公司亦嚴

格控管客戶交易風險，自建之整合性風險管

理資訊系統，成為推動各項業務發展最強而

有力的後盾，並獲得由金管會指導，證券期貨

周邊單位共同辦理之第11屆及第14屆金彝獎

「傑出風險管理獎」之肯定，顯現元大期於風

險管理投注的資源與成果。

員工保障與育才

為因應科技日新月異、金融市場轉變、

人才競爭激烈等外在環境狀況，元大期貨秉

持著「以人為本」的態度，致力於專業金融

人才的培育，著眼於「徵、育、用、留」各

項環節，優化人員素質結構，使每位員工以

身為元大的一份子為榮，共創一個健康幸福

的職場環境。

綠色形動與環保

元大期貨身為期貨領導品牌，將公司

治理、員工關懷、社會參與及環境永續視

為企業經營之重要義務，因此歷年來積極

響應元大集團的永續計畫，元大集團早在

2015年，領先同業推動各項綠能措施與自

發性改善方案，並首度響應國際非營利組

織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原碳

揭露專案)倡議，2016年1月成為「簽署支

持CDP氣候變遷、水及森林專案之金融機

構」，積極響應CDP促進世界邁向永續的

決心；元大集團致力推動環境永續，旗下

六個子公司於2018年取得首張「綠電身分

證」，完成採購500張再生能源憑證，接近

50萬度綠電使用度。今年首度獲得國際碳

揭露計畫專案組織(CDP)評比為「領導等

級」A-成績的肯定，不僅創下集團歷年最

高評分，亦在金融同業中名列前茅。

綠色環境，e化金融
元大期貨近年積極打造數位化金融環

境，持續致力於業務無紙化、線上作業的推

動。在內部作業方面，公司的管理系統採電

子化管理，大幅減少作業上的紙張消耗，

2018年電子對帳單使用率已達89%；並透

過「元大智能生態鏈」，將線上開戶、簽

署、報告書提供及下單等服務全面數位化，

不僅提供客戶更方便的金融服務，同時實踐

環境永續的承諾。

線上開戶，電子對帳單占比

線上開戶

增減量 %29 增減量 %15
2017　9.35%
2018　38%

2017　74%
2018　89%

電子對帳單
占比

溫室氣體排放

為了推動與管理元大期環境事務，公司

依循元大金控的永續方針，於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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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別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系統，且總公司與四

家分公司皆完成國際驗證組織BSI查證通

過。2018年總公司與分公司合計之碳排放

量為1,220.333噸，元大期貨未來將持續統

計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透過檢視歷年資

料控管溫室氣體排放，預估未來五年內將可

達成減少排放量1%為目標，減少公司營運

對環境負荷之影響。

溫室氣體排放

管理部

營繕、
資產組

機電、
採購組

溫室氣體排放源
盤查內部查證

社會關懷與公益

元大期貨呼應國內外金融趨勢，除了發

展數位金融，以大幅提升服務效率之外，亦

長年推廣金融知識，提升大眾對期權商品的

認識，更透過金融專業人才培育、產學合作

促進，創造更良好的金融環境。公司亦長期

關注公益與環境保育議題，透過參與元大集

團成立之「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每

年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教育及社會公益活

動，帶領員工挽袖愛心捐血、物資捐贈、響

應環保淨灘淨山等。整體員工平均參與率達

90%，顯示公司在實踐公益承諾上的努力與

堅持。

知識傳承，人才培育

元大期貨長期與各大專院校建立緊密、

良好的產學合作關係，透過實習計畫、實務

課程合作、徵才活動等，協助培育金融實務

人才，促進產學無縫接軌，共同創造良好的

金融環境。公司自2012年起推出「校園實

習計畫」，歷年來與多所大專院校簽署建教

合作契約，如國立台灣大學、交通大學、中

正大學、台北科技大學等49所學校，除了

每年提供學生兩個月暑期實習體驗之外，也

會邀請合作師生到公司進行企業參訪；另元

大期貨會依據金融知識趨勢或相應議題，於

校園舉辦實務課程，對促進學界養成金融實

務精英貢獻一份心力。

知識傳承人才培育

知識傳承
人才培育

產學合作

國際業務
經紀人
招募
企畫

普惠
金融
知識講座

社會參與人文關懷

元大金控經營團隊有感於社會大眾長期

以來的支持與愛護，秉持「取之於社會、用

之於社會」的精神，成立「財團法人元大文

教基金會」至今已16年，堅持「公益」與

「實踐」理念，積極參與各項文化、教育及

社會公益活動，幫助他人實踐夢想、翻轉生

命、向幸福目標前進。以2018年為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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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總共舉辦了482場的活動，足跡踏遍全

台縣市。元大期貨身為集團一份子，也積極

投入社會關懷，2018年捐贈「財團法人元

大文教基金會」新台幣600萬元，並透過基

金會以「圓夢計劃‧愛心傳揚」、「公益

關懷‧社會回饋」、「獎助學術‧人才培

育」、「社會安全‧法治教育」四大面向參

與公益關懷活動。

全球經濟金融市場趨勢講座
法人專屬教育訓練課程
（總經指標 /技術分析）

共 29場
共 690人次參與

發行季刊
共發行 4次

共發行 40,000本
（亦在官網提供線上版本）

全球經濟金融市場趨勢講座
法人專屬教育訓練課程
（總經指標 /技術分析）

共 29場
共 690人次參與

行季刊發行

國內外商品介紹
程式化交易介紹
期權知識課程
實體 1,336場
線上 307場
共約 25,000人次參與

大型論壇 /
研討會 /講座
共 19場
共約 1,400人次參與

顧問線上講座 /課程
共 49場
每場 700人次觀看

2018年普惠金融知識講座

2018獲獎紀錄

(資料來源：2018年元大期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5月

9月

10月

11月

榮獲
臺灣證券交易所
協同櫃檯買賣中心

舉辦
第四屆公司
治理評鑑
上櫃公司排名
前百分之五

榮獲
中華民國
全國商業總會
頒發

第 72屆金商獎
中華民國優良商人

榮獲
天下雜誌

2000大企業
期貨業類
排名第一

榮獲
FOW頒發
年度新興市場
非銀行體系經紀商

 Emerging Market
Non-Bank

Broker
of the Year

5月

6月

8月 月
獲
頒發發發發
興市場

月月

會

商獎
商人

榮獲
中華徵信
所頒發

台灣大型企業
Top5000
期貨公司
第 1名

榮獲
The Asset
財資雜誌
頒發

年度衍生性
金融商品
優異獎

榮獲
天下雜誌
頒發

天下企業公民獎
小巨人榜
為唯一上榜
期貨業

9月

榮獲
中華民國

國家企業競爭力
發展協會
頒發
第 15屆

國家品牌玉山獎
傑出企業最佳人氣品牌

9月

榮獲
台灣期交所
第四屆
期貨鑽石獎
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鑽石獎及
期貨經紀商
外資交易量
鑽石獎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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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期貨社會關懷 面面俱到

元大期貨為全台最大期貨公司，連續五

屆獲得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主辦的「公司治理

評鑑」肯定，評鑑名列上櫃公司前5%，並

連續五年自行編製發行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顯示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廣與實

踐不遺餘力。

元大期貨以集團企業文化為核心價值，

專注為客戶掌握先機、創造財富，以及增進

員工福祉，兼顧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不

斷創新企業永續經營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近年來隨著金融環境波動增大，投資人對風

險管理的重視度提升，也更注重數位金融的

安全性。對此，元大期貨在永續經營的策略

上，持續強化資訊安全和系統穩定性，同時

加強跨國金融商品專業人才的培育，以提供

相關利害關係人更健全安穩的交易環境，達

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元大期貨將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理

念融於服務宗旨、營運管理中，期望透過誠

信經營、顧客服務、綠色金融、社會回饋、

幸福職場等五大面向推動企業永續經營，相

關作為與表現如下：

鞏固股東信任：以穩健及永續經營，創

造股東價值最大化

元大期貨基於「確立公司治理最佳典

範、謀求股東最大利益」的企業文化，致力

與各利害關係人建立公開透明的溝通管道。

遵循內控制度及稽核制度要求，建立內部檢

舉制度，推行委外辦理董事會效能評估，進

行實地訪評。依新版公司治理藍圖，設置公

司治理主管，以達到有效控管風險及穩健經

營的目標。

2019年榮獲國內外多項獎項肯定，分

別為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主辦的「公司治理評

鑑」評鑑名列上櫃公司前5%(連續五屆)、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小巨人榜、國

家品牌玉山獎「傑出企業」與「最佳人氣

品牌」、讀者文摘卓越信譽品牌「期貨白

金」獎、The Asset財資雜誌頒發「年度最

佳期貨商」及第15屆金彝獎「傑出期貨人

才」、「傑出金融創新」、「傑出人才培

育」，這些都是對元大期貨秉持誠信經營原

則，致力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所為的高度肯

定。

守護綠色地球

守護綠色地球：以綠色行動與環保，致

力環境永續與發展

元大期貨推動的永續環保措施以無紙／

電子化、綠色供應鏈、辦公室節能節電措施

三方面為主，期望每一分努力能減少對環境

的衝擊，追求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平衡。因

此，透過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措施，以降低並

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近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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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透過提升數位化金融環境，善盡共同保

護地球環境的責任，並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實踐永續經營目標。

元大期貨與集團各子公司組成「環境永

續小組」，制定環境管理制度包含節約用

水、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等，選購低耗

能之辦公用品和器材、妥善管理廢棄物、落

實供應鏈管理、增加綠色採購等事項，積極

推動環境永續與發展。

實踐社會關懷：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堅

持實踐愛心與關懷

元大期貨呼應國內外金融趨勢，長年推

廣金融知識，提升大眾對期權商品的認識，

更透過金融專業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創造

更良好的金融環境。自2012年起推出「校園

實習計畫」，歷年來與多所大專院校簽署建

教合作契約，與全台49所大專院校提供學生

暑期實習機會，並於校園舉辦實務課程，對

促進學界養成金融實務精英貢獻一份心力。

元大期貨對社會公益參與更是不落人

後，無論是贊助偏鄉營養午餐募集計劃、對中

南部果農產品認購的具體支持，亦或是透過

捐款、捐發票等對各類弱勢團體的照顧及資

助，展現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落實。

打造友善職場

打造友善職場：以平等與多元福利，創

造員工安全的保障

元大期貨認為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

產，透過完善的福利制度，實現尊重、照

護，建立平等對待與不歧視的工作環境，讓

員工們工作時更安心、安全。此外，並設有

多項溝通、申訴及檢舉的常態機制與管道，

以實現有效溝通、和諧的勞資關係。

元大期貨秉持「以人為本」規劃四大人

才促進與培育方針─「徵、育、用、留」，

從初期招募到基層訓練、中高階層培訓晉

升，讓員工們與時俱進，不斷強化專業知識

與技能，以提升工作能力、效率與品質。並

自2015年起至2019年連續舉辦五屆「國際

經紀人」活動，招募對金融業有熱忱人才，

提供豐富課程結合金融理論與實務應用，以

培養全球化期貨菁英人才。

提供一站式服務

提升顧客服務：以創新及多元智能，提

供客戶一站式服務

元大期貨長年深耕國內外期貨市場，全

台有252個服務據點，為業界最多通路的期貨

公司。近來全球數位化的浪潮已逐漸影響金

融交易習慣，為滿足客戶隨時隨地的金融需

求，除了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客戶服務，

更致力打造「元大期貨智能生態鏈」，整合

虛實通路以傳遞創新金融價值。而在提升客

戶服務的同時，元大期也重視客戶權益，除

了訂定「公平待客原則策略」，也嚴格把關

客戶權益，並保護客戶資料與隱私，也提供

健全的申訴管道，更直接了解客戶的狀況。

元大期貨為台灣首家取得槓桿交易資

格的期貨商，2019年推出「元大牛熊權」新

商品上市，連接標的包含台股、富櫃兩檔指

數，與櫃買中心、期交所、台灣指數公司、期

貨公會等單位共同推廣普惠金融服務，為台

灣金融商品持續注入更多活力能量，也呼應

主管機關提升金融科技創新應用，並鼓勵年

輕人投資理財、多參與金融市場。 (周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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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洋

公司簡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灣東洋或TTY)創立於1960年7月22
日，營運總部位於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
號3樓，正式員工人數530人。TTY為國內

專注於特殊劑型開發及新藥開發的生技藥

廠，主要營業項目包含各種醫藥品、化學藥

品之製造、加工、買賣等，主要產品包括：

腫瘤科(癌症)用藥、抗感染藥物、慢性病之

醫療保健藥品等。2001年9月掛牌上櫃，資

本額為新台幣24.86億元。

台灣東洋的競爭利基是微脂體與微球技

術平台，是台灣少數從前端研發、製藥、銷

售提供一站式服務的公司，除了研發能力居

於全球領先地位外，商業化量產產品的均值

性、穩定性均佳，為公司營運成長挹注動

能。提供服務的市場主要為台灣，外銷地區

以歐洲為主約占11.17%，其他地區包括泰

國、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銷售通路包

含直營之經銷通路以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為

主；地區醫院、診所、藥局通路則給經銷商

經銷。受惠者類型以癌病腫瘤患者、住院感

染症患者；或胃食道逆流、骨質疏鬆症、高

尿酸及細菌感染之患者為主。

台灣東洋的營運據點共六處，包含(1)
位於台北市的營運總部、(2)桃園市中壢區

製造據點、(3)基隆市七堵區六堵廠、(4)

新北市汐止區轉譯研究中心、(5)台北市內

湖區製劑研發中心、(6)台北市內湖區製造

據點。

環境

原料管理

在購買和使用原材料時，台灣東洋努

力節約資源，避免對環境的破壞，保護員

工和公眾的健康。根據公司對可持續發展

的承諾，並基於預防原則，TTY的責任是

盡力做好環境風險排除，所產生的任何實際

或潛在的不可接受的風險。同時，台灣東洋

也邀請供應商共同努力，改善供應鏈的可持

續性。通過積極參與，TTY的目標是促進

創新，管理績效和風險，確保業務連續性。

TTY的供應商被要求遵守TTY供應商管理

政策。

能源管理

作為全國最專業的製藥公司，台灣東洋

充分地意識到，氣候變遷可能伴隨著公共衛

生風險增加，例如對不乾淨的空氣、水，將

造成疾病傳播的溫床。同時，TTY也陸續

發現，愈來愈多的佐證資料顯示，某些疾病

模式可能與氣候條件的變化有關。

對於TTY而言，能源消耗始終是重大

主題之一。台灣東洋不斷努力減少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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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同時思考未來增加綠色能源的比例。策

略是，首先減少使用，然後尋找可替代化石

燃料的方法。

社會關懷

多樣性和包容性職場作為公司持續創新的引

擎

TTY透過多樣性與包容性的人才招聘

政策，作為公司持續創新的引擎。多樣性是

指人與人之間存在廣泛的有形和無形差異，

包括但不限於價值觀、信仰、身體差異、種

族、年齡、性別、經歷、思維方式、背景、

偏好和行為。TYY相信多樣化的聘僱方

針，終究可以為患者帶來最佳結果。TTY
為員工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職涯發展機會，使

所有人能夠將自己獨特的才華帶入TTY，

並為患者貢獻所長。

包容性是指主動行為創造了一個所有人

都能積極參與的環境。員工都受到平等和尊

重地對待，擁有相同資源的平等機會，並且

可以在公司裡成功的做出充分的貢獻並發揮

潛力。

TTY努力營造一個包容性的工作場

所，包括對女性員工的充分尊重。人力資源

包容性的展現，並可以充分發揮他或她的技

能、經驗和觀點。通過擁抱多樣性及包容

性，在TTY的每一個討論和決策，都將帶

來無比創新的絕佳成效。

充分的勞資溝通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Minimum 
notice periods regarding operational changes 
)資訊透明化，依據勞動基準法16條進行

預告。有助於TTY向利害關係人清楚地闡

釋，TTY具備合法合規的勞資溝通制度。

勞資會議的工作者代表由高階主管及各

部門同仁共同組成，每三個月定期召開一次

例行會議，針對勞動條件修正等議題進行討

論。對此，TTY遵守當地政府勞動法規，

依法行使終止勞動契約的最短預告期間。但

近年並未有可能嚴重影響員工權利的重大營

運變化，故未有執行。自2018年7月開始執

行新人適應計畫，含新人滿意度調查。

TTY University員工培訓專案年度推出40堂
豐富課程

TTY自2012年起實施東洋大學(TTY 
University)員工培訓專案，設定短、中、長

期學習課程及目標，整合內外部資源、培育

資深員工為講師，推展個人經驗分享，使學

員在學習過程迅速擁有即戰力，並能找到自

我定位、發揮所長。

東洋大學(TTY University)除新生訓

練、通識學程、領導管理學程外，根據

專業又分為研發學院(R&D)、製造學院

(Manufacture)、行銷學院(Marketing)、業

務學院(Sales)、與文化學院(Culture)，專

門開設專業內容課程。講師陣容來自外部研

發／學術機構，以及來自內部員工擔任講

師。內部員工講師來源為，各部門同仁可主

動申請，經由人資部門審核，成為候選師

資，並參與講師培訓過程，學習成效經嚴格

測試後，即有資格擔任內部講師。

此外，自2016年起，部分專業課程免

費對外開放，邀請業界人士及學生參與學

習、交流，一同提升製藥產業之專業水準。

2017年將課程推廣至校園，舉辦各種校園

學習營隊(Camp)，使在校生能提前對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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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有所認知，並吸引

優秀人才加入東洋之大家庭。

職涯發展91%員工接受定期績效檢核
TTY希望每個同仁都能發揮他們的能

力，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潛能並留下優良考核

績效。持續學習和職涯發展是TTY人力資

源策略其中一項關鍵重要任務。2018年全

體員工接受定期績效檢核百分比為91%。台

灣東洋致力於塑造一個持續學習且激發同仁

工作熱情的職場，也為每個人提供職涯發展

機會。員工是挹注財務投資最大的項目之

一，因此TTY積極確保全體同仁的可持續

性成長，進而為TTY締造成功。

TTY致力為員工提供合適的資源，包

括促進學習和成長機會的廣泛活動。除了各

式軟硬體培訓課程和資源外，TTY也針對

不同職級或職務的員工，打造學習和發展計

劃。同時，公司也鼓勵同仁推薦具有卓越領

導素質和卓越績效的在職員工，給予晉升的

機會。另一方面，TTY也建立外部人才管

道，以持續擴充公司的人才資料庫。例如定

期舉辦暑期實習活動，吸引在學學生等優質

外部候選人，未來也能將TTY作為理想雇

主首選。

尊重勞動人權

在招募、聘用、留任的勞雇關係

(Employment)，TTY始終遵循國際勞工

組織《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ILO 
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提供一個沒有歧視、女男

平等的職場環境。

同時，TTY不容忍基於性別、種族、

年齡、膚色、國籍、宗教、婚姻狀況、性取

向、背景、身體或精神殘疾或任何其他理由

的任何形式的歧視。並且，TTY也絕不聘

雇童工，強迫或強制勞動或侵犯身心障礙者

及原住民之權利。

維護病患健康安全

台灣東洋所有藥品不僅專注於療效，更

專注於使用者之健康安全，產品依據來源分

為「代理及授權藥」及「品牌學名藥」，做

不同的安全性把關措施。在引進代理及授權

藥部分，台灣東洋皆會先評估藥品於世界各

國核准情況，例如是否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FDA)、歐洲藥物管理局(EMA)或十

大醫藥先進國之核准等。上市前若該藥品需

要於台灣進行臨床試驗，以支持該產品之療

效安全性，台灣東洋會依據台灣法規進行臨

床試驗做為療效和副作用之評估，及由專人

負責產品藥物安全監視，上市後也有針對藥

品不良反應事件進行評估，並建置即時通報

機制，以及設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信箱：

drugsafety@tty.com.tw。

品牌學名藥包含癌症、抗重症感、醫療

保健品兩大區塊。在人體臨床試驗前，台灣

東洋會先依照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TFDA)「藥品非臨床試驗安全性規範」

的非臨床試驗及毒性試驗的要求，來執行必

要的動物試驗確認藥品安全性。

東洋銷售產品皆通過衛生主管機關許可

製藥業產品主要應用於治療人類疾病，

與使用者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故其安全性

與有效性格外受到重視，台灣東洋以生產優

質藥品致力打造高規格的安全生產系統，做

好藥品的安全管理。公司為改善健康和安全

的衝擊，而進行評估的主要產品百分比為

100%。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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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之事件為零。

從藥品的研發、生產、儲存到使用標示

等過程，台灣東洋皆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產品

安全性把關，並開發微脂體或微球包覆、長

效緩釋針劑技術之特色產品，以減輕藥品對

身體之負擔，達成公司的願景「以科技技術

提升人類生命品質」。

台灣東洋不包括子公司，總產品數36
項，銷售產品皆通過衛生主管機關許可，藥

品許可證共109張。TTY所販售的藥品，行

銷標示方式以藥品仿單稱之。以公司Lipo-
Dox產品為例，在官方網站附上藥品仿單以

供查詢。

公司治理

關鍵績效

T T Y主動倡議國際ESG永續原則，

作為公司治理的依循方針之一。ESG分

別代表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 
Responsibility)以及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TTY長期觀察資本市場的

趨勢演變，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值得長期投

資，從以往的單一財務指標，已擴及為ESG
非財務指標。除此之外，OECD公司治理

準則(The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都是行使公司治理時，所廣泛

參考的國際倡議。因此，TTY全體董事成員

的共同信念是，董事會不只為TTY利害關係

人創造價值，也為全球永續目標做出貢獻。

多元董事會健全公司治理

多元化董事會成員

TTY最高治理機構為董事會，設置九

席董事，其中三席為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占

董事會比率33.33%。有效督導公司做好風

險管理、舞弊偵防、營業祕密保護及資安防

護。

全體董事全力協助公司興利，主動倡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頒訂的公司治

理最佳實務準則。並且董事會成員多具備多

元專業學養，包括生技產業、金融、銀行，

以及豐富專業經驗，例如商務、法律、財務

與會計。足以承擔經營策略與重大決策，監

督經營團隊與管理風險。同時，董事會也注

重性別平等，擁有女性董事兩名。

董事會進修，接軌國際健康議題

2018年共召開14次董事會，整體董事

出席率為92.06%。董事關注公司治理相關

國際發展等新知，每年均參與進修課程，

2018年進修時數平均達10.66小時。同時，

董事成員也廣泛參考國際趨勢報告，為公司

做好最佳風險管理，例如每年定期參閱世界

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發布的《年度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報告指出，全球氣候變遷、資料

竊盜、網路攻擊已成為三大風險的議題。

TTY董事會掌握全球風險趨勢，並做出因

應措施，為全體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營運價

值。

利益迴避

董事與獨立董事對董事會中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的議案，在討論及

表決時一律迴避，且不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

表決權。2018年沒有獨立董事個別薪酬提

報薪酬委員會的情形，因此沒有迴避情事。

所有董事就董事會議案利益迴避情形均



— 490 —

詳實揭露於股東會年報。2018年董事績效

評估結果相關資訊已揭露於公司網站。

功能性組織

董事會下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誠信經營推動小組」以

及「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分別協助董

事會履行監督職責。

薪資報酬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由三位獨立董事及二位

外部專家組成，2018年共開會五次，薪資

報酬委員會全體成員出席率96%。薪資報酬

委員會協助董事會評估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

酬水準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連結，決定酬勞提

撥比率。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由三位獨立董事組成。

2018年共開會九次，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出席率100%。職責包括審議財務報表、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或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背書或保證、

募集或發行有價證券、相關法規遵循、經理

人與董事是否有關係人交易及可能之利益衝

突、舞弊調查報告、公司風險管理、簽證會

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以及財務、會計

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等。

風險管理評估與國際接軌

世界衛生組織WHO風險報告

TTY長期關注世界衛生組織每年最新

發布的報告「2019全球十大健康威脅」，

作為風險控管的重大管理方針。作為國內

頂尖製藥業者，TTY尤其關注與健康有關

的國際議題。以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

報告「2019全球十大健康威脅」中，點出

了「空氣汙染與氣候變遷」、「非傳染性

疾病」、「全球大流感」、「生存環境脆

弱」、「抗生素抗藥性」、「伊波拉與其他

高危險病毒」、「基礎醫療系統薄弱」、

「拒絕接種疫苗」、「登革熱」，與「愛滋

病」為十種嚴重威脅。其中「空氣汙染與氣

候變遷」的部分，WHO點出全球有90%的

人每天呼吸受汙染的空氣，WHO已經將空

氣汙染列為對健康影響最大的環境風險，而

空氣汙染同時也是全球氣候變遷的推手之

一。TTY掌握國際健康趨勢，並結合公司

營運目標，以及落實製造據點之國際查廠，

透過跨部門有效整合，為公司降低各式風

險，也提升全人類的健康福祉為目標。

世界經濟論壇WEF風險報告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WEF)公布年度

「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
資料竊盜、網路攻擊已加入氣候變遷，成為

三大引發擔憂的議題，尤其國際關係緊張

和伴隨而來的風險，今年可能進一步衝擊全

球經濟，阻礙這些重大議題的共同因應和

合作。WEF報告指出，除了「氣候變遷」

已連續三年成為全球專家和決策者最擔憂

議題，「網路攻擊」同時名列「最可能發

生」、「衝擊最大」的十大風險排行榜；

82％受訪者預期今年造成金錢和資料遭竊

的網攻風險升高，八成受訪者相信會造成營

運中斷，「反映數位技術進入生活各個面向

的深入整合，如何造成新的不穩定」。

(資料來源：2018年台灣東洋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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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致力社會責任 做好做滿

台灣東洋藥品為國內專注於特殊劑型及

新藥開發的優質藥廠，擁有微脂體與微球兩

大技術平台，除為公司營運挹注獲利與現金

流之動能外，亦以商業化量產為目標的研發

實力居於台灣生技產業的領導地位。

台灣東洋的成績有目共睹，在企業社會

責任(CSR)方面也呼應東洋董事長林全的

期許，「做一個文明的人為核心價值」，

以期做到文明企業應善盡的企業社會責

任。以企業永續發展，台灣東洋透過環境

保護(Environmental)、社會關懷(Social 
Responsibility)與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等三面項力行永續。

為 呼 應 聯 合 國 可 持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台灣東洋對於環境保護的管理方針是優先考

慮環境及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衝擊，並致

力於環境友善之原料與能源管理。在購買和

使用原材料努力降低資源之浪費，以避免對

環境的衝擊，極小化風險，並要求供應鏈廠

商能遵循台灣東洋供應商管理政策。

同時，台灣東洋不斷努力減少能源消

耗，並尋找可替代化石燃料的方法，無論

是基隆六堵廠或是桃園中壢廠所排放的水

質，其含有的化學需氧量皆遠低於納管標

準80%以上，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降

低12.9%，用水量及廢汙水排放量年減超過

3%。

台灣東洋在「以科技技術提升人類生命

品質」的願景倡議ESG永續原則，在社會參

與和員工關懷上投注資源。為確保各年齡層

人民的健康，台灣東洋持續研發和製造品質

優良，並通過多達24次國際查廠的藥品，

且超過36品項列為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嘉惠台灣人民能以合理價格取得

有效治療的藥品。

創造友善工作環境

一直以來，台灣東洋的目標為創造一

個友善的工作環境，去年(2018)員工總數

為530人，其中新進員工占比16%，且女性

員工對男性不論人數和薪資比例均接近1：
1，這是台灣東洋持續創新所展現出的多樣

性與包容性，並期許實現性別平等職場。台

灣東洋不但提供優渥的薪酬福利，更提供員

工透明的勞資溝通管道，充分遵守政府勞動

法規。

此外，台灣東洋自2012年起創建東洋

大學課程以培訓優質員工，讓員工能夠充分

發揮所長，找到自我價值。進一步的職涯發

展為接受公司定期績效檢核制度，透過此管

道提供晉升的機會予卓越績效的員工。同

時建立外部人才管道以擴充人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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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年度的暑期實習專案(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SIP)分享專業且前瞻性

的國際製藥公司經驗給相關科系之大學或研

究所學生，期望藉由此專案能聚焦未來的生

技專才的關注。

台灣東洋不僅關心社會，更於公益參與

及社區共同發展展開新頁。2018年股東會

紀念品即採購在地非營利組織─心路基金會

的手工皂產品，今(2019)年亦以育成社會

福利基金會的憨兒們所包裝的喜馬拉雅玫瑰

岩鹽做為股東會紀念品，未來也將企業社會

責任結合年度固定採購，期能締造雙贏。

社區發展方面，台灣東洋癌症科學發展

事業群透過與癌症相關非營利組織合作，

舉辦多場次的偏鄉校園教育宣導活動。自

2005年起，以每年超過數十場次的頻率，

教導青少年透過正確的知識傳遞，在家庭日

常生活中對於預防癌症有正確的認知與觀

念。

舉辦癌症衛教講座

同時，也舉辦各類癌症病人與家屬的衛

教講座，讓病人家屬能學習正確的知識，陪

同病患一起積極對抗癌症，並肩度過疾病

治療過程。不僅如此，台灣東洋自2010年
起，長期贊助癌症希望基金會並設立每名2
萬元的獎助學金，為癌症家庭子女的就學經

費盡心力，於2018年度，共資助75名大專

生，總活動贊助金額共為100萬元。

今年5月，台灣東洋以博施濟眾，飲水

思源之義，成立「博施源」公益社團，積極

與公益團體合作，致力回饋社會。同時，為

響應世界永續發展，台灣東洋支持獨立音樂

人創作公益歌曲，於11月1日在南港軟體工

業園區舉行幸福企業園遊會活動的TTY二

手物品義賣攤位，也邀請獨立音樂人到場自

彈自唱，傳唱公益歌曲，這些歌曲，皆是以

聯合國17項永續目標為發想的自創曲目，

希望帶給民眾耳目一新的啟發和省思。

連三年獲公司治理評鑑前5%

公司治理為國際ESG永續原則之一，

台灣東洋全體董事成員的共同信念是為利害

關係人創造價值，也為全球永續目標做出貢

獻，主動倡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頒訂的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2016年，

設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以及

2018年，為反貪腐所設立的「誠信經營推

動小組」，並建立檢舉制度和實務運作，以

確實做到利益迴避。台灣東洋經過多年的努

力，已連續三年，榮獲台灣證交所公司治理

評鑑上櫃公司前5%第一級距的殊榮。

為更落實公司治理及永續企業公民之

責，台灣東洋於今年更設立「永續發展委員

會」，「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及「誠

信經營推動小組」隸屬於「永續發展委員

會」，同時更名為「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中

心」及「誠信經營推動中心」，期能在公司

治理、員工關懷、社會參與、環境永續與產

品服務等議題更多著墨，善盡地球公民之義

務。 (陳書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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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體

公司簡介

台灣微脂體為生技類別之公司，公司重

心專注於脂質藥物傳輸系統與劑型設計的研

發，針對「長效緩釋」與「標靶傳輸」等兩

大技術方向為目標，著重於新劑型新藥的發

展，並以專利保護研發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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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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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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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技術平台運用至藥物之研發。

台微體主要營運活動為研究發展技術平

台與藥物開發，因應擴增實驗室並銜接後續

試產而設立新竹分公司，在台北與新竹重要

營運據點之高階管理階層皆全部任用當地居

民；在美國、荷蘭、香港、上海、澳洲及日

本等地設有轉投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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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室集中於台灣台北與美國舊金山，有數項

藥物經經濟部核定為生技新藥公司之產品，

而產品透過授權各地最適當的通路夥伴，在

產品上市後銷售全球。

公司努力至今已經順利完成多項產品

授權，合作對象包括諾華集團學名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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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Main Life 
Corporation Ltd.等全球各地最具行銷實力

的廠商，以及台灣東洋工業和永信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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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

為落實公司治理，健全監督功能並強化

管理功能，台微體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相關規定，訂定公司「董事會議

事規則」以資遵循；重要關鍵議題應提董事

會討論，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

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

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

議者，即應提付表決。當議案涉及董事利害

關係且有損及公司利益時，相關董事遵循議

事辦法以利益迴避原則，保障公司及股東利

益；除當次會議對重要議題的討論之外，程

序中也例行對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進行

追蹤；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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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共召開十次董事會，董事出席率良好。公

司對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有具體的推動計

畫，訂有「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揭露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同時持續跟

進企業社會責任最新修訂，以逐步實踐企業

在經營發展之外的社會責任；在檢討實施成

效方面，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每年的企業社會

責任在經濟、環境及社會各面向的實施情

況，以廣納董事的建議做為提升的指引。

董事長暨執行長領導經營團隊成員，指

導管理階層經營方針，其設有開放全員的專

屬電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公司設有中、

英、日文網站，並訂有「檢舉非法與不道德

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明訂處理股

東建議、疑義、糾紛及訴訟事宜，公司官網

提供檢舉電子信箱以及利害關係人聯絡窗

口，以供利害關係人對於不合法與不道德行

為之投訴，並對於檢舉人身份及檢舉內容確

實保密。

環境永續發展

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

台微體為因應突發之各種緊急事件及預

防工安事件發生，訂有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訂定守則的目的在於有一定的體系來迅

速結合員工力量，採取應變措施，以確保環

境安全及人員健康。每年舉辦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讓員工知悉並遵守相

關規則，總經理為統一指揮及綜合各種緊急

事件之應變事宜，管理部負責預防危害等防

護作業之策劃及協調執行，各單位主管負責

督導所屬員工執行本要點及有關安全維護作

業。研發所在地的實驗室也制訂實驗室安全

衛生管理組織委員，使公司實驗室安全衛生

管理推展得以落實。一年舉辦二次以上員工

及實驗室安衛教育，此外，至少一次以上針

對化學物質進行危害通識教育，並舉辦消防

演練、實施作業環境危害控制評估、提供適

當充足之防護工具。另就工業安全衛生設備

設置及維護管理措施訂有遵循規則。

台微體公司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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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環境保護

公司所屬產業係從事生技研發，以發展

技術平台與藥品研發為業，以實驗室研發為

主體，無使用對環境負荷大的資源，對於提

升資源的利用效率上，在實驗室管理辦法中

明訂環保減廢措施，實施依資源類別分類處

理及回收利用等措施，藥品研發歷程自實驗

室完成毒性試驗、安全性及安定性測試後，

後段需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進行製造生產。

公司本身尚無從事製造生產，因此無溫室氣

體排放之情事，製造生產之委外作業則選擇

符合環境管理ISO認證並經藥證單位查核通

過的製藥廠合作，確保確實遵循環境保護、

廢棄物處理、員工安全、環境衛生等規範。

台微體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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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專人負責，公司處理的部分包括委託合

格廢棄物清運廠商定期清運事業主管機關規

範的廢棄物及廢液，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

棄物及感染性廢棄物，其中以焚化處理最終

處置一般事業廢棄物，熱處理則用以感染

性廢棄物及廢液，2018年度廢棄物較去年

減量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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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所屬的南港軟體園區大樓統

一處理的則是廢水，實驗室依標準稀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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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

員工照顧

公司尊重員工基本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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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是公

司最寶貴的資產，重視員工權益並提供合理

的待遇，任何制度的建立都是以符合法令為

最基本的考量，公司嚴守相關法令，每一員

工皆享有工資、福利及各項工作條件平等，

不因種族、性別、殘障等因素遭歧視。

安全與健康職場

重視員工權益並提供合理的待遇，任何

制度的建立都是以符合法令為最基本的考

量，公司對員工的安全與健康投以符合法令

的最高關注，員工安全以零職害為目標，致

力於安全衛生政策之推動並持續改善實驗室

環境，經由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不斷提升

職業安全，也希望藉由制度的建立，讓員工

安心工作；公司更積極促進員工健康，透過

健康知識的傳達與定期健康檢查，讓員工在

安全又健康的體適能下為公司提供服務。

客戶服務與合作關係

台灣微脂體專注於脂質藥物傳輸系統平

台與劑型設計的研發，以最適的平台與劑型

設計克服藥物開發上的困難；在銷售上以

授權方式，透過各地最適當的通路夥伴，

將處方針劑銷售至全球醫療院所為病患治

療疾病。以台灣微脂體來說，銷售型態為

Business to Business。以所從事的生技研發

來說，企業(台灣微脂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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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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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地達成各階段的研發里程碑，結

果符合預期的話當然皆大歡喜，也或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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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預期，更需要彼此發揮專長去調整方式

來達成目標，因此企業(台灣微脂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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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品質管理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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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維持

研發效率，設立專案管理辦法以維持研發效

率及速度，將需認證之GLP、cGMP及GCP
規範委託已獲認證之試驗單位執行。

遵循藥事法規進行各項操作並獲得認

證，是台微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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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微體採購單位對供應商分類並進行評

鑑，評鑑項目綜合為質量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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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體訂有「供應商管理

辦法」明定為供應商管理政策，且與供應商

往來都會簽訂契約，目前已制定標準契約版

本，將企業社會責任之遵循納入與主要供應

商之合約條款中，以及倘發生對環境與社會

有顯著影響之情事時之終止或解除條款，迄

今未發現主要供應商有違反企業社會責任之

情事。

(資料來源：2018年台灣微脂體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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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微體四個希望 完善社會責任

台灣微脂體公司專注於脂質藥物傳輸系

統與劑型設計的研發，針對「長效緩釋」與

「標靶傳輸」等兩大技術方向為目標，著重

於新劑型新藥的發展，並以專利保護研發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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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新藥 賣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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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微 體 董 事 長 洪 基 隆 表 示 ，

「Delivering Hope for Life」一直是塑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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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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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微體表示，公司對於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有具體的推動計畫，訂有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並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

站，同時持續跟進企業社會責任最新修訂。

資訊揭露即時且透明，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每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在各面向的實施情況，

包含舉辦捐血活動充實台北捐血中心血庫，

並捐款新台幣23萬元予普賢基金會助養孤

兒、弱勢團體創世基金會照護植物人、中華

民國動物保護協會愛護動物及盲人重建院，

以廣納董事的建議做為提升的指引。

舉辦Team-Building 形塑企業文化

公司舉辦的全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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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運

動會，透過活動的設計來傳達創辦人的理念

與企業文化。

台微體在經營運作的同時，也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以總經理及管理處主管為首之

CSR小組為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單位，分掌公

司治理、利害關係、公益參與三大職掌，帶

領同仁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運作，工作

計畫包含各項宣導與教育訓練，致力永續環

境的維護及公益等，自2015年度起即定期

於董事會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並於

公司網站說明執行情形。

對於善盡公司治理，台微體有具體的推

動計畫，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揭露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同時持續跟進公

司治理最新修訂相關法規；在管理處副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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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督導下，以具備三年以上財務及股務等管

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上之專人負責公司治理

相關事務，上從公司治理架構之規劃、推進

時程、增(修)辦法，乃至執行面遵循最新法

令、召開股東( 董事)會議、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等，迄今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執行情況良

好。

環境保護方面，台微體所屬產業係從事

生技研發，以發展技術平台與藥品研發為

業，以實驗室研發為主體，無使用對環境負

荷大的資源，對於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上，

在實驗室管理辦法中明訂環保減廢措施，實

施依資源類別分類處理及回收利用等措施，

藥品研發歷程自實驗室完成毒性試驗、安全

性及安定性測試後，後段需從實驗室走向商

業化進行製造生產。公司本身尚無從事製造

生產，因此無溫室氣體排放之情事，製造生

產之委外作業則選擇符合環境管理ISO認證

並經藥證單位查核通過的製藥廠合作，確保

確實遵循環境保護、廢棄物處理、員工安

全、環境衛生等規範。

至於勞工管理實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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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微體來說，員工是公司最寶貴的資

產，重視員工權益並提供合理的待遇，任何

制度的建立都是以符合法令為最基本的考

量，公司嚴守相關法令，每一員工皆享有工

資、福利及各項工作條件平等，不因種族、

性別、殘障等因素遭歧視。任用新進人員

時，人事單位預先提供勞動契約供員工審

閱；到職時，所有人皆需繳交已簽署之勞動

契約及智慧財產權、保密及競業禁止契約

書，承諾不論在職中或離職後，絕不洩漏或

發表其在台微體所經手之各項業務(或技術)

資料，以維護勞資雙方權益。

落實誠信經營  進行全員訓練

為了落實誠信經營，加強全員誠信行

為，台微體訂有「誠信經營守則」，每年除

內部訓練之外，並委請專業講師組織team-
building，進行全員外部訓練。對於不合法

與不道德行為的具體檢舉，台微體提供檢舉

信箱，並對於檢舉人身份及檢舉內容確實保

密。

在福利規劃上，公司有一套系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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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規劃了全方位的教

育訓練體系，拓展員工之技能範疇，以培育

未來發展所需的人才。

台微體也相當重視員工安全與健康，一

年舉辦二次以上員工及實驗室安衛教育，此

外，至少一次以上針對化學物質進行危害通

識教育，並舉辦消防演練、實施作業環境危

害控制評估、提供適當充足之防護工具，及

危急事件的灑水、消防及救護醫療等急救設

施；另就工業安全衛生設備設置及維護管理

措施訂有遵循規則。致力於建立安全的員工

工作環境並保護人身安全，預防職業災害。

 (陳書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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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醫

公司簡介

太平洋醫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7
年，主要生產醫療用耗材、醫療用儀器設

備、醫院氣體及相關工程之設計規劃施工，

集開發設計、生產製造、銷售服務於一體，

現為台灣醫療器材之領導大廠，產品種類

規格齊全且完整，業務以外銷為主、內銷為

輔，於國際市場擁有良好的商譽與客戶評

價。太醫係依中華民國法律所成立，在公司

治理、環保、稅務、勞工、人權各方面均遵

循相關法令規定，並於2004年股票上櫃。

太醫設址於苗栗縣銅鑼鄉自強路19
號，除位於苗栗銅鑼工業區內的工廠外，另

設置台北分公司、銅科分公司、台中及高

雄辦公室，新建於銅鑼科學園區之廠房已

於2016年12月正式落成，設置全新自動化

生產線、研發設備及滅菌設備，擴大研發能

量，進一步整合資源，堅持專業精神執行業

務與服務客戶。截至2018年12月底，太醫

員工人數共865人。

公司治理

太醫的公司治理組織架構以董事長領導

之董事會為主軸，負責策劃公司的營運方針

並執行股東會之決議，內部稽核單位則依董

事會之授權，協助管理階層評估內控制度之

缺失並提供建議。監察人則負責監督公司業

務之執行與財務狀況，並持續關注公司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及執行情形，俾降低公司

財務危機及經營風險。董事會之下設置薪資

報酬委員會，藉由其獨立性地位及職權，使

薪酬制度合理化，以維護股東之權益。

為強化並確保企業永續經營，在公司治

理實際運作上，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並於

2018年6月董事會決議通過行政管理部協理

為公司治理人員，其具備公開發行公司內部

稽核及財務等管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上，可

協調相關部門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

需資料，以協助董監事遵循法令，並依法辦

理公司變更登記、董事會、股東會及投資人

關係等相關事宜。太醫公司治理架構以公司

內部組織規章為依據，明確規範不同單位之

權責，藉由股東會、董事會與監察人彼此間

相互制衡，達到公司治理之目的，太醫實施

公司治理制度之主要方向包含：強化董事會

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重視股東及利害關

係人之權利、資訊揭露透明化以及落實內部

控制暨內部稽核制度等，以下章節除說明太

醫董事會、監察人與薪酬委員會之實際運作

外，並呈現在公司治理、誠信經營與風險管

理方面的執行情形。

員工照顧

太醫依據每年營運策略與人力配置評估

擬定用人需求，並透過各種管道招募各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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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才，包括政府促進就業方案、與知名系

所產學專班合作方案、提供實習機會等。恪

遵政府勞動法規聘僱員工，秉持機會平等的

原則，透過公開的招募管道，不分種族、性

別、年齡、宗教及國籍等因素，以適才適所

的遴選條件，招募多元化的優秀人才，並嚴

格禁止僱用童工與強迫勞動情形發生，不讓

未成年員工從事危險性工作。

員工任用時，亦預先將太醫勞動契約交

予員工審閱；到職時，皆需繳交已簽署之勞

動契約及相關文件，以維護勞資雙方權益。

若需進行單位、工作地點及職務等變動，至

少於一周前與員工協調，並獲得員工同意

後，方執行調整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太醫努

力透過各種人力資源管理，讓同仁在合適的

職位發揮所長並有所成長，也讓公司愈來愈

好，創造公司與同仁的雙贏局面。

人才是公司長遠發展最重要的資產，讓

每一位員工能安心工作並全力發揮專長，是

企業所應努力追求的目標，太醫重視同仁的

待遇與福利，採取具彈性且差異化的薪資福

利政策，標準起薪皆符合勞基法之規定。員

工薪資決定係依據其學歷、過去經歷及個人

績效表現而決定，不因員工性別而有不同，

新進員工亦不因其種族、宗教、政治立場、

性別、婚姻狀況之差異而在起薪上有所不

同。公司提供同仁最有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吸引、留任最好的人才，使人才成為公司永

續成長的最佳動力。

員工是太醫最重要的資產，也是企業永

續經營的基礎，公司深信教育訓練是確保人

力資本得以持續增值的重要方法。太醫提供

豐富多樣性的學習，藉以促進員工自我成長，

確保員工具備工作相關知識與技能，並配合

公司的經營方向、提升工作效率，拓展員工

之技能範疇，以培育未來發展所需的人才。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已是全球性議題，主要導因於

過度使用能源，造成CO2持續攀升，引起地

球暖化問題，延伸形成溫室效應；特別是

2018年因天氣溫度持續上升，用電量也跟

著飆升，造成大小跳電事件頻傳，依據經濟

部統計數據，過去一年全台有1.6萬次跳電

紀錄，無論是由於機組故障或氣溫突升所造

成，都已凸顯出氣候變遷日益嚴重，進一步

推高各項社會風險。

太醫作為醫療耗材製造業供應鏈的一

環，儘管非屬於能源密集及耗能產業，同樣

面臨全球氣候異常影響，已成「不得不去面

對的議題」，有鑑於此，為因應氣候變遷議

題，太醫將確實遵循環境相關法規，致力於

降低營運時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銅科

新廠將比照銅纙本廠，於2019延續導入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並依公司環保政

策「恪遵義務、強化溝通、環境保護、持續改

善」理念永續執行，規劃設定節能減碳、減廢

等政策、目標，內部建立汙染防制、廢棄物與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等相關標準規範，未來將

持續強化環保節能減碳措施，具體落實汙染

預防，善盡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加強能

源效率之提升，逐步落實廢棄物減量，以追

求環境與社會之永續發展。

供應鏈管理

醫療器材產業供應鏈

醫療器材產業的產品種類繁多，從大型

的醫療儀器、電子監測器材，到醫用紗布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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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專用手套等醫療耗材皆屬之，使用範圍

從醫療院所至個人消費者，再加上人體構造

組織複雜，成人與幼兒的使用需求也不盡相

同，種種原因使得醫療器材種類與項目顯得

繁雜多樣，而隨著醫療技術與科技不斷推陳

出新，醫療器材產業呈現更多元化的發展。

太醫的產品主要為醫療耗材、醫療儀器

與氣體工程，其中營收比重最高的產品項目

為醫療耗材。在整體醫療器材產業供應鏈

中，太醫之產業定位屬於中游部分，囊括產

品的研發與製造，並且向國內外各醫療單位

販售。

台灣的醫療器材產業鏈結構如下圖所

示，太醫目前主要的業務範圍位於整體供應

鏈的中游及下游，並與塑膠中心、檢測單

位、大專院校不定期交流，近年成立的創新

研發中心更運用新科技與新技術不斷嘗試開

發，以期擴充各項產品競爭之利基。

供應商管理

太醫依據採購類別，將主要供應商分

為：原物料供應商、設備供應商、委外加工

供應商及服務類供應商等四大類。為強化與

供應商的合作、降低運輸成本及增加供應鏈

彈性，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太醫多年來致

力於在地化採購，希望間接促進供應商所在

地之發展與就業機會，並與在地的相關供應

鏈一同成長茁壯，共同累積研發與生產技術

能量，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綠色採購

太醫著手推動綠色管理，持續研發製造

具綠色競爭力的醫療器材產品，減少醫療廢

棄物的處理，並供國內外客戶選擇使用，透

過綠色策略及綠色商機的行銷，提升公司的

綠色形象。辦公室內使用之資訊設備、電腦

周邊設備、影印紙、衛生紙等紙類用品，皆

選用具環保標章的材質，積極配合政府推動

綠色採購政策，並展現優良成果，曾獲行政

醫療器材產業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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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環保署及苗栗縣政府環保局綠色採購績優

表揚。

在綠色採購方面，公司採購部門對於供

應商均要求其材料及生產製程符合環保標

準，盡量選用符合綠色製程與產品之原物料

供應商，並要求供應商提供聲明，確保其提

供之產品不含法令禁用物質。當特殊原料

(例如環保膠粒)進料時，工廠品管單位會以

抽測方式，確認該原料之規格、物性，以確

保工廠出貨的產品能完全符合環保規範；另

外，工廠亦努力將產品包裝材積最佳化，全

面檢視產品之外部包裝設計，降低包裝材料

的使用量，進而減少不必要的空間浪費，避

免運輸上產生的額外成本。

社會關懷

(1)提供清寒獎學金
太醫秉持回饋鄉里、造福民眾的精神，

長期贊助苗栗縣文林國中設立之清寒學生獎

助學金，幫助弱勢家庭的孩子，提供其繼續

升學的資源，2018年度每學期持續提供獎

學金予四名清寒優秀學生，讓弱勢學生擁有

更多學習機會，並感受社會的關懷和照顧。

(2)認養路燈、行道樹

太醫多年來深耕地方，所有廠房皆設於

苗栗，除了為苗栗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亦希

望進一步促進地方經濟，協助地方建設。因

此，公司響應苗栗縣公共設施維修認養計畫

及工業區綠美化，認養十盞路燈、廠區周邊

人行步道及行道樹，以減輕地方財政負擔，

支援地方發展。

(3)經費贊助
為支持苗栗縣政府推廣體育賽事及農業

觀光活動，公司總共贊助新台幣30萬元經

費予苗栗縣政府辦理2018年度全民運動會

以及中台灣農業博覽會，協助活絡地方產業

與經濟。另為了在經費上援助地方工會組

織，以支持其辦理相關會務及公益活動，太

醫於2018年共捐助新台幣10.1萬元予苗栗縣

工業會及苗栗縣銅鑼工業區廠區協進會等單

位。

(4)捐血活動
2018年太醫共舉行三場捐血活動，分

別於台北辦公室及銅科廠進行，邀請周邊公

司行號及附近鄰里共襄盛舉，除自費贈送小

禮品以提高民眾捐血意願，更透過集點兌獎

活動號召公司同仁挽袖捐血，化愛心為實際

行動。2018年度三場活動共計有58名員工

完成捐血。

50,100 0.41% 

309,400 2.51% 

11,971,721 97.08% 

12,331,221 100.00% 

綠色採購支出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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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獎情形

2018年5月：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列為

上櫃公司前5%之公司。

2018年8月：名列2018天下雜誌CSR企

業公民獎(小巨人組)。

2018年11月：榮獲苗栗縣政府環保局

2017年度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績優成

果優等表揚。

(資料來源：2018年太平洋醫材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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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醫綠色採購 平衡環境生態

太平洋醫材成立於1977年，主要生產

醫療用耗材、醫療用儀器設備、醫院氣體及

相關工程之設計規劃施工，集開發設計、生

產製造、銷售服務於一體，現為台灣醫療器

材領導大廠，產品種類規格齊全且完整，業

務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於國際市場擁有

良好的商譽與客戶評價。

太醫董事長兼總經理鍾仁表示，太醫成

立41年來，始終專注於醫材本業，以穩健

的腳步追求成長目標，2016年底落成的銅

科廠作為全新生產基地，除了可為公司營運

再添成長動能外，更導入各項環保設施，讓

太醫能為節能減碳多盡一份心力。

連四年獲公司治理評鑑前5%

公司治理是太醫長期推動與關注的重

點，除被評選為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
的上櫃公司，是太醫連續四年獲得此殊榮，

亦被列入櫃買公司治理指數及勞工就業88
指數的成分股。

2015年9月，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通過了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做為接續

2000年所通過的「千禧年發展目標」。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旨在兼顧「經濟成

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個

面向，為太醫長久以來努力的目標。

因此，太醫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

長期願景，同時支持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的十項原則，以尊重人權

為企業最基本的責任，確保不從事侵害人權

之行為；在勞工方面，則避免任何強迫勞

動、童工與雇用歧視之情形；同時鼓勵研發

及推廣對環境友善之技術，並且禁止一切形

式的貪汙賄賂。

維護社會公益 加強資訊揭露

太醫表示，公司以「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作為整體營運活動的準則，積極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包含：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加強企

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以平衡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之各項發展，並將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納入管理考量。

太醫董事會授權管理處統籌執行及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方案，並由總經理擔任最

高指導人員，管理處、財會處、廠務處及福

委會各推派一位成員組成「企業社會責任推

動小組」，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設定太

醫於經濟、環境及社會各面向之企業社會責

任年度目標並定期監督執行狀況，以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的願景。總經理下轄之管理處負

責協調內部所有相關單位配合方案之執行，

定期檢視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檢討各

項企業社會責任業務之進展，並向董事會回

報執行進度及處理情形，執行成效則編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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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董事會通過後

揭露於太醫網站。

同時，太醫也尊重並支持國際公約中的

基本人權，包含「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全球盟約」、「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基

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的原則與精神，不僱用

童工、禁止強迫勞動、反對聘僱上的歧視或

差別待遇、提供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等，並

遵守勞動相關法規，尊重員工組織、參與工

會和集體談判之權利，針對所有新進人員進

行職場性別工作平等、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

及申訴制度說明，確實保障員工合法權益。

嚴守環保法規 善盡社會責任

至於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措施方面，

太醫表示，公司為醫療器材製造商，雖

非重大耗能產業，為能更有效率地管理

及使用資源，太醫已自2016年6月起導入

I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在管理階

層的支持與各部門的全力配合下，順利於

2016年12月9日通過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之正式評鑑，並取得SGS出具之證

書，未來除嚴守環保法規要求，更將持續善

盡企業在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太醫環境

政策與減量目標說明有六大方向：分別為環

境政策、節能政策、水資源管理、溫室氣

體政策、綠色採購和五年期減量目標(預計

2021年前達成)。

其中，太醫認為，節能政策方面，建立

能源管理系統並能有效利用能源，是企業永

續發展的關鍵之一，電力使用為太醫溫室氣

體排放之主要來源，除以節電為減碳之主要

手段，同時配合推動各項節能計畫及認購綠

電，提升節能等級與生產效率，減少非再生

能源之使用。

而水資源管理也是環境政策與減量目標

的重要一環。太醫表示，為珍惜利用水資

源，公司持續實行各項水資源節約計畫，加

強水資源管理，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

由於太醫的產業屬性為醫療器材製造

商，較無對環境的重大汙染，但太醫在銅科

廠建廠規劃之初，就把節水納入設計考量

中，於2014年至2018年間，陸續完成中水系

統(節水量達每年15,000噸)、雨水回收系統

(節水量每年達1,058噸)及製程冷卻水專管

循環系統(節水量每年達6,700噸)等，三大

系統節水效益約每年22,758噸，新廠區並選

購綠建材省水標章及加裝水龍頭節水器等相

關設備器材，支出金額約977仟元，以綜合

節水效益50%計，節水量每年達29,000噸。

另一方面，在溫室氣體政策上，全球氣

候環境受到溫室氣體的影響逐漸惡化中，太

醫已著手溫室氣體檢討的相關作業，自2015
年起定期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推動廠區綠

化與植樹、認購綠電、使用LED燈具及公務

車共乘等措施，銅科新廠並採用綠色建材，

較一般RC建築減少約2.9倍碳排放量，同時

亦持續鼓勵所有員工落實節能減碳理念，以

減緩氣候暖化問題，實現環境永續發展。

還有在綠色採購部分，太醫配合政府積

極推動綠色採購，成效優良，採購部門對於

供應商均有要求其材料及生產製程符合環保

標準。

希望能完成五年期減量目標，太醫預

計2021年前達成。目標包括：第一、平均

用電成長率不超過8%，第二、平均節水達

5%，第三則為平均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率不

超過8%等三大項。 (陳書璿)





標竿企業故事CSR
非上市櫃公司





— 509 —

遠東SOGO

公司簡介

奉行遠東集團「誠、勤、樸、慎、創

新」的精神，SOGO一直以來秉持著認真敬

業、永續經營的態度，打造「高品味、高格

調」的連鎖百貨，SOGO以這樣的理念，形

塑三大願景，同時發展出三大營運方針與四

大經營理念，以及NEW LIFE的四大核心價

值，打造SOGO百貨領先地位，落實SOGO
的永續使命。

在日本，SOGO百貨真正的意義，不僅

止於營業規模的巨大，而是對於21世紀的

百貨經營，有了新的啟示。在台灣，SOGO
自1987年成立至今，在2017年邁入30周年

的SOGO，在百貨零售業的激烈競爭下，至

今仍穩坐全台百貨坪效、人效之冠，成為全

台灣最受消費者信賴的百貨品牌，SOGO對

台灣的影響，可謂是引領一個時尚大世代。

SOGO在台灣之營運版圖遍及台北、中

壢、新竹、高雄等城市，大陸則分布於上

海、重慶、成都及大連等城市，兩岸共計

14家百貨據點。

創新經營力

SOGO30多年來，持續以永續經營的態

度及創新的精神，朝「營運獲利最佳」的願

景邁進，透過靈活的營運管理、區域整合、

風險管理、領先導入創新科技等策略，締造

百貨龍頭與百貨CSR模範生之品牌形象。未

來發展重點：數位創新。

環視消費市場購物習慣與消費模式的轉

變，SOGO除持續發展新零售模式、開發新

業種、追求商品特色、推動實境服務，並強

化捷運便利圈及無現金生活圈，發揮捷運百

貨之優勢。SOGO將創新主力放在提供顧客

優質、新穎、舒適以及具有國際視野的購物

環境，2018年投入在創新上的資源大約占

毛利的3%，主要用於軟／硬體設備升級、

數位化、提供顧客更優質的購物環境、以及

強化與消費者溝通；2019年預計投入5%毛

利於創新。

因應百貨業大微利時代來臨，SOGO盤

點戰力，整合資源，2015年起逐步整合忠

孝館、復興館、敦化館為SOGO台北店，以

台北大店的概念，打造各具風格的「東區時

尚購物金三角」。從公司內部組織、人力與

招商整合著手，透過共同行銷的方式，促動

發展潛力，不僅滿足顧客需求，也創造更好

的商品與獲利。

SOGO百貨以「只要最好」，和「絕

不安於現狀」的堅持，鞏固商品力，成為

許多國際品牌進入台灣市場的第一選擇，

包含TOM FORD、Sisley、Celvoke、
ADDICTION、雪花秀等等化妝品品牌，



— 510 —

首櫃皆設在開幕迄今超過30年的忠孝館，

該館一樓210坪的空間，進駐51個化妝品

品牌，有數個全台業績櫃王，每年業績冠

全台，達30億元，使忠孝館有「美妝天后

宮」的美譽。

優質商品力

SOGO透過招商評選優良專櫃廠商、簽

署〈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條款〉、〈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事項〉等領先業界的專櫃

與商品管理程序，讓顧客安心購買，並與廠

商維持共好的夥伴關係。未來發展重點：智

慧零售生態系。

供應鏈管理

SOGO合作廠商主要有承租廠商與供應

商兩類，承租廠商為百貨專櫃、超市和餐

飲專櫃，供應商為工務類與庶務類廠商。

SOGO規範所有廠商皆須遵守合約內之〈企

業社會責任條款〉與〈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

承諾事項〉。

2014年起，廠商合約中增訂〈企業社

會責任條款〉，確保消費者於SOGO所購買

的商品，皆能符合法規規範，針對有危害

消費者健康疑慮的產品，SOGO保留主動下

架權利。截至2018年累計共3,910家廠商簽

訂〈企業社會責任條款〉，包含專櫃廠商

3,854家、庶務類供應商56家。2015年起為

加強供應鏈管理，經企業社會責任CSR委

員會通過，再增訂〈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

諾事項〉，於每年換約時與廠商簽訂，約束

廠商在產品及服務責任、勞工權益和人權保

護、商品安全和食品衛生、環境保護等面向

之作為，務必符合企業永續之精神，並促進

供應鏈朝永續面向持續改善，2018年共與

專櫃廠商簽訂3,738份〈供應商企業社會責

任承諾事項〉，另與工程類供應商簽訂22
份〈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商品安全管理

SOGO領先同業於2015年成立「商品

安全促進委員會」，為顧客把關上架販售之

商品與餐飲專櫃，同時降低營運風險。委員

會隸屬於「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層級高

於行政部門與營運部門，由資深副總經理吳

素吟擔任主任委員，成員由各店店長、相關

營業單位、販促部、資訊部、人資部以及法

務室共同組成，主要負責推動商品安全管理

計畫之各項工作及教育訓練。

透過委員會運作，讓商品安全管理從

「我(SOGO)」到「我們(利害關係人)」一

起合作，持續落實專櫃商品安全和食品衛生

管理，以〈企業社會責任條款〉與〈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事項〉約束廠商，歷年

來，「商品安全促進委員會」已經推動了各

項重要專案，確保顧客購物的安全。

感動服務力

SOGO展現日系百貨精神，服務人員應

對禮儀、專業知識、雙向溝通機制及硬體措

施的設置與維護等，均以顧客之舒適與安全

為優先考量，持續朝「服務評價最好」之願景

邁進，希望讓顧客感受到更有溫度的服務。

未來發展重點：創新服務價值、智能客服。

SOGO以業界「服務評價最好」為目

標，視顧客如親，服務中融合了日系百貨的

細膩與台灣的友善溫暖，創造有溫度、有質

感的服務。每天開門與閉店時，由值班主管

與顧客服務人員以45度鞠躬之姿，向顧客

道聲「歡迎光臨」、「謝謝您的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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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O自1987年開幕以來，以獨立的

顧客服務人員小組專門提供電梯服務，蔚

為特色與傳統。除了大眾記憶中的「電梯

小姐」外，2016年更首度招募「電梯先

生」加入服務團隊。至少40句的「電梯語

錄」，搭配輕柔語調、優雅的招牌手勢，是

顧客消費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幸福職場力

SOGO在永續趨勢的推動下，不僅提供

給同仁最好的福利及獎勵機制，更重視促使

同仁成長的專業培力訓練，以及職涯發展規

劃，且不論SOGO同仁或專櫃夥伴，皆享有

健康照護，並確保其職場安全。未來發展重

點：培養新型人才。

SOGO透過網路人力銀行、校園徵才、

就業博覽會、產學合作(企業實習)及獵才公

司等多元管道進行人才招募；為提供在職同

仁之多元職涯發展機會，也會在公司內部公

布職缺，讓有興趣同仁投遞履歷。2018年
新進同仁共297人，新進率20.19%；離職同

仁共385人，離職率為26.17%。

SOGO開設多元課程，提升同仁專業能

力並發展第二專長與興趣，於每年績效評核

時檢視同仁職涯發展，評核項目包含業績達

成率、顧客服務滿意成績、專業職能績效及

出勤表現等，評核結果須交由受評者確認，

以瞭解主管的評語與建議；管理職依部門或

職務屬性不同，另有管理職能績效評核項

目，2018年同仁接受評核率為100%。

針對非直接雇用之專櫃新進人員，

SOGO依各據點規模，約一至三周舉辦一次

新進專櫃人員之教育訓練課程，講授SOGO
服務精神、賣場常態設施、安全防護機制

等，讓專櫃人員能知行合一，將最好服務呈

現給每位顧客。同時，亦針對客訴案件，依

照個案情形進行服務強化教育，以確保服務

之落實。不定期執行服務流程與系統操作之

教育訓練，如收銀系統操作方式，以提供給

顧客最好的服務品質。

SOGO將職業安全衛生視為責無旁貸的

重要環節，惟有打造重視安全衛生管理的工

作環境，才能讓同仁們安心、安全地為顧客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2018年SOGO百貨領

先全台零售業者與服務業者，獲《台北市勞

動安全獎》最高榮耀「優良單位」以及「績

優健康職場」、「優良人員」三重肯定，這

也是SOGO連續六年獲獎。此外，SOGO在

台北市政府推薦下，參加勞動部「推行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選拔，獲優良單

位獎，為歷年來全台唯一一家獲得國家級職

安衛大獎的百貨業者。

教育訓練投入費用

（新台幣萬元）

每人平均受訓成本

（新台幣元）
2,135 3,963 3,287 3,260 2,256

歷年教育訓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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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平台力

SOGO是受顧客信賴的百貨通路，最

大優勢在於可化身為集結顧客、廠商、同

仁、社福團體等利害關係人善心之平台，

投入SOGO NEW LIFE的Caring關懷、

Sustainability永續、Reliability安心等三大

面向，擴大影響力。未來發展重點：公益供

應鏈。

SOGO為台灣零售業「以人為本」服務

之濫觴，除了讓顧客享受與國際同步的飲

食文化、流行體驗與精緻服務之外，更發

揮通路優勢，集結百貨、廠商、顧客及社

會大眾等利害關係人之善心，以「SOGO 
NEW LIFE工程」打造SOGO特有的社會關

懷精神。2018年起，SOGO結合趨勢，以

「CSR」重新演繹SOGONEW LIFE工程，

透過「財團法人太平洋崇光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太平洋崇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全台八家SOGO百貨共同實踐之。

永續環境力

面對環境永續議題，SOGO以綠色行

銷、綠色採購、提倡綠色消費等策略打造綠

色營運文化，在日常營運中實踐環保理念，

執行能源管理及建置節能措施，並依各利害

關係人提出行動方案，自各面向落實環境保

護。未來發展重點：綠色百貨標竿。

綠色百貨

面對環境永續議題，SOGO以綠色行

銷、綠色購物、綠色行動、綠色運輸等策略

打造綠色營運文化，在日常營運中實踐環保

理念，執行能源管理及建置節能措施，並依

各利害關係人提出行動方案，從各面向落實

環境保護。

綠色行銷

SOGO以九大綠色行銷工具：SOGO 
App、LINE@生活圈、Facebook粉絲團、

Instagram、線上購物館、YouTube、電子

C + + =S R 永遠關心您
關懷
Caring

安心
Reliability

永續
Sustainability

關懷分享

搭建公益平台、

牽起 M型化兩端

對話

永續家園

綠色百貨

優質生活

商品安全

CSR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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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支付、大數據、電子看板等，提供顧客便

利且快速的購物資訊，減少紙張使用，進

而降低對環境的影響。2018年SOGO App
累計下載數達13.2萬次，較前一年增加近4
萬次，顯示SOGO App不斷優化的功能與介

面，讓數位互動模式廣為顧客接受。

2018年起逐步將館內宣傳版面電子

化，以減少紙張與相關耗材使用，並可更有

效溝通訊息。台北店忠孝館與復興館已於

2018年將手扶梯兩側布告欄改為電子式看

板。

能資源管理

SOGO設置「能源管理委員會」，由行

政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帶動全公司上下

實踐能源政策，降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SOGO於2017年以台北店敦化館為標的，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成為台灣連

鎖百貨第一家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的業者。透過測量與監督，SOGO找出現行

能源使用可改善之處，並管理未來能源供應

的相關風險；同時藉此改善能源使用績效，

以減少能耗與支出。SOGO全台各店也在

2018年年底達成全數以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的精神進行能源控管，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功能

協助企業增加能源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改善能源績效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清查

耗電設備

建立

能源基線

每月檢討耗能狀況

並實施改善措施

敦化館

復興館 忠孝館

天母店

高雄店

新竹
館

中壢店
新竹
站前館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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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資料來源：2018年遠東SOGO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榮耀與肯定
SOGO 2018年共榮獲18個國內外CSR大獎、以及六項評選認證肯定。

  更多資訊  歷年榮耀與肯定 http://www.sogo.com.tw/CSR/4-4.php

遠東 SOGO獲國家品牌玉山獎首獎，董事長黃晴雯（右）獲總統蔡英文（中）接見表揚

業永續獎

2 獎 /
社會共融獎

2018 CSR影響力獎特優 /
最佳影響力 /最佳創新力

20
銅級獎

2 企業永續

報告書白金獎

2018國家品牌玉山獎

106年台北市
勞動安全獎優良單位

獎項 主辦單位

天下企業公民獎－Top50 天下雜誌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Top50 台灣永續企業獎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書-白金獎

企業最佳單項績效獎－供應鏈管理獎

企業最佳單項績效獎－社會共融獎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百貨零售企業楷模 中華民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

Asia’s Top Sustainability Superwomen

亞洲頂尖永續超級女性-黃晴雯董事長
CSRworks

國家玉山品牌獎－最佳人氣品牌類首獎
中華民國國家企業競爭力

發展協會

CSR影響力獎

特優

最佳影響力

最佳創新力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

坎城國際創意節台灣官方

代表

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銅級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勞動部

台北市勞動安全獎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2012018 T8 TCSACSA企業永企業永續獎續獎 2018 TTCSACSA企業永企業永續

獎 /20 供應鏈管理獎018 T8 TCSACSA供應鏈供應鏈管理獎管理獎

2018天下企天下企業公業公民獎

018國家品國家品牌玉牌玉山獎

8 CCSRSR影響力影響力獎獎特優

2010188 低碳產低碳產品優等品優等獎獎

018 8第第 2727屆企業屆企業環保獎環保獎第 企業 保獎獎 106106年台北年台北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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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O創新服務 帶動商圈共榮

遠東SOGO百貨(以下簡稱SOGO)今年

因以卓越服務力與商品力打造優質百貨，並

善用數位行銷力帶動商圈繁榮，榮獲「國家

品牌玉山獎」最佳人氣品牌類首獎肯定，

SOGO董事長黃晴雯日前受邀至總統府接受

總統蔡英文親自表揚。黃晴雯分析，SOGO
競爭優勢，在於感動服務、高品質商品、數

位行銷力與業界CSR模範等四大特色。

黃晴雯表示，SOGO深耕在地商圈多

年、力行公益，近年來以百貨業的平台特

性致力發展CSR，讓消費者信任度再創新

高；加上餐飲林立、品牌多元、服務精緻的

優勢，成為國人心目中最佳人氣品牌，可說

是實至名歸。她分析SOGO的競爭優勢，主

要在於感動服務、高品質商品、數位行銷力

與業界CSR模範等四大特色。

引進電梯服務人員  凝聚人氣

SOGO無形的體貼、有形的服務特色，創

下顧客高駐足率；透過第一線的電梯服務人

員、VIP Lounge等，滿足顧客對於美好生活

的想望，進而提高對企業的好感與信賴度。

SOGO是全台第一家引進電梯服務人員

的百貨公司，早在開幕籌備期間，便派主管

赴日取經，學習電梯服務人員服務技巧、優

雅姿態與工作流程，以及培植貼心熱忱的服

務精神、專業及顧客第一的理念，並融入本

土文化，提供精準到位的服務。電梯服務人

員不只是SOGO企業形象的最佳代表，亦成

為SOGO獨到勝出的特色。

尤其是身處繁榮地段，SOGO不僅帶動

周遭商圈發展，服務也擴及整個商圈，服務

人員不僅熟知SOGO大小事，更要了解附近

商圈變化，對外籍與外地旅客貼心指引。而

針對忠實顧客量身打造的VIP Lounge，更

提供最頂級的服務，結合專屬的異業結盟優

惠，以服務互動的熱忱和貼心，塑造有溫度

和信賴感的美好交流。

近十年全球進入極端不景氣，分析消費

者行為可以發現，顧客來店次數雖降低，客

單價卻提升了，顯示消費行為益加審慎小

心。面對精打細算的顧客，以及電子商務的

強大攻勢，各品牌無法被取代的是實體店面

的親身體驗與服務人員細膩貼心示範的溫

度，百貨公司唯有找對品牌、賣對商品才能

獲利，黃晴雯認為SOGO是箇中翹楚。

綜觀SOGO成為最佳人氣品牌之因，難

以被取代的特殊商品力絕對功不可沒。除了

台柱業種經典美妝品牌、數十個備受大眾

喜愛的餐飲品牌進駐之外，SOGO以故事或

情境式的Lifestyle讓商品更多元、活化各樓

面，並加速翻新速度，讓顧客每次購物都充

滿新鮮感，藉以穩固主力客群。而最為人津

津樂道的日本商品展，整體規劃成熟，多年

來不僅與日本地方政府觀光宣傳單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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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各地最具特色的美食及工藝品，讓國人

不出國也買得到；同時加入許多觀光與文化

體驗活動，讓消費與文化洗禮同時並行。

在零售業當中，百貨公司的經營策略複

雜、產品線最廣，在現今全球實體零售業衰

退之際，SOGO藉由數位整合導入新客層的

作法，擄獲新、舊客戶的芳心。

數位行銷 回響熱烈

數位行銷是利用電腦科技和網路進行

推銷的全新行銷操作模式。SOGO近年來展

開多面向電子商務社群經營、官網更新、並

交叉運用各種數位行銷工具。例如SOGO在

實體百貨最熱門的周年慶檔期，同時操作線

上周年慶，讓百貨周年慶24小時不打烊。此

外，近年也獨家推出頂級水果預購宅配到日

本的服務，創造新話題，受到顧客熱烈回響。

此外，透過會員分析進行分眾行銷、

經營社群搶攻年輕市場、以SOGO App與
LINE即時行銷與集客…等數位行銷作為，

讓SOGO客層擴大，也更能精準與即時地與

顧客溝通。多元支付工具、一指搞定宅配到

府…等數位化的服務，弭平線上、線下界

線，讓購物更加便利，全面服務不同客群的

購物需求。

作為帶動生活潮流、向當代社會進行

生活提案的龍頭企業，SOGO將2015年訂為

「SOGO CSR元年」，是SOGO導入企業社

會責任精神的重要里程碑。為達到以CSR
獲得最大效益、創造多贏的目標，SOGO在

營運、商品、服務、行銷及環境等面向，不

斷以百貨零售業的產業特性，與營運結合找

出利己與利他的永續道路，將CSR內化成為

企業DNA。SOGO致力推動六大永續關鍵

力，加上靈活的營運管理、區域整合、風險

管理、領先導入創新科技等策略，成功締造

百貨龍頭與百貨CSR模範生之品牌形象。

守護食安  溯源管理

為提供顧客更好的消費體驗及感動服

務，SOGO從顧客的需求出發，強化管理力

道，將食品安全列為管理重點，推動「餐飲

安全網」專案，所有餐飲專櫃100%通過「餐

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近九成獲得優級的

佳績，寫下SOGO台北大店的嶄新里程碑。

此外，由資訊揭露的雲端食安網、查驗

監督的內部管理網，以及推廣深耕的外部教

育網三大網絡，交織成一張縝密的餐飲安全

管理大網，除了對專櫃向上兩層溯源管理，

也透過訊息傳遞及教育活動，與顧客密切互

動；例如在SOGO CSR官網開闢「商品安

全專區」和「餐飲美食專區」，揭露超過

2,000筆檢驗報告、餐飲專櫃管理成果，以

及食安相關知識與時事。掌握零售通路之產

業特性，據以推動食安管理，成為SOGO獨

有特色，也讓超過八成的顧客覺得到SOGO
消費是安心、安全的。

未來，SOGO將以「消費全方位、虛實

體驗新時代」為主軸，引領消費市場，持續

建構安心、安全的購物環境，並發揮影響力

帶動商圈繁榮共好，持續成為國人心目中最

信賴、最喜愛的百貨人氣品牌。 

黃晴雯認為，百貨業的每一天，就是送

往迎來、周而復始的循環，如何抓住顧客的

心、提升顧客忠誠度，是業界永遠學不盡的

課題。而新時代的深度服務，應與顧客福祉

連動 --不只關照顧客個人的需求，更延伸至

家庭及未來生活。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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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

公司簡介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昇恆昌

或昇恆昌公司)主要經營旅遊免稅零售產

業，並於台灣各大國際機場及離島提供銷

售與公共服務。自1995年成立以來，秉持

「誠信、專業、創新、公益」之企業經營理

念，並以傳統文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落

實，進而發揮「公共服務為導向，利益大眾

為宗旨」之企業經營核心價值，期能達到

「社會企業，企業社會」之友善境界。

昇恆昌的經營理念「誠信、專業、創

新、公益」待人以誠、言出必行，進而追求

卓越、永續堅持。在原有的基礎上勇於突

破、挑戰自我，以達到大眾優先、落實公

益，傳遞正向力量讓善循環。

昇恆昌的核心價值「公共服務導向，利

益大眾」，昇恆昌的一切努力，都是從「利

他」出發，進而與社會一起共好。

利害關係人議合

昇恆昌企業經營之核心理念為「公共服

務為導向，利益大眾為宗旨」，故自成立以

來即十分重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與福

祉，設置各權責部門藉由多元管道，與相關

利害關係人進行長期溝通交流。並依議合內

容設定企業重大考量面，列舉「直接政府

機構」、「旅客／顧客」、「間接政府機

構」、「員工」、「供應商」、「社區與公

民社會」、「股東／投資人」等八大利害關

係人群組，進行議題之反饋與回應。

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及重要考量面之排

序整合，均經昇恆昌各相關部門組成工作委

員會後，由CSR權責單位「總經理室」暨

「公共事務室」統整與會人員之意見，並畫

設重要考量面之邊界後所得出，經企業高階

經理人依各類別之經營管理方針予以確認完

成最終定序，後由董事長倡議推廣。

首先，昇恆昌透過於台灣國門國際機

場之服務，直接面對廣大旅客民眾，且與

機場航站之間更是共榮共利的「公私協

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關

係。除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

稱「促參法」)》，以領先全球的國際機

場免稅商店OT(Operation、Transfer)、
ROT(Rehabilitate Operation, and Transfer)
經營模式，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條件下，

發展出獨特的「商業經營結合公共服務」營

運型態，亦即參與經營國際機場管制區內免

稅商店的同時，同時需負擔機場管制區內之

「公共空間規劃建置」、「公共服務營運維

護」，且每年均須經由機場航站內、外部專

家嚴格評鑑績效優良。

更由於身為觀光旅遊免稅零售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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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子，公司長期配合政府觀光事業主管

機關之觀光政策，對推廣台灣旅遊，並對發

展在地文創不遺餘力。昇恆昌亦積極回應員

工與供應商的建議，在共榮共利的基礎下追

求永續發展；致力敦親睦鄰，共同創造自然

與人文的和諧環境；期許提升台灣觀光旅遊

產業的服務品質與水準，讓國際旅客走進台

灣，讓台灣的美走向國際。故凡相關利害關

係人問題關切之所在，就是昇恆昌追求永續

經營發展的努力目標，而落實永續經營發展

的經營方針，也方能確保股東、投資人對企

業發展的共同期待。

政府機關／顧客／旅客

公私協力促參ROT、OT案績效卓然

昇恆昌於2006年起，首創全球以OT、
ROT之促參模式經營國際機場免稅商店，

並積極改造公共及商業空間，打造舒適、明

亮之機場環境，提升旅客服務滿意度與機場

經營績效。尤其昇恆昌公司所有商品均直接

採購、買斷進貨，物流亦有高度自主管理。

且長期落實傳統文化之員工訓練，強化人文

服務優勢，均贏得國內外旅客及評鑑單位高

度肯定，並由於服務人員的專業表現及熱

忱，更使桃園國際機場受到國際旅客的好

評。

顧客／旅客／供應商

昇恆昌身為專業專職的免稅商店經營業

者，致力引進世界知名品牌，並設置專賣店

提供旅客接軌國際的多樣購物選擇；更跳脫

傳統免稅零售服務業的框架，為所有銷售的

商品負完全責任。昇恆昌所有商品均源自原

廠、買斷進貨，直接經營管理，並自行培訓

專業服務人員，以提供最直接、最專業的服

務，保障顧客，也保障每一家供應商與合作

夥伴。

除了原廠引進的商品外，每樣食品類商

8

7

6

5 4

3

2

1

昇恆昌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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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與國際檢驗權威單位SGS合作，建置

全國首創的「商品檢驗報告專頁」，絕對讓

旅客買得放心；再加上設置中、台、英、

日、韓等多國語言的消費者服務專線，每一

位在昇恆昌消費的旅客，無論身在世界何

處，都能安心的享受即時、專業的售後服

務。

企業與消費者間，也是「共榮共利」的

關係。以客為尊的昇恆昌以消費者角度審視

所有可能的需求，首創「市區／線上預購，

機場提貨」服務，不論是「昇恆昌免稅預購

網」或是「市區預購中心」，均大幅提高旅

行的購物效率，讓每一位旅客都有更多機

會，體驗旅途中的美麗與感動！加上專為消

費者量身打造的全球第一張免稅店聯名卡–
昇恆昌聯名卡，更是盡享昇恆昌專屬優惠禮

遇的尊貴象徵。

友善職場

員工

員工是昇恆昌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因

此昇恆昌十分重視員工生活的照顧，除了提

供均衡營養的團膳、典雅大方的制服、便利

的通勤交通車，更是唯一興建多功能員工宿

舍大樓的國際免稅產業經營者。正因為這份

對待員工如家人般的用心，昇恆昌的每一位

同仁都能無後顧之憂的敬業、樂業，更提升

了同仁們在國際機場的整體服務品質。

創新培育，感動傳承

昇恆昌公司為培育優秀觀光旅遊人才，

共與本島北、中、南、東與離島等各區，逾

46所高中職及大專技職院校共130科系進行

建教與產學合作。有效加強同學們的實務專

才，並培養未來就業競爭力，現任員工中有

多元商品種類

保障商品質量 商品來源可靠

免稅商品類別包羅萬象，
一應俱全

所有商品均經過合格檢驗且具有
合法知識產權及來源

所有商品源自原廠，買斷進貨，
直接經營管理

商品策略

昇恆昌商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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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位同仁，均於2015至2016年結束實習後

成功留任。

員工是創造「顧客滿意」的重要關鍵，

而「以人為本」的軟實力，正是企業永續經

營的穩固基石。昇恆昌為員工同仁分階段規

劃完整多元的教育訓練，並開展全面性的職

能教育。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為有效應用「知識管理 (K n o w l e d g e 
Management)」系統，面對未來各項外界

環境的改變與挑戰。昇恆昌訓練發展部門更

持續推廣建立「學習型組織」，以期透過不

斷自我組織再造，維持團隊與企業競爭力。

故2016起年更推動「職能訓練發展計

劃」，有計畫的育成人才，創造出更堅強穩

固的戰鬥團隊，除持續依「核心職能」、

「管理職能」、「專業職能」等項目，系統

性的展開訓練計畫，並透過「企業大學」的

概念，建構「模組化學習系統」，讓教育訓

練的工作再度進化。

社會公益

社會公益／敦親睦鄰

從急難救助到弱勢關懷、從長者陪伴到

兒少守護，「身體力行，親力親為」是昇恆

昌一直以來的堅持。昇恆昌全體員工都是志

工，以公益志業的精神，足跡遍布本島、離

島以及各大社會福利單位與弱勢家庭，牽著

他們的手，陪他們一起共度難關！

昇恆昌暨所成立之三大基金會，長期投

入社會公益並推廣全員志工，歷年直接或

間接受益人數逾26萬人。除國內外急難救

助、長者及身障弱勢關懷、觀光及體育推廣

外，亦專注於偏鄉教育及兒少扶助、閱讀推

廣等工作。

藝文及體育推廣

昇恆昌服務國門機場20多年來，在機

場看見許多優秀的台灣體育選手，包括網

球、羽球、棒球、舉重及拔河隊等各個運動

項目，默默付出汗水、不斷努力練習，並勇

敢走出國門，在世界的體育舞台上用力發

昇恆昌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列表

類    別 項    目

核心職能 感動服務定期全員講座

管理職能

中階主管管理職能學程

基層主管管理職能學程

人才育成中心（TP）學程

專業職能

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包含人權教育、企業倫理、職業安全及 CSR 概述）

營業銷售 / 商品知識

餐飲 / 飯店人員訓練

總公司後勤

法規遵循 法規相關證照外派訓練法規遵循 法規相關證照外派訓練

昇恆昌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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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並且讓「台灣」的名字飄揚。

因為同樣努力過，昇恆昌也深刻明白，

每一滴汗水都需要被鼓勵、每一次勇敢都應

該被支持。故長期以來，昇恆昌從鄰近社區

的各級學校開始，積極推廣體育教育；並獎

勵運動選手的培訓、協助舉辦國際賽事，更

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頒發「2016體育推手金

質獎」的最高榮譽。

昇恆昌光譜計畫

昇恆昌長期投入社會公益，過程中不斷

反思除了身體力行之外，如何號召更多人投

身公益也是思考方向。年輕人是國家的未

來，給予未來善的種子才有可能改變世界。

於是，光譜計畫的催生來自於昇恆昌長期投

身公益的基礎，以及看中青年學子的熱情、

善念需要有人推他們一把，走在好的道路之

上。

大專學子們的創意超乎想像，從他們對

於營隊規劃、簡報製作以及自我介紹的短片

影像中，很難不受這群滿懷熱血的學子影

響，總覺得活力十足、無所畏懼。而年輕的

熱情需要正確的方向和好的舞台發揮。透過

昇恆昌對於地方偏鄉教育的關懷，結合大專

學子們的熱情，一同執行公益活動所迸發出

的火花，將照亮每一個需要關懷的角落。

昇恆昌並且提供優秀青年學子企業實習

機會，使其不只是投身公益，亦能瞭解企業

的運作與職場的實務狀況。從公益到企業的

核心價值；由學校書本、理論，到實作執

行，讓公益活動的口號能夠真實地被實踐、

帶來正向力量。

透過大專學子們規劃「觀光公益營」，

以年輕創意的方式去傳遞專業知識、愛關

懷，並且在營隊舉辦中與偏鄉學子「密切互

動」。不同於單向施捨、給予，而是讓投入

公益的人，彼此都是有捨、有得，相互成長

學習。

能源耗用與節能計畫

昇恆昌重視「環境友善」及「節能減

碳」之落實，除全體志工團隊長期協助環保

淨灘與資源回收等工作，在各大營運據點更

以降低耗能、提升能源效率為目標，進行長

期能源改善計畫。積極導入智慧型能源管理

系統，透過設備與耗能行為之分析及政策推

動，達到有效節能，並大量更換使用LED
節能燈具，以創新多元之環境工法，如廣設

植生牆柱、設計弧形天花板與有機採光牆、

太陽能電動遮光簾等，達到降低熱能、節省

能源耗用。

(資料來源：2018年昇恆昌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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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讓國門揚名海外

秉持「公共服務為導向，利益大眾為宗

旨」的企業經營核心理念，昇恆昌的企業社

會責任從25年前，就在台灣的機場國門開

始實踐。

以促參法公私協力的ROT夥伴關係，

昇恆昌首創商業結合公共服務模式，在機場

管制區經營免稅商店外，更負擔管制區內的

公共空間改造與公共服務執行。當旅客踏進

桃園國際機場的管制區後，硬體方面如360
度客服櫃台、一二航廈的22間台灣特色主

題候機室、育嬰哺集乳室到空間裝修美化、

大型公共藝術設施；軟體方面如機場內臺灣

藝術家的藝文展覽、不同節慶的氣氛布置與

互動活動，全都出自於昇恆昌的創意巧思。

也難怪知名國際旅遊零售媒體T h e 
Moodie Davitt Report的創辦人會驚呼：「我從

來沒有看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機場，能像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的昇恆昌一樣，這麼傑出的融合在

地文化與機場服務。我也建議各國機場的經

營者與主管機關，都應該買張機票飛來臺灣觀

摩，因為這就是國際機場應該要有的特色」。

董座帶頭做公益

而這一切的推手，就是昇恆昌免稅商店

的董事長江松樺。他從40多年前的創業之

初，就積極投入社會公益，從鄉里急難救助、

社區敦親睦鄰，都能看見他的身影。而他以

身作則的奉獻愛心，也讓員工們耳濡目染，從

一個人到一群人；至今昇恆昌的全體員工，

都會利用休假閒暇的時間，自動自發的組成

志工團隊，上山下海從事各種面向的公益活

動，每年將近500場、超過10,000人次以上，

成為昇恆昌極具特色的「全員志工文化」。

身穿黃背心的昇恆昌志工團隊，關懷的

範圍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國內外急難救助從

南亞海嘯、海地大地震、311東日本大地震到

高雄氣爆等，無不捲起袖子義賣、捐款、賑濟

物資，甚至遠赴八八風災的災區，協助災民重

建、輔導行銷在地商品。而弱勢長者與偏鄉學

童的關懷，更是各部門自動自發認養需要幫忙

的社服單位，多年如一日的定期關懷，而志工

們的足跡也從八里的天主教安老院、大園鄰

近的機構與育幼院，遠達桃園復興、新竹五峰

等偏遠山區學校。甚至為了偏遠地區的醫療

品質提昇，昇恆昌更多次協助花蓮門諾醫院及

台東馬偕醫院，以及法裔神父劉一峰的社服

機構籌建，以照顧更多偏遠地區的民眾醫療需

求。另包括培養台灣體育選手、觀光推廣、促

進離島就業等，昇恆昌的愛心公益遍及各地，

而最早期的受助者，到現在也能自立並付出愛

心關懷其他人，一代代交織出愛心的善循環。

讓受助者也能成為施助者

已連續第四年舉辦的「光譜計畫─大型

公益觀光營」活動，更是昇恆昌精神從一個人

到一個家庭，從一個家庭到整個社會的具體

實踐。藉由廣邀全台大學生參與公益營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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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競賽，請他們針對不在山上也不近市區，且

少有資源的地區學校來規劃舉辦暑期營隊。

今年並以「國際觀光」、「地方特色連結」、

「學生需求」及「公益關懷」等元素為主軸，

針對屏東高泰國中、台中新社高中附設國中部

及大安國中共計120位學子為營隊服務對象。

本次還特別攜手社會企業平台「社企流」

一起合作，舉辦論壇講座及專業講師經驗分

享，鼓勵大專院校學生投身公益並發揮所學

及創意，給予多元專業課程指導與培訓。而昇

恆昌免稅商店志工也化身專業講師，協助大學

生將創意提案落實，同時更在營隊中安排專業

課程如基礎日文、國際禮儀、彩妝穿搭等，除

了增加課程的豐富性，也讓學員們有靜態課

程以外的實作體驗，更指導學生如何以專案規

劃的方式執行營隊，提升學生提案的執行性

與細節度，更可藉此過程培養學生的企劃及

口語簡報能力，提升未來進入職場的競爭力。

營隊的最後一天，並特別安排營隊組員

帶著國中學員們到台中國際機場及高雄小港

機場參訪，許多國中生都是第一次認識機場的

環境及各個職位的工作內容與肩負的責任。

在經過解說之後，也更深入了解每一個公共

空間設計背後的理念與創意，商品背後擁有的

故事及巧思。期望藉由這樣豐富多元的課程安

排，能拓展他們的視野，對於未來啟發更多的

可能性，陪伴著學員們一起學習、一同成長。

創新公益環保計畫

2019年，昇恆昌為呼應地球暖化及陸

地、海洋生態等全球重要環保議題，特別整

合各營運據點平日所進行的淨灘、淨山、

掃街活動，選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當

天，啟動「昇恆昌無痕昇活大挑戰」。本活

動一共集結了全台各營業據點的7,000位同

仁，從北到南、從花東到離島，進行了305
場的淨灘、淨山與社區清潔等志工行程。

總計出動上萬人次、累積超過450公里的步

伐、清除高達11,000公斤的環境廢棄物。

而除了實體的「環保遶淨」之外，更結

合虛擬網絡，創造出全新型態的公益理念

推廣模式：首先連結國際最夯的網路社群

「#Trashtag」標籤大串連，提昇公益倡議

的國際能見度。並利用「名畫模擬」與「廢

棄物裝置藝術」等創意照片來進行網路的趣

味分享。結合「流行性」與「趣味性」元

素，讓熱血的環保挑戰活動能穿出同溫層，

擴及影響志工們網路社交圈的每一位成員，

同時也將活動過程記錄成影片，希望藉由影

片傳遞更多正能量，成果影片上線後，也獲

得廣大網友的熱烈回響，上線僅兩週即達到

30萬人次以上瀏覽量、百次分享及千次讚

數，期望將節能減碳觀念內化為大家的日常

生活習慣，為守護地球盡上一份心力。

創造感動，以「利他」為目標

昇恆昌免稅商店從董事長江松樺、各級

主管到全體員工，努力實踐「誠信、專業、創

新、公益」的企業理念，並以「利他」為目標。

不僅致力於國門機場與國內外旅客的專業服

務，更投入社會公益，貢獻一己之力成就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們。不僅獲得有「全球旅遊零

售業奧斯卡獎」之稱的法國Frontier雜誌頒發

終身成就獎殊榮，DFNI旅遊零售媒體更為此

增設「公益倡議獎」，表彰昇恆昌傑出的公益

貢獻，港澳台灣基金會亦頒發「愛心獎」予以

肯定。這些桂冠榮譽所要傳達的，只有一個單

純的意義，就是「企業經營可以很有溫度，而

社會公益也能做得超專業！」。或許下次途經

機場，大家可以多留心看看這個可愛的寶島，

以及這個讓人感到光榮的企業。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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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

公司簡介

台灣中油成立於1946年6月1日，至今

產品、服務已深耕台灣73年，隨著人民的

生活、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成長，是大多數

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夥伴；作為我國能源進口

最重要的企業，也同時肩負著穩定供應與產

品安全的責任，配合國家政策的方向，盡力

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積極與社會大眾溝

通，是中油經營的主要方針。

至2019年，台灣中油已邁入73個年

頭，主要業務範圍包含油氣之進口、探勘、

開發、煉製、輸儲與銷售，以及石油化學原

料之生產與供應，從上游至下游，係垂直整

合之綜合型能源公司，業務設施分布全國。

台灣中油目前設有19個幕僚單位與17
個一級直線單位，其組織系統圖可參閱台灣

中油全球資訊網。業務範圍包括石油與天然

氣之探勘、開發、進口、煉製、輸儲與銷售

以及石油化學原料的生產供應，從上游至下

游，係垂直整合之綜合型能源公司。

在外銷方面，台灣中油2018年主要油

品外銷量約291.4萬公秉，主要銷往新加

坡、菲律賓、印尼、韓國、澳大利亞、馬來

西亞及巴基斯坦等國家。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與誠信道德是公司永續經營最

重要的基石，也是中油營運發展主要遵循原

則，才能讓台灣中油有健全體質而能蓬勃發

展。

管理方針

短期目標：1、避免發生貪腐事件，追

求高度之道德行為標準；2、無違反重大社

會、環境與經濟領域法律與規定之事件。

中長期目標：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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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定期提供公司同仁相關教育訓練及反貪

腐宣導。

在特定行動方面：1、安排台灣中油

董事及監察人赴各單位與轉投資公司實地

訪查。2、召開三次「永續經營推動委員

會」，由董事長、總經理代表董事會督導及

敦促與推動永續發展。3、台灣中油全球資

訊網設有公司治理專區、業務公告專區，定

期揭露年報、永續報告書等財務與非財務資

訊。4、執行內控及稽核制度。

董事會功能

台灣中油為經濟部持股100%之國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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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最高治理

單位為董事會，設有13席董事及三席監察

人，皆由經濟部指派，任期為二年(第32屆
2017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11日)，其中董

事長及總經理屬執行董事，有二席獨立董

事。

台灣中油董事會每月聽取各部門重大經

營策略及營運報告，審定經營策略，並檢視

經營策略的執行進展，評量業務績效，維持

公司持續成長並符合市場需求，每月董事會

議事錄均置放於台灣中油全球資訊網。為善

盡監督責任，提升董事會議事效率及提案品

質，設置「採購審議小組」、「事業計畫審

議小組」及「探勘審議小組」，針對台灣中

油重要策略計畫、重大之探勘及採購類等案

件，於董事會會前先行審議，並提供審議

意見供董事會決策參考，2018年共計34案
次。

風險管理

台灣中油訂定「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

業原則」，設立四大風險管理政策做為組織

風險管理的指導原則。台灣中油於1998年3
月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

會議，負責審查各單位提報之風險項目及風

險圖像，篩選重要整體風險項目，協調監督

各單位風險管理運作情形，並依時事變化，

滾動檢視風險變動的各項因素，及時預防、

處理與整合相關資源。

董事長：指導委員

總經理：主任委員

企研副總經理：召集人

企研處：執行秘書

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

各單位及各處室一級主管擔任

檢核室：

協助風險管理委員會確認風險管理制

度之妥適性及有效性

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總經理）

指導委員

（董事長）

執行秘書

（企研處）

各直線單位

檢核室

各幕僚處室

召集人

（企研副總經理）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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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中油

近年來順應全球經濟環境之變遷，並配

合政府能源政策、5+2產業創新計畫，台灣

中油積極研發綠色能源、材料與技術，以及

進行「國內外礦區潛能評估研究」，期許成

為國內綠能產業發展之啟動者，為台灣經濟

再注入活水，奠定永續發展基礎。

綠色研發

近年來順應全球經濟與氣候變遷，並配

合政府能源政策、5+2產業創新計畫，台灣

中油研究單位除提供生產、行銷等現場部門

技術服務之基本任務外，亦逐年擴大投入前

瞻研發，台灣中油將「減碳、節能、淨能」

作為綠色研發主軸，投入於「綠色能源、綠

色材料及綠色技術」之研發，以及進行「國

內外礦區潛能評估研究」，期能建立綠能核

心技術，開發綠色產品，讓「新產品商業

化、新技術工程化」能夠實現，拓展現有之

營業範疇。

循環經濟

冷能再利用－台灣中油是敦親睦鄰的

好鄰居

中油所進口的天然氣，先由氣態壓縮為

攝氏零下162度液態天然氣，送達台灣後，

必須透過與海水進行溫度交換，讓天然氣氣

化之後為人使用，而氣化過程將釋放大量冷

能，中油除自用發電與空調使用外，更提供

給遠東氣體、藍海氣體利用，並無償分享鑽

石水給漁民，嘉惠當地養殖戶，與在地產

業、民眾共同創造雙贏。

空氣液化：將空氣降溫液化後，再經

由精餾塔，可分離成液態氮(N2)、液態氧

(O2)、液態氬(Ar)，製程上可比傳統式

空氣液化流程節省大量電力。2018年台中

廠、永安廠分別提供冷能給藍海氣體、遠東

氣體作為冷卻空氣使用，收益約新台幣1.2
億元。

永安廠冷、壓能發電：利用丙烷回收

LNG超低溫能源，經加壓氣化後推動膨脹

機來帶動發電機發電，每小時發電量1,800
度供應永安廠部分電力需求及氣化90公噸

之LNG功能。並結合壓能發電系統，2018
年節省外購電力約3,552萬度。

能資源整合－台灣中油與產業共榮

大林煉油廠為台灣中油最大的煉油基

地，其參與臨海工業區可形成之能資源鏈

結，主要項目包含氮氣、蒸氣、燃料氣、氫

氣、燒鹼及燃油等，於整合的過程中，同時

達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資源耗用和降

低區域內汙染排放量等目的，而有效降低環

境衝擊和改善環境品質，更做到社區好鄰居

的角色。

1.氮氣整合：大林煉油廠氮氣使用於設

備補壓、密封與吹除等程序，主要由中鋼公

司氧氣工場產出氮氣再利用。

2.蒸氣整合：大林煉油廠加入臨海工業

區能資源整合，製程所需之中壓蒸氣使用中

鋼公司煉鋼產生之過剩蒸氣，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

3.燃料氣整合：大林煉油廠製程所產生

之燃料氣處於過剩，可供應尚承公司及提供

給林園石化廠使用。

4.氫氣整合：大林煉油廠製程所產生之

氫氣可供應中鋼、聯華氣體等公司，也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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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林園石化廠。

5.燒鹼整合：大林煉油廠燒鹼主要供製

程或汙染防制設備使用，以往使用槽車運

送，目前部分燒鹼改由台灣志氯公司管線運

輸，可減少槽車運送之油料、運輸成本與運

輸管理風險。

6.燃油整合：大林煉油廠可生產低硫燃

油供應台電公司、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

區，減少燃油鍋爐的空汙排放。

孕育中油

環境保護一直是中油心心念念的重點項

目，對於溫室氣體的減量亦是持續努力的目

標。公司嚴守環保法規，設置環保查核資訊

管理系統，並由環保巡查小組深度稽查各單

位管控環保業務，各廠亦主動巡查現場轄區

之環保執行情形，故近三年環保罰款已逐年

減少。

溫室氣體管理

為配合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台

灣中油於2004年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

盤查制度，每年定期進行各工廠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並經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通

過，據以訂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推動溫室

氣體管理計畫，逐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此外，台灣中油並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盤查

結果，登錄至「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以

及於永續報告書中揭露，對外界公布歷年溫

室氣體的排放情況。溫室氣體排放可分為範

疇一、範疇二及範疇三，因範疇三的量化與

查證較有困難性，故暫不列入排放量計算範

疇。2017年範疇一及範疇二之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與2016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減

少5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2018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需待2019年7月底各單位完

成第三者查證後對外公布。

能資源管理

台灣中油能源使用類別為電力、天然

氣、蒸汽、燃料氣、石油氣、燃料油等，

在能源使用量上，於2018年總使用能源熱

值為11.29x107 GJ，其中燃料氣使用熱值

最高。此外，台灣中油於2018年加油站太

陽能發電站之再生能源產生量為478.2萬度

(主要賣給台電)。2018年自產產品產量約

18,037.9萬公秉，計算後2018年能源密集度

為0.626 GJ／公秉，與2017年能源密集度

0.6 GJ／公秉相比，增加約4.3%。從數據上

來看，自從節能減碳專案皆已執行且落實

後，每生產單位產品所耗用能源量也已漸趨

穩定。

近年極端氣候造成國內水資源供應不穩

定，台灣中油於進行生產行為時，致力於節

約用水及廢水回收再利用，並妥適處理廢水

排放。大林煉油廠水源外購自鳳山水庫給水

廠及地下水井(大寮給水站)供水；林園石化

廠水源外購自台灣自來水公司鳳山水庫；桃

園煉油廠水源外購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

源局所屬石門水庫及廠區地下水井供水，用

水計畫均經台灣自來水公司及水利署評估供

水影響及核定同意後方送水，且皆經過供水

影響的評估，因此台灣中油之取水並未對水

源造成重大影響。而高雄煉油廠水源主要來

自大寮抽水站，台灣中油於每半年定期自行

及委託獨立公正單位(雙重驗證)實施檢測，

量測監控點高程分析變化趨勢，根據2015
至2018年之監測報告顯示，大寮水源站地

區並無顯著沉陷現象。

為調適未來台灣可能面臨水資源缺乏、

耗水費徵收之風險，並且珍惜環境資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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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油致力於將工廠廢水回收再利用，透過

下列各項措施，達成節約用水目標並且將水

資源循環利用達到最大效益，2018年各廠

用水回收率較2017年增加0.03%。此外，台

灣中油積極推動工廠用水回收再利用，並落

實多項節約用水與廢水回收再利用之改善措

施。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2015年，國際通過《巴黎協定》，國

內也通過《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顯見

國內外愈來愈關注氣候變遷議題。氣候變遷

直接或間接影響台灣中油之能源供應與成

本、引發能源需求的變化及潛在投資損失，

並帶給能源供給設施直接衝擊，如石油煉

製、運輸、配送及貯存與天然氣之運輸、接

收與輸氣等相關基礎設施。由於台灣中油肩

負國內能源穩定供應重任，因此需加以管理

公司所面對的氣候變遷風險，給予全民安居

樂業的生活。

中油參照國際碳揭露計畫CDP氣候變

遷問卷，從轉型風險(政策、法規、市場)與

物理風險(立即性與長期性)等面向進行氣

候風險與機會之盤點。台灣中油2015年起

參加CDP碳揭露氣候變遷專案問卷調查，

2015／2016年受評為D揭露等級，2017年
受評為C認知等級，2018年大幅躍進至B管

理等級。

廢汙水和廢棄物管理

台灣中油除一般垃圾外，所產生之廢棄

物主要為廢觸媒、汙泥、底泥等，一般生活

垃圾委請地方清潔隊及合格清除機構代清運

至地方焚化爐焚化處理，廢觸媒以回收貴重

金屬方式處理，汙泥、底泥則經由廠內之焚

化爐處理後，再進行最終掩埋處理。因此整

體而言，目前對固體廢棄物之處理方式，係

依廢棄物性質分別採回收處理、開標外賣、

桶裝掩埋、焚化處理、直接掩埋、回收油氣

及直接拋棄等方式進行妥善處置或處理。

汙染防治

台灣中油主要之空氣汙染物為氮氧化

物(NOx)、硫氧化物(SOx)、揮發性有機物

(VOCs)及粒狀物(TSP)，排放來源包含煙

道、廢氣燃燒塔、儲槽、設備元件及裝載操

作等。各生產工廠依固定汙染源操作許可證

內容，操作與維護固定汙染源防制設施，並

依法規要求定期進行檢測，此外，針對檢測

結果予以分析追蹤，確保廠內排放氣體皆能

符合法規規定，並將空氣汙染物降到最低，

減少環境衝擊。

近年來，國人越發重視空氣品質，台灣

中油為了能有效降低空氣汙染物排放，長期

致力於各面向之改善，包含選用潔淨燃料、

廢氣回收再利用、製程操作改善及採用先進

技術與設備、管末處理精進，逐步系統性降

低汙染排放。透過各面向之改善，台灣中

油工廠之氮氧化物及粒狀物等空氣汙染物

排放已逐年降低，其中2018年NOx排放量

較2017年降低7.3%，2018年TSP排放量較

2017年降低19.2%，顯示各項改善措施有達

到減量成果。

攜手台灣 擁抱中油

台灣中油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之精神，致力推動節能減碳與環境生態

保護計畫、協助地方發展、關懷弱勢團體及

協助培植國家優秀運動員，積極與當地團體

及民眾保持良好互動，辦理各項公益活動不

遺餘力。除重視經濟與環境外，亦重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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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具體貢獻包括「社區關懷」、「照顧

弱勢族群」、「公益活動」及「能源教育及

宣導」等面向，以創建和諧社會為最大目

標。

社會公益

台灣中油是國家首屈一指的大企業，也

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回饋鄉里與

地方是中油首要的任務。在廠區、礦區周

圍，除了生態環境與汙染防治的作為，中油

也積極與地方溝通、雙向交流，創造更和諧

的社區。中油也在舉辦公益活動時，廣邀社

區鄰里參加，一同回饋社會，創造永續價

值。

推動運動發展

台灣中油為促進體育運動發展，培植優

秀體育人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2002年
即成立「獎助菁英運動員諮議委員會」，並

訂定「中油公司獎助菁英運動員培育實施

要點」，提供優秀的體育選手獎助金支持

體育發展。台灣中油於2017年擴充修訂原

有「中油公司獎助菁英運動員培育實施要

點」，將獎助對象擴增至國內各級公、私立

學校運動校隊，更名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菁英運動發展實施要點」。同時考

量偏鄉學校運動校隊常因缺乏長期穩定的資

源挹助，往往難以讓有運動天份的偏鄉孩子

發揮所長，為關懷偏鄉，新修訂要點特別加

入獎助偏鄉地區的運動校隊，希望讓偏鄉孩

子藉由運動學習具有專業性的一技之長，找

到自我肯定與成就感，讓孩子有機會翻轉自

己的人生。

人力資源

台灣中油在員工聘僱方面皆有明確之規

範，並且從未有僱用童工之情事，同時，為

提供弱勢族群更多就業機會，人員招考時給

與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身分者特別優惠加

分。員工進用後，薪給以同工同酬為原則，

從未以種族、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

生地、性別、性傾向、婚姻、容貌、身心障

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不同考

量。同時，台灣中油亦保障員工結社之自

由，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社團，並與同樣遵從

前述原則的廠商合作，所以多年來台灣中油

始終無任何申訴性別、種族歧視等案件。

2018年僱用員工時亦未曾發生違反人權或

歧視事件，亦無因人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活

動。

人才培育

台灣中油為培育人力資源、強化專業技

能，並配合升遷制度，落實選、訓、用精

神，以因應台灣中油之經營發展，建立完善

人力培訓架構。進行各核心專業職務之專業

職能調查研究，除做為內部升遷與輪調之參

考外，並為對外招募人才面談時之詢答內

容，篩選具備適格工作態度、理念之人員進

公司服務。另鼓勵員工參加國家技能檢定，

協助取得相關之工安、環保等證照；並訂定

獎助進修要點，鼓勵員工終身學習，自行參

訓第二專長，自委辦公餘進修、外語進修及

轉業訓練等。2018年訓練金額約為新台幣

1.28億元，自辦訓練共辦理3,358班，訓練

人次共計103,085人。2018年受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肯定，訓練所獲頒人才發展品質管

理系統評核等級「訓練機構版銀牌」之獎

項。

安心職場

台灣中油遵循國際勞工公約及國內工會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員工可自由組織與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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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並得依據相關法律規定進行集體協

商。台灣中油與工會溝通之機制包括：勞工

董事參加董事會、各事業單位定期召開勞資

會議、不定期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擴大

業務會報邀請工會理事長列席等。此外，每

年辦理勞資關係研討會，增進勞資溝通，並

透過正式或非正式活動安排主持人及副總經

理與工會代表溝通，交換意見；公共關係處

處長及副處長亦經常不定期拜訪工會，蒐集

會員意見。台灣中油並邀請工會代表參與工

安衛生、申訴、獎懲委員會及工程審標會、

購審會，勞資雙方共組「職工福利委員會」

及「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2018
年底台灣中油員工共計15,640人加入工會，

占總員工(15,704人)99.59%，而報告期間

無違反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之情事。目前台

灣中油與台灣石油工會尚未締結團體協約，

雙方協商均朝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方向而努

力。

2018榮耀中油

(資料來源：2018年中油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8榮耀中油
連續 18年榮獲《讀者文摘》信譽品牌白金獎加油站類

 連續 14年榮獲《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加油站類

第一名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BSI永續卓越獎」

連續 年獲得惠譽信評公司評等「AAA（twn）」

CDP氣候變遷問卷「B」管理等級

 榮獲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白金獎」及

「氣候領袖獎」

第 屆國家新創獎─企業新創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8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1項設施類

優等、1項設施類佳作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2018 年度公共工程優質獎」：2項設施

工程類

獲頒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金舫獎」

獲頒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推手獎」－贊助類金質獎

中油高雄煉油廠環境教育園區取得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完成 50站綠建築加油站，含鑽石級 11站

榮獲 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訓練機構版）銀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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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拚用三心創造三贏

中油長期為追求「經濟、環境、社會」

三贏而努力，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上，具體

貢獻包括：「社區關懷」、「照顧弱勢族

群」、「公益活動」及「能源教育及宣導」

等面向，希望能讓各界進一步了解該公司對

企業永續發展的關心、用心與決心。

提到中油，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當然

是加油站，而緊接著而來的想法，不外乎就

是「借廁所」了。

過去數十年來，即便高鐵、捷運等大眾

運輸建設，或是便利超商如雨後春筍般快速

發展，中油的加油站仍然是過年過節南來北

往民眾不可或缺的中繼站。

依聯合國認可的非營利組織「世界公

廁組織(WorldToilet Organization, WTO)」

指出，每個人都有使用乾淨廁所的權力，

「WTO」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球仍有10億
人沒有隱蔽、室內的如廁環境，有超過30
億人沒有乾淨的廁所可使用。他們希望消弭

衛生環境不佳導致的疾病、貧窮與落後。

改造公廁 提升衛生環境

而中油早於2005年，在時任董事長郭

進財領導下，就開始推動公廁改造計畫。公

廁的整潔代表加油站服務品質的一大部分，

必須將各個細節做到最好，「不髒、不濕、

不臭」是公廁最基本的要求。

員工每小時巡檢廁所，以管理飯店的精

神施行，不但不能有髒汙泥濘，甚至備有衛

生紙與女性用品，再透過舒適的空間與花草

盆栽的綠化，讓如廁的客人輕鬆獲得解放。

至2018年，中油於全台615個直營站

(含合作站)中，設有592座無障礙公廁，並

陸續安裝免治馬桶，也配合政府衛生紙沖馬

桶政策宣導，張貼標語，部分站點甚至加裝

感應式殺菌垃圾桶，減少廁所異味及與使用

者接觸，更能降低病菌傳染的機會。

辦夏令營 扎根能源教育

能源教育方面，該公司自2013年起，

每年開辦暑期營隊活動「綠巨龍創造夏令

營」，藉由夏令營扎根能源教育，讓孩子重

視環境議題，提供孩子更多元的資源及觸

發，讓孩子知道石化與生活息息相關，也進

一步省思人、環境及能源的相互關係。

綠巨龍創造夏令營以環境教育、弱勢關

懷、青年培力、創意學習四大核心價值為出

發點，為了讓更多孩子能參加夏令營並使經

驗能夠累積與傳承，中油做了很勇敢的嘗

試。

該夏令營首創輔導員培訓系統，透過招

募並培訓大專青年深入全國各地鄰里，六年

來已經培訓來自全國各地1,100多位大專青

年擔任輔導員，陪伴與帶領超過2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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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小學童體驗夏令營活動。

為響應政府照顧農民政策，中油自

2012年11月起，利用自營加油站通路，以

不牟利為原則，銷售盛產的高麗菜、香蕉及

芭樂等服務。

農產品滯銷 協助銷售

像2013年4月並與農糧署簽署「農產銷

售合作備忘錄」，在農糧署協助下，啟動產

地直銷機制，透過農糧署與農民建立的網

絡，直接向產地下單，上午農民在田裡收割

的農產品，下午即可配送至加油站，幫助農

民確保合理利潤。

2017年間，由於颱風少、氣候佳，水

果盛產，以致價格低落，果農收入銳減，中

油也主動與產地農會、縣市政府農業局等洽

談，挑選車流量高、來客數多的加油站協助

農民銷售盛產作物。

當年，共辦理二次農產品行銷活動，

共協助銷售2,000箱香蕉(3萬公斤)與椪柑

4,000箱(1.44萬公斤)，此兩次的行銷活動

都獲得社會大眾正面肯定。

中油並指出，未來如遇農產品盛產滯銷

時，該公司將繼續主動接洽產地農會，並依

市場情況協助銷售；同時，另規劃於加油站

複合商店引進小農產品或各地農會農特產，

為台灣農業盡一份心力，也期盼民眾到中油

加油站加油時，順手帶回當季新鮮蔬果，一

起為台灣農業加油。

值得一提的是，中油對於環境教育場

域推動不遺餘力，以高雄煉油廠為例，於

2015年關廠後，規劃透過土水整治技術將

汙染的區塊整治解列。

在整治期間期望藉由土地轉型活化，提

升場域功能，因此申請成立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並於2018年1月取得環保署認證，6月
完成揭牌正式對外營運，為國內唯一煉油石

化產業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該公司期待透過該園區對外分享土壤復

育的成果，強化與當地社區居民的溝通，成

為中油對外溝通的優良平台之一。園區課程

整合了經濟發展與環保運動的歷程、半屏山

生態、石化和民生的關係等，頗獲好評。

其次，中油也在苗栗縣出磺坑打造台灣

油礦陳列館園區，該油礦具備世界最老的油

井、特殊地質景觀、日式古蹟建築群及客家

文化等，是全台獨一無二的珍貴資產。

中油希望將出磺坑油礦對台灣與地方發

展的貢獻及對當地環境、居民生活的改變等

訊息傳遞出去，讓民眾了解出磺坑油礦的意

義，同時針對如何在開採過程減少對環境和

社會的衝擊，提供作為環境教育場域。

至於國人關注的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的生態保育，中油邀集專家學者、民間團

體、主管機關，2018年11月成立「觀塘工

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負責確認

生態保育措施規劃、執行成果評核、監督及

改善策略建議。

中油強調，除監測該區域的動植物，如

大型藻類、底棲動物、螺類、魚類及鳥類

等，也會提出相關維護策略和作為，希望達

成海洋環境保育及社區永續發展的目標。

 (吳秉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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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企業評選標準

《2019企業社會責任年鑑》評選標竿

企業，目的是為了能夠表彰執行企業社會責

任優良的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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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市櫃公司方面，基於以下原則，選

出各領域的標竿企業，作為市場模範。

1.必須為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的上

市公司，或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開發行的

上櫃公司。

標竿企業是市場的模範，除了企業的永

續經營，另外就是希望能夠獲得投資人的重

視，希望投資人也能關注企業對於社會責任

的重視，給予願意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

支持並投資，在投資市場形成正向循環。

2.必須為「臺灣公司治理100指數」成

份股／「櫃買公司治理指數」成份股，或於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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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年起，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共同委託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辦理「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並發

布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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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須出版該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

企業時常做了關懷及回饋社會、有助環

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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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經由企業社會責任年鑑編輯委員推

薦。

本年鑑成立編輯委員會，除審視相關架

構及內容，並推薦在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

的企業，作為評選的參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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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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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上櫃公司方面，考量以下原則，選

出具有特色的企業。

1.有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上市櫃企業因相關法令規定須出版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未上市櫃公司在沒有強制

規定下，自行出版報告書對外說明，除了企

業本身具有企業社會責任的信念，還必須有

具體的作為，才能將相關集結成書，向大眾

說明，也讓我們能了解相關事蹟，作為表彰

標的。

2.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具有特色事

蹟。

未上市櫃企業從本身專長的部分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從內部的公司治理、照顧員工

開始延伸到社會及環境的關懷，出現讓人眼

睛為之一亮的行動，也透過這些特色事蹟，

向大眾及相關企業傳達企業社會責任的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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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紀CSR





— 537 —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暨公司治理大事紀

2018年

11月1日
 新版《公司法》上路，70萬家非公開發◆

行公司都需上網申報大股東。經濟部說明

修法細節，強調業者申報「只需確認、不

需輸入」，限期未申報也會公文通知四

次、第五次才會開罰。至於俗稱「大同條

款」的股東臨時會召集新制，經濟部也確

認，股臨會前停止過戶前持股滿個三月就

符合召集資格，意即從9月中開始持股的

股東，最快明天就可「揪團」申請開股臨

會。此外，新法也開放無票面金額股、特

別股、不限每年分紅及一定要設三名董事

等。但同時為了因應國際洗錢防制趨勢，

也首度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強制申報

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一成以上大股東資

料。

11月27日
 台灣水泥舉行「台泥碳循環  轉動綠經◆

濟」記者會，發表兩項碳循環「蝦紅素」

商品，為循環經濟開創新契機。從鈣迴

路二氧化碳捕捉系統(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核心技術，到生物固碳養

殖「雨生紅球藻」，培育出高價值之蝦紅

素紅藻，台泥與工研院共同開發「世界上

第一碗減碳環保麵」蝦紅素紅藻蕎麥麵，

一公斤的蝦紅素紅藻，能吸收1.83公斤的

二氧化碳，七碗麵的減碳量，約等於一顆

足球大小的二氧化碳量，15碗相當於一

棵樹，每天平均之減碳量；另，透過最先

進與低能耗之技術，萃取之高濃度蝦紅

素，推出「蝦紅素系列保養」，開創減碳

精緻產品之首例。

12月5日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 (ACGA)於香港發布

「CG Watch 2018」公司治理觀察報告，

此為該機構二年一度對亞洲各市場公司治

理表現的調查及評等報告。台灣在亞洲

12個市場公司治理排名第5，與2016年排

序相同。

12月8日
 第三屆「大聯大創新設計大賽」◆ (WPG 
i-Design Contest)於12月8日在北京圓滿

落幕。在歷時一天的設計展示、現場答

辯、評委評選等環節的激烈角逐後，最終

奪冠的「三人打王」隊作品「車用環景顯

示系統」專案，將細膩的生活體驗、創新

的設計思路和周全的工業規劃相結合，展

現了目前大專院校學生在電子產品工業

化設計領域的極高水準；獲得第二名的

「八仙過海」隊作品「火眼金睛ADAS系
統」，與第三名的「蓬勃茂盛」隊作品

「智慧蘑菇種植箱」項目則讓評委和現場

觀眾體驗到大學生耳目一新的想像力和創

造力。而最佳人氣獎則由線上的觀眾評選

出，得獎者為「時光機」隊，人氣作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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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路口智慧調節裝置」。最具未

來性獎由「星火」隊作品「以錄影鏡頭為

基礎的智慧導盲系統」獲得。

 以「智慧芯城市，馳騁芯未來」為主題的◆

第三屆「大聯大創新設計大賽」在2018
年3月起，向兩岸所有在校大學生公開招

募，也是首次將比賽延伸台北舉行。初賽

便收到了來自兩岸共137所大專院校，共

279支參賽隊伍的作品。其專案有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系統、智慧汽車管理等領

域，幾乎涵蓋了所有智慧城市與車聯網的

相關課題。

 大聯大控股副董事長曾國棟先生表示：◆

「大聯大作為全球最大的分銷商，有義務

和責任推動整個電子產業的發展，培養未

來IC領域的中流砥柱也是相當重要的目

標。本次大賽特別設置了最具未來性獎

項，鼓勵學生有前瞻性的創造力，大聯大

創新設計大賽能夠成功舉辦三屆，必須感

謝各機構和廠商的支持，我個人代表大聯

大對大家表示感謝。大聯大希望給優秀的

大學生提供一個優質的平台，無論是整個

電子產業的繁榮，還是大聯大控股自身業

務的壯大，都離不開傑出人才的貢獻。」

12月17日
 由永續發展目標聯盟◆ (A．SDGs)指導，

華南金控、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台灣

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共同舉辦「永續新趨

勢：女性領袖的CSR影響力」論壇。活動

邀請立法院聯合國永續發展諮詢委員會副

會長余宛如、台綜院副院長李安妮、華南

金控副總經理徐千婷、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營運長涂嘉玲及聯發科執行總監

王秀芬，齊聚一堂分享女性領導人如何在

組織內推動CSR的作為。

 永續發展目標聯盟主席暨台灣企業永續研◆

訓中心理事長簡又新大使表示，台灣企業

永續獎新增「性別平等獎」，便是鼓勵企

業及機關(構)於組織內落實兩性平等。李

安妮也提到，有覺知的企業也將SDG納

入經營的一環。

 余宛如以「從國會看SDGs推動」為題，◆

強調應將SDGs融入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及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並指出社會責任投

資、社會影響力投資、社會企業發展及地

方創生都需要跨部門合作。徐千婷則以

「華南金控的CSR策略與實踐」為題，分

享華南金控如何從金融服務及政策、公益

行動和環境面，實踐永續發展及成果，並

期許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穩定力量。下

半場的跨界對談主題圍繞著四個關鍵字，

分別為女性、領袖、CSR企業社會責任與

影響力。

 為協助桃園市產業健全體質，提升產業綠◆

色競爭力，桃園市政府特別辦理「2018
年度工廠綠色化輔導計畫」並於今日舉辦

表揚大會，由桃園市長鄭文燦親自出席

表揚績優廠商。此次選拔報名踴躍競爭

激烈，最後有十家桃園在地優秀企業獲

獎，而中華汽車楊梅廠以優異的節能實

行計畫，改進四項指標如「ED乾研導入

高效能變頻空調機」、「ED冰機Cooling 
Tower由5F移到1F降低揚程減少PUMP容
量」、「廢水汙泥乾燥機汰舊更新，提升

處理效率節省電力」、「沖壓HEM#3& 
HEM#5油壓機外掛變頻器執行待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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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用電節約量達245,809度，年

減碳效益達136.18噸，以整體改善幅度

52.12%之績效成為本次獲獎廠商之一，

此一殊榮更是唯一獲獎之汽車業。

12月24日
 做為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

司，台積公司為了協助供應商更瞭解台積

公司的永續進程，確保雙方能對焦相同目

標並採取積極作為，第一屆「責任供應鏈

論壇」正式登場，會議邀請各領域專家與

150位供應商代表展開對談，透過雙向溝

通的方式，攜手迎向永續未來。

12月28日
 台灣證券交易所正式公告「2019年度◆ (第

六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共計四大構

面85項指標，適用期間自2019年1月1日
起至12月31日，並預計2020年4月底前公

布2019年度的評鑑結果。

 證交所2014年依「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

理藍圖」推動公司治理評鑑以來，成效良

好，去年度發布的「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2018～2020)」，進一步「強化公司治

理評鑑效度」列為「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

社會責任文化」計畫項目的第一項目標。

 證交所表示，第六屆評鑑依循前揭新版藍◆

圖規劃內容，以強化質化指標、增加給分

差異化及新增問卷發送蒐集意見等為修

正，另外參考國際重要公司治理發展趨

勢、國內新修正法規、函釋及政策，以及

各界對評鑑的建議等，總計新增四項指

標，刪除四項指標，修正13項指標，並

調整八項指標的題型，持續促進企業對於

公司治理的重視。

2019年

1月3日
 第一銀行落實幸福企業，持續打造良好◆

的工作環境，維護員工身心健康與安

全，除提供多元化員工健康管理機制

及福利措施，去(2018)年更通過「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

準驗證，並於今日下午在總行大樓舉行授

證儀式，由第一銀行鄭美玲總經理代表接

受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蒲樹盛總

經理頒發「驗證證書」，成為首家取得該

驗證之公股銀行。

 「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是由ISO國際標準組織匯集五大洲、

超過70個國家的意見，共同制定的最新

國際標準，去年3月12日正式發布，取代

過去已被企業廣泛採用的OHSAS 18001
標準，協助企業持續精進與改善工作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

1月4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具◆

體措施，已公告修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提供

企業符合實務需求並與國際揭露趨勢接軌

之編製指引，以協助企業重視永續發展及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修訂後作業辦法自公

告日起實施。

 鑒於外界持續關注我國就業市場受僱員工◆

之薪資合理性，證交所參採國際間薪酬申

報規定及實務作業之可行性，新增揭露非

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及中

位數內容，惟中位數資料得於2020年編

製2019年報告書時揭露。



— 540 —

 證交所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資訊◆

實用性與即時性，參考亞洲鄰近國家非財

務資訊揭露發展現況，將原作業辦法有關

第一次編製或經會計師確信者得延至12
月31日申報之條文，調整延後申報期限

至9月30日，以有效協助利害關係人即時

取得非財務資訊。

 證交所表示，本次修訂重點主要係配合◆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GRI準則取代永續

性報告指南，除依GRI準則修訂相關用

語，並將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及金融業等

特定揭露要求內容修改為對應GRI準則之

重大主題，以協助我國非財務資訊揭露內

容與國際接軌。

1月7日
 遠東SOGO百貨◆ (以下簡稱SOGO)因以卓

越服務力與商品力打造安心、安全的優質

百貨，並善用數位行銷力帶動商圈繁榮，

榮獲「國家品牌玉山獎」最佳人氣品牌

類首獎肯定；SOGO董事長黃晴雯日前受

邀至總統府接受總統蔡英文親自表揚。

SOGO董事長黃晴雯表示，SOGO深耕在

地商圈多年、力行公益，近年來以百貨業

的平台特性致力發展CSR，讓消費者信任

度再創新高；加上餐飲林立、品牌多元、

服務精緻的優勢，成為國人心目中最佳人

氣品牌，可說是實至名歸。

1月11日
 銀髮族照顧關懷活動為臺灣企銀公益活動◆

之主軸，今年持續積極協助偏鄉或資源缺

乏社區共同推動「銀髮樂齡學堂」專案，

該行所贊助的第五家「銀髮樂齡學堂」，

在金門縣烈嶼鄉青岐社區發展協會協助下

於2019年1月11日熱鬧揭牌，共同為該社

區老人提供一週五天的幸福共餐、健康促

進、社會互動、快樂學習及延緩失能等服

務，讓當地老人均能獲得在地且妥適的照

顧服務，並建造健康快樂在地安老的社區

生活。

1月17日
 「2019第三屆台灣優良商標獎」頒獎典◆

禮在台中市政府舉行，全台有40家優質

企業獲獎，優良商標首獎由新屋力懋鋁業

拿下，維豐橡膠則獲評審推薦獎。

 台中副市長楊瓊瓔致詞時表示，這次40◆

家獲獎廠商中，中部地區有27家，顯示

中部企業獲得產官學各界高度認可。昨天

出席的還有經濟部次長王美花、經發局副

局長李逸安、台灣機械公會副理事長莊大

立、經濟日報副社長周祖誠等人。

 楊瓊瓔表示，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

動力來源，台中更是充滿「隱形冠軍」。

產業發展除品質、技術及創新，更需要重

視品牌開發，商標不僅是所有企業品牌團

隊精神最佳寫照，更是企業形象、文化重

要的無形資產。

楊瓊瓔說，台中市政府推動青創夢想家、◆

創櫃版登錄輔導等政策，中小企業在發展階

段，都能提供所需要的經營資源，協助新創

企業與傳統產業，透過品牌商標建立企業核

心價值，全面提升品牌競爭力。

 台中市經發局說，這次選拔分為優良商標◆

首獎、評審推薦獎，以及色彩美學優等

獎、創新設計優等獎、理念傳達優等獎、

整合設計優等獎。色彩美學優等獎獲獎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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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大光長榮機械、大象工業、台灣新創

都更產業、沅銘企業、和益鏡廠、東電研

工業、華嶸精密機械、福鎰銅器、鍑鑫塑

膠機械、聖德健康環保生技。

 創新設計優等獎有力卡實業、木川工業、◆

旻成齒輪、金展精密科技、帝愷、康聖綠

能科技、富樂夢、嘉明機械、精呈科技、

潤輝科技。理念傳達優等獎有日昇金互聯

網、永金科技、東鈺家具、冠盛機械、眾

程科技、喬堡國際、智崴物聯科技、泰睿

思、鼎億自動化。

 整合設計優等獎有巨緯科技、玉鼎電機、◆

和輪工業、明太網版印刷機械、阿丹公

司、凱士士企業、富士達保險經紀人、業

碩、耀鋐科技。

1月19日
 第一銀行長期力挺本土農業，農糧署於◆

19日舉辦「安心安全 農糧永續～107年感

恩記者會」並頒獎給第一銀行，感謝去

(2018)年以實際行動支持臺灣農業及農

民，善盡企業責任。

 第一銀行周朝崇副總經理表示，第一銀行◆

長期以「在地經營　在地關懷」為理念，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隨時關注農產

品產銷情形；有感農產品面臨滯銷狀況，

為力挺辛勞農民，適時伸出援手直接向農

友們下單，例如去年12月即採購100公噸

高麗菜，並贈予社福團體及集團所有員

工，除了期盼這善的循環能讓農產品價格

早日回穩外，更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企業與

民眾加入力挺本土農業，一起關愛社會。

 身為綠色金融的領航者，第一銀行力挺農◆

業也竭力推廣環境永續發展，推動一系列

綠色志工活動，招募內部員工、邀請弱勢

孩童及客戶，前往農業轉型且欲從事有機

耕作的農場協助產銷運作，不僅有效扶持

在地小農，達到農業創新的精神，更讓所

有同仁深刻體悟從「糧」到「食」的辛勤

與樂趣。

1月20日
 過去數年來環保意識抬頭、綠能興起，電◆

動車產業逐漸大幅開展，但仍有許多未盡

完善的法規和未能到位的政府配套措施。

一群熱愛電動車的車主，以實現永續發展

為宗旨，成立「台灣電動車發展促進協

會」，為台灣的電動車產業盡力。

 「台灣電動車發展促進協會」簡稱台◆

灣電動車協會(Taiwan Electricvehicle 
Association，TEA)，協會理事長徐志明

律師說明協會成立目的，認為有必要為台

灣這塊美麗寶島能繼續健康，也為了打造

無空氣汙染綠能環境，成立宗旨是推動綠

能立法，希望能藉協會力量，進一步影響

政府政策，為促進台灣綠能發展貢獻心

力。

 協會副理事長王祥冠醫師負責主導協會社◆

會責任及公益慈善關懷，他強調，協會是

公益性質，也是車友交流平台，將不定期

舉辦車聚活動，並納入公益慈善活動。日

前在新北市三峽區「皇后鎮」舉辦協會

成立大會，共有60輛Tesla電動車參與，

其中40輛ModelX在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

家洪章文夫婦以小提琴伴奏下表演「跳

舞」，並邀請八個家族的「天使心」遲緩

兒共同參加，全程由「空拍貓家族」協助

全場空拍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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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
 Google總部宣布，向台南太陽能電廠採◆

購台灣10MW(百萬瓦)再生能源電力(綠

電)，預計2020年正式提供旗下台灣資料

中心營運使用。

 Google買台灣綠電，創下三個第一，包◆

括這是2017年經濟部修正電業法後，第

一件企業採購再生能源案；也是Google
在亞洲第一次買再生能源；另外，此案是

台灣首度透過台電併網傳送再生能源的第

一例。

 Google台灣公共政策暨政府事務資深協◆

理陳幼臻說，台灣各機關建構良好法規環

境，讓Google得以在台灣完成在亞洲的

首個再生能源採購案。未來期盼與台灣持

續合作，朝降低市場門檻和購買成本的目

標前進。

 Google是全球最大的綠能採購企業，◆

2010年起至今已在美國與歐洲等地區完

成超過30件再生能源認購計畫。

 全球電源管理解決方案領導廠商台達，今◆

日宣佈為台灣中油首座「智慧綠能加油

站」提供了輸出電功率達250kW，電能

儲存容量達500kWh的模組化貨櫃型儲能

系統解決方案，將嘉義市信義路加油站

100kW(含)以上太陽能板之產電，存入

儲電系統，搭配智慧電網系統進行電力調

配。本項方案主要提供加油站用電與電動

機車充電使用，台達的儲能系統完全本土

自製，透過模組化和完整方案的配置，滿

足高機動性與彈性的建置需求。而在電動

汽、機車即將快速發展與普及的趨勢下，

台達可透過電動車充電設施，整合儲能、

可再生能源等技術，調度管理再生能源、

市電與儲能等電力來源，彈性應對充電需

求。

 此番台達配合系統整合商遠傳電信於本案◆

所建置的儲能系統，具備雙向充放電的功

能，設計上同時因應在高電壓，大電流的

操作條件下的功能性，便利性與安全性。

主要核心電芯產品來自移轉於日本三菱重

工所開發的鋰離子電芯技術與產線，完全

在台組裝生產，4C-rate的充放電高速率

特性不僅有利於電網調節，更適合直接做

為電動交通載具的動力來源。在大型儲能

系統應用採用標準冷凍貨櫃為外層防護基

礎，內部以機櫃為基礎設計單元，將多個

電池模組串連起來以滿足高電壓需求。機

櫃配置與模組設計配合冷凍貨櫃的絕熱性

與既有的空調主機循環模式，維持內部溫

度穩定，延長電池壽命，而不耗用過多

空調電力。結合台達電子電能調節系統

(Power Conditioning System, 簡稱PCS)
由單台125kW，兩台並聯提供250kW功

率輸出組成，銜接電池儲能貨櫃的直流電

系統與電網的交流電系統進行雙向的交直

流轉換，因此可對電池與電網雙向充放

電。

2月22日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台灣大學公◆

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邁向企

業永續治理增加公司長期價值」研討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劉文正等人出

席。

 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文宇◆

致詞時表示，公司要成功，利害關係人的

參與已是最新趨勢，而公司對於社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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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環境發展的重視，可以為企業帶來內、

外部的效益。

 王文宇指出，全球企業已開始響應永續治◆

理，美國道瓊有永續發展指數，台灣也有

永續指數，並漸漸受到機構投資人的注

意，企業重視永續治理，與社區、顧客、

供應鏈建立良好的關係，可以為公司帶來

長期價值。

 朱竹元以「企業永續治理發展趨勢」為◆

題，說明國際發展趨勢。朱竹元說，企業

強化社會責任(CSR)已是全球共識，公司

治理應更具效能、資訊揭露應更透明、更

善盡社會責任。

 朱竹元說，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了追◆

求股東的最大利益外，還必須同時兼顧到

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包括員工、消費

者、供應商、社區與環境等。

 朱竹元說，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邁向永◆

續發展目標，全球永續企業的成功步驟包

含：把本業做好，提升核心競爭力；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做好環境、社會和公司治

理原則(ESG)，連結聯合國的「全球永續

發展目標」(SDGs)；吸引優秀人才，回

饋照顧員工，鼓勵員工參與CSR；編製禁

得起考驗的CSR報告書，展現企業社會影

響力；榮獲CSR獎肯定及國際社會責任投

資(SRI)的青睞，為品牌加分。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則以「SDGs及ESG」國際發展趨

勢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簡又新表示，全球

永續發展目標朝向全面、承諾和透明。

 簡又新說，永續發展目標的四大面向及意◆

涵包含：不作為的風險、抓住機會、治理

與透明度、需要合作夥伴。簡又新舉例，

蘋果也開始重視綠能，蘋果供應鏈如果不

跟進，就會有生存危機。

2月26日
 元大金控長期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將其理◆

念擴大推廣至各供應商，今日首度召開集

團供應商大會，邀集旗下各子公司其主要

供應商近80家，除宣導集團採購作業具

體管理規範及供應商應配合事項外，並期

勉出席業者履行供應鏈責任，與元大共同

攜手落實永續經營願景。

 為讓供應商夥伴瞭解企業永續發展與責任◆

採購的關聯性，元大金控供應商大會安排

由中華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分享「企業社會

責任與供應鏈」專題講座，傳遞企業與供

應鏈永續發展的重要。元大金控為落實

供應商管理規範，要求供應商在採購合

約中，簽署「人權及環境永續條款承諾

書」與「誠信承諾聲明書」，完成率達

100%，長期目標將朝向制定供應商管理

評鑑，以更主動積極作為，創造企業永續

發展。

 元大金控力行「綠色採購」理念，包括綠◆

色採購標準及推廣優先採購符合政府規

定，正面表列具環保標章的綠色產品，

如「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標章認

可」、「符合再生材質、低污染、可回

收、省資源」、「其他可增加社會利益或

減少社會成本，而效能相同或相似」等三

類對環境衝擊較少環保產品。內部營運也

因應提升能源效率，全力推動電子交易與

電子對帳單服務，集團與所有子公司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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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行動來響應減碳做環保。

3月7日
 打造台灣綠色矽谷，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今舉行上梁典禮，預計

12月完成第一階段進駐。未來沙崙智慧

綠能科學城結合半徑45公里內30座科學

產業工業園區，形成綠能創新產業生態

系，成為台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據點。

 為建構我國綠能科技研發、系統整合示◆

範、新技術試量產的產業網絡中心，配合

「五加二創新研發計畫之一：綠能科技產

業創新」政策，經濟部推動建設「臺南沙

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其中為橋接綠能科

技研究成果為產業化技術，特設置「綠能

科技示範場域」產業專區，以提供我國綠

能技術測試、驗證及媒合場域，帶動群聚

綠能產業鏈的效益，提升我國綠能產業技

術競爭力，驅動產業創新與連結國際合作

的重要據點。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將首先完成「綠色工◆

務所」建置，並取得內政部核發的鑽石級

綠建築候選證書，其融合示範場域未來建

築設計的特色，結合太陽光電、儲能電池

系統、節能家電產品、智慧能源管理等系

統的應用，做為初期綠能技術應用驗證及

展示的空間。

 園區規畫的製程試驗場、智慧停車場、能◆

源中心暨展示中心等，都已完成建築結構

體工程階段。

 為提升示範場域周邊機構、社區團體、學◆

校對園區未來發展的認同，並宣揚綠能環

保理念，更舉辦系列圍籬彩繪工作坊，期

以藝術做為媒介，與園區鄰近民眾進行友

好互動。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示範場域後續將陸續◆

建置1,000 kW之太陽光電系統、近零耗

能實驗屋主體建築及綠能試量產線試驗場

等各種核心設施，做為創能、儲能、節能

及系統整合的示範園區，並結合相關法人

研究機構及業界研發單位的進駐，成為我

國綠能科技技術示範與產業鏈結的基石，

以扶持國內綠能科技產業發展，創造就業

機會，進一步進軍國際市場，達成朝綠色

經濟轉型的目標。

 永豐金控以永續發展為宗旨，努力推動環◆

境永續，繼去年獲台北市政府環保局頒發

「2018年企業綠色採購績優獎」後，日

前再獲得英國標準協會(BSI,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ISO 14001環境管理

系統及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二項國

際雙認證，以具體行動展現企業永續發展

目標。

 永豐金控力挺政府綠能政策，金控及各子◆

公司由內而外積極落實綠色金融與營運方

針。企業內部透過多元的行動方案落實

「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積極推廣環保

教育，強力宣導能源使用觀念，從小處著

手自主落實節能，以實際行動投入環境保

護。為使集團每一分子更能落實與系統

化實踐對環境保護與永續作為的承諾，

於2018年推動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

ISO 14064-1組織溫室氣體盤查之導入，

並於2018年12月正式取得第三權威機構

BSI驗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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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全球電源管理及散熱解決方案領導廠商台◆

達電子，將於3月起陸續於台大、成大、

交大、清大、台科大、北科大、中央等七

校參與校園徵才活動，預計招募逾千位新

人。除了電子、機構、通訊等硬體的職缺

外，今年度對於軟體及韌體的需求將更為

強烈，其中AI領域人才更是特別鎖定的

目標，從影像識別、資料分析到資訊安全

都是今年的熱門職缺。而依據不同學經歷

背景，研發類碩士新人起薪可達5萬，博

士則為6萬，如具產業特長則另議，整體

薪資含獎金分紅，年薪水準上看百萬。

 台達人資長陳啟禎強調:「台達佈局五大◆

策略市場，包括電動車、工業自動化、樓

宇自動化、資通訊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

設施。已規劃在台北、中壢、台中以及台

南持續擴廠，人才需求強勁。今年除了台

灣開出的1,800個職缺外，全球更有超過

5,000名的人才需求。校園一直是台達重

要的人才來源，超過四成的新進員工為剛

畢業的年輕學子，具備好奇心及包容力的

新鮮人是台達成長的重要動力來源。去年

投入許多校園活動，包括技術講座、職涯

教練、產學合作和企業實習，希望透過一

系列的活動能培養年輕學子職場關鍵能

力，未來成為台達的一份子。」

 台達薪資福利具高度競爭力，並有決心爭◆

取優質人才，薪資部分，包括兩個月的年

終獎金、兩個月的績效獎金，以及年度兩

次的員工分紅，總年薪上看二十個月；更

提供員工年度「旅遊黃金周」以及支薪的

「環境志工假」，另台達職工福利委員會

每年更提供新台幣一萬元的旅遊補助，工

作和生活可獲得絕佳平衡。此外，深獲

台達人喜愛的員工餐廳，只要月付新台

幣五百元，就可在工作日於公司享用早午

晚餐，用餐選擇多元，從自助餐、便利商

店、連鎖咖啡廳到物美價廉的水果商店都

可依個人偏好取用，食安更有專人嚴格把

關，確保同仁吃得開心，用得安心。

 台達重視育才與留才，除了客製化的內訓◆

課程外，更提供外訓全額補助，讓同仁能

隨組織一同成長，設立高潛力人才發展委

員會，定時審視內部人才發展狀況，讓

優秀人才可快速成長晉升，確保發展空

間。一系列的機制更於2018年榮獲國家

人才發展獎殊榮；健康職場部分，除透

過EAP(員工協助方案)幫助同仁有關心

理、法律及財務等議題的問題處理外，更

安排健康吃、健康玩、健康動一系列專

案，塑造健康職場文化，相關活動亦於

2018年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

肯定。

3月9日
 東元集團前進台大校園徵才，雖然今天有◆

風有雨，但仍不減求職者的熱情與參與，

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就有許多對東元集團各

項職缺有興趣的年輕朋友，前來攤位詢

問，表示高度興趣。東元集團今年結合東

元電機、東捷資訊、安華機電、摩斯漢堡

等多家關係企業，釋出跨機電、資訊與餐

飲服務等領域的職缺，還有企業實務見

習。今天來造訪東元攤位的新鮮人，多數

對機電、物聯網、和資訊服務等職缺表示

興趣，東元集團總共收到超過500封來自

國內外頂尖大學、研究所應屆畢業的優秀

人才投遞履歷。為了顧及不方便前來台北

參與徵才博覽會的同學，東元不但開放

線上履歷投遞，在現場也設置了掃描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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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即可進行履歷投遞的方式，以舒緩

過多人潮。東元人資主管表示，所有履歷

都將會列入集團人才庫，作為未來招募的

開發對象。

3月11日
 隨著零售業加速變革，產業面對嚴峻的◆

競爭挑戰，國內虛擬通路領導品牌momo
富邦媒，為持續加大對零售市場之滲透

率，積極號召優秀人才加入。富邦媒今宣

布「2019儲備幹部計畫」(Management 
Associate program, 簡稱「MA計畫」)已

於日前正式啟動報名作業，今年強力招募

電子商務、電視購物商品開發、顧客關係

管理、大數據研發、倉儲物流、財務營運

分析等六大類儲備幹部，薪資待遇將優於

業界水準，期望延攬優秀生力軍，致力於

培養具有策略高度、跨產業及跨地域思維

之管理人才，共展產業宏圖。

3月15日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第七屆「i無限公益微◆

電影」網路公益募款正式起跑！今年三部

微電影分別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如果

牠們有個夢」、陽光基金會關懷口腔癌

及檳榔轉作計劃的「我的爸爸是超級英

雄」，以及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一線

曙光」，三部微電影中有多位金獎電影得

主參與，其中myfone行創獎常勝軍、新

生代導演韓修宇企劃製作的「如果牠們有

個夢」帶領大家以動物的視角看世界，另

類手法為動物爭取權益，並邀請曾獲台北

電影節最佳動畫片大獎的廖伊田以生動的

台語為全片配音；「我的爸爸是超級英

雄」導演楊承學力邀《賽德克巴萊》金馬

最佳男配角-徐詣帆以另類英雄形象，攜

手偶像劇潛力童星吳至璿同台飆父子戲；

「一線曙光」導演練健輝邀請植劇場新星

禾語辰擔綱演出視多障者母親的角色。即

日起邀請滑世代動動手指至YouTube觀看

影片，了解這三大公益社團辛苦為弱勢團

體發聲，起心動念的最大初衷。也為了感

謝每一位愛心人士的觀賞，每點閱一次，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即捐款新台幣1元，每

支微電影捐款上限10萬元。邀您欣賞新

銳導演的創新作品，一起滑手機作公益，

點閱並分享衝人氣。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張善政表示，◆

「i無限數位公益」計畫邁入第七年，持

續提升公益社團數位應用力、培養數位人

才，擴大台灣社會關注且投身公益議題

的目的。台灣大媒合myfone行創獎微電

影組得獎團隊，並提供製作費，將社福團

體的訴求以電影手法表達，今年特別開心

看到我們的行創獎得主韓修宇導演完成了

這麼一個別出心裁的手法為動物發聲，新

銳導演一出手，上架才三天點閱就超過

3,000人次。自2012年起已協助19家公益

團體募款，影片播出帶動公益收入年成長

數己突破2,500萬元，六年來發表的微電

影累積點閱率更超過900萬，其中最高點

閱數的是「溫度」這部為食物銀行拍攝的

微電影，已經超過272萬點閱數，談失智

老人照顧的「忘春風」也破140萬人次。

這些都讓公益社團的價值主張透過影片快

速擴散，更能爭取認同與支持。在現今數

位創新浪潮下，公益募款已成功轉型，台

灣大揮灑科技養份，從培育科技種子與影

視音創作能量開始，以創新的公益模式，

讓全民更輕易且更輕鬆的分享公益價值，

快速而直接達成捐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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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聯華電子3月17日宣布，三度入選臺灣永◆

續指數成分股(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並獲頒成分股專屬標章，推

動企業永續績效獲投資人肯定。臺灣永續

指數是由台灣證券交易所旗下台灣指數公

司與FTSE Russell合作編製，具有嚴格的

ESG績效篩選機制，聯華電子企業永續委

員會主任委員簡山傑總經理表示：「永續

發展是企業營運的基石，也是不可撼動的

核心價值。很高興見到國內推出具有指標

性意義的永續指數，引領責任投資風潮；

更為聯華電子能參與其中，感到萬分榮

幸。推動企業永續、實踐社會責任是聯華

電子一直以來都在做，未來也會持續做下

去的事。」

 聯華電子是國內推動企業永續，實踐社會◆

責任的先驅企業之一。自2008年成立企

業永續委員會以來，永續績效屢獲國內外

評鑑機構肯定，已連續11年列名道瓊永續

指數(DJSI)、並列名國內多項永續性指

數之中，包含：台灣高薪100指數、公司

治理100指數、臺灣就業99指數及由台北

大學與臺灣永續能源基金會共同發布的臺

灣永續價值指數。聯華電子在永續領域也

獲獎無數，已連續16年獲頒企業環保獎，

於證交所舉辦的「公司治理評鑑」中一直

維持在前5%名單中，並曾多次獲得遠見

企業社會責任獎、天下企業公民獎殊榮。

此外，由聯華電子率先倡議並結合其供應

鏈夥伴共同捐助的綠獎，已邁入第三年，

迄今支持16個生態保育計畫，為台灣土

地注入生機與活力，廣受社會各界肯定。

3月18日
 老人動作慢、容易生病、愛嘮叨又老糊◆

塗，為破除大家對於老人的刻板印象，

實際體會長輩的辛苦，藝人高山峰今日

現身7-ELEVEN門市成為助老、扶老的

高齡友善大使，協助首度穿上「仿老體驗

裝」的門市店長挑戰變身80歲老婦遇到

的日常困境，呼籲大家友善對待對長輩，

7-ELEVEN也將打造門市成為長輩安心友

善的消費環境。

 高山峰看見店長穿上「仿老體驗」的裝◆

備，戴上老化眼鏡、仿駝背帶、腳套和手

套、指套，全身負重近5公斤，體驗年長

者出現視力模糊、肌耐力不足、看不清又

動作遲緩，平常蹲下拿報紙、找零錢、扭

開飲料瓶蓋的簡單動作，就讓店長大喊吃

不消，最後透過高山峰的協助才順利解決

店長的「老化危機」。高山峰表示，擔任

高齡友善大使，也更了解老人家行動遲緩

的原因，看似簡單平常的動作，肢體功能

瞬間老化，尤其關節卡卡難以蹲下，雙手

難動彈，視力又模糊，連想掏個零錢出來

都很困難，要花費不少時間與力氣，需要

社會大眾的友善協助，長輩們才能安心安

全的在社區生活。

3月20日
 聯華電子鼓勵同仁一起發揮職業病服務弱◆

勢，向福委會申請服務隊社團化，邀請更

多專業的同仁共同參與，加入服務隊，共

同發揮自己的專業領域，擴大自身的影響

力，一起協助更多需要幫忙的弱勢社福團

體。截至2018年為止，竹科節能服務隊

共幫助數十家弱勢社福機構，志工投入服

務339人次，共1,380小時。這樣的成功模

式，於3月20日藉由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

隊成軍典禮，將服務隊同步複製至聯電南

科廠，透過逐步地輔導，把經驗傳承，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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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至南科廠區，讓聯電社會責任串及全台

並深入社會角落，讓企業、員工共好，也

促進社會共榮。

 中華三菱2 0 1 9年響應「地球1小時」◆

(Earth Hour)全球性環境公益活動，3月
30日晚間8時30分全台113家展示中心、

126家服務廠將與全球同步進行關燈節

能1小時的行動，關閉銷售及服務據點中

不需使用的招牌燈、裝飾燈，透過60分
鐘的關燈節能行動，相當於為地球減低

1,541公斤的碳排放量，中華三菱期望藉

由全台據點自發性地倡議行動，帶領車主

節能、減碳、愛地球。

 為了減緩氣候異常，玉山金控響應由荒野◆

保護協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合作

所發起的「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全

球性環保行動，擔任主力協辦企業，3月
30日晚間8:30至9:30，國內外營業據點全

面關閉招牌燈及外牆燈，並推動「關燈一

條街」，串聯商家關閉不必要的能源，以

及推出「打開你的夜視鏡」活動，延伸地

球一小時之親近戶外夜觀活動，積極號召

社會大眾共同響應「Earth Hour地球一小

時」節能減碳環保行動，為呵護我們的環

境盡一份心力。

3月29日
 裕隆汽車今日榮獲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頒◆

發「CG6011(2017)公司治理制度評量授

證」標準認證，在本屆獲得授證的13家
企業中是少數二家非金融保險業者之一。

裕隆汽車表示，公司治理能提高企業的經

營品質，創造企業價值；強化公司治理不

僅是裕隆的企業傳統，更是公司從上到下

的一致共識。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是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為提升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治理水準，參

考國外評量系統所制定的制度，由「股東

權益的保障」、「股東平等對待」、「資

訊透明度與揭露」、「董事會職責的履

行」、「公司治理文化」、「利害關係人

權益之尊重與企業社會責任」等六大構

面、共186項指標組成，參與評量的企業

需經過該協會委員與研究小組的嚴謹審查

與實地訪評後，始能通過此一認證。

 裕隆汽車為呼應公司治理上述六大構面，◆

不僅主動參與公司治理制度評量及董事會

外部評估，更積極強化董事會及監察人效

能、維護股東權益，提昇公司資訊透明

度，強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管道，展現

企業誠信與當責之態度。此次獲得公司治

理制度評量授證，顯見裕隆汽車長期以來

落實公司治理、追求企業永續的努力深獲

肯定。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表示，公司治理制度已◆

成為國際的發展趨勢，透過今日的公開表

揚希望未來能驅動更多企業見賢思齊，持

續精進公司治理。

4月9日
 全台灣第一座將「循環經濟」理念導入住◆

宅的台糖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今

天舉行動土典禮，這座循環聚落建案中的

機電、空調、監控系統工程是由東元電機

得標承攬，根據業主台糖的規劃，本案完

工後必須同時取得智慧建築黃金級、和綠

建築鑽石級標章，因此對機電工程的要

求，比一般住宅更高，將是全臺首座建築

工程的實例，突顯出東元優異的機電工程

技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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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電機所屬的能源暨工程事業部，在眾◆

多競爭廠商中脫穎而出，承攬台糖循環聚

落的機電工程項目，如同建築物的神經中

樞系統。最值得一提的是，智慧綠能循環

住宅園區的案主，在設計時除考量一般綠

建築、智慧建築等常見手法外，特別以

「循環經濟」為理念，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的

技術，在國內是項創舉，對承攬廠商而言

也是一大挑戰。東元電機能在眾多競標業

者中勝出的主因，一部分可歸因於擁有執

行BIM技術的豐富經驗。東元能源暨工

程事業部團隊曾在住宅建案、大型癌症醫

院、國際數據及資訊儲存中心建案等採用

BIM技術，並獲得好評；此次台糖沙崙

循環聚落建案，更要求將建材、設備、和

耗材的可用年限與功能等，逐一建立資料

庫，讓所有元件在循環過程中可以被精準

的計算和追蹤，是國內首例，對東元來說

也是一項新的挑戰。東元電機董事長邱純

枝表示，雖然困難但絕對有能力「如質」

「如期」完成，而且建模資料庫是值得投

資的knowhow，東元願擔任國內業者的

開路先鋒。

 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著重於「循環◆

經濟」、「智慧建築」、「綠建築」三大

面向。在「智慧建築」方面，以取得智慧

建築黃金級證書與標章為目標。東元電機

為了符合此需求，在全區的綜合佈線、資

訊通信、系統整合等機電工程上，都要達

成高度門檻要求。尤其在系統整合上，依

業主要求，東元施工方式將採用以Web方
式監控整合全區建築的各項電力、排水、

保全等系統，以達成建築物安全、便利、

節能又永續環保的使用效益，也兼具人性

化的管理。而要達成「鑽石級綠建築」的

目標，機電工程方面，東元將採用高效能

空調機組，搭配熱能回收設備，有效的將

冷、熱能源循環再利用。

 中國人壽有感糧食浪費，響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中「確保永續消費和

生產模式」，在即將歡度56週年生日之

際，準備了不一樣的生日禮，由中壽志工

與社會企業、友善環境小農及偏鄉學童共

創果茶醬，以友善綠農無毒栽種的在地水

果製成，結合社會企業藝術家及偏鄉學童

共同設計童趣的外觀包裝，與保戶、同仁

及合作夥伴一同分享這份美好，不只品嚐

食物純粹原味，更蘊含中壽對人和土地的

愛與關懷，與台灣社會共好的初心，讓跨

界共創“醬”美好。

 中國人壽總經理黃淑芬表示，當氣候變遷◆

導致農作物產銷失衡、糧食浪費的問題日

益嚴重，中壽展現價值鏈影響力，以多公

益角度出發，如關懷土地及友善環境，以

行動支持堅持採用友善農法與土地共好的

綠農；深入偏鄉推廣教育及藝術培力，提

供舞台讓充滿無窮藝術天份及潛能的偏鄉

孩子能被更多人看見；與社會企業建立長

期夥伴關係，扶持自立，中壽以企業志工

結合這些長期關注的議題及合作夥伴，跨

界共創出不一樣的果茶醬，發揮加乘效

果。

4月12日
 美 國 國 家 環 境 保 護 局◆ ( T h e  U . S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於4月11日(美國當地時間)在華盛頓舉辦

2019年能源之星年度合作夥伴(ENERGY 
STAR Partner of the Year)頒獎典禮，授

予台達能源之星年度合作夥伴的殊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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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已連續四年獲得此項肯定，更是第二年

再度獲得傑出永續獎。其中傑出永續獎是

需企業的產品長期為節能之星年度合作夥

伴，並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自行決

定提名，始能獲得此殊榮，實屬難得。此

獎項不僅表彰台達長期致力於能源效率的

提升與推廣，更肯定了台達Breez換氣扇

系列產品的優異節能特性，其中56款產

品均已通過能源之星認證。

 台達美洲區總經理黃銘孝表示：「台達對◆

於能夠與能源之星長期合作感到驕傲，此

次獲獎，更為台達Breez換氣扇十年來持

續創新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對台達持續發

展節能產品的肯定。我們承諾將繼續提供

創新、節能的產品，落實『環保 節能 愛
地球』的經營使命。」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助理署長 B i l l ◆

Wehrumu也表示:「ENERGY STAR獲獎

者以創新實踐環境保護，不僅有助於美國

的經濟發展避免能源浪費，同時可改善空

氣品質和民眾健康。」

 台達的Breez換氣扇產品採用持久耐用的◆

直流無刷馬達，可提供優於市場的節能效

率。Breez換氣扇非常安靜，並整合許多

創新功能，如濕度偵測、藍牙連結等，內

建可調式LED照明功能，更可配合浴室

風格調整色溫。台達超過90%的Breez換
氣扇系列產品已經通過能源之星認證，並

於2019年推出八款符合能源之星標準的

新型換氣扇。

4月15日
 為協助桃園市產業提升產業綠色競爭力，◆

桃園市政府特別表揚「桃園市空氣污染物

減量」績優單位，並於今日舉辦表揚大

會，由桃園市長鄭文燦親自出席表揚績優

廠商。鄭文燦市長表示，桃園市制定「公

私場所空氣汙染物減量獎勵辦法」，藉由

能源利用、汙染管制、源頭減量、資源再

升等評比，獎勵成效優良的公私場所，鼓

勵轄內的企業成為環保標竿。

 此次評審中華汽車楊梅廠以優異的實行◆

計畫，在近三年投資2.6億元分階段進

行排氣設備更新，並導入歐洲噴塗機器

人減少溶劑逸散量，三年來改善合計減

量45噸VOCs排放，改善幅度達成年約

佔低減率18%；在近三年節能減碳投資

4,100萬元，年減碳量約688噸，節能率達

4.07%，卓越績效獲得桃園市特優獎項。

 信義房屋國際發光，榮獲第11屆全球企◆

業社會責任獎(Global CSR Summit & 
Awards)「台灣最佳CSR卓越獎」，成為

此獎項台灣唯一獲獎企業，讓台灣再次站

上國際舞台，更一舉拿下另外五項大獎:
「最佳環境卓越獎」、「賦權女性獎」、

「最佳職場實踐獎」、「服務卓越獎」、

「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這也是繼亞洲

永續報告獎後再次奪得國際企業社會責任

獎的肯定，顯示信義房屋致力於企業社會

責任已站穩台灣，邁向國際。

 信義房屋一共獲得六座獎項，信義房屋深◆

耕於企業社會責任不遺餘力，除了六年來

已減少相當於28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

減碳總量外，推動超過15年的社區一家

行動計畫更已幫助了兩千多個社區圓夢，

成為台灣唯一獲得「台灣最佳CSR卓越

獎」的企業絕非僥倖。另外信義房屋致力

於創造幸福職場，同時也給予女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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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貼心的職場環境如生育補助以及哺

乳室…等，在人才方面更提供完整培訓制

度，絕不挖角，堅持培養人才，服務上更

是全力推動社區服務，讓社區成為一家

人，全方位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4月22日
 兒童美學教育臺、法零時差！長期關注環◆

境教育的亞洲水泥，與聯合數位文創合

作，引進法國巴黎龐畢度中心的「行動藝

術推廣」計畫，首站從東台灣的花蓮啟

航，邀請近百名學童參與；亞泥公關蔡祐

吉經理表示，期望透過由下而上的藝術扎

根，藉由獨特的法式美學，為臺灣孩子開

啟新視野。

 這項活動並非靜態展覽跟課程，而是在專◆

業指導老師帶領下，讓孩子自己動手做，

發揮創意和想像力，創造建構自己的作

品，把想像化作現實。亞洲水泥花蓮廠陳

志賢首席副廠長表示，能與在地部落一起

永續發展，是亞泥最重要的事。和居住在

都會區的小朋友比起來，原住民學童的教

育資源相對較少或普遍不足，有感於此，

亞泥花蓮廠在當地部落，成立免費的課業

學習輔導班，提供學童課後完善的學習環

境，希望藉由企業力量，減輕單親或隔代

教養的家庭負擔，為部落學童創造一個更

具競爭力的未來。

 每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World Earth 
Day)，此為世界性的環境保護運動，在

這天，許多國家、地區都會以不同的方式

響應，共同關懷地球的生態與環境。今

(2019)年正好迎接「第五十個世界地球

日」，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裕

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旗下位於中國大陸

湖北省的陽新寶加公司，舉辦系列活動，

提高當地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並號

召民眾參與到環保運動中，為地球環境盡

一份心力。

4月22日
 和泰汽車因應集團多角化發展，今日宣◆

布首次聯合多家關係企業包括和泰車、

和潤、和泰產險等，總計開出13大職類

共300個職缺，此次大規模徵才吸引業界

矚目。因此宣布於6月1日在全台35個據

點，舉辦和泰TOYOTA集團史上規模最

大之面試徵才活動。

4月23日
 金管會預告「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修正案，將「公司治理人員」

的設置方式與資格等納入，藉此強化公司

董事執行業務之所需；金管會強調，所有

保險公司必須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設置

「公司治理人員」。

4月27日
 聯電每年在世界地球日前後舉辦大型環保◆

活動，今日在高鐵六家站旁舉辦「聯電環

保季-食物森林嘉年華」，數百名員工及

屬眷為食物森林施肥、除草，未來收成捐

給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做為供餐食材，發揮

綠色環保精神，總經理簡山傑在開幕式宣

布，第四屆綠獎開始徵件，聯電在環境永

續的作為不是一次性活動，而是持續性的

支持，今年除了和往年一樣有大型計畫徵

件，新推出「青少年環境行動獎」，對象

為高中職學生，鼓勵青少年關心環境提出

行動實踐或倡議，期望向下扎根，帶動臺

灣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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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2 0 1 9第 1 5屆《遠見》企業社會責任◆

(CSR)獎今天在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

飯店舉行頒獎典禮，表揚本屆獲獎企業，

經濟部部長沈榮津特別出席頒發殊榮，而

得獎企業九成以上由董事長、總經理親自

出席，代表對於獎項的重視。

 《遠見》CSR獎比賽辦法持續精進，每◆

年分為兩大類：年度大調查與傑出方案。

前者涵蓋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三大構面，全方位檢核企業的CSR整體

績效。傑出方案則分為幸福企業、環境友

善、教育推廣及公益推動四大主題的專案

競賽，今年參賽件數182件，給獎27座，

獲獎率僅14.8%，競爭激烈。

 《遠見》接軌國際大潮流，創台灣風氣之◆

先，於2005年首創全球華人媒體CSR評

鑑，今年已邁入第15屆，不僅帶動企業

界與國際標準接軌，更見證台灣企業履行

社會責任的進步，是國內嚴謹度最高的

CSR賽事，從徵件到評選流程，歷經半

年，從第一階段書審，到第二階段三天面

審，成績終於揭曉。主辦單位遠見雜誌強

調，《遠見》CSR獎已是國內CSR發展

的領導指標，不斷打通CSR精進學習之大

道，每家願意投入耕耘CSR的企業，其實

都是大贏家。

5月7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今天與氣候變遷相關財◆

務揭露工作小組、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高齊能源科技及安本標準投資管理共

同舉辦「氣候相關財務揭露推廣論壇」及

「ESG投資論壇」，論壇除邀請國內外

專家及上市公司代表，分享面對全球暖化

與氣候變遷，企業該如何推動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以因應氣候變遷對於企業營運之

衝擊外，另透過國內外機構投資人分享履

行盡職治理之經驗，強化我國企業永續發

展。

 證交所簡立忠總經理致詞時指出，隨著國◆

際間主要永續評比機構皆將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專案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簡稱TCFD)

所提建議納入報導、評比問卷架構中，

證交所亦強化我國上市公司非財務資訊

揭露，規定我國強制編制CSR報告書的

上市公司，自2019年起發布之報告書必

須依照GRI準則編製報告書，GRI準則中

「201經濟績效」亦明確要求企業揭露氣

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風險與機

會，公司治理評鑑亦將「公司是否制定節

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理政策」納入評鑑指標中，氣候

變遷相關資訊揭露已逐漸成為永續資訊揭

露的新趨勢。

 TCFD秘書處代表Curtis Ravenel分享國際◆

間面對氣候變遷之挑戰，為提升企業資訊

透明度，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簡稱 FSB)於2017年6月
正式發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要求企

業依照建議之架構：治理、策略、風險管

理及指標和目標，瞭解氣候變遷可能對營

運造成的財務影響，並提供利害關係人相

關且可靠的財務衡量資訊，TCFD透過彈

性化的建議指引，引導國際間企業重視氣

候風險之管理。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大◆

使指出，台灣企業永續在過去十年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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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成長；企業永續報告書的數量依國

內報告書平台統計從2008年的10餘家，

成長到2018年528家，「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歷屆參獎企業成長至236家，參

獎企業總營業額與2017年GDP比值約為

82%左右。而2018年成立永續發展聯盟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結合產官學專家共同為永續發展

努力、2018年台灣企業入選DJSI世界指

數或新興市場指數的公司多達21家，全

球知名之Bloomberg彭博財經機構在ESG
揭露透明度方面，台灣全球排名第7。
此外，在CDP碳揭露計畫也有二家入選

AList名單，表現相當優異，這些成績都

證明台灣永續發展績效近年來逐漸受到國

際肯定。安本標準投資管理亞洲區公司治

理主管大衛σ史密斯(David A Smith)分
享機構投資人透過納入ESG因子於投資決

策中將能帶來更好的投資結果，並有效管

理投資風險。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部余宗普副理分◆

享我國機構投資人在履行盡職治理相關推

動實務，隨著機構投資人占我國交易市場

交易比重逐步攀升，越來越多機構投資人

簽署盡職治理守則，並透過出席股東會、

行使投票權、適當與被投資公司之經營階

層對話與互動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我國

上市公司應保持開放的態度，並做好事前

準備工作，將可讓公司在與機構投資人互

動時具備基礎，機構投資人亦透過發布盡

職治理報告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盡職治理

情形。

 本次論壇共有上市公司董事、總經理及機◆

構投資人相關代表近四百人參與，透過專

題演講、與談來賓及主持人精闢對談與分

享，對於因應氣候變遷國際推動趨勢及我

國實務運作方式有全面性的交流，並隨著

產官學及非營利組織等共同致力推動，

企業ESG績效亦逐漸融入投資決策流程

中，繼續共同為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永續

發展而努力，進而增加我國企業的競爭

力。

5月8日
 由法蘭克福新時代傳媒、財團法人安全衛◆

生技術中心、中華民國防爆電氣協會共同

主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

會、台北市工業安全衛生器材商業同業

公會合作籌辦之「2019智慧工廠＆智能

環安衛應用展示暨論壇」。於5月8至10
日於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1館4樓隆重登

場。

 本次展會規畫「最新AI x IoT x安全科技◆

相關系統設備」、「最新智能環安衛設

備」兩大展示專區，並組建「智慧工廠主

題館」、「中華民國防爆電氣協會主題

館」、「台北市工業安全衛生器材商業同

業公會專區」，呈現多元科技整合下人機

安全、製程安全、廠房安全、環境控制、

節能環保等全新應用。

 隨著技術與法規與時俱進，規畫三大研討◆

主題，涵蓋：「最新防爆電氣技術應用於

工業廠房安全研討會」、「工業廠房應用

於太陽能板火災搶救應用研討會」及「智

慧工廠安全管理實務研討會」等，邀請主

管機關、專家學者、指標使用單位與設備

商到場針對最新法規、實務案例及技術應

用進行分享。

 2019年將號召全台前1,000大企業採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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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專業技師、學研單位、產業通路商，

並全力邀請東協十國及土耳其、中東、俄

羅斯、印度十大SI、政府單位及公協會等

到場交流。

5月11日
 第二屆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今、明兩天在◆

高雄展覽館登場，也是台灣首度獲得「社

會企業世界論壇SEWF」聯名舉辦。場內

國內外60位講者齊聚，攜手打造亞洲社

會創新知識共享平台；場外社會企業市集

結合全台60家優質社企，展現滿滿的暖

實力。

 第二屆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啟動亞◆

洲」，由行政院、高雄市政府、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社企流及Impact Hub 
Taipei共同主辦，星展銀行、日月光集

團、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共同策動。去年第

一屆以「明日亞洲」為主軸，開啟了亞太

社會企業的對話與交流，成功引起國內外

關注；今年則以「啟動亞洲」為主題，進

一步累積多元協作的能量，啟動跨域合作

的可能。

 此次高峰會緊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七大議題，包括科技創新、海

洋生態、氣候行動、循環經濟、社會增

能、夥伴關係與企業社會創新。主辦單位

邀請多國講者參與、協作，豐富內容涵蓋

主題演講、平行論壇、工作坊、社企下午

茶、社企大聲公等，透過跨國、跨域的研

討座談，促進區域間的交流合作網絡。

 行政院政委唐鳳是2019亞太社會企業高◆

峰會榮譽主席，上台先歡迎來自海內外、

公私部門貴賓。他表示，台灣在落實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上非常積極努力，

台灣的社會發展歷程已臻成熟完整，並進

而向國際社會伸出援手，期盼共同打破線

性思考，以創新作法來解決社會議題，為

亞太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由第一銀行文教基金會主辦，連續四年舉◆

辦至今好評不斷的「愛Fun第一綠生活・

嘉年華」今夏強勢回歸，重磅推出「樂

園加強版」，將於5月25日在大安森林公

園盛大舉行！而去年首度推出即廣受好評

的系列活動之一「愛Fun第一綠生活-創
意COSER競賽」，今年再度加碼，祭出

高額獎金，舉辦「第一銀行COSPLAY大

賽」，自報名起就受到民眾熱情支持，特

於5月11日舉行決賽，現場吸引30組神型

高手齊聚一堂，挑戰今夏誰最「型」！經

過一連串激烈競爭後，由扮演霹靂布袋戲

中鬼方赤命、琴缺風隼、贔風隼角色的三

人團體組合獲得評審一致好評，奪得金獎

與最佳造型獎雙冠殊榮！

5月13日
 CDP首次公布全球指標城市名單，表彰◆

這些城市在減碳、氣候調適與水資源管

理上的績效表現。根據2018年資料，596
個接受評比的城市中，43個城市獲得A
等級，包括倫敦、巴黎、開普敦、舊金

山等，北美囊括了24個城市，東亞僅台

北、台中、高雄、香港上榜。

5月15日
 英業達宣布，去年由卓董事長發起一項愛◆

心募款活動，擬捐贈捐血車予捐血中心。

在英業達、英華達、英穩達、英研智能及

無敵科技等五家集團公司的共襄盛舉之

下，近五百位同仁及眷屬踴躍響應、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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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囊，順利達成了此次捐血車募款目標

580萬元。歷經近八個月的打造，「英業

達號捐血車」於今日上午9:30在士林總部

舉辦捐血車捐贈暨啟用典禮，正式啟用

「英業達號捐血車」。

 英業達表示，自1993年起到今年2月，英◆

業達共捐血18,164袋(250cc/袋)，而且每

遇重大災難，如921大地震，同仁也會主

動提出捐血的要求。目前，英業達每年固

定捐血四次，可說是『台北捐血中心』的

固定優良供應商。

5月20日
 為擴大海事專業人才培育，厚植海運產業◆

的軟實力，長榮海運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秉持產業與學術互助互惠的精神，再度合

作開辦學士後輪機技術人才專班，希望能

藉此培養對海勤工作有興趣的學生，並能

在畢業後隨即就業，充分學以致用。

 長榮與海大合作的產學合作專班，讓非輪◆

機科系、對海勤工作有興趣的青年，有機

會接受專業技能訓練，表現優秀者還可以

到長榮船隊服務，因此前兩年推出後廣受

青年學子高度關切，報名踴躍。今年在大

家的期待下，第三度開辦專班，只要是非

輪機科系畢業並已取得學士學位、役畢或

無兵役問題、並有志投身海勤工作者皆可

報考，通過遴選後即可就讀。

 該專班的成立並不會影響海事科系學生到◆

長榮實習及工作的機會，主要是為配合公

司永續發展的需求，透過更多不同的管道

來擴大培育國籍優秀海事人才，藉由產學

密切合作，讓非輪機科系的青年也有機會

投入航海工作，以強化國內海勤人員的質

與量。

 長榮專班修業學程共三學期◆ (一年半)，學

員透過週一至週五密集而完整的專業知識

與技能培訓，進而成為優秀的輪機人才。

長榮海運將全額補助三學期學雜費及部分

住宿費，並提供修業合格學員至長榮船上

實習一年，表現優秀者即可至長榮船隊服

務，月薪約新台幣15萬元左右，之後晉

升為輪機長月薪可達28~30萬上下。

5月24日
 亞洲最具指標C S R評鑑大獎， 2 0 1 9 ◆

A R E A「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5
月24日公布得獎名單；台泥企業團以

「碳循環綠經濟」Turn Carbon Dioxide 
into Green：The Application derives 
from CCUS，榮獲綠色領導獎(GREEN 
LEADERSHIP)，這也是繼「遠見企業社

會責任楷模獎」後，今年台泥以碳捕獲

技術與應用(Carbon Capture, Utilities and 
Storage)，拿下第二座永續領域之大獎，

由台泥資深副總經理呂克甫出席領獎。

 碳捕獲技術◆ (CCS)是目前國際研究機構

評估，最關鍵且最有效之減碳技術，根據

CCS機構資料，2018年全世界總共有43
座大型碳捕獲基地，「台泥」是台灣、

亞洲地區重要夥伴。台泥從2011年起即

與工研院合作，2013年在台泥花蓮和平

廠，建置全世界最大的鈣迴路碳捕獲先導

試驗廠，以核心原料—石灰石，在水泥製

程中的熱交換，成為最天然之捕碳劑，而

所捕獲之二氧化碳，進而思考再利用方

式，研發微藻固碳養殖技術，並導入富

含高經濟價值的蝦紅素紅球藻，萃取之蝦

紅素，號稱為本世紀最強之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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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創碳循環產品：蝦紅素紅球藻

蕎麥麵與蝦紅素保養系列，透過「有感產

品」參與路跑及義賣等減碳倡議作為，開

啟B2B產業B2C創意溝通，並開創全新形

態的碳循環經濟模式(CCUS)。

5月25日
 中鼎教育基金會◆ (C T C I  E d u c a t i o n 
F o u n d a t i o n ,  C T C I E F)與台灣企業

永續研訓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聯合籌辦的「企業社會責

任領航計畫」進行成果發表與評選。

 由亞洲企業商會◆ (Enterprise Asia)所主

辦的2019 AREA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9 Asia Responsible Entrepreneurship 
Awards)，今年在台灣頒獎，亞洲水泥

公司以「深耕永續希望種子--亞泥生態

環境教育專案」，再度榮獲綠色領導獎

(Green Leadership)，這也是台灣的水泥

公司唯一連續兩年蟬聯殊榮，顯示亞泥長

期以來的努力，備受專業肯定。

5月27日
 永豐金控以「鼓動人生 面對陽光」系列◆

與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合作的公益計

劃，參加「2019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評選，榮獲「社會公益發展獎」。該計劃

充份展現對於傷友的持續關懷及長期解決

方案，期望發揮金融價值及社會影響力，

共同為美好的社會而努力。

 永豐金控2017年起與陽光基金會攜手為◆

八仙塵爆傷友的生活重建及就業與創業

開啟「鼓動人生 面對陽光」合作，啟動

「就業輔助計劃」與「創業扶持計劃」，

共同陪伴並鼓勵傷友一同向前走；同時，

關懷社會面臨問題，延伸與陽光的公益合

作，支持「臉部平權」、推廣檳榔園轉作

油茶樹「廢園轉作計劃」，並共同倡議

「翻轉老化」，推動逆齡肌力運動；期望

能鼓勵社會上需要關心的人，一起走出來

面對陽光，人生就充滿希望。

5月28日
 櫃買中心與證券交易所於今日假台北101◆

大樓九樓舉行「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頒

獎典禮」，公開表揚排名前百分之五之上

市及上櫃公司(上市及上櫃家數分別為43
家及34家)，典禮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顧立雄主任委員蒞臨與會並擔任頒獎人，

另也邀請主管機關與證券周邊單位首長一

同參與盛會。

 顧主委表示2018年4月正式啟動「新版公◆

司治理藍圖(2018～2020)」，其中強化

公司治理評鑑效度列為首要措施，亦持續

修正公司治理評鑑作業系統，強化指標

「質化」要求，增加給分差異題型及新增

問卷機制，以持續推動我國上市櫃公司治

理之健全發展。本次評鑑結果顯示上市櫃

公司在各構面皆持續進步，也展現出公司

治理評鑑的實施成效，顧立雄感謝得獎企

業的努力，也希望得獎公司能夠發揮對產

業的影響力，透過企業、政府與民間組織

等三方的力量，共同強化公司治理，讓臺

灣公司治理更加提升。

 櫃買中心表示，第五屆◆ (2018年度)公司

治理評鑑係以「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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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構面共85項指標，綜合評

核企業整體公司治理情形。評鑑結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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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公告，與第四屆相較，本

屆共有14家上市公司、九家上櫃公司新

進排名前5%，更替比率達33%及26%，

另有13家上櫃公司連續五屆均為排名前

5%，顯示受評公司對於公司治理評鑑之

高度重視，並產生良性競爭之效果。未來

亦將透過持續提昇各項評鑑指標之鑑別

度，引導企業主動設置超逾法令要求之各

項治理措施，提升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水

平及國際競爭力。

 櫃買中心與證交所亦希望藉由獎勵公司治◆

理評鑑優良的公司，肯定公司對於公司治

理所投入的努力，期許獲獎公司扮演領頭

羊角色，發揮標竿功能，引領及協助資本

市場邁向良好的公司治理。

 宏碁再傳捷報！一年一度台北國際電腦◆

展於開展，宏碁宣布旗下七項產品獲得

2019「台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獎」

(COMPUTEX d&i awards)肯定，其中

Predator Thronos電競座艙更勇奪創新設

計獎最高榮譽「金質獎」(COMPUTEX 
d&i gold award)；此外，宏碁智通「智

慧路邊停車計時收費系統」也受評審青

睞拿下「特別獎」(COMPUTEX d&i 
specialty award)。其他獲獎產品還包

括甫推出的全新品牌C o n c e p t D旗下

ConceptD 500高階桌機，以及Predator 
Triton 900電競筆電、Acer Swift 7輕薄筆

電、Acer OJO 500微軟混和實境頭戴式

裝置及aiSage邊緣運算裝置；得獎產品類

別橫跨「電競設備與遊戲內容」、「資訊

硬體產品」、「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物聯網裝置及應用」，展現宏碁在不同

領域的多元創新。

 宏碁公司共同營運長黃資婷對此表示：◆

「很高興宏碁對使用者的用心再次被看

見，這次宏碁核心事業、新事業旗下多款

產品獲獎，是對宏碁雙重轉型的一大肯

定。宏碁會持續努力將創新注入研發設計

的DNA中，打造更多貼近使用者需求的

產品。」

5月31日
 台達於5月3 1日應邀參加由美國綠建◆

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U S G B C )與台灣綠領協會共同舉辦

的首屆International Green Building 
Symposium (IGBS)國際綠建築峰會台灣

站。開幕式中，台達品牌長暨基金會副董

事長郭珊珊分享台達如何以科技具體呼應

USGBC推動綠建築、低碳交通以及資通

訊基礎設施來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活。建置

於台北企業總部內的IT資料中心，更於

日前獲得USGBC LEED V4 ID+C白金級

認證，為全球首座獲此殊榮的綠色資料中

心，即為最佳實證。

 台達品牌長暨基金會副董事長郭珊珊女士◆

於開幕致詞中分享：「USGBC所制定開

發的LEED，是全球應用最廣泛的綠建築

行業標準。台達是台灣企業推廣綠建築的

先行者，更是節能技術的解決方案提供

者，在建築、交通、資通訊等智慧城市的

重點領域，以互聯生智的科技來實踐永

續。例如台達已獲得LEED白金級標章的

美洲總部，以淨零耗能為目標不斷精進整

體管理及設計；因應電動車產業快速成長

的趨勢所開發V2H/ V2G雙向電動車充電

設備，讓電網的電力調度更具彈性，增加

城市的能源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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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達資訊長柯淑芬女士則表示：「很榮幸◆

地，台達總部IT資料中心在USGBC專業

的審視下，順利通過八項指標的審核，不

僅獲得最高等級的白金級認證，更是目前

LEED V4全球所有資料中心申請案件中

最高分者。這座資料中心使用了多項台達

自家的資料中心與節能解決方案，其中包

括：高效率電源系統、精密式空調與氣流

管理、LED節能照明方案、全面性能源

監控系統等，搭配資訊服務部開發的IT資
料中心深度虛擬化管理策略，於USGBC
『能源與大氣』審核指標中，獲得能源效

率最佳化的滿分，是全球首座在該項目獲

得滿分的資料中心。」

 英業達公司關懷員工，重視員工健康，保◆

障職場作業安全，有效推展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健康職場認證，自主管理等成

效卓越，經台北市政府評選榮獲台北市

「勞動安全優良單位獎」。

6月3日
 因應全球品牌廠對環保材質要求日高，◆

遠東新3日指出，遠東新已投資1千萬美

元，收購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綠色回收

企業Phoenix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LC廠，此廠環保回收酯粒年產能36,000
噸(8,000萬磅)。

 這是遠東新司於2018年初標下美國西維◆

吉尼亞州廠及俄亥俄州研發基地，以及

2018年底取得德州廠興建專案許可後，

最新的投資計劃。也是遠東新世紀在18
個月內於美國建立的第三座營運基地。

 布局此新廠，遠東新指出，主要是因應全◆

球永續發展的趨勢以及消費者環保意識的

興起，國際品牌客戶不約而同的針對運用

環保回收原料，提出具體的永續目標與時

程。再加上各國政府也陸續立法要求企業

增加再生原料比重，與設立回收管理機

制。

 遠東新指出，由於美國綠色回收需求殷◆

切，本專案投資著眼於國際知名飲料與消

費用品大廠的永續目標。同時彰顯遠東新

在環保永續與循環經濟的策略與企圖心，

並與西維吉尼亞州廠結合發揮綜效，提升

產業競爭實力。

6月5日
 英業達公司關愛同仁，維護安全衛生職場◆

環境，重視員工健康，致力於推展健康促

進活動及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提倡職場安

全衛生與健康管理，建立優良之工作環境

卓然有成，經市政府長官及評審委員評

核，榮獲台北市「績優健康職場獎」。

6月13日
 玉山銀行於今日由總經理黃男州與國立成◆

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柬埔寨典範國際大

學(Parag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校長

Deth Sok Udom簽訂三方合作備忘錄，透

過產學合作啟動「東協人才育成計畫」，

協助柬埔寨優秀學子來台求學，不僅提供

免學分費、免住宿費、華語中心學習資源

等補助，亦可申請成功大學及玉山銀行培

育東協人才獎學金，搭配在台灣玉山銀行

或玉山柬埔寨子行(UCB)實習，以積極

培育柬埔寨在地金融專業人才。

 典範國際大學位於柬埔寨金邊市區，具備◆

多國籍背景師生及現代化校舍，為當地極

具特色與國際化競爭力的大學。未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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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柬籍學子於玉山柬埔寨子行(UCB)

實習機會，為首家培育當地金融人才的台

資銀行。蘇慧貞校長期待透過三方合作的

共同平台，讓優秀的柬埔寨學生專業有所

成長、也可以培養良好的價值觀，為柬埔

寨、同時為整個世界培養人才；Deth校
長更期待透過產學的連結，不僅協助學生

提升專業與就業機會，更可以與企業共同

實踐社會責任。

 玉山銀行目前在海外共有九個國家地區、◆

28個營業據點的完整服務網絡，提供顧

客完善且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平台，成為

顧客前進亞太的靠山。配合亞洲布局的發

展，玉山致力於培養跨境金融人才，自

2018年起，暑期實習計畫遴選台灣碩士

生至玉山柬埔寨子行實習，並安排東協在

台留學生至玉山銀行實習、增設玉山培育

東協人才獎學金，此次合作協議更攜手成

大及柬埔寨典範國際大學，延伸玉山金融

專業，加深台灣與東協國家之間的金融人

才交流，進一步促進台灣與柬埔寨之間的

產業和學術發展。

6月18日
 證交所發布2018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為證交所發布的首份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並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之最

新準則—GRI準則，進行編製。報導範圍

採合併基礎，涵蓋證交所及子公司，且本

報告書取得會計師確信。證交所是亞洲各

交易所中，少數同時採GRI準則編製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且報告書取得第三方驗

證的交易所之一。

 本報告書以有系統的方式，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證交所的企業社會責任承諾及作

為。證交所董事長許璋瑤表示，為支持

且響應聯合國制定之17項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並依循「永續性證券交易所」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SSE)之
倡議，結合證交所具備之核心職能，期

能在四個永續發展目標，即性別平等(目

標5)、責任消費與生產(目標12)、氣候

變遷行動(目標13)、全球夥伴(目標17)
等，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運作機制上，證交所◆

特別成立CSR工作小組，旗下設公司治

理、交易市場、員工關懷、友善環境與社

會公益等五個小組，負責各項主要永續議

題，並確保證交所充分回應利害關係人的

需求，期能透過資本市場推廣及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證交所為瞭解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並及時回◆

應，在2018年第3季針對利害關係人所關

注議題進行問卷調查，辨識重大主題，並

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提出具體回應。

另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本報告

書部分資訊，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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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確信標的資訊執行確信工作，並

出具確信報告。

6月19日
 宏碁攜手Ubisoft®於今日宣布將展開《虹◆

彩六號》職業聯賽和國際錦標賽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贊助合作，即日起至2020年
11月Ubisoft將與宏碁旗下Predator掠奪者

電競品牌合作，在北美、歐洲、亞太地區

和拉丁美洲展開獨家合作夥伴關係，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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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彩六號》職業電競聯賽第10季正式

開始。

 宏碁數年來深耕電競市場，成功打造◆

Predator品牌，Predator也將成為《虹彩

六號》職業聯賽和國際錦標賽的官方電腦

和顯示器贊助品牌。從《虹彩六號》職業

聯賽第十賽季、以及今夏舉辦的《虹彩六

號》羅里國際錦標賽開始，提供一系列高

效能電競裝備，帶給訓練有素的專業玩家

強大火力支援，好讓玩家在《虹彩六號》

職業聯賽和國際錦標賽中將技能發揮到極

致。宏碁將在暖身賽和正式線下比賽期

間提供高端Predator桌機、筆電以及顯示

器；另外，也將在現場設立體驗區，讓電

玩和電競愛好者以最齊全的設備和高效能

體驗，搶先試玩《虹彩六號：圍攻行動》

全新內容。

6月21日
 近年來台灣生育率屢創新低，少子化問題◆

嚴重，為響應政府鼓勵生育之人口政策並

落實員工關懷，穩懋宣布自今(2019)年7
月1日起，凡同仁育有未滿七歲的子女，

將可依子女數領取每位每月最高3,000元
育兒津貼，預計此舉亦可吸引並留任優秀

人才與公司共同成長。穩懋長期以來致力

於打造幸福職場，並深信員工幸福就是公

司的福祉。陳進財董事長於穩懋20週年

家庭日致詞時表示，感謝所有同仁及眷屬

們20年來的支持，陪伴公司從無到有，

進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化合物半導體晶圓製

造服務公司，他非常開心在家庭日看到這

麼多同仁帶著小孩與家人一同參與。長期

以來，他心中一直都有成立幼兒園的夢

想，但考量同仁居住地較為分散，經過評

估後，為滿足同仁的育兒需求，宣布發放

育兒津貼。希望此舉能鼓勵更多優秀同仁

在公司各項福利政策的支持下，安心成家

立業、生兒育女。

6月26日
 面對全球暖化與能源永續的議題，台灣◆

大哥大以世界最高標準、自主制定以科

學為基礎的減碳目標，於今年6月通過堪

稱全球最嚴格的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審查，成為國內第一家非電子製造業、也

是亞洲第二家獲此國際審查通過的電信科

技公司，為實踐控制全球氣溫暖化2℃以

內的目標，積極展現台灣大節能減碳、降

低環境衝擊的最大決心。

 SBTi是由CDP、聯合國全球盟約◆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世界資源研究

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等組

織共同設立，其倡議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Science Based Targets)是以達成全球控

制暖化趨勢在2℃之內的總碳排為基礎，

藉由科學方法及權重計算方式，計算在全

球碳預算的情境下，特定產業、特定公

司合理的排放(減碳)額度。根據SBTi網
站資料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為止，全球

共計586個企業向SBTi提交減碳計畫的承

諾，但僅有三成九企業審查合格，其中，

全球電信產業更只有11家企業通過，顯

示碳管理是全球各大產業，尤其電信業的

嚴峻挑戰。

6月29日
 金融總會與台南市政府聯合主辦「2019◆

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於6月29
日(週六)上午9:30至下午14:30在台南市

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台南市安平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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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路二段6號)熱鬧登場。活動主題以慈

善公益、金融知識宣導為主，期盼藉由此

類活動喚起民眾對金融知識的重視及對社

會弱勢族群的關懷。

 證交所為響應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在「金◆

融教育區」承租二個攤位，以寓教於樂的

遊戲方式與民眾互動，營造活動的熱閙氛

圍。本次活動規劃「台南市府區」、「金

融教育區」、「愛心公益區」及「美食小

吃區」等區域，總計超過140個攤位。其

中「金融教育區」由金融業者及證券周邊

機構共同設攤，希望在歡樂的活動中，讓

民眾對日趨複雜且多元化的金融知識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愛心公益區」和「美食

小吃區」則結合在地美食、農特產品及伴

手禮等，請民眾來品嚐。

 園遊會現場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動態舞◆

台區」有藝人表演及當地團體熱歌勁舞，

另可憑園遊券參加摸彩活動，獎品包括

電動自行車、50吋液晶電視、空氣清淨

機、18段變速自行車、烤箱等近300個豐

富獎項，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7月4日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舉辦「獨立董事執行職◆

務風險應有豁免機制，民事責任應訂有明

確條件及上限」研討會，邀請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董事長邱欽庭、台

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張心悌等各界人士探

討獨董在財報不實的究責，其中，當訴訟

發生時「由誰來舉證？」成熱議焦點。

7月11日
 裕隆集團今日捐贈「僱主補償契約責任◆

險」保險費100萬元及400件LED反光背

心給台北市政府環保局，提供每日辛勤維

護市容整潔的環保局市民工們安心保障，

以降低其不幸遭逢意外時所面臨的經濟負

擔。裕隆集團自1998年起捐助保險費迄

今21年不曾間斷，累計受惠的市民工人

數超過2.8萬人(次)，理賠人數達395人。

 裕隆集團捐贈的這份「僱主補償契約責任◆

險」，讓台北市環保局市民工如在執勤中

不幸身故，可獲得100萬元保險金，非因

公身故者亦可獲得40萬元保險金，住院

醫療則有每日1,000元的金額補償，提供

台北市環保局市民工們一份安心保障，不

會因為遭逢意外無法工作而頓失收入。

 環保局局長劉銘龍今日代表接受裕隆汽車◆

及裕隆日產汽車捐贈的100萬元保險費，

以及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公司捐贈的400件
LED反光背心，劉局長特別感謝裕隆集

團的善行義舉，對裕隆集團長期造福低收

入且弱勢的環保局市民工們深表感謝，也

表示環保局將持續不斷加強市民工們的職

業安全教育，期望能從根本推動，減少職

災意外。

7月17日
 遠東集團今年邁入70周年，近期念茲在◆

茲如何慶祝的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在

考量集團事業版圖橫跨食、衣、住、行、

育樂、公益等多元事業下，將主題定調為

「Happy 70」，並宣佈即日起至年底將

集結旗下上市公司及5-60家關係企業，在

全台各地就兒童、偏鄉、長照與大眾等不

同族群，舉辦藝文文化、環境保護、教育

推廣、健康生活、社會參與、社區關懷及

消費者承諾等七大面向系列公益活動，首

場「遠東兒童故事節」率先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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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旭東指出，為關懷台灣社會，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在思索良久後，遠東70周年

慶祝方式決定透過一系列公益活動，傳

遞「Together for a Promising Future」、

「共創美好未來˙你我攜手同行」的理

念，表達對台灣土地的深深感謝，與在地

紮根的社會承諾。

7月24日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最新《勞動安全◆

獎》獲獎名單，SOGO百貨獲得「績優健

康職場」、「優良人員」兩大獎肯定，這也

是SOGO連續第七年獲獎，累計拿下13座
獎項，領先全台百貨零售業！遠東SOGO
董事長黃晴雯表示，打造安全職場與安

心購物環境，是SOGO一直以來堅持的原

則，更是任重道遠的路，將持續善盡企業

責任，在安全與衛生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今年是SOGO第七次獲得《台北市勞動◆

安全獎》，所獲獎項包含「績優健康職

場」、「優良人員」兩項，其中「績優健

康職場」已是2012年以來第三度獲獎，

「優良人員」鄭凱輔則為第二度受到肯

定；顯示SOGO對於勞動安全的投入非一

朝一夕，而是長期耕耘。

 SOGO職業安全衛生最高決策單位為「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每三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推

動下，近五年全體工作者無發生法定重

大職業災害，而為打造安心賣場，SOGO 
2018年巡檢總時數達2,634小時，該時數

已經連續三年增加。

7月26日
 公司治理專業人員協會◆ (GPT)與KPMG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董事會

效能與薪酬研討會」。KPMG指出，各

國皆逐步強化公司內部監督機制，公司治

理將成顯學。KPMG安侯企業管理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朱成光表示，董監事薪酬占

公司損益的比例，將是未來公司治理檢視

重要項目，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亦提醒企

業不應有不當薪酬支出。

7月29日
 金管會預告修正獨立董事設置辦法，擴大◆

規範獨董資格條件，包括增訂兄弟公司、

董總為同一人或配偶的公司、指派法人董

監事的公司等三大態樣，指派獨董都將設

限。大西洋飲料公司事件後，獨董資格條

件引發爭議，金管會決定全面檢討，並請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提出建議及參酌各界意

見後，敲定獨董設置辦法修正案，正式對

外預告。

8月1日
 台灣證券交易所表示，公司治理評鑑自◆

2014年開始實施以來，已進入了第六

屆，透過評鑑指標的導引，以及持續的推

動與宣導，多項有關提升公司治理品質的

量化數據，已獲致明顯成效。

 台達電子於首屆「CHR健康企業公民」◆

榮獲「健康飲食類」首獎，主辦單位「康

健雜誌」肯定台達長期照顧員工健康，員

工餐廳採取少油少鹽烹調方式，禁用加工

食品，避免高碳排放食材和非永續的海

鮮，並定期推出養生餐、加入養肺食材。

台達員工每月僅需負擔500元，即可享有

早、午、晚共三餐，並全面使用環保餐

具，全方位照顧員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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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達人資長陳啟禎表示，員工是企業最大◆

的資產，「食在心安、食在健康、食在好

生活」是台達員工健康管理解決方案的重

要一環。透過食農教育及引進小農市集，

安排健康促進講座與活動，除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外，更提升員工自我健康管理意

識，促進身心健康，創造正向的職場環

境。

 台達注重企業承諾與員工照護，提供優於◆

法令的福利，首創「旅遊黃金假」，提供

為期四天的假期回饋員工努力，讓同仁在

忙碌工作之餘，能有充足休假調適身心，

與家人相聚維繫情感。另提供五天支薪的

「環境志工假」，鼓勵員工參與能源教育

活動。自2018「健康年元年」開始，推

動主題式福利，以「健康吃、健康動、健

康生活、健康玩」四大元素為設計重點，

積極構建員工協助方案，關注員工身心健

康，舉辦各項活動增進員工間的互動；新

設「健康管理中心」，結合政府資源推動

公共衛生之「三段五級」精神，著重運動

結合健檢之預防保健，持續落實健康管理

相關計畫，2018年榮獲教育部體育署所

頒「運動企業認證標章」的肯定，2019
年更取得「科技業幸福企業大賞」殊榮。

全力協助員工建立規律運動習慣，塑造健

康職場文化，提升員工的幸福指數。

8月2日
 台灣單位土地農藥用量居高不下，政府帶◆

頭推動2027年前農藥量減半政策同時，

宏碁也宣誓守護環境永續從在地做起，除

已認購八千多公斤無化肥、無農藥添加的

「彩田米」，實際支持友善農地之農民收

益外，更將部分稻米捐助弱勢居民、在地

兒童營養午餐等，拋磚引玉發揮正向影響

力；今日宏碁公司全球人資長林弘道、宏

碁公司永續長暨宏碁基金會執行長賴啟民

更帶領宏碁志工在金山地區，和當地國小

學童攜手當起一日農夫下田收割稻米，用

實際行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宣示守護環

境的決心。

 賴啟民表示，宏碁在全球各地有多元在地◆

關懷計畫正執行中，並以「環境」和「教

育」為兩大重點範疇。這次大力支持金山

彩田米計劃，就是希望能再強化環境與教

育的理念核心，讓無論是農友、土壤生

態、在地學生都能受惠。

 林弘道表示，彩田米與宏碁全球總部同處◆

新北市，彩田計劃宗旨也與宏碁長期信念

不謀而合。我們希望在這塊土地上貢獻己

力，所以除了認購契作外，也非常鼓勵員

工就近親身實踐在地關懷，回饋給這塊養

育我們的土地。

8月6日
 長期關注能源與氣候議題的台達電子文教◆

基金會，在莫拉克風災十周年前夕透過

台達研發亮度可達36,000流明世界最高的

8K雷射投影機，於高雄科工館公益特映

一系列8K環境教育影片，期以震撼影像

喚醒大眾氣候意識。影片包括由齊柏林導

演生前拍攝八八風災空拍影像重製而成首

度亮相的《看見莫拉克》;由那瑪夏民權

國小師生共同演出的民權國小重建故事

《那瑪夏的呼喚》，以及獲海內外熱烈

迴響全台首部8K環境紀錄片《水起．台

灣》。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帶來

莫大的災損，台達隨即協助重建於風災中

全毀的那瑪夏民權國小，成功打造兼顧防

災與節能的鑽石級綠建築，更多次於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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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氣候變遷大會中分享案例。同時為因應

地方需求，台達更決定將再繼續贊助民權

國小附設幼兒園興建校舍，強化照顧學齡

前學童。

 台達集團創辦人暨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鄭崇華在特映會前致詞時表示，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衝擊，有九成的災難與水息

息相關，像是極端降雨、暖冬乾旱、珊瑚

白化或是海平面上升等災害。今日結合社

會大眾對莫拉克十周年的關心，希望能透

過8K投影的細緻畫面，忠實呈現齊柏林

導演生前所拍攝的風災空拍照片，以及

《水起．台灣》所揭櫫的台灣水資源議

題，在紀念風災傷痛的同時也警惕我們正

視氣候變遷的破壞力，讓社會大眾及各界

決策者都能再次重視全球暖化、水資源不

均所帶來的挑戰。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郭珊珊表◆

示，我們在那瑪夏重建的不僅是座小學，

也是避難中心、更是座永續綠建築，讓孩

子們能夠「離災不離鄉」，在節能安全的

綠建築中學習。很高興民權國小啟用後就

讀學童逐年成長，基金會也計畫進一步捐

建那瑪夏民權國小附設幼兒園，讓原來鄰

近河床的幼兒園班級能有更安全的學習環

境，讓下一代的新生兒能夠在健康節能的

綠建築裡成長、茁壯。

 宏碁公司為2019年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

賽(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OI)官方贊助商，在8月4日至11日於亞

塞拜然首都巴庫所舉辦的賽事期間，獨家

為選手及工作團隊提供筆記型電腦，並同

時提供伺服器以供應賽事所需系統管理。

賽後，宏碁更將全數競賽筆電捐贈亞塞拜

然ADA大學及其教育部做為教育推廣，

以期許年輕科學家在電腦科學計畫中持續

努力。

 長期以來，宏碁以「打破人與科技的藩◆

籬」作為提供社會正向影響使命的根基。

直至2021年，宏碁將持續擔任國際資訊

奧林匹亞競賽官方贊助商的角色，為每年

的競賽提供IT設備及現場的技術支援，實

現宏碁透過科技加強教育推廣的承諾。

 宏碁俄羅斯、東歐及土耳其副總裁◆

Grigory Nizovsky表示：「我們很榮幸在

此具有意義活動中貢獻一己之力，協助具

有天賦的青年成為未來的領導者。同時，

也希望將我們的成功回饋並與社會共享，

透過贊助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我們所

提供的Acer Aspire 3筆記型電腦，配備競

賽專用的數字鍵盤，讓選手更容易以最有

效率的方式進行運算及解答演算，這也是

宏碁協助年輕科學家邁向成功的努力之

一。」

 台灣大哥大推動環境永續，為打造「零◆

廢棄」循環型社會，於今日首度舉辦大

型「ICT產業循環經濟論壇」，邀請產

官學共襄盛舉，現身說法與分享；同時

台灣大哥大更號召14大策略夥伴，共同

發表第一份「循環經濟合作宣言」，提

出包括減少初級原料使用(Virgin Raw 
Material)、延長及提升能效(Extend & 
More Efficiency)、循環(Cycle)等三大承

諾，展現台灣大擴大循環經濟策略的決

心。

 台灣大首度舉辦的這場大型「ICT產業循◆

環經濟論壇」，邀請到經濟部工業局主任



— 565 —

秘書陳佩利、台灣循環經濟與創新轉型

協會監事暨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技術發

展中心主任鄒倫博士、KPMG安侯永續

發展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正忠、華碩永

續長吳澤欣以及Pia Tanskanen, Head of 
Environment, Nokia等產官學界的專家現

身說法，與供應商等超過300位嘉賓分享

循環經濟的創新意義與商機。

 論壇一開始，台灣大總經理林之晨先邀請◆

14大策略合作夥伴，包括台灣諾基亞、

Brightstar、OPPO、Vivo、Benten、盈

正豫順電子、HTC、ASUS、文冠國際、

台達電子、Samsung、Sony、Sugar、揚

達實業等，共同發表台灣大「循環經濟合

作宣言」並以「2030心大願景計畫(Zetta 
Connected 2030)」為根基，考量營運、

產品及服務等價值鏈的發展、落實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並提出包括減少初級原

料使用、延長及提升能效、循環等三大承

諾，帶領指標供應鏈夥伴一同提升資源價

值與合作機制，以訂定永續循環關鍵績效

目標。

8月11日
 立法院法制局提出「獨立董事應否具備證◆

照資格之研析」報告，上市櫃公司獨立董

事執行業務成功與否，取決於本身立場與

態度、公司制度與企業文化等因素，而非

要求具備證照，因此，「似無需增列獨立

董事證照規定」。

8月12日
 元大金控通過全球社會責任投資重要指◆

標－英國富時指數各項E(環境)、S(社
會)、G(公司治理)審查，這也是元大

集團自2017年首度成為富時指數新成員

後，連續第三年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新興

市場指數成分股(FTSE4Good Emerging 
Index)」。

 富時永續指數系列◆ (FTSE4Good Index 
Series)由富時指數公司於2001年7月開始

編制，近年隨著市場對國際金融投資領域

社會責任投資的蓬勃發展，「富時社會責

任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於2016年11月
應運而生，該指數嚴格審核ESG準則，

廣被市場參與者運用，目前成員包括台灣

78家企業及全球539家公司，表現優異企

業才能入選。

8月15日
 長榮海運公司首度攜手張榮發基金會所屬◆

長榮海事博物館，於今年夏天共同辦理

「公益夏令營」，並特別開放南崁總公司

的「船員訓練中心」，與安排深入淺出的

課程，讓學員度過一段難忘又深富教育意

義的暑假時光。長榮海運公益夏令營於8
月15-16日兩天，邀請30位來自弱勢家庭

的國中、小學生免費參加；不僅先以輕鬆

方式讓孩子們認識館內海事文物，也安排

舒適安全的長榮巴士前往長榮海運桃園船

員訓練中心，學習平時鮮少有機會接觸的

航運知識，如基礎船舶構造、簡易急救教

學等，並能親眼目睹電子海圖室、機艙訓

練控制室、輪機模擬機艙區等各項設備。

8月21日
 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與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攜手辦理的「Green Tech」國際創

意競賽，今天(在台北信義計畫區的台灣

中油大樓登場，該科技競賽是鼓勵青年科

學家為全球關注的能源技術議題尋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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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的技術切磋平台。12年來累計參

賽人數超過1萬人，獲獎作品國內外累計

亦達400件以上。今年主競賽與國際賽報

名隊伍達117隊，涵蓋美國、中國、俄羅

斯、日本、印度、印尼、丹麥、新加坡、

香港、台灣等十個國家，而且皆是長時間

努力突破技術瓶頸的優秀團隊，這個競賽

在最炙熱、能源消耗最大的夏天辦理，尤

具警醒的意義。入圍的42個團隊帶著作

品前來台灣參賽，所有技術的特色與創意

都令人驚豔，角逐16個獎項計226萬元獎

金，高手過招當仁不讓。今年增加的「商

業模式架構」的評分項目，更具帶動台灣

的高等教育對於創新創業能力養成的重

視。

 綠能技術著重於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跨◆

校與跨領域的組合多，一百多隊中，參賽

的學校數達68所，總人數達480以上。今

天的「決賽」現場就有301位各國的頂尖

大學師生同台過招與交流，以入圍的機率

來看，入圍決賽就是得獎，值得驕傲與

肯定。「國際賽」由學校科系「作品名

稱」，榮獲冠軍的殊榮；「主競賽」則由

學校科系「作品名稱」，榮獲冠軍的殊

榮。

8月28日
 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以「第二屆華◆

人公益節」暨「華人公益金傳獎」活動表

彰全球華商公益精神，8月28日舉行頒獎

典禮，第二屆華人公益節獎項包含華人公

益企業金傳獎、華人公益人物金傳獎、華

人誠信品牌金傳獎、華人綠色企業金傳獎

等四個獎項，其中有20多位是來自星馬

地區的傑出華人企業家，大會並邀請國內

企業界負責人出任公益大使協助宣導企業

社會責任，同時安排心路基金會等15家
國內知名社福團體與會企業交流創造互動

平台。

 指導單位臺北市產業發展局，副局長王三◆

中表示，北市府重視企業參與社會公益與

創新，自2015年來持續鼓勵社會企業創

新，更用創新的商業模式，提供輔導資

源，促進社會公益及解決社會相關問題，

至今已成功輔導逾30家社會企業，積極

推動企業落實各項社會責任，期望企業秉

持專業，抱持關懷社會之心，共創友善、

繁榮城市。

 主辦單位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表◆

示，企業建立良好社會形象，要先建立公

益意識，以行動實踐公益並共同建構富而

有仁的社會氛圍。此次獲獎企業及個人都

是長期持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無論

在扶助急難、關懷殘疾、捐資興學、支持

文化推展、投身環保維護等善行，在倡導

諧和友愛社會的時代趨勢中具有卓著貢

獻，表揚同時希望形成改變社會的力量，

成為創新台灣的新價值。

 為鼓勵保險業者積極提升保險專業及服務◆

品質，並增進消費者權益之維護，由財

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主辦，及各保

險業公協會與保險周邊機構等一同協辦

之第八屆臺灣保險卓越獎頒獎典禮，28
日以「精益求精、卓越非凡」為主題盛大

舉辦，與會來賓超過700人，現場盛況空

前。

 頒獎典禮在Live爵士樂團的「你是我的◆

眼」音樂聲中揭開序幕，此屆主辦單位特

別安排熱鬧的同框秀，將各區啦啦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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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秀在大銀幕上，讓全場充滿刺激與趣

味，帶動整體活動氣氛。另因應綠色金

融、減少紙張的輸出，運用行動載具的便

利性，改以提供電子版本的大會手冊，透

過節目單上QR Code掃描後線上閱覽，並

可傳閱給所有保險從業人員一起感受入圍

的榮耀感與尊榮感。

 被譽為保險業國家級獎項的卓越獎今年共◆

有26家公司入圍，一共頒發79座獎座，

此屆特別邀請金管會主委顧立雄頒發終身

成就卓越獎、公益關懷卓越獎暨公益關懷

專案企畫卓越獎，及保戶服務卓越獎暨保

戶服務專案企畫卓越獎三大獎項，顧立雄

對保發中心舉辦此國家級獎項給予高度肯

定。

 顧立雄提到近兩年我國保險業蓬勃發展，◆

截至2018年底資產總額達26.6兆元，增加

4兆元，且去年我國保險整體保費收入占

GDP比率達20.88%，連續兩年排名稱霸

全球，成長幅度驚人；此外，保險給付金

額穩定成長，去年產險業之保險賠款金額

為802.7億元，壽險業之保險給付金額為1
兆8,758億元，充分發揮社會安全維護網

之功能，善盡社會責任。

 顧立雄非常感謝保險業多年來對臺灣的經◆

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的貢獻，期盼保險從業

人員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繼續努力。同時

對於保險業有三大期許：一是積極培養人

才，尤其是數位人才；第二是金融創新；

第三也最重要的是風險控管，保險業唯有

在遵守法令及金融紀律，並注意風險控管

的前提下，相關業務方能永續經營。

 第八屆終身成就卓越獎由現任壽險公會理◆

事長黃調貴榮獲此項殊榮。至於團體獎項

獲獎結果為國泰人壽獲得七項金質獎，富

邦產險獲得五項金質獎，國泰產險獲得三

項金質獎，明台產險、華南產險、台灣人

壽及錠嵂保經各獲得二項金質獎。第八屆

亦有幾家得獎新面孔，如兆豐保險、新安

東京海上產險及法國巴黎產物保險等，顯

示出保險業追求卓越的努力從不間斷。頒

獎典禮上亦表揚保險業加薪幅度比例前五

名之公司，共有20家產壽險及保險輔助

人公司獲獎，以鼓勵其對人才培育的投資

與重視。

8月30日
 艾訊股份有限公司◆ (Axiomtek Co., Ltd.)
持續致力於研發與製造一系列創新、高

效能且可靠的工業電腦產品，於2019年
8月30日參加由中華顧問工程司所主辦

的2019智慧城鄉論壇，歡迎蒞臨參觀艾

訊自行研發的遠端監控智慧軟體AMS.
AXView結合工業物聯網閘道器ICO系

列，展示太陽能產業最佳解決方案以及智

慧交通解決方案，歡迎相關業界先進蒞臨

參觀指教。此次展示的主題為「太陽能電

站效能提升方案」，透過工業物聯網閘道

器進行資料收集，結合Microsoft Azure雲
端整合服務，計算每日太陽能電量提供

大數據分析，進而做到智慧能源管理，

達到節電、提升效能的目的。並於當日

14:00~14:30分享「人工智慧物聯網太陽

能閘道器解決方案」，滿足業者對電力自

動化的安全需求，給予每位與會者耳目一

新的感受。

9月3日
 「2019大專生企業社會責任認同度調◆

查」結果出爐，新世代最滿意國泰金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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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表現最希望改善的是陸地生態。

9月4日
 亞洲永續報告高峰會在新加坡舉行，今年◆

主軸為「永續報導：強制為良方？」，特

別安排我國與泰國為亞洲推動永續國家代

表，並邀請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與談，分

享我國推動永續相關經驗。

 證交所表示，2018年亞洲永續報告最大◆

獎Asia's Report of the Year，由信義房屋

CSR報告書獲得；本年度19項獎項中，

我國共有信義房屋、國泰金控、台新金

控、中信金控及華碩電腦等五家企業獲

獎。此外，有二家企業獲得Asia's Top 
Sustainability Superwomen，分別國泰金

投資長程淑芬，以及CSRone永續報告平

台總經理嚴德芬。

 證交所公司治理部經理黃玻莉說，至◆

2018年底止，台股有345家上市公司編製

CSR報告書，且應編報告書者有過半數係

經確信，比例甚高。證交所透過制訂法規

與國際準則接軌等，並透過公司治理評鑑

制度及與國際指數公司合作編製相關永續

指數，併同供應鏈力量，有效提升我國報

告書品質。

9月5日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暨「天◆

下大學公民評選」今頒獎，大型企業組由

台積電奪冠，中堅企業組由崑鼎投資控股

掄元，外商企業組由台灣日立江森蟬聯，

小巨人組歐萊德居首。公立大學組由成功

大學居首，技職組由台灣科技大學奪冠，

私立組由逢甲大學得第一。副總統陳建仁

也親到現場頒獎與勉勵。

 副總統陳建仁在頒發大型企業組獎項後◆

說，《天下雜誌》從「公司治理」、「企

業承諾」、「社會參與」以及「環境保

護」四大指標，評選出臺灣最具未來性的

新價值企業，「天下企業公民獎」委實得

來不易。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截至去年底為◆

止，已經有448家上市櫃公司申請CSR報

告書，台灣在亞太地區評分最高，在全球

也僅次於法國。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相

關指數，2017年12月台灣指數公司推出

台灣永續指數，衡量上市公司的ESG整體

表現，督促其重視社會責任。

9月6日
 由永續低碳聯盟主辦，台灣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導的「科學碳目標

倡議(SBTi)與永續供應鏈論壇」在台舉

辦。

 長期支持國內體育的台灣大哥大，力挺台◆

灣選手在國際體壇發光發熱，讓全世界看

見台灣。今年以大幅超越贊助門檻的體育

支持，連續三年獲頒教育部體育署《體育

推手獎》最高榮耀「贊助類金質獎」(一

年贊助金額達1,500萬元以上)。同時，繼

2017年後，台灣大亦再度榮獲「長期贊

助獎」(單一運動選手平均每年贊助50萬
元以上超過5年)，顯示台灣大長期對台

灣體壇的貢獻，已成為選手為國爭光的最

大動力。今日舉辦的2019年《體育推手

獎》表揚典禮，由副總統陳建仁親自頒獎

肯定。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則表示，

台灣大除持續贊助優秀選手外，未來透過

5G尖端應用科技的助力，將大幅翻轉球

迷看球的全新感受，更可帶動台灣體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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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再度起飛。

 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進一步指出，台◆

灣擁有許多首屈一指、世界一流的優秀運

動選手，值得最實質的鼓勵與喝采。台灣

大做為台灣本土企業，除了透過贊助，讓

這些優秀運動員可以無後顧之憂的練球、

比賽外，更透過賽事的舉辦，為選手們創

造更多的運動平台。同時5G世代來臨，

台灣大將致力大幅提升運動賽事觀看的體

驗，包括日前成立的「5G超盟」，以新

莊棒球場為實驗場域，打造全台第一座智

慧球場，要徹底翻轉球迷現場觀賞球賽的

全新感受；更攜手集團的MOMO TV，

透過4K高畫質轉播以及電視機上盒的即

時互動，為無法到場觀看球賽的民眾，創

造不一樣的互動與感官享受。台灣大期望

能從選手、賽事以及觀看等不同層面著

手，全面提升台灣整體運動風氣。

9月8日
 2017年開始推行一車一樹活動，和泰汽◆

車已連續兩年號召志工至海岸地區植樹，

也發現海邊有很多寶特瓶、飲料杯等垃

圾，對生態影響極大，特別於9月8日舉

辦「和泰TOYOTA集團淨灘減塑全台總

動員」活動，結合關係企業與在地經銷

商，串聯全台16處海岸舉行淨灘減塑。

 此項淨灘活動，為台灣汽車業界創舉，◆

同時間串聯全台最多人數，總計集團員

工、眷屬、車主、在地民眾、公單位、

及NGO(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等超過1萬人參與。活動當

天全台共清理出垃圾9,033公斤及43,973
支廢棄寶特瓶(相當於17座101大樓高

度)；所撿拾的廢棄寶特瓶，和泰汽車以

每支10元的金額，總金額共439,730元全

數捐贈公益基金予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和泰汽車集團不僅致力於提供環境友善與◆

節能的商品及服務，亦在降低塑膠汙染上

有著顯著的作為。例如：今年集團所屬的

TOYOTA、LEXUS及HINO品牌的經銷

據點停止提供塑膠瓶裝水，預計一年可減

少250萬個塑膠瓶的產生。

9月10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在行政院新創基地舉◆

辦「新創心x社創力」新創社創交流記者

會，除揭開新創社創進駐空間，分享新創

基地及社創中心的服務成果，並預告11
月將舉辦社創聯合策展與Buying power頒
獎活動。

 中小企業處處長何晉滄表示，新創基地以◆

樞紐概念(Hub)全面串連政府與民間創業

服務資源，目前除北區基地，台中、高雄

也設據點，並結合「新創圓夢網」接連各

地資源，做到網實整合，將樞紐Hub概念

發揮到極致。新創基地將提供主題式創業

諮詢，並舉辦創業課程、創業趨勢講座、

聚會等，成為創業交流第一站。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受邀出席記者會，說◆

明政府重視社會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更

重視社會創新。為讓更多民眾了解社會創

新題議，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將於11月28
日到12月1日在華山文創園區，以聯合策

展的方式辦理「阿雜社會事」，結合弱勢

就業、長期照護、循環經濟、負責任消費

循環及社會論壇等議題，為社會創新發

展帶來嶄新氣象。此外，年底也將舉辦

「Buying power-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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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獎勵機制」頒獎典禮，期許發揮企業社

會責任(CSR)，透過實際購買支持社創企

業。

 會中安排新創基地進駐團隊時習教育創辦◆

人林家安，與社創中心進駐團隊天使協會

創辦人朱愛琪做專題演講，和現場多位新

創生態圈夥伴一同交流。並辦理兩場「社

會創新政府採購共同供應契約體驗式課

程」，讓更多人認識社會創新組織共同供

應契約內容。

9月10日
 高雄市政府與全球指標資通訊大廠緯創資◆

通合作，昨天在高雄市長韓國瑜的見證

下，緯創資通副董事長黃柏漙與副市長葉

匡時代表雙方簽署產業合作發展備忘錄，

攜手推動製造、醫療、教育等產業導入數

位科技創新。

 韓國瑜說，緯創高雄軟體研發中心持續◆

成長茁壯，到2020年預估總投入經費將

超過10億元，擴大招募在地資訊服務人

才，今年預計聘用300名員工，盼緯創用

高薪職缺吸引更多北漂青年返鄉就業。

 韓國瑜說，AI、雲端、大數據、物聯◆

網、體感等科技應用蔚為趨勢，高雄擁有

厚實製造業基礎，適合推動導入數位轉型

產業布局，緯創擴大高雄研發中心規模，

也與市府經發、衛生、教育、勞工、青

年、交通、資訊等各局處合作，將進一步

帶動高雄產值躍升，也提升市民生活品

質。

 緯創資通副董事長黃柏漙表示，緯創高雄◆

研發中心五年來培育優秀人才深耕在地，

積極投資軟體研發，成為公司快速轉型為

技術服務的優勢。

 緯創及集團旗下子公司緯謙、緯醫和緯◆

育，將配合並協助高雄市政府提升產業數

位轉型、落實經濟發展的藍圖，在學用接

軌、程式教育、智慧製造、高齡醫療、醫

療大數據及智慧運輸等六大方向，與市府

合作發展數位創新高雄。

9月14日
 台達於2019年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評比，再度

獲得產業領導者殊榮；在全球氣候變遷嚴

峻挑戰與國際領導企業競爭之下，已連

續九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世界指數」

(DJSI World)，及連續七年入選「新興市

場指數」(DJSI-Emerging Markets)。本

次評比除了在經濟面與社會面得到產業最

高分，共有八個項目獲得全球電子設備產

業最高分，創歷年新高。顯現台達於永續

三構面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

重視與實踐，尤其是氣候變遷議題，台

達2017年設定碳密集度下降56.6%的科學

減碳目標，2018年即達成下降16.8%的成

果。

 台達永續長周志宏表示，台達積極落實◆

「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以電

力電子核心技術，持續開發更具環保效益

的產品及服務，力行節能減碳，並充分揭

露環境、社會、治理面向的目標與績效，

首年即達成科學減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 SBT)階段性目標，並透過台達

電子文教基金會推廣環境教育與低碳住

行，2019年在「創新管理」、「環境報

告」與「社會報告」獲得滿分，並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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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性」、「風險與危機管理」、「行為準

則」、「產品責任」、「企業公民與公

益」等五個項目位居全球電子設備產業最

高分。台達堅持投入創新研發、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兼顧

經濟、環境，以及社會面發展，再度獲得

產業領導者。

 台達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在2017年通◆

過科學減碳目標倡議組織(SBTi)的審

核，提出以2014年為基準年，2025年
碳密集度下降56.6%的目標，成為台灣

第一家且為全世界第87家通過審核的企

業。透過內部致力推動廠區節能1,846
個方案，2018年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提

高至22%，再加上購買國際再生能源

憑證(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I-RECs)，2018年即達成碳

密集度下降16.8%的成果，超越原2018年
下降16.5%科學減碳目標的訂定。另一方

面，為加速交通運輸低碳轉型，呼應減緩

全球升溫低於2℃的目標，台達於2018年
率先加入國際電動車EV100倡議，為全

球第一家電動車能源基礎設施提供者的

會員，並導入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以實際行動面對氣

候變遷的減緩及調適工作。

9月17日
 全球永續發展浪潮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

(CSR)已是國內外企業經營主流，美國

標準普爾道瓊指數公司(S&P Dow Jones 
Indices)與瑞士永續集團(RobecoSAM)

公布2019年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評選結果。今

年台灣共有23家企業入選，統一超商是

DJSI評選全球食品零售業中唯一受邀參

與的台灣企業，不僅入選「新興市場指

數」(DJSI-Emerging Markets)成分股，

更擠進道瓊永續指數「世界指數」(DJSI 
World)，顯示統一超商在經濟、環境、

社會等面向表現優異，深耕台灣、並與國

際標竿企業並駕齊驅。

 今年統一超商在25個子項目中，其中五◆

項獲得排名第一，包括：經濟面(客戶關

係管理、行為準則、供應鏈管理)、環境

面(水相關的風險管理)及社會面(人力資

源發展)。同時在食品零售產業中排名全

球第三，僅次於CPALL正大集團(泰國

7-ELEVEN母公司)與德國最大零售批發

超市集團「麥德龍」(Metro AG)，顯示

統一超商無論在永續經營、企業社會責

任、永續治理等各面向均具備打國際賽局

的硬實力。

9月18日
 台泥和平開放生態循環工廠概念設計競◆

賽，報名日期自9月18日起至11月29日。

9月19日
 宏碁公司宣布蟬聯六年入選道瓊永續指◆

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 J S I)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同時連

續第四年入列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

指數(FTSE4Good Emerging Index)，
彰 顯 出 宏 碁 在 環 境 、 社 會 和 治 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方面的重視持續獲得國際認可。

 身為道瓊永續指數新興市場的一員，宏◆

碁以八個項目得到PR值100(Percentile 
Ranking, PR)，榮獲「業界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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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分別是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創新管

理(Innovation Management)、重大

性(Mater ia l i ty)、政策影響(Pol icy 
I n f l u e n c e )、隱私權保護 (P r i v a c y 
Protection)、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 a n a g e m e n t )、風險管理 (R i s k  & 
Crisis Management)與企業公民與慈善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Philanthropy)
項目。

 宏碁公司永續長賴啟民表示：「宏碁持續◆

與商業夥伴和供應商合作，共同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並致力對社會與環境產生正面

的影響力。宏碁內部以減塑計畫提升全球

員工的環保意識，讓員工能為社會貢獻一

己之力；未來，宏碁也將持續在技術、管

理和運營等多面向進行全方位的創新。」

 聖暉公司長期關注在地社群，今年再度以◆

「工程核心本業」投入社會參與，免費提

供臺中市立啟明學校一條龍式的公益服

務，成功改善學校體育館的通風設施，促

進校園師生享有一個更優質多元的教學場

域。本專案由董事長的支持及跨部門的參

與，並串聯供應廠商協力打造，從建築體

分析、電路配管勘查、通風改善設計、採

購發包，到最後進場監工施作，讓啟明

師生一開學即可使用煥然一新的體育館；

而涼爽、節能且低噪音之專業級的通風設

計，同時也獲得師生廣泛的好評。負責聯

繫的總務處吳主任表示，感恩樓體育館除

了平時提供學生上體育課以外，也是學校

舉辦大型活動，以及承租公益組織舉辦

「身心障礙籃球比賽」的重要場地，相信

這次的通風改善工程，將有助於校方未來

無論是教學使用或其他多元運用上之品質

皆有所提升。

9月24日
 為實現更均等的受教權，台積電慈善基金◆

會透過志工服務，除長期以課輔及導讀陪

伴偏鄉學童，自今年開始更攜手同樣為教

育努力的外部公益組織「均一平台教育基

金會(以下簡稱均一)」，由台積公司提供

平板電腦等硬體設備，均一則提供教材等

軟體資源，進一步提升弱勢孩童的教育

品質。截至2019年8月，已成功將線上學

習資源導入長期服務的20個偏鄉課輔據

點。

9月26日
 「2019台灣國際循環經濟展」於本月26◆

日至28日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A區登場，國內外指標性製造商、本次除

循環能資源、循環設備外，將擴大展出循

環經濟之跨產業應用，如循環設計、循環

新材料、循環農業、循環紡織等概念，邀

請落實循環經濟有成之領先企業參與，展

示更多創新商業模式、綠能環保技術、產

品及解決方案，並擴大辦理「循環經濟產

業高峰會」，邀請國內外意見領袖與會，

藉由展覽、主題論壇及採購洽談會三大主

軸，激盪深度交流及開發潛在商機。

 元大金控接軌國際，最新公布《亞元雜◆

誌》(Asiamoney)2019年亞洲傑出公司票

選，元大金控在台灣金融產業類別中，

連續第二年獲得「台灣最傑出公司獎-金
融業」(Most Outstanding Company in 
Taiwan-Financials Sector)獎項。

 元大金控此次獲得「台灣最傑出公司獎-◆

金融業」殊榮，係《亞元雜誌》邀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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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位基金經理人、投信分析師、銀行、

及信評機構，針對亞洲上市公司於財務

面、管理績效、投資人關係、及企業社會

責任等面向之整體表現進行評選，本次共

收到4,004張選票，從亞洲各產業市場中

選出153家最傑出公司。

9月27日
 由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協辦、資誠會計師事◆

務所及外貿協會共同主辦的「綠電交易之

商機與挑戰」研討會召開，資誠營運長吳

郁隆表示，全球綠電需求逐漸增加，越

來越多企業承諾達成100%使用綠電的目

標。在台灣，隨著《電業法》及《再生能

源條例》修正後，企業除了直接向業者購

買綠電，也能透過綠電憑證來購買再生能

源。資誠再生能源服務主持會計師蔡亦臺

表示，境外資金回台法令上路，利用境外

資金專法投資綠電，相關資金可以直接享

有二種租稅優惠。第一是實質投資再生能

源產業的做法，不論採直接或間接投資

方式，回台資金均可享4%或5%的優惠稅

率。第二是透過信託或證券全權委託方

式，投資再生能源產業的有價證券、期

貨、選擇權等金融商品，回台資金也可以

適用稅率為8%或10%優惠稅率，不過就

會受到較多限制，單一公司投資金額不得

超過國內有價證券投資金額20%，且持股

比例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的10%；

採特定金錢信託，條件限制又有更嚴格。

 玉山志工基金會今日於彰化縣和美鎮大榮◆

國小及雲林縣虎尾鎮拯民國小啟用全國第

145、146所玉山圖書館，現場伴隨著孩

子們歡樂活潑的陶笛舞蹈與戲劇演出，開

啟孩子們改變未來的知識之窗。

 在數位學習的趨勢下，此次在拯民國小玉◆

山圖書館也配合學校發展數位學習、翻轉

教育的實驗場域，以支援數位閱讀教學，

延伸更多閱讀的機會，提升孩童自主學習

能力。拯民國小林郁杏校長開心的表示，

玉山圖書館結合學校需求融入數位學習、

互動元素，像是隨寫白板牆、窗邊閱讀

區、多功能討論場域，未來更多有趣的、

活潑的閱讀活動會在玉山圖書館展開，除

了自主閱讀之外，更是一個很創新的教學

推動場域。大榮國小胡慧嘉校長也表示，

透過閱讀所培養的安靜力量，以及與古今

作者對話的能力，都是孩子們一生中取之

不盡的寶藏，感謝玉山凝聚世界卡貴賓的

力量，發揮大愛，為學童啟動閱讀的動機

與熱情！

 自2007年底啟動的「玉山黃金種子計◆

畫」，迄今已在全國捐建146所玉山圖書

館，捐贈近30萬本圖書，超過9萬名國小

學童受益。感謝玉山世界卡貴賓的長期支

持，共同播下與灌溉更多知識的黃金種

子。玉山也積極結合社會資源，包含推動

數位書箱、繪本講座、培育說故事志工、

舉辦蝴蝶生態教學之旅、Play ARTs兒童

創作坊、兩廳院圓夢計畫等，豐富孩童閱

讀文化的素養，讓玉山圖書館成為學校與

社區多元學習的平台，期待一顆顆希望的

種子未來可以連綴成一片美麗的森林。

9月30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赴東京參加台日韓三大交◆

易所合辦的ESG工作坊，以台灣證交所如

何在資本市場提倡永續發展進行演講，並

與日本和韓國交易所交流日本永續委員會

成果及韓國綠色債券暨ETF業務發展等，

受到現場與會者熱烈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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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交所與日韓交易所維繫友好關係，◆

2018年3月三方簽署合作備忘錄，今年

3月證交所進一步邀請兩大交易所來台

互訪，本日ESG工作坊則為三方首長決

議，由日本交易所優先舉辦，互相交流

ESG資訊揭露、CSR指數編制、公司治

理經驗等，期盼提升三地掛牌公司的經營

表現。

10月1日
 宏碁今日宣布旗下多款產品獲得日本◆

Good Design設計大獎肯定，包括甫為

創作者推出的ConceptD 7與ConceptD 9
筆電，以及專為商務人士打造的Acer 
TravelMate P6系列筆電，與Acer Swift 7
超輕薄筆電在內，皆獲得評審青睞。

 日本優良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為
世界四大設計獎之一，不僅重視產品設計

的美感，更進一步鼓勵人們藉由設計將

生活、產業和社會變得更加富足。宏碁

ConceptD系列成功挖掘創作者在產品使

用上的需求與痛點，以雋永的設計搭配

精準的色彩、超高效能，與寂靜的運算處

理，為創作者帶來更美好的生活與工作體

驗，最終從眾多參賽產品中脫穎而出。

 宏碁工業設計總處長彭學致表示，非常高◆

興ConceptD一推出就獲得權威的世界設

計大獎肯定！ConceptD系列採用「減法

設計」，去蕪存菁的保留創作者心中最在

乎的東西。這次獲獎，肯定了宏碁精準的

使用者洞察力，未來宏碁將持續以同理心

和想像力打造出更多感動人心的產品。

 此外，宏碁創新的設計，也在不同筆電產◆

品中獲得認可。TravelMate P6專為商務

人士打造，能夠長時間工作也不斷電；超

輕薄筆電Swift 7以超窄邊框設計與高達

92%的屏占比，打造出絕佳設計外型及視

覺體驗，讓商務菁英隨時隨地都能展現專

業舞台，因此雙雙獲得設計大獎的讚賞。

10月3日
 金管會在行政院會報告，已啟動新版公司◆

治理三年計畫，明年要推動的重點措施包

含：要求上市櫃公司及已設置獨立董事的

興櫃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應

為獨立董事擔任；強制要求公司應辦理董

事會自我評鑑；要求揭露公司辦理董事會

自我評鑑相關資訊；銀行業、保險業出席

上市櫃公司股東會比率達70%等。

 金管會副主委張傳章在行政院會報告◆

「2018~2020公司治理藍圖及推動執行情

形」，說明明年6月起，上市櫃公司需揭

露非主管全時員工的「薪資中位數」，將

更能反映非主管全時員工的薪資報酬情

況，強化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10月4日
 臺灣期貨交易所舉辦「金融有愛－食◆ (實)

物銀行」聯合捐贈儀式，該活動自2015
年起大力響應金管會號召，邀集周邊金融

機構辦理，將愛心對準缺口，與全國22
個縣市政府發揮公私部門合作效能，並由

社會局(處)社工分送到全台各角落的弱勢

族群。共幫助19萬餘戶家庭、63萬餘人

次。今年期交所等六家金融周邊機構再次

投入新台幣5,000萬元，累計五年捐贈金

額已突破1億6,000萬元。

 金管會副主委張傳章肯定金融周邊機構共◆

同辦理「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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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補足政府的缺口，讓不具政府福利補助

資格的「近貧戶」獲得社會扶助，幫助其

度過困境，找回重新出發的力量。此項結

合社會資本與愛心的公益平台，讓社會感

受到金融業關懷的暖流，建構臺灣更祥和

健全生活環境，金管會對這項善舉深表支

持。

 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表示，今年食◆ (實)物

銀行仍延續前兩年的主軸，以嬰幼兒、老

人及病患者為優先照顧對象，比重也由去

年的62.4%調升至66.5%，期望能夠讓長

者及病患們得到照顧與關懷；讓弱勢家庭

孩子們，能夠平安健康長大。

 證交所、集保結算所、合庫金控、華南金◆

控及聯徵中心等捐贈機構亦認同「金融有

愛－食(實)物銀行」開辦理念，而持續投

入本次捐助行列。證交所表示，濟弱扶貧

是企業必備的社會責任，以實際行動關懷

社會、加強照顧弱勢族群，解決生活難

題，是最具體有效解決方式，期望幫助弱

勢早日脫貧邁向安康之路。

集保結算所表示，未來在精進本業的同◆

時，仍將持續投入社會公益，一方面將持續

整合相關資源，讓弱勢團體能更有計畫及效

率的應用贊助金額；另一方面會隨時關注社

會議題及需求，更有彈性挹注集保結算所愛

心，讓愛持續發光發熱。

10月5日
 為提升學生對投資理財的熱情，並增進其◆

對商品的認識，櫃買中心舉辦「世界投

資者週」暨「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教育

營」，這個教育營自2008年起開辦，已

連續12年，歷年活動均獲大專院校學生

熱烈回響。2019年3月至10月已辦理五場

次。

 營隊課程安排實用的證券研習內容，除了◆

介紹櫃買的熱門商品之外，而且邀請金管

會證期局官員暢談證券市場實務，就當前

資本市場相關政策推動重點，提供未來發

展趨勢相關資訊，透過課程與競賽，引導

學員結合理論與實務，頗獲參與學生好

評。

10月8日
 TOYOTA、LEXUS及HINO總代理和泰◆

汽車第一屆公益夢想家CSR X USR大專

院校公益提案競賽於今日假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舉辦決賽暨頒獎典禮，首屆公益

夢想家以「弱勢關懷」為主題，邀請大學

生為公益注入創意熱血，本活動第一屆舉

辦，受到學生熱烈回應，徵件期間共收

到300多組來自全台各地的大學生報名參

賽，共十組優秀團隊進入決選，角逐高

額提案獎金，超過100人來自各校的加油

團，現場熱血吶喊加油打氣，熱情展現年

輕活力，活動最終由台北醫學大學所組成

的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拔

得頭籌，公益執行成果豐碩，獲得評審專

家一致肯定，勇奪第一名最高殊榮。

10月10日
 由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主辦的「映像日月◆

潭《水起．台灣》壯觀同框」公益放映會

於今日盛大登場，吸引了超過千名來自全

台的民眾及海外遊客齊聚片中經典場景日

月潭伊達邵碼頭，星夜湖畔同框觀影。這

場全球規模最大的8K戶外投影盛會，由

國際知名的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獻唱天

籟、邵族逐鹿市集舞團表演傳統舞蹈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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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放映會透過台達全球領先的8K投

影技術，以500吋的「微美」8K影像帶著

觀眾走入台灣四季水景，進而體認水資源

及相關生態所面臨的問題，在日月潭畔開

創前所未見的視覺及精神饗宴。

 台達集團創辦人暨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鄭崇華表示，台達基金會長期關注氣

候變遷相關議題並一直嘗試透過影像傳達

的方式，喚起大眾守護地球的意識。過去

基金會曾與公視合作台灣第一部HD紀錄

片《福爾摩沙的指環》，也與齊柏林導

演合作台灣第一部空拍紀錄片《看見台

灣》，都是以最先進的影像技術，紀錄大

自然的美麗與傷痕。《水起．台灣》這部

紀錄片收錄了暖冬乾旱、珊瑚礁白化、蘚

苔消失、地層下陷等珍貴的畫面，記錄了

氣候變遷及人為活動對水資源帶來的衝

擊，希望透過台達最新的8K投影技術，

能讓更多人透過影像感受地球的危機。

 台達基金會副董事長郭珊珊表示，《水◆

起．台灣》今年3月登上日本NHK BS 8K
衛星頻道後，陸續於台灣、日本、中國大

陸等地，舉行公益巡演活動，累積觀影近

萬人次，受到諸多政府決策者及各界菁英

的盛讚。今日在日月潭這個蘊藏豐富自然

資源與人文特色的地方同框放映，希望能

讓現場觀眾與我們周遭的水環境能有更多

連結，進而知水、惜水、護水。年底我們

更將帶著這部紀錄片到聯合國氣候大會的

舞台上，讓全球更多人看見水議題的重要

性，延續國際上的影響力。

 「映像日月潭《水起．台灣》壯觀同框」◆

公益放映會由全球知名的台灣原聲童聲合

唱團開場獻唱天籟，帶來You Raise Me 

Up等數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合唱團以安

可曲kipahpah ima拍手歌回應現場觀眾持

續的掌聲。於紀錄片中入鏡的邵族逐鹿市

集舞團，伴著杵音表演舀水工作歌、杵音

舞等傳統舞蹈，在伊達邵碼頭同框重現片

中經典的舞動。緊接著重頭戲登場，透

過台達自行研發、亮度高達36,000流明世

界第一的8K投影科技，讓觀眾走入《水

起．台灣》中的台灣水景，以8K細緻的

影像呼籲大眾正視氣候變遷及人類活動對

水資源環境的衝擊及影響，現場超過千名

的觀眾皆深受感動，迴響熱烈。映後散場

時，湖面上直徑六米的漂浮球體更用投影

動畫呈現邵族人逐鹿定居日月潭畔的神話

故事，以在地文化演繹人與水的相對關

係，也為這場戶外投影盛宴畫下完美句

點。

 片長約45分鐘的《水起‧台灣》是由台◆

達委託日本NHK Enterprises拍攝，為世

界第一部以環境關懷為主軸的8K超高畫

質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以四季作為觀察

點，忠實呈現台灣水景的多種面貌，從勘

景到拍攝完成共動員50位人力、耗時一

年九個月。日本NHK非常肯定此片，今

年3月特別情商授權在NHK BS 8K衛星頻

道播映，引起許多重視及廣大回響。

10月16日
 法務部與經濟部預舉辦【108年外商及企◆

業誠信論壇】，地點在交通部氣象局國際

會議廳舉行，論壇主題為【落實法遵機制

拓展全球商機－企業誠信與法令遵循】。

10月17日
 2019《財訊》「消費者金融品牌暨金控◆

CSR大獎」於今日揭曉，玉山金控連續



— 577 —

六年榮獲「最佳金控CSR獎」金質獎最高

殊榮，玉山銀行囊括國內銀行全部獎項，

包含「最佳銀行FinTech」金質獎、「最

佳本國銀行形象」金質獎、「最佳銀行產

品」金質獎、「最佳銀行服務」優質獎。

本次總計榮獲四項金質獎一項優質獎，再

度創下國內金融業最佳紀錄。

 玉山金控總經理黃男州表示，玉山秉持◆

誠信正直、清新專業，堅持穩健正派的

用心經營，以金融本業為核心，將永續

發展融入企業營運，積極連結聯合國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環境、社會

與公司治理(ESG)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

制定過程。值得一提的是，玉山今年以

「行動支付即時綁卡」蟬聯第四屆的「最

佳銀行FinTech」金質獎，未來將持續深

化FinTech發展，聚焦場景金融、普惠金

融及智能金融三大領域，落實玉山「AI 
Inside, Human Outside」的理念，期望透

過金融科技改變金融產業，帶給顧客具溫

度且差異化的智能金融服務體驗。

10月18日
 臺灣企銀是唯一一家總行位於大稻埕的銀◆

行，為回饋鄉里，積極推動在地文化，除

特別贊助「2019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今日在作曲家楊三郎百歲紀念之日，特於

該行17樓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作曲家

楊三郎「百歲紀念音樂會」，當天在臺灣

企銀「意象大稻埕」藝文空間，另舉辦畫

家楊三郎「紀念畫展」賞畫茶會，讓兩位

大稻埕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穿越時空來

相會，使現場觀眾不管是聽覺或視覺都沉

浸於藝術氛圍中，感受雙重的美學饗宴。

 本次楊三郎「百歲紀念音樂會」由臺灣企◆

銀、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與大稻埕

國際藝術節共同主辦，並由「綺響室內樂

團」承辦。特別邀請史學與藝術學養兼具

的莊永明老師擔任顧問，為音樂會的品質

做了保證，並透過演唱及演奏者細膩的歌

聲及樂器的演繹，詮釋作曲家楊三郎創作

之《望你早歸》、《孤戀花》及《港都夜

雨》等膾炙人口歌曲。為肯定兩位楊三郎

對台灣藝術人文的貢獻，該行更與協辦單

位印象畫廊合作，於臺灣企銀「意象大稻

埕」藝文空間，展出畫家楊三郎生平重要

作品，包括《大稻埕舊街》、《原住民少

女》及《高山老友》等20幅畫作，兩位

大師雖然生前無緣相識，但透過這場美學

饗宴，讓他們穿越時空對話，並邀請雙方

家族代表共同出席，使這場盛會更深具意

義。

10月19日
 「台灣大哥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19◆

日晚7點在水社中興停車場華麗登場！今

年以「享受不凡Enjoy Magnificent」為主

題，要用不凡的交響樂章與扣人心弦的經

典歌曲，伴隨著前後長達480秒的燦爛煙

火，一起向美麗人生致敬。首次參與這場

音樂盛會的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在

現場熱絡氛圍帶動下，分別獻唱張震嶽的

《自由》以及茄子蛋的《浪子回頭》，

與現場逼近3萬位的民眾一起高歌，林之

晨清亮又高亢的嗓音，讓現場觀眾直呼：

「可以出道了！」，為今晚音樂會掀起一

波高潮。

 台灣大總經理林之晨表示，在過去11◆

年，「台灣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總共吸

引了線上、線下超過68萬的觀賞人次，

現場參與人數也從最早的1萬5千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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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現場有超過2萬5千人的龐大規模，

成為日月潭指標性的年度音樂盛會。為了

讓音樂會一年比一年精彩，台灣大同仁每

年挖空心思，和樂興之時指揮家江靖波老

師、編曲家櫻井弘二老師共同發揮創意、

編排主題與曲目，今年更巧妙的運用20
「19」的諧音「Enjoy」，發想出「享受

不凡Enjoy Magnificent」的主題，不僅要

為2019年留下紀念，更希望透過樂興之

時管絃樂團70人與「台大合唱團」100人
的豪華編制，加入李佳薇和卓義峯兩位實

力唱將，以音符與歌聲帶領大家一起品味

生命中每個階段的不凡滋味。

10月23日
 金管會今日赴立法院就「如何強化金融業◆

公司治理」進行專題報告，金管會表示，

未來將修法要資產兆元以上新增應設專業

董事席次，初步試算，修法後金控專業董

事將從目前的59席提高至78位，新增19
位，占整體董事比重亦從29.5%提高至近

四成。

 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共同得主莫漢芒納◆

星河Mohan Munasinghe，23日由中華工

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主辦，以「綠色金融

與永續發展」為題發表演講，並與華人公

益金傳獎企業家：馬來西亞拿督太平紳士

黃貴華博士、華泰牙醫院長林泰武博士進

行交流論壇，活動安排授證儀式；協會並

邀請六位重視社會公益、注重CSR企業永

續發展的企業家擔任協會公益委員及名譽

理事，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10月24日
 TOYOTA、LEXUS、HINO台灣總代理◆

和泰汽車長期致力於交通安全、捐血車捐

贈、弱勢照護關懷等公益活動事業面向，

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有積極的作為，為了減

緩暖化效應，和泰汽車除了提供各式節能

車款，減少碳排放以外，我們也觀察到台

灣海岸線退縮的問題，自2017年起展開

「TOYOTA一車一樹」公益計畫，替每

位TOYOTA新車車主於台灣沿岸種下一

棵樹，達到水土保持、保護台灣美麗的海

岸線，今年也號召集團(和泰產險、和潤

企業、和運租車、和雲行動服務、長源汽

車、和泰產險、和泰聯網、和安保險代理

人、和全保險代理人)百名員工，於10月
24日上午在宜蘭五結海岸地區種下1千2
百株樹苗，以實際行動響應植樹造林、減

碳愛地球的公益活動，一同攜手守護美麗

家園。

10月25日
 一個好的企業，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履◆

行企業社會責任(CSR)是潮流趨勢，台灣

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十分重視這個

議題。董事長林全在企業社會責任起始會

議上，以「文明的人成就文明的社會」，

向同仁分享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林全提醒

同仁必須謹言慎行，因為同仁的一言一行

都是代表公司，所以待人處事應謹守信

用、分寸與規矩，如此方可受到他人尊

重，亦可免於遭受外界惡意扭曲或誤解。

公司業務往來上，必須選擇誠信正直的交

易對象，唯有如此，各項工作運行方能盡

善盡美。當今的投資人多聚焦投資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的公司，因為這樣的公司誠信

正直、認真踏實，投資這樣的公司必有豐

碩成果。林全也呼籲主管們將 CSR觀念

分享給所有同仁，期許CSR DNA植入台

灣東洋的企業文化中，成為每位同仁的價

值觀與本能，落實於日常生活。最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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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勉勵所有同仁，身在東洋的所有作為都

將留下歷史軌跡，對東洋的未來影響甚

鉅，期望東洋成為百年企業甚至數百年的

企業，與同仁共勉之。

10月29日
 東元電機每年例行的運動大會，今年以特◆

別的方式，首度舉辦公益型態運動會，邀

請了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台北家扶中

心、新北家扶中心、久如社區發展協會等

80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到台北市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體育館參與運動會，藉

由運動做公益，健康又展現公益愛心。

 東元的公益運動會以「愛心手拉手，東元◆

向前走」為主題，希望能以實際行動來照

顧、陪伴小朋友成長。東元電機邱純枝董

事長和各事業單位主管都脫下平日的套

裝，換上運動服和球鞋，和員工們以及社

福單位的小朋友一起歡樂參與現場競賽項

目，包括套圈、競速、傳球、平衡等趣味

競賽，大、小朋友們都玩得不亦樂乎，第

一名的隊伍勇奪一萬元獎金，總獎額將近

四萬元，大家都度過了一個開心的週末。

11月1日
 台達旗下消費性電源品牌Innergie在台打◆

造行動充電體驗屋，於三創生活園區正式

亮相。現場除了以「居家、辦公、旅行」

三大生活情境打造新品Innergie 45H和極

度輕巧、擁有92%高充電效率的旗艦產

品Innergie 60C Pro等萬用充電器體驗空

間，更設置了不限品牌的充電器回收站，

推出充滿環保概念的「綠能生活企劃」充

電器舊換新活動，讓綠活從充電出發。

 Innergie行動充電體驗屋以新品Innergie ◆

45H所屬的「One For All萬用充電器」系

列為主題，分別呈現萬用充電器如何應用

於居家、辦公、旅行三個生活中常見的

充電情境，強調Innergie 45H、Innergie 
60C Pro等產品的萬用性，單一產品便能

相容多品牌的筆電、手機、平板、耳機、

遊戲機等各種裝置，出門只需攜帶一顆充

電器就可解決所有裝置的充電需求。

 體驗屋內三個充電情境也各自搭配◆

Innergie產品特色，除了萬用性，還包括

支援USB PD和QC快充;選購國際版時，

隨配的專利多國轉換插頭，讓Innergie萬
用充電器成為商務及旅行的最佳幫手。

 體驗屋內配合此次「綠能生活企劃」，設◆

置不限品牌的充電器回收站，推出領先業

界的充電器舊換新回收服務。消費者只需

攜帶家中舊充電器至活動現場、投入回收

箱，即可獲得「One For All萬用充電器」

系列任一產品85折優惠券。「綠能生活

企劃」也將於特定Innergie實體通路同步

推出，不只鼓勵民眾回收充電器做環保，

更重要的是，將充電效率較低、較耗電的

老舊充電器替換為效率更高、通用性更

廣的Innergie萬用充電器，讓充電同時省

電，並呼應台達「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

經營使命。

 10月中旬上市的Innergie 45H為45W ◆

USB-C萬用充電器，搭載雙孔輸出，除

了配備越來越廣泛應用的USB-C輸出

孔，搭配USB PD 3.0和QC 4.0快充，更

可支援常見的傳統USB-A輸出充電。電

力輸出方面，USB-C單獨使用時，電力

輸出則升級至最高單孔輸出45W;雙孔同

時使用時，USB-C和USB-A電力輸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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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30W和12W，可同步替MacBook Air 
(2018和2019版)等輕薄筆電和手機等小

型裝置充電，簡化充電配備，再次提升充

電器萬用性。

 同屬「One For All萬用充電器」系列的◆

Innergie 60C Pro(原PowerGear 60C)，

為極度輕巧的60W USB-C單孔輸出萬用

充電器;擁有92%高充電效率，高於業界

平均3%，每次充電都為地球省下3%的電

量。Innergie 60C Pro充分體現台達累積

48年的電源技術以及其致力於環境永續

的環保精神。

11月2日
 金融總會與新竹市政府聯合主辦「2019◆

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今日上

午10:00至下午15:00在新竹市樹林頭公園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544-594號)熱鬧

登場。活動主題以慈善公益、金融知識宣

導為主，期盼藉由此類活動喚起民眾對金

融知識的重視及對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懷。

 證交所為響應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在「金◆

融教育區」承租二個攤位，以寓教於樂的

遊戲方式與民眾互動，營造活動的熱閙氛

圍。本次活動規劃「新竹市府區」、「金

融教育區」、「愛心公益區」及「美食小

吃區」等區域，總計近120個攤位。其中

「金融教育區」由金融業者及證券周邊機

構共同設攤，希望在歡樂的活動中，讓民

眾對日趨複雜且多元化的金融知識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愛心公益區」和「美食小

吃區」則結合在地美食、農特產品及伴手

禮等，請民眾來品嚐。

 園遊會現場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動態舞◆

台區」有藝人表演及當地團體熱歌勁舞，

另可憑園遊券參加摸彩活動，獎品包括

50吋液晶電視、掃地機器人、18段變速

自行車、空氣清淨機等豐富獎項，歡迎民

眾踴躍參與。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主辦之「2019第十二◆

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報告類獎項名

單揭曉!本屆「年度最佳報告」殊榮由服

務業信義房屋及製造業力成科技獲得，

今年中、英文報告書合併計有177家企業

參獎，本獎自2008年起舉辦，參獎家數

累計達289家，其年度營業額總和與我國

2018GDP比值約112%，參與企業數與行

業別持續攀升，成長率高達26%﹔大學、

醫院及NGO報名家數更是有明顯的成

長，可見大家更加重視。本獎項全面性考

核企業永續性及ESG績效內容，接軌國際

評選方法論等多項國際規範及評比準則，

總計64個指標、106項關鍵效標，並公開

所有評選方式。

11月6日
 櫃買中心舉辦「2019臺北綠色債券國際◆

研討會」，研討主題聚焦全球綠色債券市

場及離岸風電融資的發展現況與實務經驗

分享。金管會顧立雄主委表示配合政府政

策因應氣候變遷、追求環境永續及發展綠

能科技產業，發展「綠色金融」已是金管

會推動的重點政策，金管會已放寬金融業

對綠能產業的授信及投資，並持續推動綠

色債券市場，以及建立證券市場永續指

數。

 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唐凱琳表示，倫敦一◆

直致力於推動全球綠色金融活動，2017
年首次安排ICMA與CBI來台拜訪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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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櫃買中心，非常高興櫃買中心能再次邀

請兩大機構參與交流，希望台英雙邊未來

在綠色金融議題能有更為緊密的合作。

 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表示，我國綠色債◆

券市場成長快速，目前總發行規模已達新

台幣738億元，預估今年底累計發行總額

可望突破新台幣1,000億元。希望藉由本

次研討會了解國際市場發展趨勢及借鏡國

際經驗，強化我國綠色債券市場管理制

度，並為綠能建設和綠色產業之資金需求

者，建立更多元的融資管道。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CBI)執行長Sean 
Kidney在專題演講「全球綠色債券市場

的發展新契機」中指出，引領綠色債券市

場發展的三大因素包括：市場本身的成長

動能、全球監理單位積極討論氣候變遷對

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科學家示警極端氣

候將帶來大規模的天然災害。

11月8日
 行政院環保署於今日舉辦「第一屆國家企◆

業環保獎」頒獎典禮，玉山銀行榮獲金級

獎，是服務業的首獎，也是金融業唯一獲

得金級獎的銀行。

 國家企業環保獎為國內企業推動環境保護◆

的最高榮譽，透過嚴謹的審核過程檢視企

業在CSR環境面的執行成效，對於企業的

優良作為給予肯定，也提供適切且專業的

改善建議，並公開表揚績效良好之企業。

玉山銀行黃男州總經理表示，玉山銀行長

期有系統投入環境保護，榮獲第一屆國家

企業環保獎是很大的肯定，將會符合政府

政策及接軌國際趨勢，持續精進。

 玉山長期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在環境保◆

護領域訂立明確目標及具體作法。在營

運管理方面，玉山所有新發行的全系列

信用卡，同時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碳標籤」認證，以及SGS頒發「PAS 
2060:2014」碳中和國際標準證書，成

為台灣首家信用卡全產品通過國家級與

國際級雙重認證的「零碳信用卡」，此

外，玉山從2013年率金融業之先取得

ISO14001及ISO50001國際認證，陸續導

入ISO14064及ISO14046並為金融業第一

家完成100%營業據點盤查。在綠色金融

方面，玉山台外幣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居市

場第一，並且為了響應節能減碳，改善空

氣污染，承諾將不再新承作燃煤火力電廠

專案融資，既有案件屆期後也不再續約。

在生態保護方面，玉山推出國內首張兼具

保育與環境共生概念的公益信用卡－「玉

山台灣黑熊認同卡」，捐助動物保育基金

並舉辦多場生態保育講座，建立民眾對於

保育議題及保育行為的認知，一同守護台

灣特有的瀕危物種。

11月9日
 第26屆「東元獎」今舉辦頒獎典禮，本◆

屆共有八位得主，科技類四大領域有七位

學者獲獎，不但創下歷屆最高紀錄，也首

度出現兩位女性得主，主辦單位東元科技

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

智頒發獎座與獎金，表彰七位科學家在埋

首前瞻科技研究的同時，更不忘投入產學

合作，展現知識經濟創新動能。人文類獎

則頒給田園老師，彰顯他挺著肝癌病軀，

用生命耕耘偏鄉科學教育的奉獻精神。

 本屆得主中，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

系講座教授羅竹芳與台灣大學高分子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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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研究所長徐善慧，連袂從「生醫／

農業」領域脫穎而出，是「東元獎」史上

首次有兩位女性科學家獲獎。「電機／資

訊／通訊」領域則由國立清華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許健平獨得80萬元；

「機械／能源／環境」領域由臺北科技大

學講座教授賴炎生與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特聘教授林財富共同獲獎；「化工／材

料」領域得獎者是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賴

志煌與台灣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劉如熹。

由評審委員會主動遴選的人文類獎，今年

以「教育貢獻」為遴選領域，頒給長期在

偏鄉播種耕耘科學教育，帶動偏鄉教師重

視啟發教學的科教老師田園。

11月11日
 環保署在台北國際旅展舉辦2019年「績◆

優綠色服務暨環保標章」及「低碳產品獎

勵暨貢獻碳足跡排放係數」頒獎典禮，共

表揚21家長期支持環保標章績優單位、

13家2019年度取得服務業環保標章業

者、15家2018年度績優綠色商店、三家

低碳產品業者、九家貢獻碳足跡排放係數

業者。

 環保署長張子敬親自主持頒獎典禮，透過◆

公開表揚，肯定業者支持及協助政府推動

「環保標章」及「綠色消費」政策，並呼

籲全民持續支持綠色消費。

 張子敬表示，環保標章自1992年起推◆

動，目前有效產品已有4,603項，其中服

務業環保標章業者有29家；綠色商店計

畫自2008年起推動，鼓勵民眾優先採購

綠色產品，2018年度全國綠色產品販售

金額已達446億元。

 針對碳足跡議題，環保署已於2013年完◆

成「產品碳足跡計算服務平臺」及碳係數

資料庫的建置，2017年公告實施低碳產

品獎勵辦法，評選國內優秀事業單位，表

彰其在低碳產品上的投入與重視。「產品

碳足跡計算服務平台」推動至2018年底

達790項以上，碳足跡標籤及減碳標籤有

效產品達429項，成果豐碩。

 張子敬說，在民間企業無私的貢獻與努力◆

下，綠色產品範疇逐漸擴大，不僅提升我

國在國際間的綠色競爭力，亦逐步提升國

人對綠色產品及綠色服務的認同，期許未

來這股環保力量更加推廣，為下一代創造

優質的綠色家園。

11月11日
 亞泥長期用心在屬於企業同仁的幸福，今◆

日獲得了人力銀行「2019幸福企業製造

業暨營建代銷業大賞」的獎項肯定！除了

備感榮幸、更加深了亞泥未來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的自我期許！站在頒獎典禮的舞台

上，亞泥強調不會因此自滿或鬆懈，因為

持續讓全體同仁更加幸福，才是企業永續

經營的基礎，獲獎的喜悅將是不斷提醒亞

泥追求企業社會責任的最佳動力。

 第16屆「國家品牌玉山獎，今天晚上在◆

中油大樓舉辦，台灣中油公司一舉榮獲四

項殊榮，加油站品牌經營部分獲得「最佳

人氣品牌」，並拿下全國首獎，為國內加

油站業者首家得獎；產品部分由國光牌機

油、國光牌進氣閥清淨劑雙雙獲得「最佳

產品獎」，兩項產品都是首次參加就獲

獎。此次能獲得消費大眾的支持及專業評

審的肯定，台灣中油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國家品牌玉山獎」為國內產業界的重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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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由全國最具公信力和指標性的優質傑

出企業評選，堪稱國家級品牌最高榮譽

獎。台灣中油今年在加油站品牌經營上成

果豐碩，繼獲得「信譽品牌白金獎」後，

又在「國家品牌玉山獎」得到「最佳人氣

品牌」，並且拿到全國首獎。台灣中油表

示，加油站是台灣中油面對民眾的第一

線，遍佈全台的加油站員工堅持「油純量

足」，每天服務近90萬輛車次，另外配

合政府綠能環保政策推動充換電設備之綠

能加油站，面對科技進步與支付習慣的改

變，積極推動行動支付等措施，為顧客提

供更便利優惠的消費體驗；台灣中油在服

務、品質及社會責任等各方面持續深耕努

力，正是拿下「國家品牌玉山獎」之「最

佳人氣品牌」兩項大獎的主因。

11月12日
 英業達公司關懷員工，重視員工健康，保◆

障職場作業安全，有效推展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健康職場認證，推展職場危害

鑑別與風險控管，自主管理等成效卓越，

榮獲行政院勞動部及台北市共同頒發全國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綠能大廠東元電機獲得國內上班族的肯◆

定，榮獲「精密機械類」前二十大的幸福

企業。這是由國內大型人力銀行，針對近

9,000位的上班族所做的調查，票選出心

目中最響往的幸福企業。代表東元電機接

受獎項的人力資源中心黃俊傑處長表示，

東元電機向來注重企業承諾，不但曾獲得

台北市幸福企業獎，去年更榮獲桃園市

「性別平等幸福企業獎」，目的就是要打

造一個讓員工有安全感和快樂感的就業環

境。

 身為幸福企業，東元電機結合了集團餐飲◆

事業打造優質又美味的員工餐廳；還設有

哺集乳室，並獲得台北市衛生局優良認

證；另外，有多項優於一般製造業的公司

福利和制度。例如，採用彈性工時，並且

擁有優於法令的給假制度：包括給薪事病

假和療養假，以及給薪公益假。尤其是給

薪公益假，十分受到董事長邱純枝的重

視，在今年東元集團新人入職大會中，邱

董事長就鼓勵新進同仁善加利用給薪公益

假及員工公益存褶，參與公益活動，讓企

業和員工攜手善盡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

營。

 妥善照顧員工與家庭，是成為幸福企業的◆

重要條件。東元電機設有員工子女獎學

金制度，並且建立了全方位的福利與員

工/家庭照顧方案，透過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員工協助方案)平

台，整合健康促進、家庭照顧、生活與社

會發展等三個面向，規劃一系列的員工協

助方案，包括定期辦理員工家庭日、運動

會、籃球、桌球、羽球等體育競賽、和公

益活動等。今年更首次將年度運動會改為

公益運動會，邀請弱勢小朋友一起和員

工、家人同樂，結合身心健康與社會參

與。

 致力於亞太區市場的領先半導體零組件◆

通路商大聯大控股榮獲電子產業媒體

AspenCore所頒發的「十大最佳國際品牌

分銷商」和「五大技術支持分銷商」兩項

殊榮，為眾多參選企業中唯一同時斬獲此

兩項大獎的企業。這也是大聯大連續19
年獲頒「十大最佳國際品牌分銷商」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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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大聯大提出應◆

具備危機意識，在原有的分銷體制下，進

行數位轉型，以提升大聯大的存在價值。

以客戶的需求為中心，去建構一個開放共

生的系統生態架構，如此才能從根本解決

客戶在智慧製造與智慧物流的問題。大聯

大控股執行長葉福海提出了「專注客戶，

科技賦能，協同生態，共創時代」的16
字箴言，這也是大聯大數位轉型的核心價

值所在。

 為符合數位時代客戶的全新需求，大聯◆

大自己提出了解答。2018年大聯大推出

「大大網」，旗下共有「大大家」、「大

大邦」、「大大購」、「大大通」、「大

大頻」五個子網站，旨在透過將線下複雜

的業務數位化，專注於客戶的不同需求，

以提供最具個人化的服務。以C2B的角度

出發，逐步實踐從「單純回應客戶需求」

到「創造客戶未來需求」的過程，達到全

面的數位轉型。

11月15日
 臺灣期貨交易所今日於台中市舉辦2019◆

年度中部地區「期貨商負責人座談會」，

會議由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親自主持。繼

期交所日前於11月12日舉辦期貨商負責

人座談會台北場及第五屆期貨鑽石獎後，

再度邀請中部地區期貨商及證券商經營期

貨交易輔助業務負責人及經理人，共同交

流討論促進台灣期貨市場發展策略。

 期交所於座談會中，向與會人士介紹今年◆

度上市商品及交易制度，上市商品包括

10月1日上市的美國那斯達克100期貨及

櫃買富櫃200期貨兩項新商品，同時上市

掛牌國外指數商品及國內指數商品以滿足

市場交易需求；交易制度方面介紹動態價

格穩定措施及規劃逐筆行情揭示服務等新

制度，以持續強化交易機制並與國際趨勢

接軌。

 近年期交所積極推動新商品上市及實施多◆

項風控新制，未來期交所將持續觀察市場

趨勢，適時推出新商品並強化交易機制，

推動期貨市場發展及提升服務品質。

 期交所為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持續關注各◆

縣市政府急救體系，2018年首度捐贈七

個縣市消防局共七台最新型自動心肺復甦

機，於2019年上半年成功挽救十位民眾

的生命，確實發揮救護效果，再於2019
年捐贈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新竹

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及金門縣等15個縣市消防局

各一台自動心肺復甦機，同時於台中場座

談會後辦理簡單隆重的捐贈儀式；期交

所連續二年、共捐出22台自動心肺復甦

機，希望能加強守護民眾生命安全。

11月18日
 元大金控致力企業永續經營與企業社會責◆

任，積極推動綠色採購，累計2018年辦

理綠色採購金額達新台幣6,682萬元，成

績獲外界肯定，今受邀參加臺北市政府環

保局舉辦「2019年臺北市民間企業及團

體綠色採購績優表揚大會」，由環保局局

長劉銘龍親自頒獎，表彰元大金控在綠色

採購及綠色消費方面的表現，元大金控已

連續九年獲此殊榮。

 今年元大金控同時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

數」與「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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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殊榮，在「綜合性金融服務」產業類

別中，是台灣唯一獲選的金融業，排名全

球前十強。元大金控於多項永續經營項目

皆有具體實踐，包括落實綠色環保作為，

推行無紙化行動、節能行動方案，到導入

ISO國際標準之環境管理系統、能源管理

系統與溫室氣體盤查與回覆碳揭露專案

(CDP)問卷，導入「碳管理短中期行動

方案」，以呼應巴黎協定後所形塑的低碳

經濟發展

 不僅要建立綠色企業文化，更要打造綠色◆

友善職場，元大金控在營運面努力降低對

環境的負面影響外，也從採購面著手，鼓

勵並實踐綠色消費，協助提高綠色商品的

市占。此外，透過業務配合，持續向供應

商宣導使用各項環境標誌為供應物料，推

廣環境永續及綠色消費的觀念，鼓勵合作

廠商一同遵循，以建構更廣大的綠色消費

市場。

11月19日
 英業達秉持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在◆

公司治理、環境永續及社會共融不遺餘

力，表現卓越獲得遴選，經複評獲得評選

團高度肯定，最後決選由評選委員根據公

司實質綜效總評表現，決選出英業達榮

獲SGS首屆「CSR Award永續菁英獎」。

CSR Award永續菁英獎，其主要目的為期

許透過永續菁英獎之頒發，表彰與肯定獲

獎企業之成就，並在創造經濟成長的旅程

上，持續秉持兼容環境永續、社會共融的

目標，掌握趨勢並擴大影響力。

11月20日
 積極拓展8K投影新應用的台達宣布，◆

與日本知名藝術殿堂－東京森美術館

(Mori Art Museum)合作，以台達領先

業界的8K投影科技在森美術館甫揭幕

的「未來與藝術展」中，展演藝術家

Memo Akten運用深度學習人工智能(AI)
創作的影音藝術作品《深度冥想(Deep 
Meditation)》。來自各國的觀眾可透過

獨步全球的台達8K投影技術，體驗280吋
大螢幕所呈現的壯觀畫面，以及3,300萬
超高解析度帶來的微美細節，近距離欣賞

AI學習人類抽象概念(如：生命、愛情、

真理等)而自動生成的美麗畫面，見證尖

端影像科技與未來藝術的完美結合。

 台達創辦人鄭崇華表示，台達8K投影技◆

術不斷創新精進，無論傳統或現代的藝術

作品，透過8K大尺寸投影均能呈現鮮豔

飽和的色彩，以及優於一般高清畫質16
倍的超清晰影像。這次與森美術館首度

合作，運用台達8K技術突顯未來藝術之

美，忠實傳達藝術家的理念，我們很期待

與參訪大眾分享8K的極緻影像，以及科

技與人文藝術的相輔相成。

 森美術館表示，8K技術是業界最先進的◆

視覺平台，這呼應了本次展覽主題－「從

最先進的科技對藝術表達的影響中，思考

社會與人類的未來」。館方很高興透過

8K技術，與參觀者分享Memo Akten先生

的藝術作品所表達的世界觀。

 森美術館「未來與藝術」展共展出100多◆

項全球各地藝術家的作品，其中藝術家

Memo Akten專注將AI融入創作，運用AI
深度學習包含「生命」、「愛情」、「忠

誠」、「真理」和「美麗」等人類抽象概

念的作品，並以此學習為基礎自動生成影

像，創作長達一小時的《深度冥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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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作品。此作品本次於「未來與藝術」

展壓軸登場，首度運用台達與關聯企業

Digital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Ltd.共同

開發的25,000流明DLP®8K投影機Digital 
Projection INSIGHT Laser 8K，以3,300
萬畫素超高解析度投影於280吋大螢幕，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實現8K與AI兩大先進

科技的結合，備受來賓矚目。

 台灣高鐵公司積極實踐「深耕在地」、◆

「永續關懷」的企業精神，希望透過環保

意識向下扎根、向外擴散，打造共好未來

的生活環境！今年特別與國際珍古德教育

及保育協會共同推動「探索美好台灣」環

境教育計畫，並於今日在高鐵台南站大廳

舉辦成果發表記者會。車站大廳同步構築

「綠漫步」生態空間，邀請旅客一起了解

台灣野生動植物的生態與習性，進而關心

我們的居住環境，更透過實際行動，共同

守護美好台灣。

 今日活動由台灣高鐵公司江耀宗董事長、◆

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金恒鑣理事長

主持，台南市黃偉哲市長等貴賓亦到場共

襄盛舉。除了揭幕「綠漫步」生態空間，

現場也播放「探索美好台灣」環境教育計

畫的全年紀錄片，與各界分享具體成果。

透過深入全台各地校園推廣自然關懷課

程，培養青年學子環保意識，進而鼓勵孩

子們走出校園，宣導愛護自然生態的重要

性，集結社區力量，強化環境的保育觀念

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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