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0 年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

展之治理架構，並由董事會授

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及董事會

督導情形？#昇洪 

本公司董事會於 111.01.26修訂「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由總經理室負責規劃與推動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並每年

一次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最近 1次於 111.05.05向董事會報告。有關本公司各項推動永續發展之運作情

形請詳「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說明。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

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

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

或策略？#昇洪 

本公司營運過程經由薪酬委員會、內部稽核、獨立董事等監督、稽查，藉由董事會溝通包含經濟、環境與社會

等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再由高階團隊檢討與預防各項可能之重大風險而擬定營運計劃，並透過內部作業流程嚴

密管控，重要任務工作輪調，持續流程改善，更新文件時效性及安全性，同時透過稽核單位不定期查核檢驗，

建立各項管控制度。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

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本公司於 108年 1月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後續並定期取得

認證。為預防在營運作業活動與服務過程可能產生的各種職場環境安全衛生衝擊，環安衛室持續落實「Risk 

thinking, Health future, Safety culture」的重要承諾；藉由環境風險的鑑別、分析、評估、監測、應對等流程，全

面掌握及改善潛在危害。安排定期檢視廢水(氣)排放及空污設備是否有效運轉以符合法規，並積極宣導分類回收

觀念以降低廠內廢棄物量，事業廢棄物均遵照廢棄物清運法規定進行處理。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

擊低之再生物料？ 

本公司持續教育並督導員工確實將廢棄物做好分類，俾利資源回收商增加回收意願。廢棄物經回收商二次處理

後再利用，增加資源循環再生機會，此外研發部門亦致力開發低污染替代原料以期大幅減少對環境所造成之衝

擊。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

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

機會，並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

因應措施？ 

本公司體認到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就必須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將綠色管理的觀念融於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

從生產綠色產品到導入環境及能源管理系統，108年通過 ISO 14001:2018環境管理系統驗證，並進行溫室氣體

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重量進行盤查，制訂相關措施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詳細因應措施請詳「七、其他有

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說明。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

物總重量，並節能減碳、溫室

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

棄物管理之政策？ 

1.本公司致力於節能減碳，訂定目標如下： 

(1)定期檢視廠內冰水系統、製程冷卻水系統、一般空調系統及純水系統用水量，並調控生活用水量改以冷卻水

循環使用，以達到每年節省1%用水量之目標。 

(2)生產線衍生之事業廢棄物皆委由合格的清運廠商或處理廠處理。主要衍生之廢棄物為廢油墨，以回收為優先

考量，經由氣冷防爆型溶劑回收機將製程產生的廢油墨蒸餾回收再利用，以降低每年25%事業廢棄物，確實

達到回收再利用以減輕對環境的負擔。 

(3)本公司座落於台南科技工業園區，恪遵工業園區相關法令規範，廢(汚)水放流前須先經廢(汚)水防治設備處

理，符合放流水標準再經由放流口排入科工區納管的污水下水道，並定期檢測、監控放流水水質以確認廢

(汚)水水質符合放流水水質規範。 

2.本公司依法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放許可證，排放之空氣污染物如：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揮發性有機物等皆符合排放標準，並按季申報空氣污染防治費。 

3.本公司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109年及110年約6,102公噸CO2e及5,500公噸CO2e，說明如下： 

 單位：公噸CO2e/年 

範疇 溫室氣體排放 110年 109年 

直接排放源 固定燃燒源：緊急發電機。 

移動排放源：公務汽車、貨車、堆

高機。 

逸散排放源：冰水主機、冷氣。 

307 235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向台電購電 5,193 5,867 

排放當量-公噸CO2e/年 5,500 6,102 

4.製程用水主要為自來水，除了散熱蒸發損失的部分外，約有 70% 的部分可循環再利用；污水來源主要為員工

生活污水及廠內道路抑塵噴灑用水，分別經由污水管路納管排放至聯合污水處理廠做更進一步的處理，並經

檢測合格後排放至海洋。夏季暴雨造成逕流廢水進入收集系統，並依規定收集處理逕流廢水再納管。 

近二年水資源使用情形 

 110年 109年 

自來水用水量(噸) 48,514 46,331 

用水強度(公升/CM2) 0.0014 0.0016 

5.本公司依循ISO 14001的管理程序設置專責管理單位，並訂定「廢棄物管理辦法」，秉持廢棄物減量為目標，建

立資源回收管制，掌握廢棄物動向，防止造成環境污染，善盡社會責任。 

本公司製程所產生廢棄物可分為兩類：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廠區產出之廢棄物均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來自員工生活垃圾及少量設備維修更換之舊料。優先考量再利

用，如廢潤滑機油做為替代燃料，廢鐵、廢塑膠等資源回收，廢氣處理程序汰換的濾袋採焚化處理，並依規

定上網申報。 

 



 近2年廢棄物及資產回收統計 

 

 

 

 

 

 

 

 

 

 

 

 

111年目標訂立、110年目標及達成狀況如下表所示： 

重大主題 111年目標 110年目標 110年目標達成狀況 

能資源耗用與 

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 

．全廠區柴油堆高機逐

步汰換成電動堆高

機，降低全廠區碳排

放量>5% 

 

．年節電量≧80萬 kW 

．年節電率＞1% 

全廠區改為 T5燈管年節電率＞

1%。 

全廠區空調及電冰箱皆使用環保

冷媒異丁烷(R600a)，殺蟲劑、油

漆、發泡劑及滅火器皆使用不含

氟氯碳化合物對臭氧層破壞能力

指數為零，符合降低溫室效應情

形並趨緩地球之暖化。 

 ．全廠區燈管汰舊換新

改為 LED降低耗電

量，年節電量>1%。 

．更換使用含氟氯碳化

合物冷媒>95% 

 

全廠區汰舊換新改為變頻馬達降

低耗電量，年節電≧80萬 kW。 

污染防治 ．飲用水設備水質定期

檢驗 

．防治(制)設備各項操

作參數符合環保許可

證及放流水納管標準

要求 

．空氣污染物之粒狀污

染物防治(制)設備符

合排放標準 

 

．防治(制)設備各項操

作參數符合環保許可

證及放流水納管標準

要求 

．建置「空氣污染突發

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

畫」 

．工廠建置 VOCs 自

廠係數計畫 

廢水排放水質： 

水溫、pH值、懸浮固體、生化

需氧量、真色色度、自由有效餘

氯、化學需氧量皆符合法規放流

水排放標準。 

廢污水水質檢驗報告專案編

號:ES215B2846。 

空污防治設備污染物排放檢測符

合許可證排放量 

空污排放量檢驗專案編

號:GN110AA01190。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

計畫核可發文字號:環空字第

1080011378號。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總量之採用資

源化處理方式≧85% 

．廢棄物定期檢測毒性

溶出試驗 

．定期訪查廢棄物處理

廠每年至少 1次 

．廢棄物總量之採用資

源化處理方式≧85% 

．廢棄物定期檢測毒性

溶出試驗 

．定期訪查廢棄物處理

廠每年至少 1次 

購置廢紙壓縮機增加可回收廢紙

的種類及數量 

毒性溶出試驗檢驗報告專案編

號:GN110RA00622。 

110.04.22 訪查廢棄物處理廠-鉦

昊廢棄物暫存及焚燒現況並查核

申報及相關許可資料。 

 

  單位:重量(噸) 

項目 110年 109年 

一般事業廢棄物 100.8 88.68 

有害事業廢棄物 0.92 1.61 

資產回收 廢紙 22.46 28.03 

廢塑膠 5.62 8.74 

廢鐵件 36.195 105.48 

其它 21.515 4.30 

總計 187.51 236.84 

資源回收比率 46% 62%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

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之管

理政策與程序？#維浩 

本公司承諾確保供應鏈工作環境的安全、員工受到尊重並具有尊嚴、營運重視環保並遵守道德規範，並於108年

12月完成全球最大的電子行業聯盟「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之外部稽核，確保現行內部規章與「RBA責

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一致，甚至更為嚴格。 

依照勞動法令、「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及「國際人權公約」規範，訂定工作規則及相關人事管理規

章，包括「公司治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禁止歧視管理辦法」

等等，以保障員工權益，促進勞資和諧及營造互利雙贏的職場環境。 

為提倡勞資平權，110年度召開5次勞資會議，依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此外依法提列退休金、設立職

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各項福利事務。 

為落實執行相關規章，110年度共舉辦了18場有關勞工、安全與健康、環境、道德規範等主題之教育訓練，共計

有35人次，合計161小時。#昇洪_ok 

本公司為保障員工的就業權利和利益不受侵犯，切實遵守『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社會責任之要

求，特制定禁止對種族、膚色、年齡、性別、性傾向、民族、殘疾、懷孕、信仰、政治派別、社團成員或婚姻

狀況等歧視政策，以保障人人享有平等、公平的對待，並訂有「禁止歧視管理辦法」及「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此外，為保障員工依法自由結社的權利，任何員工均可自由參加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選舉。 

本公司人權管理政策及具體方案摘要如下： 

人權管理政策 具體方案 

．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

境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

工作生活平衡 

．提供豐厚薪資，完善的訓

練制度 

．詳七「110年度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

全保護措施」相關說明。 

．為鼓勵員工從事體育活動，培育強健體

魄，設有體育活動團報補助規定。 

．優裕的薪資水平與不定期獎勵(如:年終

獎金、員工酬勞...等)，鼓勵並回饋給員

工。 

．持續規畫與更新員工教育訓練系統 

．提供員工更多元、更充足之訓練資源及

設備 

．了解員工之需求，提供更適性之訓練及

生涯發展之規劃。 

禁止強迫勞動、恪遵當地政

府勞動法令 

落實休假制度，鼓勵同仁注重工作與生活

平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理

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

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

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

酬？#維浩 

本公司章程第 26條規定，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 

本公司透過員工訓練或主管會議宣導企業倫理，並將員工獎酬與績效考核結合，訂定明確的獎懲制度，如「工

作規則」、「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績效考核管理辦法」、「獎懲辦法-嘉獎提報規則」等，以激發員工士氣，同

時針對表現良好的員工，適時給予獎勵。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

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

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1.本公司環安衛室負責維護工作環境中之空污排放、廢水放流、廢棄物清運與處理、毒化物使用、消防檢修申

報、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等，確保符合法規規範與要求。為使員工遵守工作場所之安全規範，實施危險性機

械設備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以及現場巡查，遇有不符合安全衛生環境即要求立即改善。對於人員

不安全行為，會予以訓誡或懲處，以示警惕。 

2.為維護全體員工之健康，除補助新進人員健檢費外，本公司每三年定期辦理員工一般健康檢查，每年實施特

殊健康檢查及夜間長期工作之勞工特定項目健康檢查等，此外，亦為員工投保團險及僱補險，以保障員工生

活及增進員工福利。另福委會每年定期舉辦員工旅遊以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3.為確保在工作環境下員工健康無虞，每半年實施工作場所作業環境測定，以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以及評估

勞工暴露狀態。 

4.為提高員工安全衛生知識，環安衛室每年依教育訓練實施計劃辦理工安訓練，並於廠內各處公佈欄不定期張

貼工安海報及宣導資料，以茲提醒。 

5.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本公司設置廠醫(每季 2小時)、廠護(每月 8小時)協助雇主與勞工安

全衛生人員實施職業病預防及工作環境之改善，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提出作業環境安全

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高風險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

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此外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

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維

浩 

依照本公司制定「訓練品質管理手冊」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訂定年度教育訓練計劃，藉此發展員工職涯能力，並

於每年「教育訓練檢討會議」提出檢討修正，以維持訓練體系適切性。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

康與安全、客戶隱私、行銷及

標示等議題，公司是否遵循相

關法規及國際準則，並制定相

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政策

及申訴程序？#旻修_ok 

本公司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致力於

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

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

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

循相關規範，及其實施情形？#

媛 華 ( 代 打 ) 

1.本公司與供應商往來前，皆先評估供應商過去有無發生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如有重大負面影響者，則要

求供應商說明改善方案及執行結果，做為供應商遴選之重要參考依據。 

2.已將 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導入供應鏈，與供應商說明相關準則規定，確保供應商亦能遵行其規範。 

3.依據 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訂定自身的供應商 RBA稽核標準，並要求供應商簽署企業社會責任承諾

書及執行自我評核。 

4.為確保產品符合衝突礦產法規，要求供應商須出具不使用衝突礦產承諾書。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

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

永續報告書等揭露公司非財務

資訊之報告書？前揭報告書是

否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保

或 保 證 意 見 ？ 

本公司尚未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無。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1.110年度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如下： 

編號 目標 方案 現況說明 執行情形 

1 年度排定廠內及廠外工安

課程，接受工安課程訓練達

90%。 

1.教育訓練實施計劃。 

2.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 

現場人員(含外籍勞工)及法規規

範須複訓人員。 

加強各部門宣導，以員工之教

育訓練為優先。 

2 承攬商來廠施工，施予危害

告知及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達 100%。 

依據承攬作業安全衛生管理

程序。 

對承攬商施予危害告知、協議組

織、教育訓練及管理切結。 

相關記錄已留存備查 

3 每年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2

次，實施測定次數達 100%。 

依法規『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 

以個人採樣測定為主，區域監測

為輔的採樣策略，相關監測計畫

會於監測十五日前進行登錄通

報。 

實施測定次數達 100%。 

4 因應職安法適時增修訂，更

新化學品SDS及危害標示，

新版達 100%。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管理辦法』要求辦理。 

已向上游廠商索取 SDS(安全資

料表)及危害標示，並完成更新。 

持續進行中。 

5 每年實施兩次緊急應變編

組，達成率 100%。 

依『消防法』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規範要求。 

上半年由本公司自行編組演練，

下半年由土城消防隊協助驗證。 

已依廠內製程危害實施相關緊

急應變演練，達成率 100%。 

6 自動檢查項目，自主檢查率

達 100%。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實

施。 

相關表單置於職安衛室存查。 持續進行中。 

7 辦理年度升降機安全檢查

達 100%。 

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規定。 

由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完成定

檢。 

升降機安全檢查完成率達

100%。 

8 辦理在職員工一般及特殊

健康檢查達 100%。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 依法定作業項目辦理健康檢查。 實施特殊健康檢查達成率

100%。 

9 辦理特約醫護人員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 持續進行中。 實施特約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達成率 100%。 

10 員工健康促進專案。 員工健康促進方案。 委由特約醫護人員辦理。 110.01.13舉辦健康講座，主題: 

脂肪肝知多少-兼談膽固醇及三酸

甘油脂。 

11 年度消防檢修。 依消防法規範辦理。 委由消防廠商辦理。 年度消防檢修申報達成率

100%。 
  



 
 

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每年由總經理室向董事會提交前一年度的永續發展執行成效和當年度的策略報告，董事會會定期聽取經營團隊的報告，並對其執

行成效和策略進行督導和檢討。視情形需求而定，董事會會敦促經營團隊進行調整，並經常檢視策略的進展情況。 

在 110 年度提報董事會之議案內容包含：(1) 鑑別需關注之永續議題，並擬定因應措施和目標；(2) 歷年執行成效及最新措施和

目標的設定；(3) 新增措施及目標的可行性評估。 
類型 氣候相關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措施與目標 
轉型風險 政策與法規 

溫室氣體排放量揭露責任 
現行與修訂之能源法規 

 
增加營運成本 
政策改變導致現有資產報銷和提前報廢 

–持續追蹤、鑑別法規變動趨勢 
–能、資源使用管理與節能措施 
–優化廢水處理並管控重金屬捕集劑、硫酸及

氫氧化鈉加藥量，確定廢水中和曲線以降低

污泥產生量，減少原料成本支出及產品碳排

放量。另訂定工廠之廢棄物總量採用資源化

處理方式≧85%。 
–持續訂定節能措施，每年工廠之年節電率至

少＞1%。 
–產品和材料的研發與優化 
–新增第三套 RTO以分擔 VOC的處理量，提
高 RTO處理效能。 

 

技術 
低碳技術的投資與轉型 

 
技術開發的資本投資 

市場 
客戶行為的偏好與改變 
 
原物料、廢棄處理成本上漲 

 
消費者偏好改變致商品和服務需求量下降 
收入組合和來源變化 
投入成本增加 

 名譽 
產業污名化 

 
商品/服務需求量下降 

–全廠區馬達汰舊換新並持續更換為變頻馬達 

實體風險 立即性 
極端天氣事件(颱風、強降風)的發生頻率與
嚴重度提高 
長期性 
平均氣溫上升 

 
產能下降或中斷 
 
 
營運成本提高 

–評估建立廢污水回收淨化系統有效降低水資

源使用量 
–評估廢污水經處理過濾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再

經薄膜過濾系統之再處理水，能提供冰水主

機及做為設備未接觸冷卻水使用，降低藥劑

用量及自來水用量。 
–PET廢膜分類確實，提高回收資源有效利用 
–購入廢紙壓縮機以提高空間利用率，壓縮後

的廢紙增加回收價格降低營運成本。 
–全廠區燈管更換為不含汞燈管，以達節能及

環保，減少回收燈管對環境的污染。 
–機械、設備定期保養更換耗材，降低能資源

的損耗。 

資源效率 回收再利用 
減少水資源的使用 

降低營運成本 

能源來源 使用低碳能源 降低營運成本 
產品和服務 開發低碳商品和服務 

產品和服務的研發與創新 
透過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提高收入 
改善競爭地位以反映消費者偏好的轉變 

市場 善用公共部門獎勵辦法 與公共部門合作，開發新產品 
降低營運成本 

韌性 再生能源計畫與節能措施 
資源替代與多樣性 

降低營運成本 

3.社會參與：鼓勵員工響應社會弱勢團體活動，並定期捐贈「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財團法人台

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善牧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臺南市顯宮國小」及「財團法人博幼社會

福利基金會」。 

4.消費者權益：產品符合國際禁用物質法規及產品環保要求，以綠色設計、生產、採購及綠色管理系統，預防及減少企業活動對環

境負面的影響，並降低電子產品對地球環境的衝擊。 

5.人權： 

(1).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110年共舉辦5場勞資會議。 

(2).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 

(3).設有員工意見箱，由相關單位給予回應及提供解決辦法。 

6.安全衛生：提供環安衛政策宣導小卡片予同仁，使同仁了解公司環安衛政策，並落實執行環安衛管理系統。 

7.友善環境：於108年1月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致力於安全衛生政策之推動並持續

改善製程及作業環境，經由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不斷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 

8.幸福職場： 

(1).榮獲「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銅牌。 

(2).110年度全體員工調薪1次，員工平均調幅為3.5%。 

(3).110年5月提高嘉獎獎勵金金額。 

(4).補助分流外籍移工洗衣及路程費。 

(5).提供駐外人員人壽保險，增加駐外保障。 

(6).發放員工施打Covid-19疫苗津貼。 

(7).每月發放員工防疫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