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 

 

永續發展推動單位 

本公司於 109 年董事會決議通過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於 111 年決議修正為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設置隸屬於董事會的永續發展推動單位，並指派總經理室兼任，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本公司之經營策

略，每年定期檢討政策、制度及管理方針之合適性，永續發展推動情形至少每年提報董事會一次。本公

司將年度永續發展推動情形提報於次年度第一季董事會。董事會聽取報告並檢視策略之進展與執行情

形並提供建議，針對目前半導體人才缺乏，應積極人力之延攬，並加強人力留任之策略。已於 111 年 3

月 8 日董事會提報。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

理架構，且設置推動永續發展專

（兼）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

高階管理階層處理，及董事會督

導情形？ 

✓  本公司已設置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單位由總經理

室兼任，並帶領各部門擬定永續目標及 CSR 發

展方針，由相關部門之職責配合落實執行，亦每

年定期檢討政策、制度及管理方針之合適性及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成果，目前仍持續致力

企業社會責任之推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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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已依重大性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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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健全

本公司之公司治理，落實企業經營之險管理，各

相關部門依職掌內容進行各項議題風險評估，

並訂定「風險管理辦法」，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誠信經營守則」等以合理確保公司策略目

標的達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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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本公司在工安及環保之推展方面，除了致力

於推動符合國內環安衛相關法規外，也積極

與國際接軌，認真執行 ISO 9001 品質管理

系統及 IECQ QC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

統並每年取得第三方認證單位之認證。本公

司所有產品符合完全綠色政策(True Green 

Policy)，包括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 

2.0)及無鹵製程(Halogen Free)，並要求供

應商無使用有害物質，以符合國際客戶對於

產品安全性之需求；此外，產品之包裝材料

與型錄等皆使用符合環保材質之環保回收

紙與環保油墨等以降低環境污染。 

無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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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本公司秉持節省能源及保護環境之理念，致

力於源頭改善，產品開發設計以低功耗節能

為核心，另新舊世代產品可以相容替代，來

達成相關原物料減量及廢棄物減量目標，以

降低對環境之衝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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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相關之因應措

施？ 

✓  (三) 本公司致力響應目前全球節能減碳之環保

趨勢，以善盡地球公民保護環境之責，如：

空調開放時間之控管與溫度控制、隨手關燈

與全面採用省電燈管..等實際措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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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制定溫室氣體

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

物管理之政策？ 

✓  (四) 本公司常設工安環保人員專責環保、安全及

衛生相關業務之推動與執行，並設置「甲種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專責研擬、規劃及

決議全公司整體性之環安衛生策略及各項

議案之推動。本公司節能措施使 110 年度之

用電量較 109 年節省 19,040 kw/hr，減少

CO2排放量約 15.21 噸；110、109 年度之總

用水度數分別為 2,681 及 3,315 度，110 年

用水量減少係因 COVID-19 疫情進行員工

分流居家工作所致；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量

110、109 年度之重量分別為 50 公斤及 115

公斤，本公司每年度定期進行冰水主機、冰

水送風機、全熱交換器等空調設備之年、季、

月例行性維養及汰舊換新工程作業，以降低

其故障率，並提高運轉效率。本公司亦實施

辦公室午休時間關燈、裝設具無人感測裝置

之燈具，可節省照明 10 %用電量。請參閱

年報「陸、企業社會責任」第 93~94 頁「(二)

節能措施之具體做法與成果」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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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凡員工之權益，本公司皆依勞動相關法規及

國際人權公約，包含「世界人權宣言」、「聯

合國全球盟約」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基

本原則及權利宣言」以維護員工結社自由的

權益，在雇用方面禁止任何歧視行為，不得

因員工之種族、年齡、性別、性傾向、殘疾、

懷孕、政治、宗教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員工之晉用、離職、薪酬與福利、員工及眷

屬關懷、工作環境及人身安全、退休制度…

無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等，均依照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定期檢視，以

保障員工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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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本公司定期衡量市場薪資水準且依據總體

經濟指標來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

整體薪酬競爭力；並訂定合理之員工福利措

施等。依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勞，將公司經營

績效與員工獎酬連結，110 年度實際提撥比

率為 13%。此外，透過定期績效評核機制，

提供雙向溝通互動平台，以成就組織與個人

發展，並依績效表現結果給予相對應獎酬，

藉以激勵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110 經理人

及非經理人的調薪幅度分別落於 0~4%與

0~4%之間。請參閱年報「陸、企業社會責

任」第 88~89 頁「(一)員工福利措施」之說

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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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本公司提供並維護安全健康之辦公場所，每

半年至少一次實施各項勞工作業環境之測

定及環境改善，以杜絕職業災害疾病之發

生，公司辦公室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

AED，並每一年培訓各區急救人員，以確保

公司內部同仁於「心臟驟停突發事件」時之

搶救時效，強化公司急救人員緊急意外事件

的急救應變處理能力。 

重視企業與勞工和諧關係，成立職工福利委

員會、實施退休金制度、辦理各項員工訓練

課程及員工團體保險、安排定期健康檢查及

流感預防宣導等關懷員工事項。 

因應與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措施，

首先，成立 HR、行政部門、資訊部門、公

關部門等跨團隊共計 9 人的防疫委員小組，

不定時進行疫情應變會議及確保員工能度

過三級疫情高峰時的集體焦慮與憂鬱，積極

保護員工及其家人健康與安全，並持續嚴格

要求所有員工配合防疫政策，維護企業營運

安全。 

每月一次外聘專業醫師駐點服務，為員工提

供職場健康諮詢服務。且公司設置完善的員

工健身中心，供員工使用。 

無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本公司承諾強化並推展員工安全及健康，落

實工作環境之安全管理，為了預防重大異常

事故之發生，除了針對新進員工進行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外，並定期針對全體員工進行滅

火器及消防栓箱等滅火設備之使用訓練以

及避難逃生之演練，以確保員工之安全。請

參閱年報「陸、企業社會責任」第 92~93 頁

「(一)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

施」之說明。 

(四) 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

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  (四) 每年依據工作職務擬定培訓計劃，同時規劃

學習課程，積極推動線上學習，期確保每位

員工具備最新及最完善的專業知識。請參閱

年報「陸、企業社會責任」第 90 頁「(二)進

修及訓練情形」之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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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均遵循

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不得有欺騙、誤導、

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消費

者權益之行為。 

公司網站提供所有產品資料可以查詢或下

載，消費者亦可點選「CONTACT US」作

為與公司溝通的管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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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本公司對於往來供應商均有嚴謹之內部評

估與調查作業程序，除將有無影響環境與社

會之紀錄列為重要檢查項目外，各項產品的

提供均須符合法令環保標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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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意見？ 

 ✓ 本公司目前尚無編製企業永續報告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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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經 109 年 3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其運作情形皆與「上市上

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內所規範之精神及原則一致。 

七、 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請參閱年報「陸、企業社會責任」章節說明。 

 

 

 



永續發展推動活動 

一、 企業承諾 

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及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

維護措施情形以及勞資糾紛之因應： 

本公司向來秉持著「勞資一家、勞資和諧」之經營理念，並依相關法令規定及以回饋分享給員工為

宗旨，以規劃與實施各項福利、訓練發展計畫、退休制度與退休金按時提撥，因此數年來在福利制度完

善、有暢通的申訴管道及具激勵與發展之工作環境下，勞資關係和諧。 

(一) 員工福利措施 

1. 員工雇用 

本公司嚴守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拒絕雇用童工，且不因員工性別、年齡、身心障礙、懷

孕、種族、宗教而有不平等聘僱關係。所有聘僱關係皆有明確且合理之勞動契約為依據，

如須與勞工終止聘僱關係，必定依照勞動基準法進行資遣。 

2. 員工向心力 

舉辦公司年終感恩餐會、部門聚餐、聖誕派對等節慶活動，配合母親節、父親節、婦女

節等節日舉辦手作課程，並成立十餘個社團，內容多元，員工透過參與活動認識不同部門

的同仁，拉近彼此距離。 

3. 員工服務 

為體恤員工辛勞，公司提供軟硬體服務，備有汽、機車停車場、健身房、醫務室與哺集

乳室、提供下午茶點心及晚間便當、聘僱盲人按摩師提供按摩服務，使員工在工作之餘能

放鬆身心；同時，與附近醫療院所及托兒所簽立合作契約，讓員工及眷屬有安心的選擇。 

4. 員工安全與健康照護 

(1) 員工健康管理措施 

① 本公司配合政府「緊急醫療救護法」之相關規定，於健身房及辦公區域設置自動體外

心臟除顫器—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兩套，每一年培訓各區急救人

員，以確保公司內部同仁於「心臟驟停突發事件」時之搶救時效，強化公司急救人員

緊急意外事件的急救應變處理能力。 

② 本公司每兩年定期舉辦員工健康檢查，讓員工更加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形，以期「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同時針對健檢異常數據做追蹤管理，轉介適合的門診以及督促員工

改善日常生活習慣。 

③ 聘請新店耕莘醫院家醫科劉主任每月駐廠服務一次、針對醫療新知、健檢報告疑問以

及傳染病、職業傷病預防等給予員工及時解答。 

④ 配合政府政策因應與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措施。首先，成立人力資源部門、

行政部門、資訊部門、公關部門等跨部門之團隊共計 9 人之防疫委員小組，不定期進

行疫情應變會議，包括針對疫情現況規劃防疫物資之準備、因應全國升三級警戒實行

員工分流居家辦公、員工確診應變處理、全體員工快篩、返回公司的防疫措施、平時

防疫宣導、高風險員工健康監測、因應 Delta 變異株超前部署、普發每名員工二盒家

用試劑、訪客健康管理、增加員工防疫知能等等提供方針，以確保同仁、眷屬、廠商與



客戶健康；其次，架設規劃員工體溫與健康管理系統的回報平台、疫苗接種登錄與統

計、快篩紀錄上傳等平台，防疫科技化，以利即時掌握訊息調整措施。本公司十分重

視居家辦公期間協助確診員工及其家屬，配合政府進行疫調，安排相關員工進行居家

隔離，追蹤員工與家屬的身心健康及確保員工能度過三級疫情高峰時的集體焦慮與憂

鬱，積極保護員工及其家人健康與安全，並持續嚴格要求所有員工配合防疫政策，以

維護企業營運安全。 

(2) 員工身心靈全人平衡 

① 聘請心理諮商師：採一對一方式，每次 50分鐘，給予員工心理諮詢、生涯規劃、婚姻

輔導、職場紓壓、喪病慰問關懷、員工危機處理、員工協助方案、性騷擾與職場暴力霸

凌防治等服務。 

② 依職安法規聘請護理師：一般及緊急生理照護、傷病分級、進行體能檢測、新人健檢、

健康諮詢、健康促進活動辦理。 

③ 定期舉辦各式身心靈講座：舉凡身心保健、減重計畫、醫療新知、職業災害預防、夫妻

溝通、兩性相處等。也會定期舉辦減重活動比賽、體適能課程以及 CPR(心肺復甦術)訓

練、失智照顧、悲傷療癒共計 10場以上的大型訓練課程。讓員工能學習各種新事物，

並和公司不同部門的人交流學習，使員工之間的關係有更強的連結，達到雙贏的局面。 

5. 員工與眷屬關懷方案 

聘僱專業心理諮商師，在員工需要關懷與協助時，例如發生意外事故或家中有重大變

故，即時啟動完善的員工關懷機制，關懷、探視與安慰協助家屬並建立信任關係，並且不

定期追蹤近況，必要時提供財務、法務等員工協助方案。 

6. 職工福利委員會 

公司依照「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法令規定提撥一定比例之收入予福委會，並由

各部門推派福委代表組成職工福利委員會，規劃運用公司福委會經費，除提供三節禮金、

生日禮金以及員工婚喪喜慶之禮金補助，同時實行員工彈性福利制度，讓公司福利金額發

揮最大效益。 

(二) 進修及訓練情形 

本公司注重員工規劃並致力人才培育，每年依據工作職務擬定培訓計畫，積極鼓勵員工

參加各項訓練課程，包含公司內部及外部訓練課程。同時積極推動線上學習，以期每位員工

具備最新及最完善的專業知識。 

1. 內部訓練課程係針對公司內部專業技術的交流，提升員工工作能力，如：新進員工教育訓

練、部門內部教育訓練、環境安全訓練等。 

2. 外部訓練課程則依各部門主管及員工依工作需求，派員參加外部研討課程，以提供公司

員工良好之專業培訓。 

本公司 110年度教育訓練之各項成果如下： 

單位：人；新台幣元 

課程項目 總人次 總梯次 總時數 總費用(元) 

專業訓練 694 25 1,623 
275,847 

領導管理 22 5 121 



新進人員訓練 6 1 66 

外訓課程 30 20 367 

(三) 員工退休制度 

本公司為安定員工退休後的生活，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相關規定訂

定員工退休辦法。本國籍勞工依法適用新制，按月依薪資總額提撥 6%至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

外國籍勞工依法適用新制或舊制，並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

2%，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於臺灣銀行之專戶，以保障勞工權益。 

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如下： 

1. 自請退休要件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1) 在本公司服務滿 15年以上，且年滿 55歲。 

(2) 在本公司服務滿 25年以上。 

(3) 在本公司服務滿 10年以上，且年滿 60歲。 

2. 命令退休要件 

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不得強制其退休： 

(1) 年滿 65歲者。 

(2)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

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3. 退休金給與標準 

(1) 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勞退舊制)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給。但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員工，

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加給百分

之二十。 

(2)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勞退新制)規定之員工，本公司按月提繳其工資 6%之金

額至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 

4. 退休金給付 

本公司應給付員工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退休金，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

給付之。 

(四) 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十分重視勞資關係和諧與維護員工之權益：定期召開勞資會議、維持雙方溝通管

道暢通；透過公司內部電子平台，公司政策及資訊能公開且即時傳遞週知；建立匿名「員工意

見回覆區」，藉此聆聽員工寶貴的建議與回饋，並確保員工提出之問題獲得重視並由相關單位

妥善處理及回覆。透過上述方式，落實勞雇溝通管道順暢，故能維持良好勞資關係。 

(五) 勞資糾紛之因應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

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容)，並



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

計之事實： 

本公司管理制度及員工福利措施尚屬良好，自成立至今，均維持和諧之勞資關係，勞資雙

方尚無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因勞資糾紛而遭受

損失，未來發生勞資糾紛之可能性亦極微。 

二、 社會參與 

本公司承諾秉持節省能源及自然資源之理念，體認環保為現今人類最重要之課題之一，設計

及製造最符合環境效益之產品，並鼓勵員工共同參與為地球環保而努力，並不定期舉辦健康講座、

宣導辦公室節能減碳、力行資源回收，推廣「環保」、「低碳飲食」及「環境健康」等議題共同愛護

地球。 

本公司關懷弱勢團體，不定期舉辦相關活動並廣邀同仁參與： 

1. 110 年聖誕節義賣活動：邀請數家弱勢團體舉辦義賣活動，計有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星兒工作

坊)、中華非比關懷協會(糕菲庇護工場)、新北市愛盲庇護工場(新店)、勵馨甜心工坊義賣、新

北市大安庇護農場，中華善愛社福協會附設小豆苗小作所、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共 7家

團體參與。 

2. 長期支持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主辦「1919捐書陪讀計畫」，並捐贈大量二手書。 

3. 參與社團法人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主辦之舊鞋救命計畫：110 年度捐贈愛心善款

NT$17,500與愛心物資(二手書包 19個、二手鞋 26雙)。 

4. 為落實在地關懷，幫助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所服務的弱勢家庭度過緊急時刻，110年度

捐贈 NT$25,000支持安得烈「食物銀行計畫」，援助全台偏鄉地區 1,000 個弱勢家庭，幫助受助

孩子的身心健全發展。 

三、 環境績效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違

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容），並揭

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

實：不適用。 

本公司配合政府推行綠色消費政策，採購具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及碳

標籤等五大標章產品，落實全民綠色消費。 

(六)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1. 有害物質限用(RoHS)推動：本公司常設工安環保人員專責環保、安全及衛生相關業務之

推動與執行，並設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專責研擬、規劃及決議全公司整體性

之環安衛生策略及各項議案之推動。本公司在工安及環保之推展方面，除了致力於推動符

合國內環安衛相關法規外，也積極與國際接軌，認真執行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及 IECQ 

QC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並每年取得第三方認證單位之認證。本公司所有產品符合完全

綠色政策(True Green Policy)，包括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 2.0)及無鹵製程

(Halogen Free)，並要求供應商無使用有害物質，以符合國際客戶對於產品安全性之需求；



此外，產品之包裝材料與型錄等皆使用符合環保材質之環保回收紙與環保油墨等以降低環

境污染。 

2. 災害防範與緊急應變措施：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程序書」及「消防防護計畫書」，每年至

少演練一次，確保公司於火災、疫情擴散等重大災害發生時，所有人員皆瞭解應變方式，

部門及緊急應變編組各項作業能有所適從，以統一指揮作業步調及方向，期以達降低人員

傷亡、損害控制之目的。 

3. 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為達成零職災之目標，本公司每年底擬定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並

由事業單位依計畫時程和內容確實執行及模擬演練，再透過稽核制度確認執行成效與缺失

之改善，於每三個月之勞資會議中，修正職業災害防止計畫，再依勞資會議決議之事項，

訂定明年度之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不斷地透過 PDCA手段，逐年降低事業單位風險之危害，

以達成零災害最終目標。 

4. 現場作業環境測定：本公司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委由勞委會認可之合格作業

環境測定機構辦理作業環境測定，定期實施二氧化碳(CO2)、照度、有機溶劑(乙醇、正溴丙

烷、異丙醇)、鉛(Pb)、電磁波…等作業環境之量測。相關檢測資料依行政部「勞工作業環

境測定實施辦法」公告同仁周知，並做為行政部工務部門以為各區環境改善及節能措施之

參考依據。 

5. 實施自動檢查：本公司針對電器設備、消防設施及作業環境擬定自動檢查實施計畫，積極

找尋可能潛在之危害因素，並努力改善相關問題及可能之缺失，以有效控制可能發生之風

險。本公司進行年度之建築物安檢、消防檢修申報、各樓層分路總開關箱之定期保養及紅

外線熱顯像檢查，辦公室及實驗室全面改為固定式插座且不使用延長線，並定期檢查電源

迴路負載，以降低各種可能之公共安全危害，全面提昇公司同仁上班環境之安全。 

(七) 節能措施之具體做法與成果 

本公司為無晶圓廠之專業積體電路設計公司，主要從事積體電路之開發設計及測試，無

產品製造作業，110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未有因環境污染及廢棄物管理缺失所受環保主

管機關處份之記錄。 

1. 環境管理績效目標如下： 

(1) 短期目標為遵行相關環境法令，提倡廢棄物之資源分類及減量活動，來達成原物料減量

及廢棄物減量目標； 

(2) 中期目標為持續地改善環境管理系統，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3) 長期目標為提倡員工共同參與及關注各項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議題，秉持節省能源

及自然資源之理念，致力於環境生態之改善。 

2. 環保節能主要之具體措施與成果如下： 

(1) 本公司設計及製造符合環境效益之產品，致力於產品微形及輕量化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

然環境所產生之衝擊，推動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工作並落實 5R(Reduce、Reuse、Recycle、

Repair、Refuse)有效降低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量。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量 110、109

年度之重量分別為 50公斤及 115公斤，109 年度因處理累積二年度之事業廢棄物，故重

量增加。 

(2) 本公司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之使用，本公司之節能措施使 110 年度之用電

量 314,440 度換算 CO2排放量 251 噸較 109 年 333,480 度換算 CO2排放量 266 噸，節省



19,040 kw/hr，減少 CO2排放量約 15噸；110、109年度之總用電費分別為 1,088,361元

及 1,134,452元，減少 46,091元。本公司每年度定期進行冰水主機、冰水送風機、全熱

交換器等空調設備之年、季、月例行性維養及汰舊換新工程作業，以降低其故障率，並提

高運轉效率。本公司亦實施辦公室午休時間關燈、裝設具無人感測裝置之燈具，可節省

10%照明用電量。 

(3) 本公司 110、109 年度之總用水度數分別為 2,681及 3,315度、110、109年度之總用水費

分別為 35,084 元及 45,930 元。本公司持續推動節約用水及省水標章產品使用，如：兩

段式沖水馬桶、省水標章水龍頭、感應式沖水小便斗之設備與節約用水宣傳…等。 

(4) 本公司營運業務正處於成長期，亦非工廠耗電事業，但為保護環境及永續經營，本公司

持續執行各項節能措施，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為每

年減少 1%為目標。 

(5) 本公司落實產品無毒原料之綠色設計，並推行綠色採購及管理，透過產品及服務，提供

及協助客戶減少對環境衝擊及改善環境品質之對策。另本公司產品包裝材料與型錄等亦

陸續更換為環保材質、使用環保回收紙與環保油墨等以降低環境污染。 

(6) 本公司致力於環保觀念及教育之推廣，不斷向員工宣導垃圾減量及資源分類等環保相關

訊息，亦鼓勵員工共同參與及關注各項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議題，相關措施如：配

合餐盒供應廠商推廣員工環保餐具之使用、宣導員工擦手紙巾及紙杯減量使用、購買環

保標章產品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