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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報告期間 / 概況： 

本報告書主要涵蓋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以下統稱「帆宣集團」)各項 CSR 公司治理、永續環境與勞工安全及員工關

懷與社會福利等相關資訊。上一版發行為 2020 年 6 月。本報告書揭露的各項資料及統

計數據係來自帆宣集團自行調查及統計結果，其中財務數據業經會計師簽證並依法公

告，部分數據引用政府或公/協會公開發行之資料，以一般慣用數據、文字的描述方式

呈現，若有例外則另於報告中註明。 

報告週期： 

本報告書為本公司第八本企業責任報告書，出版週期計畫為一年度一次。 

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以帆宣集團之母公司--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帆宣科技」)為

主，並適當加入子公司之資訊，資料涵蓋各項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大面向。 

撰寫標準 / 方式： 

本報告書係參考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之全球永續性報告

書指南綱領 GRI 永續報導準則（GRI Standards）之核心依循精神以繁體中文及部份內

容以英文撰寫；經呈核董事會同意後，以適當方式公告周知。 

外部保證/確信之政策與措施： 

本公司尚未委任外部第三方對本報告書內容進行保證/確信。 

意見回饋： 

如您對本報告書有任何疑問及意見，敬請經由下列管道告訴我們，協助我們做好持續

改善之工作。 

連絡方式： 

地址：11503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2 號 6 樓 

電話：+886-2-2655-8899 ext.10078 王處長 

傳真：+886-2-2655-8989 

Email：mic@micb2b.com 

公司網站：www.micb2b.com 

mailto:mic@micb2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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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帆宣自 1988 年成立，成立逾三十年, 在日新月異的產業更迭中茁壯、成長、蛻變, 

已然成為國內頂尖的半導體設備及廠務工程供應商，我們不斷提升專業能力，致力半

導體先進製程，秉持科技利民、助民的理念，致力智能製造、智慧雲端物聯網、以及

智慧城市的新理念。 

 

2020 年帆宣集團加入台灣數位治理協會, 數位新政講求的是即時資料蒐集, 並快速透

過人工智能進行分析環境 醫療 能源 治安等, 活化多領種領域的資料鏈結, 當中 5G

通信網路扮演核心發展角色 。帆宣系統科技於 2020 年 4 月 9 日與逢甲大學簽署「5G+

智慧城市發展計畫（Smart City 5G+ Initiatives）」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攜手打造亞太區

第一座 5G 專網智慧城市全尺寸與全功能實驗場域。帆宣集團與逢甲大學計畫整合學界

與產業研發資源，建構打造 5G 企業專網專屬的智慧城市科技測試平台，提供產業界開

發與驗證智慧城市與 5G 專網相關科技產品與技術，強化相關技術研發量能與增進技術

移轉落實效率，充實台灣智慧城市產業整廠輸出的規劃、設計、基礎建設整合、設備

製造、科技服務全方位能力。 

 

我們竭力為股東創造利益，更以永續經營為理念，定義帆宣價值,為員工打造一個友善

的工作環境，強化我們對產業的貢獻，我們不僅相信科技可以變人類的生活， 更相信

科技能完善社會秩序, 建構有效的數位治理, 誠摯希望透過本次的報告書發行，讓各界

人士了解我們的努力，並創造永續的社會價值，搭建一完善的溝通平台，造福社會。 

 

 

帆宣集團董事長 高新明女士與逢甲大學 李秉乾校長(右)共同簽屬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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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團簡介 

1.1 關於帆宣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帆宣科技」)(上市代號：6196)

於 1988 年由高新明董事長暨執行長所創立。成立以來，一向專注於半導體、

平面顯示器設備及耗材代理，廠務系統 TURNKEY 服務等業務；近年來帆宣

科技更進一步跨入 LED 光電製程設備製造與技術開發，並佈局太陽能、雷射

應用、鋰電池及生技等產業，持續創新朝多角化方向發展。 

帆宣科技在執行長 高新明及總經理 林育業的領導經營下，以專業科技

的技術服務供應者自許，持續創新發展，建立完整服務平台；致力於引進國

內半導體、光電、生技相關產業發展所需之尖端設備與技術，支援國內高科

技產業的發展，並落實工安與環保政策。帆宣科技目前擁有一流的工程師及

相關專業員工數百名，以提供各項產品及服務之需求。此外，為進一步落實

高科技產業設備本土化之策略，帆宣科技於湖口、頭份、善化、新埔及台南

科學園區設立工廠，投入客製化設備之組裝製造，目前擁有多項之專利，進

一步將公司營業範疇自代理、廠務系統擴大至開發客製化產品，邁向全方位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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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沿革 

1988 年 設立帆宣企業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 5,000,000 元。 

1989 年 與美國 TPI Systems 合作，著手歐美市場科技產品採購暨技術引進業

務。 

1995 年 設置公司首座半導體製程潔淨室。 

1997 年 開始於新加坡推展國外市場業務。 

        設立台南辦事處支援台南科學園區客戶。 

        與日本 J.P.C.合作共同拓展海外業務。 

1998 年 設置公司第二座製程潔淨室。 

        變更公司組織及名稱為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設備材料事業處以及化學技術事業處通過 ISO 9002 品質認證。 

        位於詠倡科技園區的新竹辦公大樓正式啟用。 

        成立 MIC-TECH VENTURES ASIA PACIFIC INC.，負責對大陸投資業

務。 

2001 年 成立 MARKET GO PROFITS LTD.，負責對海外投資業務。 

        購併新加坡 MARKETECH INTEGRATED PTE LTD.。 

        成立無錫啟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負責設備製造業務。 

        成立華友化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負責大陸地區貿易業務。 

        成立新竹分公司。 

        全面通過 2000 年改版之 ISO 9001 品質認證。 

2002 年 取得上海茂華電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擴展大陸地區業務。 

        股票正式掛牌上櫃買賣。 

2003 年 成立福州吉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擴展大陸華南地區業務。 

        成立上海吉威電子系統有限公司。 

        成立南科分公司。 

        湖口廠辦遷入並正式啟用。 

2004 年 成為美國設備供應商之 OEM 廠商。 

        股票轉上市交易。 

        善化廠正式啟用。 

        成立韓國子公司。 

2005 年 南科廠正式啟用。 

        無錫新廠正式啟用。 

        營運總部遷移至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2006 年 成為美國知名平面顯示器設備供應商之 OEM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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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日本知名設備供應商 Lasertec 之 OEM 廠商。 

        頭份廠一期啟用。 

2007 年 通過 ISO 14001 及 OHSAS 18001 認證。 

2008 年 南科廠二期啟用。 

2009 年 成立馬來西亞子公司(Marketech International Sdn. Bhd.)。 

2010 年 成立 MIC-Tech 越南責任有限公司(MIC-Tech Viet Nam Co., Ltd.)。 

2011 年 成為臺灣關稅總局安全認證之優質企業(AEO)廠商。I 

        成立帆宣責任有限公司(Marketech Co., Ltd.)(原名：Hoa Phong 

Marketech Co., Ltd.)。 

2013 年 頭份廠三期啟用。 

2014 年 成立新加坡子公司(Marketech Engineering Pte Ltd.) 

成立緬甸子公司(Marketech Intergrated Construction Co., Ltd.)。 

通過 ISO 13485 認證。 

2015 年 成立緬甸子公司(Marketech Intergrated Manufacturing Co., Ltd.)。 

獲得 SA 8000 認證。 

2016 年 成立印尼子公司(PT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成立中科分公司。 

2017 年 成立荷蘭子公司(Marketech Netherlands B.V.)。 

通過 GMP 認證。 

2018 年 南科三廠啟用。 

緬甸廠啟用。 

通過 ISO 45001 認證。 

              成立美國子公司(Marketech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USA)。 

 

股東結構（2021 年 3 月 30 日） 

單位：股；人；% 

股東結構 

數  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 外 人 
合計 

人  數  (人) 0 4 71 18,441 85 18,601 

持有股數(股) 0 2,154,000 114,126,575 65,371,892 5,685,733 187,338,200 

持股比例(％) 0.00％ 1.15％ 60.92％ 34.89％ 3.04％ 100.00％ 



 7 

1.3 經營理念 

帆宣科技由董事長、總經理帶領經營團隊，共同建立公司之使命、願景、核心

價值等，清楚闡釋公司之經營理念。 

1.3.1 帆宣科技的經營理念是透過專業技術引進半導體、平面顯示器、光電、生

技產業相關製程設備、材料；提供無塵室機電設計、採購、監管、施工，

純水、氣體、化學品供應及監控系統，配合全球行銷策略，建立銷售維護

平台，提供客戶完整服務。同時累積業務行銷實力與先進設備系統技術之

經驗，提供代理原廠設備組裝、以及零組件本土化供應之能力。更以台灣

為基礎，放眼亞洲主要市場，拓展業務、提昇競爭力、滿足客戶需求，以

期達到國際化永續經營的目標。秉持"創新、執行、考核"之信念，以積極、

進取、高效率的團隊精神，締造企業價值，落實公司治理，以保障股東權

益並創造員工福祉。除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外，對於公司之利益

及交易相關事項亦訂定『道德行為準則』，並投入於完成企業之社會責任

而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及 SA 8000 社會責任管理制度。 

1.3.2 帆宣科技之使命闡釋：以客為尊的全方位科技服務領導者。 

帆宣科技致力於半導體、光電、電子和生技等科技產業之銷售、研發、設

計、製造及工程相關服務，並積極與國際接軌，促進產業提升。基於永續

經營的理念，藉由專業技術與整合性平台，提供客戶最有競爭力的產品與

多元完整的服務，協助客戶提升營運績效及競爭優勢，成為科技產業具領

導地位之專業企業夥伴。 

 

1.3.3 帆宣科技之願景：建立共識、共信、共存、共享、共榮的團隊，並成為亞

洲第一的標竿企業。 

在組織中的每一分子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需凝聚共識、攜手合作，互

相信任，分享交流，方能與時俱進，持續成長。帆宣科技秉持這樣的理念，

以台灣為中心，向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及東南亞新

興市場拓展商機，共創新局。 

1.3.4 帆宣科技之核心價值：誠信、關懷、專業、創新、敬業、團隊。 

誠信：信守承諾，盡力完成任務，若無法如期達成，必誠實以告，共商

解決之道，展現高標準的職業道德和專業行為。揭露真實資訊，

並開誠佈公地討論問題。自信，勇於認錯；真誠，絕不為私利表

現不適當之言論與行為。同時制定『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

準則』及『資訊揭露暨內線交易防範作業程序』，以為公司之規

範準繩，如反貪腐、反托拉斯及遵守法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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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主動瞭解客戶、同仁與主管的需求，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適時

提供同仁為組織貢獻由衷地支持及協助。以同理心積極聆聽，開

放溝通；主動關心客戶、同仁與主管，並互相尊重與體諒。 

專業：在個人工作專業領域有充足的知識與技能，可具體評估並深入洞

察問題，找出根本原因，提出執行改善方案，同時預防潛在問題。

於工作領域精益求精，持續吸收並學習相關知識與技能，不斷提

昇自我附加價值，有效應用所學及相關知識、技能於工作領域中。 

創新：提供符合內部和外部客戶需求之高品質產品與服務，利用各種方

式創造學習分享的環境，以增進工作流程之效率與效能，創造客

戶需求及內需，提高企業價值。對不同以往或任何新的人、事、

物，抱持歡迎、接納和鼓勵的態度。因應環境變革，追求新成長

機會的認知而有所行動，藉由創意，轉化、創造有異於現況的新

思維、新方法、新服務與新管理，透過充分授權或有效的資料分

析，以更快、更好、更節省、更有效率的方式解決問題，並致力

於績效之持續改善。 

敬業：不論任務的困難度，務必於時間內全力以赴完成所交付之任務，

並主動提供他人必要之協助。不論對內或對外、亦不論是否為本

身之職務範圍，主動提出並參與問題之解決，直到問題完全解決

為止。對於交辦事項及工作內容盡力達成，並即時回報進度，事

情不只是做完，還要做好。在能力允許範圍之內主動要求承擔更

多的任務。 

團隊：以同理心處理跨部門業務，並相互信任與協助。與他人協力合作

完成共同目標，並以公司總體之優先順序 為最大考量確認所有

成員對組織及其個人目標、角色和責任之清楚認知與瞭解樂觀，

首先考慮的是帶來多少利益而不是有多困難，積極參與公司內的

行動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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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營運概況： 

帆宣集團主要業務分為四大類： 

(1)高科技設備材料銷售與服務業務：主要係從事半導體、光電等高科技產業

製程及廠務儀器設備及其材料、化學品零配件等各類產品之買賣、代理、

售後服務及技術支援等業務。 

(2)自動化供應系統業務：主要係提供半導體、光電及生技藥廠等高科技產業

之廠務氣體、化學品自動化供應系統、特殊氣體及廠務監控系統之規劃、

設計、施工、監造、安裝、測試、運轉諮詢及保固維修等整合性服務。 

(3)整合系統業務：主要係承包半導體、光電及生技藥廠等高科技產業之機電、

無塵室、廠務週邊系統設施及製程設備連結等統包工程；一般工業如石化

廠、傳產廠、智慧型建築之機電系統等業務。 

(4)客製化設備研發製造業務：主要係從事半導體、光電、生技等高科技產業

及傳統產業客戶需求，而為其量身訂製之廠務自動化設備及製程設備等研

發製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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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全球佈局 

帆宣集團基於「以客為尊的全方位科技服務領導者」之使命，設立營運

總部於台北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並為靠近客戶以提供快速即時之客戶服務，於

多處設立服務據點。 

(1)臺灣—業務支援及服務據點 

 

(2)全球--業務支援及營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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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係企業組織圖 

 

(4)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Marketech Integrated Pte Ltd.  新加坡 半導體業自動化供應系統業務之承攬 

Market Go Profits Ltd.  英屬維京群島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Headquarter International Ltd.  英屬維京群島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Tiger United Finance Ltd.  英屬維京群島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MIC-Tech Global Corp.  南韓 一般國際貿易業 

MIC-Tech Viet Nam Co., Ltd. 越南 各種廠務機械設備暨週邊耗材之貿易、

安裝及維修業務；安裝電腦硬體有關之

顧問服務及軟體執行服務 

Marketech Co., Ltd. 越南 工程專業承包及相關維修業務；工具機

買賣及維修、化妝品及日用品之買賣；

軟件的生產、開發及編程服務；提供工

業機械和設備的安裝服務 

MIC-Tech Ventures Asia Pacific Inc.  開曼群島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Sdn. Bhd. 馬來西亞 工程專業承包及相關維修業務 

Russky H.K. Limited 香港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Marketech Engineering Pte. Ltd. 新加坡 機電安裝等工程業務之承攬 

Marketech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Co., 

Ltd. 

緬甸 機電安裝等工程業務之承攬 

Marketech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o., 

Ltd. 

緬甸 自動化生產機器設備與零組件之設計、

製造、組裝等服務 

PT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印尼 機器設備及零配件之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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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續) 

企業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Marketech Netherlands B.V. 荷蘭 機器設備及零組件等之國際貿易業務及技術

服務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USA 

美國 工程專業承包及相關維修服務 

Spiro Technology Systems Inc. 美國 一般國際貿易業 

上海茂華電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半導體製造行業用的除害桶再生、管道系統

及相關設施設計、安裝、調試及技術服務，

半導體製造行業用的設備維修，電子、醫療

設備技術諮詢，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化工

產品(危險品除外)、通訊產品、金屬製品、

塑料製品的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進

出口及相關配套服務 

華友化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半導體生產、半導體設備的維修、檢測設備

及其耗材、發電用鍋爐的批發、佣金代理、

進出口及其他相關配套業務；以化工、鍋爐

產品為主的倉儲、分撥業務；國際貿易、轉

口貿易、保稅區內企業間的貿易及貿易代

理；區內商務諮詢服務 

福州吉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無塵室及動力系統設備、管道系統設備安裝

及相關配套服務 

上海吉威電子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機電安裝建設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建設工程

施工、市政公用建設工程施工、建築裝修裝

飾建設工程專業施工、建築智慧化建設工程

專業施工、電子建設工程專業施工，及相關

技術服務及技術諮詢。建築設備、建築材料

(鋼材、水泥除外)、電子產品、化工產品(危

險品除外)、金屬製品、電氣設備、通訊設備

的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和進出口，並

提供相關配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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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續) 

企業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無錫啟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半導體元器件及晶體專用設備、電子元器

件專用設備、環境污染防治設備的設計、

製造、安裝及維修服務；包裝專用設備、

制冷設備的組裝；生產、組裝、銷售發光

二極管照明器具及其零部件；從事上述產

品及其零部件、紡織品、日用品、化工產

品、化妝品的批發、佣金代理、進出口業

務；自有廠房租賃；自動化倉儲設備及配

件、自動輸送物流設備及配件的設計、製

造、銷售及安裝，物流調配計算機輔助工

程系統研發、銷售及安裝，醫療器械的製

造與銷售 

上海帆亞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化工產品(危險化學品、易制毒化學品、

特殊化學品除外)、半導體、檢測設備及

其耗材、太陽能設備耗材、發電用鍋爐、

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批發、佣金代理、進

出口及其他相關配套業務，國際貿易、轉

口貿易、保稅區內企業間的貿易及貿易代

理，貿易諮詢服務，半導體設備、自動化

設備、電子設備及其零配件的安裝、維修

保養 

瑞宣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業 

南通建瑞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開發生產太陽能電池生產專用設備，大屏

幕彩色投影顯示器用光學引擎、光源、投

影屏、高清晰度投影管和微顯投影設備模

塊等關鍵件製造，新型電子元器件製造，

以及清洗再生等服務，銷售公司自產產

品；機械設備、通用設備生產技術研發、

技術轉讓、技術諮詢、技術服務；金屬廢

料和碎屑加工處理(危險化學品、危險廢

物除外)；金屬材料(鋼材、貴金屬除外)、

陶瓷製品、紙製品、五金產品批發、零售

及進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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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續) 

企業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Frontken MIC Co.,Limited 香港 從事控股及轉投資事務 

無錫前進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半導體元器件和集成電路專用設備清

洗；半導體器件專用零件、集成電路及微

型組件的零件、晶圓清洗；半導體清洗技

術的研發；制冷設備的組裝、安裝及維修

服務；自動化倉儲設備及配件、自動輸送

物流設備及配件的設計、製造、銷售及安

裝；物流調配計算機輔助工程系統研發、

銷售及安裝；上述產品及其零部件的批

發、佣金代理、進出口業務等 

宜眾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資訊系統軟體、硬體應用之研發、買賣、

顧問等服務 

智雲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智慧醫療顧問服務及投資 

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資訊軟體之研發、應用及服務；電子資訊

之供應及設備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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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趨勢與機會 

1.6.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本集團營收以高科技行業如半導體(IC)、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FT-LCD)、發光二極體(LED)、彩色濾光片(Color Filter)、砷化鎵(GaAs)、

IC 封裝、Flip Chip 基板、太陽光電等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所用設備、材

料之銷售及維修服務收入為主，其次則為高科技行業氣體、化學品及監控

系統之規劃、設計、施工、安裝、測試自動化系統；此外，除了原有廠務

設備的設計、製造及安裝，亦逐步跨入相關製程設備之製造，與歐美日重

量級企業進行國際合作，累積公司 OEM、ODM 之能力，強化本土 ODM

發展，以建立市場競爭優勢。 

本集團所處產業之現況發展、分析及趨勢，請參見本集團之股東會年報。 

1.6.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本集團係半導體、光電等高科技產業之全方位供應者，所屬行業上、中、

下游之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1.6.3 競爭情形 

(1)高科技設備材料銷售及服務業務：由於本集團銷售之設備、材料種類多

元並複雜，各項業務於各科技大廠皆已盤根錯節在業界有一定的市場份

額。 

(2)自動化系統業務 

a. 氣體自動化供應系統 

本集團已成功與氣體材料供應商開發模組化盤面（Modulized Panel)，

在價格及生產速度具有相當之競爭能力；在產品開發方面能依照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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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提供客製化之產品；在現場維修方面，經驗豐富之軟、硬體工

程師能提供最迅速即時的服務。 

b. 化學品自動化供應系統 

帆宣以自有品牌將整廠化學品供應系統設備導入半導體產業及光電

產業，以系統工程統包方式成功完成數家 12 吋晶圓廠新建廠整廠實

績，躋身一流品牌之列，亦保有高科技新建市場優秀的佔有率。 

c. 運轉服務業務 

委外運轉服務在歐美及日本已是現存狀況，主要係因專業分工及各公

司人力精簡的要求。在臺灣目前只有廠務系統中的 TCM (Total 

Chemical Management)及 TGM (Total Gas Management)&Total Water 

Management（TWM）委外駐廠提供維護設備、更換化學、氣體供應

材料、監控系統監管等，當然主要的提供技術服務者皆為原來設備供

應商，而尚未有一專業獨立之「技術服務供應商」存在。 

d.工廠自動化業務 

d-1. 特殊氣體及整廠廠務監控系統(GMS & FMCS) 

此類業務目前已趨向提供全方位整合服務之趨勢，主要需求客戶如

台灣及中國大陸之 IC 及 LCD 大廠，皆有傾向找尋公司穩定且人力

技術支援充沛之系統整合廠商配合，如神通等公司，故一般資本、

人力及技術相對薄弱的整合業者難以進入此市場，因此使得進入門

檻相形提高，相形之下競爭較困難。 

d-2. 製造整合業務(CIM) 

台灣製造業未來一定要注重生產透明化，能夠即時透過生產履歷掌

握生產狀況，回饋到客戶需求上，增加企業價值。採取管理與科技

並進的『精實管理』並非一蹴可成，企業在邁向工業 4.0 應該根據

產業特性，鑑別出關鍵技術。工業 4.0 跟傳統的差別不僅在於自動

化和資訊化程度，更要運用虛實整合 CPS、大數據等技術達到智慧

化的境界。因此，工業 4.0 之核心為 IoT 技術(全方位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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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預測)、智慧機器人、虛實整合生產系統，帆宣製造整

合業務將上述架構在一起，讓工廠生產力更敏捷。 

d-3. 自動化產品代理業務 

本集團提供客戶特定用途的自動化產品及客製化服務，兼顧快速導

入的優勢、縮短建置的時程，且系統間可充份的相容及整合，跳脫

傳統框架的服務，為客戶提供未來擴充的極大彈性和靈活度，完整

掌握資訊發展策略規劃的整體性，立即展現績效與成果，不同於一

般市售泛用性的自動化產品，更具產品競爭價值。 

d-4. 設備健康故障預診斷與管理系統 

設備健康故障預診斷是提升設備稼動與產品良率的一大趨勢，可是

在臺灣製造業的強項半導體與光電產業中，目前並無完整的解決方

案；本集團數十年來著墨在系統整合業務的專業，並結合國內專業

法人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建立第一套由國人自主研發的基於巨量

資料分析之健康故障預診斷與管理系統，提供從設備健康狀態的即

時監控，延伸到故障預測與剩餘壽命管理的完整解決方案，同時能

夠與設備零組件業者無縫整合，優化設備維修排程，具有強大的產

品競爭力。 

 

(3)整合系統業務 

本集團從大型的高科技廠的設備擴充整合性供應系統，到專案規

劃、設計、施工、測試，與上述公司僅著力於整廠初期設計、監造，區

隔成不同的競爭領域。另針對中小型廠或針對國外客戶特定建廠需求常

基於成本、本土化售後服務的方便性，外商進入該領域空間往往受限於

上述於原因考量，也讓本集團成為目前業界少數能夠進入此一門檻的專

業廠家。 

高科技產業為維持其競爭優勢及降低成本，將低階產品外移大陸，

更讓市場競爭從臺灣延燒到大陸與東南亞，本公司對此大中華市場已深

耕及佈局並有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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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客製化設備研發製造業務 

本集團目前擁有多家半導體設備客戶與面板產業設備客戶，包含歐

美、日本等重量級大廠。為了讓製程設備技術可以在國內生根，本公司

係與日本、美國、德國、荷蘭廠商合作。在國內 OEM、ODM 生產相關

製程設備，並發展自我品牌的面板設備。 

1.6.4 競爭利基 

(1) 業務範圍廣泛，可有效降低單一產業景氣循環風險。 

(2) 技術層次高，國內少有同時具備自動化供應系統及製程設備連結整合能

力之廠商，將有助於爭取整廠統包工程之業務。 

(3) 提供客戶多元服務，可藉此為基礎進一步擴大產品線深度及廣度。由製

程設備、材料代理銷售、自動化供應系統及整合系統到本土化組裝、製

造、設計(OEM、ODM)、安裝、維修服務。 

(4) 業務據點橫跨臺灣、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緬甸、韓國、荷

蘭、印尼、日本及美國等地，可就近服務客戶，並掌握當地市場脈動。 

(5) 擁有堅強的經營團隊及經驗豐富、素質優良的專業人員，橫向整合各事

業處相關技術，深入不同產業，佈局亞洲相關業務。 

 

 

1.6.5 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a. 公司業務涵蓋產業，如：IC、TFT- LCD、LED、IC 封裝、OLED、石化、

鋰鐵電池、太陽能電池、機電、電信、食品等產業在台灣、中國大陸

及東南亞地區未來十年內，仍是大幅成長的產業，雖景氣循環難免，

但未來成長的趨勢是既定的事實。 

b. 有關高科技設備材料銷售及服務業務，本集團與各供應商皆為長期合

作夥伴，目前除了業務來往外，亦積極以合作生產計畫來取得彼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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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共同利益。 

c. 本集團經營 30 餘年來，從國外技術引進，紮根整合，目前是國內唯一

的選擇，即使在歐美具有此能力的公司亦是屈指可數，且在國內〝本

土化〞(localize)需求下，本集團之發展又較優於其他歐美公司。 

d. 為降低生產成本與設備體型過大(如 TFT-LCD 之 10.5 代以上的製程設

備)之因素，國外設備廠商尋求台灣 OEM 合作的機會增加。目前本集

團客製化設備製造業務已耕耘多年，並與多家原廠進行合作計畫。此

方面技術能力的培養，有助於未來高科技產業設備的研發及加速國外

製程設備移入台灣製造的質與量的提升。 

e. 本公司已通過 ISO 9001 國際品質認證及 ISO 14001、ISO 13485、ISO 

45001 之認證工作，可提供客戶較佳服務品質。 

(2)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 高科技產業成長過快，專業人力短缺，而本集團優秀之專業人才易被

業界、客戶網羅。 

因應對策： 

積極提供人才之內部培訓，藉以全面提昇產品設計及技術能力，並

藉由 ISO 與內控標準作業程式的落實，使專業經驗與研發成果得以具

體而有效累積；輔以發放員工紅利、配股政策及認股權憑證等計畫，

期使員工之穩定性更高，亦較容易網羅到好的人才。 

b. 由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外商營運據點擴張至國內，使得市場

競爭日趨激烈，而部份產品或因同業競爭或受市場成熟之故，因此價

格與產品毛利率將有下降之虞。 

因應對策： 

本集團除了憑藉對國內法令、語言及文化上的先天優勢，繼續深耕

原有的利基市場外，並將積極建立與競爭者〝整合性〞與〝差異化〞

之產品、服務或技術，並隨工作流程之標準化，強化 MIS 系統成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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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預算，以節省人力提高效率來降低成本及人力浪費，而除了國內業

務之推展外，亦加強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緬甸、荷蘭、日本、

韓國、印尼及中國大陸市場之銷售推展，因應市場開放的挑戰。 

c. 自動化系統及整合系統業務之工程變數頗多，易受各項工程相互配合

影響，因此若工程工期較長，施工期間材料、設備及外包費用之上漲，

均將導致成本之增加，易造成業務風險及財務調度風險。 

因應對策： 

本集團應詳加評估承接個案可能影響工期之因素，將其列入預估工

程成本，並與其供應商保持良好之合作關係，並培養長期優良之外包

廠商，施工期間隨時掌握採購與外包價格之變動情形，預估物價波動

可能性，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因應物價波動對策討論會議及與關係企業

聯合採購，有效降低採購及外包價格變動風險，並以工期短之工程業

務為主，且公司採取穩健財務政策，擁有足夠之營運週轉金以支付工

程營運所需之週轉金，除可提昇業主對公司之信譽與信賴度，尚可降

低資金成本。 

 

1.6.6 本公司 2020 年重要研發實績如下。 

摘要 

第 2 代藍寶石自動上片機台 

第2代藍寶石PSS光學檢查機台 

第 2 代藍寶石雷射刻印機台 

第 2 代藍寶石 wafer 量測分選機台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Instrument(自動化 PCR 檢測設備) 

Centrifugation (離心機) 

Digital Wireless X-Ray Flat Panel Detector(數位無線 X 光平板感測器) 

Auto pipetting system 高微量滴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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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營運績效 

帆宣集團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營運績效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及股利為新台幣元表示外) 

項    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營業收入 24,182,681 25,119,857 

稅前淨利 891,021 1,149,750 

稅後淨利 669,120 875,502 

基本每股盈餘 (元) 3.78 4.88 

稀釋每股盈餘 (元) 3.74 4.85 

股利分配(元) (分配前一年度股利) 2.60 3.50 

註：上開各年度之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1.8 品質政策 

帆宣集團依 ISO 9001 國際標準要求建立文件化、執行、維持及持續改善

品質管理系統以確保產品與服務的品質，並訂立下列品質政策： 

(1)實施全面品質保證體系 

(2)落實持續改善的工作 

(3)提高客戶滿意度 

(4)達到符合品質、成本、交期的需求 

1.9 品質管理系統 

帆宣集團品質管理系統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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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重大主題 如何管理 

經濟績效 
具完善的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制度，設有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由專業經營團

隊設立營運目標及公司發展策略。 

反貪腐 訂立嚴謹的道德規範，要求無論經營團隊與各級員工，皆能確實遵守。 

有關環境保護

的法規遵循 

配合主管機關監督控管各項污染排放，積極推動各項環保改善作業，訂定 KPI 年度目

標，定期掌握各項指標執行進度與檢討。 

社會經濟 

法規遵循 

訂立『道德行為準則』，以嚴謹制度及教育訓練，確保員工無利益衝突、圖私利的機

會、具保密責任、須公平交易、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遵循法令規章、鼓勵呈報

任何非法或違反本準則的行為、懲戒措施，期望員工皆具備遵循道德規範的態度。 

當地社區 

公司營運符合國際以及當地環保法規，將環境衝擊降至最低的程度。在各營運點及廠

區之廢棄物為重要之環境考慮因素之一，工廠所產出的廢棄物皆依照環境衛生管理系

統之程序進行控管。 

顧客健康 

與安全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於自有及客戶廠區配置相關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設置安全

衛生委員會；產品亦依相關之安全規範設計、製造。 

物料 

本公司生產之設備秉持節能之理念，從設計端導入提供客製化服務，其生產之產品之

組成絕大部分由金屬組裝而成，屬可回收材質，其包裝之棧板、紙箱隨設備運送至客

戶端後，仍可由客戶回收繼續使用。 

能源 

公司使用的主要能源為外部購買的電力，電力消耗亦是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

源。通過對電力的消耗設定目標，制定管理方案來管控，達到節約用電與溫室氣體減

排的目的。 

水 
本公司之作業性質無需耗用自來水，水之使用係配合所在地園區管委會的運作，目前

尚無回收再利用的機制。 

排放 依 ISO 14064-1 之規範，推動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廢汙水和 

廢棄物 

公司之廢水主要以生活廢水、未接觸冷卻水與作業廢水產生的，生活廢水與未接觸冷

卻水經放流陰井排放至工業區汙水下水道系統，再由園區(工業區)汙水處理廠處理。

另透過廢棄物分類，除了採取源頭減量的方式外，於包材之回收再利用，持續提升廢

棄物之再利用率。而在各廠區皆有設置廢棄物管理窗口，在由工安環保處負責統籌各

類廢棄物之管理與數量統計。 

採購實務 
視供應商為重要夥伴關係，藉由業務之擴張、工安環保之需求及技術之增進等，尋找

及培植共同成長之供應商，共同配合達到客戶品質、成本、交期及工安環保要求。 

市場地位 
人員薪酬標準係依職務所需人才之學經歷等條件制訂，錄用後依相關規範進行各項訓

練、考核、晉升、獎懲等作業 

勞雇關係 

為促進勞資和諧、凝聚員工向心力及照顧員工福祉，除政府規定之社會保險外並有員

工團體保險及年度員工健康檢查；更把配偶與子女均納入保險範圍。在福利規劃上，

公司本身有一套系統制度，並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全體同仁各項福利及活動，

使同仁身心健康，內容包含有員工旅遊、生日/生育/佳節禮、年終尾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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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續) 

重大主題 管理方針設置目的 相關政策 

經濟績效 

公司經營獲利才能讓投資者獲得合理的報酬，並有能力

照顧員工，為利害關係人貢獻心力，達成永續經營之目

標。 

『道德行為準則』 

反貪腐 
秉持「誠信」之精神，期望所有董事、員工於從事商業

活動時，皆能遵循各項行為規範及倫理準則。 

『企業誠信經營守則』、『道

德行為準則』 

有關環境保護

的法規遵循 

遵守法令要求、落實教育訓練、有效利用資源、防範意

外事件、持續推動改善 

「環安衛政策」 

社會經濟 

法規遵循 

基於誠實守法正派經營之理念，無論策略擬定與經營管

理皆遵守國內外相關法令規章。 

『道德行為準則』 

當地社區 
落實各項環境保護工作，將各廠區之環境品質列為重要

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 

「環安衛政策」 

顧客健康 

與安全 

確保本公司營業項目之實施過程與產品安全無虞，且所

有有害物直接受到管制。 

「環安衛政策」 

物料 物盡其用，零件包材回收使用，降低對環境之衝擊 「環安衛政策」 

能源 
為降低溫室效應的環境衝擊及減少能源的消耗，統計相

關數據，善盡環境保護心力。 

「環安衛政策」 

水 監控排放水質，避免汙染環境。 「環安衛政策」 

排放 
為降低溫室效應的環境衝擊及減少能源的消耗，統計相

關數據，善盡環境保護心力。 

「環安衛政策」 

廢汙水和 

廢棄物 

為降低溫室效應的環境衝擊及減少能源的消耗，統計相

關數據，善盡環境保護心力。 

「環安衛政策」 

採購實務 
有效選擇與管理供應商以確保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

符合客戶的需求。 

「品質政策」 

市場地位 
各項訓練、考核、晉升、獎懲等作業方式有所遵循。 『員工任用管理辦法』、『考

核管理辦法』 

勞雇關係 

為公正評估員工工作精神、紀律和貢獻度，並適時激發

員工潛在能力，作為調薪、升等、獎懲之依據；提供各

項福利措施以確實照顧員工。 

『新進人員引導管理辦

法』、『考核管理辦法』、「員

工團體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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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管理方針的評估 

重大主題 評估機制 
績效及評估 

結果(章節) 

相關 

調整 

經濟績效 董事會、審計機制、內部控制、外部稽核機構 1.7 營運績效 無 

反貪腐 
內部控制、員工申訴機制、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公司治理評鑑 

2.1 公司治理架構 無 

有關環境保護

的法規遵循 

環安衛外部稽核單位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無 

社會經濟 

法規遵循 

內部控制制度、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司

治理評鑑 

2.1 公司治理架構 無 

當地社區 

於各廠區進行能源使用密集度、資源回收統計、

溫室氣體盤查、用水狀況、毒性化學管理、原物

料/能源與再生物料運用等管理。 

3.3 環境保護 無 

顧客健康 

與安全 

環安衛外部稽核單位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無 

物料 ISO 14001/45001 管理系統 3.3 環境保護 無 

能源 環境作業管理程序 3.3 環境保護 無 

水 
定期檢測工廠生活污水之排放口標準值並由工業

區納管管理，環境作業管理程序 

3.3 環境保護 無 

排放 
空氣污染源防制設備由專責人員定期監測/控，並

由環安衛管理系統訂定管制方案 

3.3 環境保護 無 

廢污水和 

廢棄物 

工廠廢棄物(廢液)產出/貯存/清除管制，廢棄物制

定減量或回收管理管制方案 

3.3 環境保護 無 

採購實務 
供應商評估、考核程序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無 

市場地位 員工考核、座談會 4.1 勞動政策 無 

勞雇關係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司治理評鑑、秘書

茶會 

4.3 勞資關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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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 

2.1 公司治理架構 

帆宣科技之公司治理架構圖如下： 

 

帆宣科技為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股票代號：6196)，遵循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建立公司治理架構。於股東會中選舉董事，並依制度遴選

「獨立董事」，共同負責公司之營運管理。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制定並檢討

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政策，並將所提建議提報董事會決議。設置

「審計委員會」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執行相關作業。 

董事會之下並設置「稽核」單位，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規範是否健全，

查核內部控制是否持續有效運作，衡量各部門執行成果，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促進有效營運。 

公司治理重點摘要如下： 

(1)九位董事中有三位為獨立董事。 

(2)董事成員中有二位女性董事。 

(3)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成員由二位獨立董事及一位外部專家組成。 

(4)審計委員會由三位獨立董事組成。 

(5)『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揭露於公司內部網站。 

(6)『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揭露於公司內部網站。 

(7)董事會董事平均出席率達 100％，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平均出席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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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成員平均出席率達 100％ 

(8)董事會成員皆依法接受教育訓練。 

 

公司接受外部「公司治理評鑑」，內部組織採取「利潤中心制」，依『人力資

源管制程序』、『性騷擾防治辦法』、『獎懲管理辦法』、『考核管理辦法』、『考勤管

理辦法』…等制度，執行各項專業、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並依制度執行考

核。公司內部組織主要分為五大部份： 

(1)支援單位：為公司之後勤支援單位；含策略執行室、稽核、事業發展中心、

財務處、資材處、安全衛生管理處、人力資源處、品質中心及資訊中心。 

(2)代理銷售事業群：依不同領域負責國內外原廠之設備、材料銷售代理業務；

含設備材料事業處、科技產品事業處、顯示產業事業處、資源整合服務事業

處及半導體光罩技術事業處。 

(3)工程設計事業群：負責各類工程之工安環保、設計、施工、監造及管理等業

務；含氣體技術事業處、化學技術事業處、系統工程事業處、整合技術事業

處、一般工程事業處及資源整合服務事業處。 

(4)系統應用事業群：負責電腦系統、廠務監控系統及雲端相關等之業務；系統

整合事業處。 

(5)研發製造事業群：負責 OEM/ODM 及客製化設備之業務；含氣體技術事業

處、先進設備事業處、光電事業處、新產品開發事業處及精密製程設備事業

處。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商關係 

2.2.1 價值主張： 

基於帆宣科技之價值觀「誠信、關懷、專業、創新、敬業、團隊」及帆宣

科技之使命「以客為尊的全方位科技服務領導者」；視客戶、供應商為共同

生命體，建立各項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及通過認證，如 ISO 

9001/14001/45001、AEO、SA 8000、ISO 13485、GMP、SEMI S2/S8 認證

等，以共創三贏之局面。 

(1)制度認證：ISO 9001/14001/45001、AEO、SA 8000、ISO 13485、GMP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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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認證：符合 SEMI 規定證書（半導體設備產業規範） 

  

2.2.2 客戶服務： 

(1)帆宣科技含代理銷售、廠務工程、設備製造、系統應用等業務，與客戶

緊密結合，可全方位瞭解客戶對產品之各項需求並提供客製化設備。 

(2)具跨領域產業設備 OEM 合作經驗（例如： FPD、PV、Semiconductor 產

業等），可帶入不同之製造觀念及經驗至不斷求新求變之可能性。 

(3)帆宣科技具作業軟體開發能力，可配合客戶要求，開發所需之作業軟體。 

(4)各部門皆具可直接與國外廠商以英語溝通之能力，可減少溝通時間並進

而提升辦事之效率。 

(5)與產、學、研單位合作密切，具引進各項尖端技術之觸角。 

(6)設有電子信箱及多處在地化的服務據點，與客戶溝通管道暢通，可即時

處理訂單、客訴、服務…等需求。 

(7)依『客戶滿意度管理程序』建立以客戶爲導向的品質系統及經營理念，

利用客觀的檢測系統，綜合評估客戶對本公司産品或服務的滿意度，瞭

解客戶需求與期望之差距，以爲營運管理之依據，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

目標。 

(8)配合客戶及法規執行各項工安環保措施。 

(9)響應客戶 CSR 活動，共同為關懷社會公益而努力。 

(10)參與各項協會，如 TSIA（台灣半導體協會）、TEEIA（台灣電子設備

協會）、TDUA（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SEMI、TPVIA（台灣太陽

光電產業協會）、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工會、

警友會---等，以促進同業/異業交流，增加國際觸角，吸收業務新知，

支持政府活動及推動社會公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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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供應商關係： 

帆宣科技視供應商為重要夥伴關係，藉由業務之擴張、工安環保之需求及

技術之增進等，依『供應商管制程序』尋找及培植共同成長之供應商，共

同配合達到客戶品質、成本、交期、社會責任及工安環保要求。 

本公司採購商品及發包對象，除客戶指定之代理國外原廠材料及國內採購

不易外，基於協助當地發展及開發當地經濟為目的，本公司選擇合作夥伴

以當地供應商為主，約暫本公司採購金額之 75％。 

2.3 管理架構重大變化及因應 

報告期間內及本期與上期相比，管理架構並無重大變化，從組織規模來看，

員工人數因應營運發展需求增加，結構無甚改變，從所有權來看，並無分割所有

權或併購所有權之情事，最後從供應鏈來看，研發的供應鏈主要是海內外各零組

件、材料供應商，係評估各項專案的特性而建立對外合作關係，目前並無自行量

產零組件、材料。 

在管理面上，係以董事會為最終審核管理架構的決策單位，包含架構與預

算，並由各事業單位執行各項內控制度，稽核單位執行內部稽核事項，並依各階

段的需求成立跨部門的功能性委員會/小組，目前已成立者有薪資報酬委員會（由

二位獨立董事及一位外部專家組成，直屬董事會管理）、審計委員會（由三位獨立

董事組成，直屬董事會管理）、安全衛生委員會（由董事長、總經理及各事業單位

代表組成，直屬董事長及總經理管理）、員工福利委員會（由各事業單位代表組成，

由主任委員代管理）及社會責任績效小組（由 HR 代表、環安衛管理代表、品質

管理代表、社會責任管理代表及 SA 8000 員工代表組成，直屬董事長及總經理管

理）等，進行與經營管理及社會責任相關作業並討論情事變化之因應。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帆宣科技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並於公司網站（www.micb2b.com）提供

『聯絡我們』之電子信箱，建立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管道，溝通方式列舉如下： 

利害關係人 溝通內容 溝通方式 

投資人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經營績效、重

大訊息、資訊揭露、公司產品介紹等 

公司網站、股東會、發言人、email

或電話聯繫等 

 

客戶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產品品質/交

期/報價、維修/技術服務、客訴、共

同參與公益活動等 

公司網站、拜訪客戶、email 或電

話聯繫、現場服務、響應公益活

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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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內容 溝通方式 

員工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安全衛生、福

利措施、薪資制度、訓練、員工建議

等 

公司網站、定期/不定期訓練、部

門會議、秘書茶會、訪談、內部

公告等 

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供應商評鑑、

供應商考核、工安訓練、工安環保、

詢價、採購、發包等 

公司網站、ISO 

9001/13485/14001/45001、SA 8000

制度、傳真、email 或電話聯繫、

巡檢等 

政府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法規諮詢等 公司網站、法規鑑別、法規宣導

等 

社區/地方團體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公益活動參與

等 

公司網站、參與社團、贊助公益

活動等 

2.5 重大議題 

帆宣科技採用下列四大步驟，以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皆已在本報告

書中完整回應。 

(1) 篩選及鑑別所有適用於帆宣的 Global Reporting Standards 考量面 

由各事業處主管研究Standards各考量面之指標，並彙總一份適用於台灣地區及

公司業務性質之考量面，過程中並進一步區分該衝擊是否影響本公司之內部營

運或外部環境。本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主要係呈現發生於本公司之各考量面

為主。 

(2) 評估所彙總之考量面及議題並排列優先順序 

在分析各考量面時係依據重大性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來評估公司是否應

揭露該考量面。 

(3) 重新確認排列順序 

   重新檢視各考量面之重要性排序之，並請各事業處主管再次確認永續報告揭露

的考量面是否可提供具有價值的資訊予利害關係人，以使利害關係人能充分瞭

解公司對重大議題所作出的回應。 

(4) 檢視與審核報告書 

在報告編製完成後，再度閱讀整份報告，以檢視所有重大的考量面是否皆已完

整呈現於永續報告中。此外，董事長亦親自審閱報告，確保報告能同時呈現公

司對永續經營的熱誠與公司『誠信、關懷、專業、創新、敬業、團隊』的基本

態度。 

(5) 本公司使用 Global Reporting Standards 考量面編製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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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環境與勞工安全 

3.1 環安衛管理系統 

帆宣科技在 2005 年開始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和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於 2018 年 09 月通過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認證，以國際標準來建立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將環境永續

發展策略納入管理系統，如氣候變遷、提昇資源效率及抑制污染物造成環境衝

擊等議題，透過持續探討與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題，履行永續發展承諾

並符合法令規定及客戶要求，期望利用 ”P-D-C-A Cycle” 【規劃(Plan)、實施

(Do)、查核(Check)及改進(Action)】持續改善朝向環境安全衛生永續之目標。  

年份 重要紀事 

2005 年 5 月 
導入 ISO 14001 (ISO 14001：2004) & OHSAS 18001 (OHSAS 

18001：1999) 

2007 年 1 月 全公司認證通過。 

2009年 11月 
實施  ISO 14001 (ISO 14001：2004)  & OHSAS 18001 (OHSAS 

18001：2007) 每三年重新認證；2010 年 1 月第一次換證 。 

2012年 11月 
ISO 14001 (ISO 14001：2004)  & OHSAS 18001 (OHSAS 18001：

2007) 每三年重新認證；2013 年 1 月第二次換證 。 

2015年09月 
ISO 14001 (ISO 14001：2004)  & OHSAS 18001 (OHSAS 18001：

2007) 每三年重新認證；2015 年第三次換證 

2018 年 1 月 
開始導入 ISO 45001 (ISO 45001：2018) 

2018 年 9 月 

ISO 14001 (ISO 14001：2004)更新版本(ISO 14001：2015)版； 

OHSAS 18001 (OHSAS 18001：2007)更換為 

ISO 45001 (ISO 45001：2018)全公司認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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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管理系統流程圖 

 

 

 

 

 

 

 

 



 34 

3.2 環安衛政策 

帆宣科技之經營活動、產品開發、製造過程、工程施作、維修運轉及客戶

服務等，必須符合政府環安衛相關法令規章及客戶的環安衛要求。落實教育訓

練，強化員工及管理階層的環保安全衛生之認知與技能。致力於環境污染預防

與生產過程中減少廢棄物產生，有效利用能源，資源回收再利用。致力於員工

作業環境改善，提升設備安全防護，並指導安全作業方法，預防工安、環保意

外事件之發生。透過環安衛管理系統定期審查，檢討環安衛績效，持續推動改

善。 

帆宣科技全體同仁必須理解環安衛政策的含意，並承諾遵循環安衛管理手

冊以及環安衛管理體系之文件指示，落實環安衛政策的要求，提昇公司形象，

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帆宣科技設置安全衛生管理處，專責辦理全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

管理相關作業，直屬總經理管理，設有環保部及工安部，執行之事項如下列：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劃、緊急應變計劃，並指導相關事業處實施。 

(2)規劃、督導各事業處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相關人員實施巡視、設備及工具定期檢查。 

(5)規劃、實施同仁/供應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危害告知教育訓練…等)。 

(6)規劃及辦理勞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7)督導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8)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諮詢建議。 

(9)規劃環保相關事宜，如：有關公司與工廠及其週界的空氣污染防治、水污

染防治、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廢棄物處置管理、規劃環境污染應變計畫、

協助代理業務單位化學品進出口管制事項、申請許可/核可證，每月運作量

(網路)申報紀錄管理、化學品諮詢/評估運作管理及噪音管理等。 

 

另外，各廠區符合法規專責之規範，依其設置空氣污染防治專責人員、毒

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甲級安全管理師、甲級衛生管理師、乙級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及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 

遵遵守守法法令令

要要求求 

落落實實教教育育

訓訓練練 

有有效效利利用用

資資源源 

防防範範意意外外

事事件件 

持持續續推推動動

改改善善 

全全員員諮諮詢詢

參參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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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環境保護 

3.3.1 環境保護及有效利用資源一直是帆宣科技的永續努力目標，公司營運符合

國際以及當地環保法規，將環境衝擊降至最低的程度。在各營運點及廠區

之廢棄物為重要之環境考慮因素之一，工廠所產出的廢棄物皆依照環境衛

生管理系統之程序進行控管。 

目前針對各主要製造廠區所產生的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化處理情形進

行統計，統計所有廢棄物之處理方式大多為資源化處理，以紙類、鐵及鋁

為較大量之回收物；因為前端進行資源回收已大量減少廢棄物總量，所以

在一般生活廢棄物處理部份已大量減少，其廢棄物採取焚化處理方式。 

未來之目標及標的仍將致力於提升各類廢棄物資源化處理之比例，並

依循環境政策管理原則，考量從源頭縮減原物料用量，將廢棄物產生量降

至最低。除了採取源頭減量的方式外，於包材之回收再利用，持續提升廢

棄物之再利用率。而在各廠區皆有設置廢棄物管理窗口，在由安全衛生管

理處負責統籌各類廢棄物之管理與數量統計，並協助各單位推動相關減廢

及回收工作，並每月監督廢棄物管理執行狀況。 

有關有害類廢棄物合法有效之處理，各廠區依當地主管機關(環保局)

及公司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程序之規定，慎選廢棄物清運及處理之合法廠

商，避免因處置不當而造成環境衝擊，而各廠區所產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

之處理過程皆為符合法規。  

本公司無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排放。 

本公司各廠區 2020 年度無化學品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本公司 2020 年度各項能源使用密集度: 

(1) 用電費用 46,515,785 元 

(2) 用水度數 59,804 度 

(3) 燃油費用 20,494,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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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2020 年廢棄物減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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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溫室氣體盤查 

帆宣科技對抗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溫室氣體減量是重要的方法，透過盤查提供

減量依據。經由盤查結果可以訂出減量目標與優先順序，並且可以藉以確認減量結果，

讓後續減量過程更有效率已達到預期目標。  

 

帆宣科技之湖口廠作業型態為設備之組裝，而溫室氣體盤查的結果總排放量在

6000 公噸/年以下，總排放量中又以外購電力為主要，這樣的結果與科學園區或工業區

的工廠比較之下，帆宣科技明顯屬於少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工廠，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在

不影響產能的前提下，一直持續努力進行降低工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而降低環境衝

擊的責任。 

2020 年廠區各類排放源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廠區 
固定式燃燒 

排放源 

製程 

排放源 

逸散 

排放源 

移動式燃燒 

排放源 

能源 

間接排放 
備註 

湖口廠 
0.41 150.39 14.97 6.55 884.43 

 

頭份廠 
0.00 0.00 4.00 10.82 1838.26 

 

南科一、二廠 
0.00 0.00 30.11 7.92 2456.84 

 

南科三廠 
0.00 0.00 2.29 1.93 2987.93 

 

(範疇 1)總計(不含間接): 229.38(公噸 CO2-e/年) (範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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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空氣污染防治： 

帆宣科技之湖口廠代工製程所產生含 VOCS(揮發性有機物)廢氣以活

性碳吸附方式進行處理，每年更換活性碳耗材 1 次，蝕刻槽區產生(酸性)

廢氣以洗滌塔利用水洗進行處理，每年安排塔內清洗，每年依照法規要

求，委由合格檢測公司進行固定汙染源檢測，並在排放口自主增設風量自

動監測設施，每日監測及紀錄數值以達到主動查察效果，進而降低對環境

的衝擊。湖口廠無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顯著氣體的排放。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製程)流程圖： 

 

 

 

 

 

 



 39 

3.3.5 水污染防治 

本公司之作業性質無需耗用自來水，2020 年度總用水量僅近 59,804

度，水之使用係配合所在地園區管委會的運作，目前尚無回收再利用的機

制。 

2020 年各廠區用水狀況 

項次 廠區 用水度數 費用 備註 

1 湖口廠 10881 150562  

2 頭份廠 10593 173623  

3 南科一廠 19736 251343  

4 南科三廠 16518 219741  

5 善化倉 2076 29988  

帆宣科技之廢水主要以生活廢水、未接觸冷卻水與作業廢水產生的，

生活廢水與未接觸冷卻水經放流陰井排放至工業區汙水下水道系統，再由

園區(工業區)汙水處理廠處理；晶圓代工製程作業廢水依特性進行分流收

集，並將廢液委由合法清運處理廠商處理。 

水質檢驗方面，每半年依照法規要求委由合格檢測公司進行水質檢

測，並在放流口自主增設 pH 值的監測設施，每日監測及紀錄 pH 值以達

到主動查察效果。 

3.3.6 毒性化學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法規要求日益嚴謹，為秉持為大自然和人類福祉

而保護自然環境，帆宣科技嚴守法規紀律執行。依照安全資料表內容進行

分析，針對工安環保方面，不僅符合各項法規基本規範，更自我要求，防

範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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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宣科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前，依產品類別進行前期：文件申請/場所

配置/設備安裝；中期：產品運作穩定性/廠區檢點/定期申報/無預警及整體

緊急應變演練；後期：再利用/輸出/廢棄/文件註銷之整體完整性規劃。 

於 2003 年公司毒性化學物質開始運作，期間為確保各項人/事/物安全

為主軸，帆宣科技依照主管機關要求，並積極參與各項法規修正及應變研

討會議，同時推廣到內部各相關單位落實法令之相關規定。 

 

 

為提升國際競爭力，我們不斷開發新客戶，提供客戶優質產品，並多

方考慮雙方往來上之優質性，公司針對毒性化學物質進行全方面的評估，

提升雙方之信賴度。 

彙整 2020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情形，運作狀況穩定，未來將新增其

他毒性化學物質種類，橫向擴展更多商業效益，並創造更多更廣的經濟收

益。事故之應變工作首重「預防」，帆宣科技已建立完整的毒性化學物質

洩漏緊急應變機制，涵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個階段。 

(1)針對不同毒性化學物質性質，配置不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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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時訓練人員，降低事故發生可能性。 

(3)積極參與組訓/測試應變/會議。 

(4)主動告知內部需求，提升應變能量。 

毒性化學物質應變管理： 

 

3.3.7 能源管理 

公司一直以來持續為節能付出努力，並結合外界資源，以期獲得最大

成效。2019 年新竹分公司參與了「新竹市住商部門節能設備汰換補助作業

計畫」，將辦公室使用多年傳統 T8 日光燈，改採用節能 LED 平板燈，獲得

「新竹市節電設備汰換及示範單位獎勵活動」的節電金獎。2020 年新竹辦

公室部分樓層因空調主機與泵浦老舊耗電，故加裝變頻模組以節電，並向

工研院申請空調變頻技術服務節能補助，於 2020 年 7 月委託廠商安裝並進

行試運轉，經測試單以空調主機與泵浦節能率平均達 28%，整體電費試算

後，節能率約 9%，在 2021 年將請廠商持續進行系統優化，以期達到最大

效益。 

 

公司使用的主要能源為外部購買的電力，電力消耗亦是公司溫室氣體

排放的主要來源。通過對電力的消耗設定目標，制定管理方案來管控，達

到節約用電與溫室氣體減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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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用電狀況 

單位 用電費用 用電度數 % 

台北辦公室 1,726,146 279,490 1.65 

新竹辦公室 2,026,031 498,520 2.94 

湖口廠 4,788,775 1,659,278 9.77 

頭份廠 9,386,976 3,637,960 21.42 

南科一廠 12,264,703 4,783,860 28.17 

南科三廠 15,420,760 5,820,800 34.27 

善化倉 902,394 303,120 1.78 

 

2020 年用電狀況 百分比% 

 

公司一直致力於減少電 

力的消耗和節約，例如更換廠區的白熾燈為節能省電的 LED 燈、使

用中央空調定時開啟和關閉以節約用電，並持續對高耗能之生產設備進行

節能改造評估與執行、調整空調系統冰水出水溫度及控制室內空調溫度等

工程。 

 

南科廠太陽能發電規劃： 

(1)企業社會責任面向：南科一廠 345KW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效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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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2020 年新增南科三廠 1892KW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效能維護。 

(2)歷年及／或 2020 年成效： 

 

 

 

 

 

 

 

 

 

 

 

 

未來努力方向： 

(1)持續定期進行太陽能面板清潔，保持最佳效益。 

(2)加強發電相關機組及模組性能巡查，避免發生故障影響發電效

能。 

(3)定期監控發電相關數據，發現異常即刻進行排除。 

3.3.8 原物料、能源與再生原物料運用 

本公司因產業特性無需耗用太多能源與自來水，廢棄物的數量亦屬有

限。 

公司仍本於世界公民的一份子，力行節能減廢。辦公室節約用水及用

電量，電源及空調的設計採分區管理，不需開燈的區塊就分區關燈，無須

空調的會議室就 OFF，空間的設計上盡量以玻璃增加採光、運用隔熱紙及

遮光簾降溫，並盡可能調節適度的空調溫度以減少生活、辦公所之營運耗

能。 

用過的水僅為一般廢水，無重大汙染性，亦無回收價值，園區(工業區)

統一規劃透過公共汙水管道流放。關於辦公室用紙，本公司逐步推行電子

表單簽核系統，如員工請假系統、差旅申請等，成效良好，不僅節省紙張

用量，也做到申請 24 小時、核准無國界的彈性，此外，同仁共用公文封、

年度 發電度數 

 南科一廠 南科三廠 

2016年 338,208 0 

2017年 279,338 0 

2018年 273,024 0 

2019年 346,860 0 

2020年 360,051 39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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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貼紙重覆使用、回收影印紙影印及用來做隨手筆記，電子送印的文件可

在影印機暫存等候使用者再次確認，以節省紙張資源，而影印機使用的碳

粉夾亦由廠商回填給公司再次運用，等等措施皆是從小處著手，將提高使

用效率的作為深植員工心中，讓人人動手為地球環境盡心力，此非以國家

標準嚴謹定義的再生料品。產品製造、工程施作皆無使用再生原物料，而

不適用於採購再生性原物料。此外，由於公司組裝作業，並再生原物料採

購，因此再生原物料採購的金額為零。 

3.3.9 減低產品對環境衝擊之作法 

本公司生產之設備秉持節能之理念，從設計端導入提供客製化服務，

其生產之產品之組成絕大部分由金屬組裝而成，屬可回收材質，其包裝之

棧板、紙箱隨設備運送至客戶端後，仍可由客戶回收繼續使用。本公司之

基本設施主要是廠房、檢驗儀器、手工具、搬運設備等，不會造成任何直

接或間接的經濟或環境衝擊。 

本公司以專精的工程技術能力，提供快速而靈活的整合服務，協助客

戶從設計規劃、工程施工、工程監造到完工移交後維護保養全方位服務的

統包服務。多行業、多工種、多人才的三多策略，讓本公司具備深厚實力，

為客戶提供專業而全方位的廠房規劃。經過產業鏈的水平整合與專業深

化，本公司的服務項目逐步拓展，跨越民生與科技，包含光電產業、半導

體產業、生技產業、能源產業、節能工程等，更陸續增加建廠、豪宅機電

空調工程等業務，為客戶提供多樣化的工程技術整合服務。 

本公司系統整合工程的技術與研發不同於其他產業，乃是將工法及材

料設備重組後提高其運用效能，且依據業主、產業特性等個別需求，量身

訂做整合建築、機電、空調、消防、儀控、配管線及工程管理等各類不同

領域之專業知識，建造一滿足客戶製程需求之優質空間。透過本公司團隊

專業的規劃與技術能力，注重每一項工程細節，維持設計品質標準與功能

需求。 

機電工程：以「利用儲冰移撥尖峰負荷」為例，利用夜間離峰用電時

間運轉冷凍壓縮機製冷。當壓縮機運轉，鹵水溫度低於 0℃時，儲槽容器

內的水產生相變化而結成冰以儲存大量潛熱，再於日間尖峰用電時間將儲

存的冰融解釋出冷能，提供空調負荷需求，以達到減少運轉壓縮機的目

的，將空調用電由尖峰時間移到離峰時間，成功移撥日尖峰空調負載，降

低電費支出。 

無塵室工程：以「無塵室統包工程」為例，帆宣透過將室內之空氣做

溫度、濕度、氣體流、氣壓及微塵粒子之控制，並配合室內之照明及不發

塵之建材合成一體，協助企業完成無塵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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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研究發展團隊擁有高科技製程、自動控制、雷射、光學、軟體、

精密機械技術整合能力，開發高科技系統設備，獲得相當優越的成果，2020

年之重要研發實績列示如下： 

年度 研 發 實 績 應用領域 

  2020年 第 2 代藍寶石自動上片機台 LED 產業 

 第2代藍寶石PSS光學檢查機台 LED 產業 

 第 2 代藍寶石雷射刻印機台 LED 產業 

 第 2 代藍寶石 wafer 量測分選機台 LED 產業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Instrument(自
動化 PCR 檢測設備) 

生物科技、實驗室與檢驗所 (篩
檢) 

 Centrifugation (離心機) 
生物科技、實驗室與檢驗所 (篩
檢) 

 
Digital Wireless X-Ray Flat Panel Detector(數位
無線 X 光平板感測器) 醫療放射影像 

 Auto pipetting system 高微量滴定系統 生技產業、醫學產業、半導體產業 

 

3.3.10 環境與溝通 

本公司恪遵各項法規要求，以營造並維護適宜永續發展之環境，每季

定期法規鑑別及適時更新，以遵守法規之規定。  

基礎設施不會造成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環境衝擊，運作上設有專

人負責並遵循固體廢棄物、廢液、廢水等特性操作與管理，委託合格廢棄

物清運廠商並配合園區(工業區)規範辦理，本公司未有環境污染情況或影

響生態之情事。 

本公司設有發言體系，但凡任何環境問題除了可以逕洽發言人及對外

發言人，或善用企業網頁信箱 http://www.micb2b.com/tw/contactus.php 及專

用電子郵件等為進一步溝通及申訴管道，也是另一項選擇；迄今未有對環

境衝擊之申訴案件。 

3.3.11 運輸系統對環境之影響 

2020 年本公司燃料金額費用共使用 20,494,050 元。 

本公司運作體系中，交通運輸對環境之影響有限。 

(1)資材及用品方面： 

向在當地採購耗材，對在地運輸對環境影響有限。 

(2)在商業化產品方面： 

自生產廠區運輸至客戶廠區，目前大部分皆為陸運，由生產廠區批

次出貨，以減少單次運輸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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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員工通勤及洽公方面： 

台北市內的員工通勤大多採用大眾運輸系統如捷運、火車及巴士， 

其他縣市員工絕大部分居住上班地點附近，所使用交通工具對環境

之影響有限。 

 

3.3.12 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2020 年本公司總環保支出及投資共 3,361,200 元，支出及投資細項如下: 

投資類別 支出金額 投資金額 合計 

空污防制 403,873 0 403,873 

廢棄物處理 2,146,760 48,950 2,195,710 

毒化物管理 389,134 0 389,134 

水污染防治 372,483 0 372,483 

總和 3,312,250 48,950 3,361,200 

 

3.4 安全衛生管理 

依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業單位應依勞工人數設置「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單位」，且為一級單位，主要針對中度危險與高度危險工作，得聘用具

勞安證照乙級、甲級技術士的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人員的主要工作是

確認職場安全、衛生，所以像是工作環境中照明是否充足、有無毒害人體的氣

味、消防設備的檢查、人員是否正確操作機械、員工體檢、職業災害預防等，

都需嚴密規劃與設定緊急應變措施，同時確保企業的法規符合性並落實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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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規範，確實降低職業災害及嚴重度，讓全體員工能在安全衛生的環境中工

作。 

安全衛生委員會，其安委會委員皆由各部一級主管擔任，定期召開會議討

論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且勞工選舉代表依法佔所有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以

提供管理者與員工面對面溝通安全衛生議題的正式管道。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應用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及改進

（Action）的管理法式，落實安全衛生管理目標，並藉由持續不斷的體檢與發

現問題，即時採取糾正措施，透過系統稽核制度，提昇安全衛生管理績效，有

效防止職業災害，促進勞工在職場上的安全與健康。 

 

 

3.4.1 廠區巡檢 

為有效做好安全衛生預防工作，公司建立一套良好的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推動廠內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而藉由環安衛巡檢制度執行，有效發現

廠內可能之危險因子並立即加以改善，防止廠內嚴重之意外事故或異常事

件發生。 

廠區巡檢目的在於發現作業中潛在危害因子如： 

(1)作業人員不安全動作。 

(2)設備操作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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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S 管理異常。 

(4)作業中異常。 

(5)環境安全異常。 

 

圖：巡視檢查實照 

 

 

3.4.2 作業環境測定 

帆宣科技每年實施兩次作業環境測定，藉此來瞭解每個工作環境中潛

在危害暴露風險的實際情況。若測量結果顯示有異常的測值，將針對異常

之區域實施觀測並著手進行改善，由此來保障勞工作業環境的安全性。 

 

3.4.3 勞工個人防護 

為維護員工的安全和健康，減少其操作過程中接觸有害因子，建立了

個人防護具管理作業規範，並要求員工在進行危害作業操作時應穿戴適當

的個人防護具，保障勞工安全與衛生及降低職業災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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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緊急應變演練 

依各廠編制緊急應變組織，其組成包含安全管制組、搶救組、急救組、

行政支援組及指揮官。公司每半年針對緊急應變組織實施消防(化學災害)

訓練及演練，並於每年訓練員工參與消防(化學災害)疏散演習之實作，來

增加預防災害意識。此外，公司亦協助生產單位規劃定期實施區域性疏散

演練，以提升員工參與疏散應變演練之參與率及落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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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防護衣著裝訓練 

 

 

 

3.4.5 

安全衛

生教育 

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面，為提高員工安全衛生意識，持續強化

同仁職場安全與健康衛生觀念，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落

實安全教育訓練的實施，建立公司內部的安全文化，使同仁瞭解職業安全

與衛生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包括：勞工安全衛生之雇主責任與員工義務（法

規面）、瞭解常見意外、災害類型及預防作法（環境面）、公司安全衛生相

關規定及同仁應配合事項（安全面）…等。 

凡新到職員工必須經過公司安全教育，完成教育訓練後，才能進入工

作崗位作業。對於從事特種作業勞工需另外經過特種作業訓練取得資格證

後，才可操作特種設備。此外，承攬商於入廠前，也必須接受供應商安全

教育訓練，培訓完成後方可進行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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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規劃各種教育訓練課程，如新人工安訓練、專案工安訓練、危害

通識訓練、供應商工安認證、高風險作業訓練、消防防火訓練、安全衛生

講習課程、防護用品使用訓練…等等，以提升同仁及供應商作業人員的安

全衛生意識，並建立公司的安全文化，安全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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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失能傷害情況 

失能傷害類型大部份為上下班交通事件及同仁作業中發生知意外事

件。為改善交通事故現象，公司除定期宣導交通安全重要性外，並發行環

安衛電子報宣導交通安全相關議題，加强同仁認知，達到快快樂樂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的目目的，意外事故防止部分則制定方案實施宣導或制定

SOP 要求作業同仁遵守作業安全之規定。 

(1)2020 年度損失工時 

月份 員工人數 男工人數 女工人數 總計工作日數 總經歷工時 
申請公傷假

員工人數 
損失天數 

1 768 556 196 13824 102853 0 0 

2 763 549 198 14497 113835 0 0 

3 767 551 197 16874 131755 0 0 

4 762 549 196 15240 120279 0 0 

5 763 549 197 15260 120080 0 0 

6 747 542 188 15687 123022 0 0 

7 751 544 191 17273 134431 0 0 

8 752 544 192 15792 122594 0 0 

9 752 543 193 16544 131172 0 0 

10 754 546 191 15080 114216 0 0 

11 759 547 194 15939 126277 0 0 

12 752 543 192 17296 136602 0 0 

小計 9090 6563 2325 189306 1477116 0 0 

 

 

(2)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頻率(F.R)=失能傷害損失人次數*1000000/ 總經歷工時 

(F.R)=0*1,000,000/1,477,116=0 

(3)傷害嚴重度(S.R) 

失能傷害嚴重度(S.R)=傷害損失日數*1000000/ 總經歷工時 

(S.R)=0*1,000,000/1,477,116 =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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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員工的安全與健康投以符合法令的最高關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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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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

由全體員工的共同努力，不斷提昇職業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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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非常重視員工在實際工作活動中第一時間的保護和救助，每個部

門至少配備一個受訓合格之兼職安全人員。並在員工工作一線現場配備有

急救箱，可以對員工進行適當的即時醫療處置。 

為提升員工工作安全衛生知識，我們對員工進行環安衛教育訓練，包

括入職和在職員工，內訓或外訓形式，並於每年要求各廠區實施消防演

練、化學品洩漏應變演練各二次並要求要求全員參與，提高人員意識，降

低災害損失。 

3.5 獲獎紀錄 

2014 年獲獎紀錄 

2014 年 6 月 2 日杜邦公司新竹廠，無可記錄傷害事件以及無保命安全規定違

反事件，以及合計安全工時達到 8,000 小時，安全工時達到 8,0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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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獲獎紀錄 

2015 年 07 月 05 日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ESH 優良廠商 104 年 Q1 第一

名。 

 

2016 年獲獎紀錄 

2016 年 04 月 26 日，積極推動新竹工業區區域聯防，協助聯防組織內工廠落

實安全衛生工作，並強化緊急應變通報及相互支援機制，提升區域安全，榮獲

經濟部工業局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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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2 日，榮獲新竹縣政府頒發【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考核評

定特優-成效卓著】狀。 

 

 

2017 年獲獎紀錄 

2017 年 12 月 27 日，榮獲新竹縣政府頒發【106 年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

制專責人員考核評定優良】狀。 

 

2018 年獲獎紀錄 

2018 年 12 月 14 日，榮獲新竹縣政府頒發【107 年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考核評定成效卓著】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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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獲獎紀錄 

2019 年 09 月 20 日，tsmc F15A/F15B contractor 100 大會，榮獲台積電 15 廠

A/B【優良承攬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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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獲獎紀錄 

2020 年 10 月 26 日，tsmc contractor 100 大會，榮獲台積電 2020 年【優良承

攬商】狀。 

 

3.6 健康管理 

為守護公司最重要資產-員工健康，導入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亦引進專

業醫療團隊進入廠辦服務員工。2020 年規劃相關健康促進活動，舉凡時事

新聞預防、三高防治、急救訓練、癌症篩檢、關節檢測及流行病預防……

等等相關活動。           

  

  

       為維護員工身體健康，公司每年實施員工健康檢查，也依每年健檢分析結果設

計符合員工需求體檢項目。將健檢流程統整規劃亦將分析健檢資料，健康管理師亦能

依健康檢查結果分析、交叉比對及分級管理，精確掌握追蹤人員管理，實施有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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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獲獎紀錄 

2018 年 12 月 28 日，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

標章】狀。 

 

四、員工關懷及社會福利 

4.1 勞動政策 

本公司遵循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勞動法令，並尊重員工基本人

權，保護員工個人資料，使員工權益得到應有的保障。重視員工權益並提供合理

的待遇，遵守相關法令，每一員工皆享有薪資、福利等勞動條件平等之對待，不

因種族、宗教、黨派、性別、年齡、婚姻、星座等因素遭歧視。 

本公司恪遵勞動法規聘僱員工，透過公開的召募管道，秉持不分種族、性別、

年齡、宗教及國籍等機會平等的原則，適才適所遴選所需人員，以建構符合公司

發展之組織架構，並嚴格禁止強迫勞動及任用童工之情形發生。新進人員到職

時，所有人皆需繳交已簽署之勞動契約，內容包含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及有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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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及競業禁止等條文，以維護勞資雙方權益。為了落實誠信經營，公司訂有企業

誠信經營守則，適時透過會議或網路等方式不定期宣導，讓員工充分瞭解公司誠

信經營的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對於不合法與不道德

行為的具體檢舉，本公司提供內部溝通信箱，並對於檢舉人身份及檢舉內容確實

保密，迄今未有歧視種族、性別、殘障等人權或者勞工權益(包含原住民權利)之

立案申訴案件。 

以往年度中，帆宣積極參與各項徵才活動，包含 GGC 計畫的徵才博覽會、

經濟部舉辦的產業徵才博覽會、海外攬才團等。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許多的活動也都暫緩。期待下一年度疫情的影響能消退，重新加速徵才的

腳步。 

4.2 工作者資料 

本公司台灣地區所有的高階主管皆為本國籍人士，工作者人數含派遣人數，其他

相關資料如下: 

單位：人；％ 

項 目 / 年 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工作者人數 

(人) 

直接職工 876 891 882 

間接職員 820 823 832 

合    計 1696 1714 1714 

學歷分布比率 

(%) 

博    士 0.65 0.82 0.93 

碩    士 11.5 11.38 12.66 

大    學 43.46 45.5 46.56 

大    專 27.48 26.14 24.51 

其    他 16.92 16.16 15.34 

工作類別 

(人) 

經理人 16 15 15 

研發人員 54 41 39 

管理及其他人員 1626 1658 1660 

 
 

4.3 勞資關係： 

4.3.1 員工福利措施： 

為促進勞資和諧、凝聚員工向心力及照顧員工福祉，除政府規定之社

會保險外並有員工團體保險及年度員工健康檢查。 

在對員工的照顧方面，員工團體保險除了基本的壽險與意外險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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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規劃了醫療險與癌症險的項目，更把配偶與子女均納入保險範圍並全額

由公司支付費用。除此之外，在辦公室區域設置哺集乳室、藝文空間，另

有宿舍等設施供同仁使用。2020 年度共有 1 人申請育嬰留停、2 人請安胎

假、18 人請家庭照顧假，可見本公司對於同仁家庭的照顧。 

在上述員工團體保險的保障之外，因 2020 年度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

的大流行，除了盡可能減少同仁國外出差的機會外，對於配合公務需出國

的同仁在原有的出差旅平險之外，另由公司付費加保防疫險種，以期讓同

仁在出差期間有更完善的保障，也讓同仁更為安心。此外，疫情期間出差

的同仁，公司亦會提供防疫包，裡面包含防護衣、口罩、面罩、酒精濕紙

巾等防疫物品，並給予同仁出差期間的健康指引。 

在福利規劃上，公司本身有一套系統制度，並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

提供全體同仁各項福利及活動，使同仁身心健康，享受工作與生活的平

衡，內容包含有員工旅遊、生日/生育/佳節禮、年終尾牙等等。2020 年度

為了避免風險，將員工旅遊、尾牙等會有人員群聚疑慮的活動全面停辦。

但年終抽獎仍照常舉行，在台北總公司、新竹分公司、南科分公司連線抽

獎，並且把金額提高，以慰勞同仁這一年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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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員工薪酬或是福利，均不會因為所屬據點、性別、婚姻狀況、

宗教、種族、 國籍、政治立場之差異而有所不同，也未曾有任何員工投

訴薪酬福利或是勞動力等相關之情事。 

4.3.2 員工培訓： 

因應快速變遷的產業環境及技術發展，帆宣集團每年提供員工經費，

補助同仁學習，以創造具競爭與潛力的員工，使員工發揮所學、運用新知、

研發創造，達成豐碩的整體利潤。 

為提升員工素質及工作技能、加強工作之效率及品質，訂有『新進人

員引導辦法』、『教育訓練費用報銷及與補助管理辦法』及『人力資源管制

程序』，於新進員工到職及實施新進人員引導訓練；為維護工作安全，定

期舉辦工安訓練；規劃年度教育訓練計畫，針對各層級、各職能員工實施

一般訓練及專業性訓練，以期達到培訓優秀專業人才，進而提高營運績效

且有效開發利用人力資源。2020 年上半年避免群聚故暫停所有內訓實體課

程，將部分課程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下半年台灣疫情趨緩，再行緊鑼密

鼓的安排實體課程。在年度的課程安排上著重工程專案管理與中階主管管

理，以使工程專案運作有更好的品質並讓公司中堅的管理能量更強大。 

2020 年內外訓總參訓人次為 2345 人，內訓包含管理類、專業類、保

健通識類等各類課程以使員工能有更好的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的身心，外訓

課程則視各單位專業需求或法規相關需求進行安排。 

4.3.3 員工薪酬： 

人才是公司最重視的資產，配合公司績效表現，我們提供同仁符合勞

基法且在市場水準之上的整體薪酬及福利，讓每一位員工能安心工作並全

力發揮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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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宣集團薪酬的設計主要在於支持公司目標、有效招募、激勵與留

才。對外持續對薪資市場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並考量物價調整，以保有

整體薪資水準與競爭力。對內則期能對優秀同仁給予激勵、並符合內部的

公平性。此係結合公司營運目標以評估員工的工作績效與行為職能、貢獻

度及未來發展潛力等，來決定其總體薪酬，相關薪酬之規劃均不會因為所

屬據點、性別、之差異而有所不同。 

4.3.4 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 

(1)勞退舊制員工： 

帆宣科技員工之退休分為自願退休及強制退休兩種。員工在帆宣科技服

務滿 25 年或年滿 55 歲且工作滿 15 年以上或年滿 60 歲以上者得申請自

願退休。員工年滿 65 歲者或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得

強制其退休。退休金之給付計算方式，悉依勞基法之規定辦理。 

(2)勞退新制員工： 

帆宣科技員工選擇新制員工依勞工退休金相關規定按月提撥薪資 6%至

勞保局個人專戶，並為自願提繳員工依其自願提繳比例，代扣薪資提繳

至勞保局個人專戶。 

勞工年滿 60 歲，工作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

資未滿 15 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3)大陸子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每月依員工薪資總額提撥

一定比例金額作為養老保險金，其中一部分劃入社會統籌基金，由政府

統籌管理運用，其餘則撥入員工個人帳戶，保障員工老年時期的基本生

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 

(4)其他子公司係依照其所在地政府制定之相關勞動法令規範，依據員工薪

資額度，提撥一定比例金額做為退休金費用，以保障員工老年生活權益。 

4.3.5 勞資溝通協調 

公司能穩定地持續發展，有賴於同仁彼此間以及與公司的良好溝通，

創造友善的職場環境，藉以厚植人力資本。在提供一個安全及舒適的工作

環境及合理的薪酬福利外，也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去關懷員工的生

活，建立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促進勞資和諧。包含：定期與不定期的會

議溝通、舉辦各項內部教育訓練，學員間、學員與講師間相互回饋、. 每

年至少兩次績效管理諮商，讓每位員工與直屬主管討論工作現狀、績效、

個人專長與規劃未來職涯發展等、每季發送員工電子報及設置員工溝通信

箱以加強彼此之互信及互諒的良好關係。 

4.4 社會關懷 

為鼓勵員工參與地方活動，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與促進鄰里關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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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參與公益活動。如：與地方各公益團體合作舉辦義賣，總計 2020

年度全省共舉辦了 14 場的公益活動。並在台北、新竹兩地放置愛心零錢

箱，希望讓同仁能隨手發揮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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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宣科技認同【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推動社會公益之運作機制，曾

任理事長、榮譽理事長、會員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位，積極推動及參與各

項活動。 

年初再次參與了工研院所發起的「金鼠吉桔－科技公益積福企」義賣活

動，此活動自 2012 年發起，獲得多家企業的支持與響應，帆宣已連續九年支

持公益桶柑禮盒，在送禮的同時會特別向客戶介紹禮盒的故事，有許多客戶留

下深刻的印象，讓年節送禮串連起許多愛心暖流。今年度工研院志工們帶著

49 位學童前往芎林鄉果園，親身體驗採果樂趣，現場同時展示工研院研發之

「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讓學童們親身接觸最新的科技。 

今年度認購超過 1 萬 6 千斤新竹在地優質桶柑，同時將義賣差價所得全數

捐贈社福機構，此次義賣所得將捐贈新竹家扶中心、築心之家、心路社會福利

基金會、向陽公益基金會等 18 家等社福機構。。讓社福團體不孤單，在新的

一年，能有更好的照顧、學習與成長的環境。期望透過類似的活動能促進員工

之社會參與，用實際的行動關懷社會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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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團子公司方面，2020 年持續參與了中芯國際發起的「芯肝寶貝計畫」

公益活動，這是一個專門資助肝移植手術貧困兒童的公益專案，用實際的行動

回應慈善倡議，讓貧困的患兒重燃生命之火，見證業界夥伴對企業社會責任的

承諾和堅持。 

 

4.5 建教合作： 

公司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與學

校合作招收實習生，也是出於這樣的理念。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公司願意

提供資源和機會，幫助社會來培養人才，希望實習生藉著在公司學習和熏陶，

將來能夠獲得更大的發展和更好的前景。公司自 2004 年開始與學校進行產學

合作，從第一個輔仁大學產學合作教育，期間還包含與華夏技術學院建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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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參與「台德菁英計畫」；2015、2016 年均提供實習機會給予成功大學與遠

東科技大學的學生；2017 年起持續與遠東科技大學合作，2020 年提供遠東科

技大學電機系與南台科技大學機械系共 8 個建教合作的機會；同時亦有其他

個別詢問實習機會。他們或是整個學期來參與實作，或是放棄寒暑假的休閒

時間到企業來實習，相當值得嘉許及鼓勵。 

五、結語 

 

帆宣一路秉持永續經營之理念，與客戶及社會群體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善盡企業

公民責任及維持先進安全衛生環保水準，制定重要環安衛政策。注重人權、照顧勞工、

完善工作環境、反貪腐、善盡環境保護，每年度並如實呈報董事會之執行成果。 

  

帆宣謹遵 SA 8000 精神, 建立一個高效能系統管理組織的社會責任, 並向利害相

關者展現公司對於社會責任負責的承諾。我們承諾提供工作者: 持續改善工作條件、建

立健康職場、有效的勞雇溝通。承諾供應商：強化競爭力、獲得品牌商訂單、改善管

理能力、降低額外成本。承諾品牌商、企業：優於同業的商譽、建立可靠的供應鏈、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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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1.1 關於帆宣 4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4 營運概況 9 

102-3 總部位置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4 營運據點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2 公司沿革 5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3 經營理念 7 

102-7 組織規模 1.5 全球佈局 10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4.2 工作者資料 59 

102-9 供應鏈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27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本報告期間未有

重大變化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2.3 管理架構重大變

化及因應 

30 

102-12 外部倡議 3.5 獲獎紀錄 53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27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的話 3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3 經營理念 7 

倫理與

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4.1 勞動政策 58 

102-17 倫理相關之建議與關切事項的

機制 

4.1 勞動政策 58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19 授予權責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0 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

社會主題之責任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

和社會主題 

 未揭露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

成 

2.3 管理架構重大變

化及因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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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102：一般揭露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5 利益衝突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

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1.3 經營理念 7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1.3 經營理念 7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

衝擊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

角色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33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34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與總數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35 薪酬政策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2.1 公司治理架構 26 

102-37 年度總薪酬比率  未揭露  

102-38 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  未揭露  

利害關係

人溝通 

102-39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30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30 

102-41 團體協約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30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30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30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2.5 重大議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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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102：一般揭露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報告概況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1.5 

1.7 

全球佈局 

營運績效 

10 

21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2.5 

關於本報告書 

重大議題 

2 

31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2.5 重大議題 31 

102-48 資訊重編  無資訊的影響及

原因 

 

102-49 報導改變  無顯著改變  

102-50 報告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

人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5 GRI 內容索引  GRI Standards 指

標索引 

67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關於本報告書 2 

 

GRI 103：管理方針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2.5 重大議題 31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10 管理方針及其要

素 

23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1.11 管理方針的評估 25 

 

GRI 200：經濟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經濟績效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

價值 

1.7 營運績效 21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

其他風險與機會 

3.3 環境保護 35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他退休

計畫 

4.3 勞資關係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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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200：經濟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經濟績效 201-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1.6 趨勢與機會 15 

市場地位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

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4.3 勞資關係 60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最高管理階層

的比例 

4.2 從業員工資料 59 

間接經

濟衝擊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

發展及衝擊 

3.3 環境保護 35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影響 建構中   

採購實務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

例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27 

反貪腐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

點 

不適

用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

及訓練 

1.3 經營理念 7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

動 

不適

用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205-4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

的法律行為 

不適

用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GRI 300：環境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物料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不適

用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3.3 環境保護 35 

301-3 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3.3 環境保護 35 

能源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未揭

露 

涉及其他廠商機

密資料，不易統

計。 

 

302-3 能源密集度 3.3 環境保護 35 

302-4 減少能源的消耗 3.3 環境保護 35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3.3 環境保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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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300：環境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水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3-2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3.3 環境保護 35 

303-3 回收及再利用的水 3.3 環境保護 35 

排放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

放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5-3 其他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

放量 

未揭

露 

相關活動非本公

司可掌控，無法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3.3 環境保護 35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ODS)的排放 3.3 環境保護 35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

(SOx)及其他重大的氣體排放 

3.3 環境保護 35 

廢汙水

和廢棄

物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

排放水量 

3.3 環境保護 35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

物 

3.3 環境保護 35 

306-3 嚴重洩漏 3.3 環境保護 35 

306-4 廢棄物運輸 3.3 環境保護 35 

306-5 受放流水及/或地表逕流影響

的水體 

3.3 環境保護 35 

有關環

境保護

的法規

遵循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本報告期間無違

反環保法規事件 

 

供應商環

境評估 

308-1 利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不適

用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

及所採取的行動 

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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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400：社會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勞僱關係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4.2 工作者資料 59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

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4.3 勞資關係 59 

401-3 育嬰假 4.3 勞資關係 59 

勞資關係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不適

用 

  

職業安

全衛生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

生委員會中的工作者代表 

3.4 安全衛生管理 46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

工日數、缺勤等比例，以及因

公死亡件數 

3.4 安全衛生管理 46 

403-3 高職業疾病發生率與高職業風

險的工作 

3.4 安全衛生管理 46 

403-4 工會正式協定涵蓋的健康與安

全相關議題 

不適

用 

  

訓練與

教育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

時數 

4.3 勞資關係 59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4.3 勞資關係 59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

的員工百分比 

4.3 勞資關係 59 

員工多元

化與平等

機會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性 4.2 從業員工資料 59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

比率 

4.3 勞資關係 59 

不歧視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

行動 

4.1 勞動政策 58 

結社自

由與團

體協商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

風險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 

 本報告期間無此

情形 

 

童工 
408-1 營運據點或供應商使用童工之

重大風險 

 本報告期間無此

情形 

 

強迫或強

制勞動 

409-1 具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

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本報告期間無此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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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續) 

GRI 400：社會系列 

系列 項目 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保全實務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

之訓練 

不適

用 

保全人員採外包

制 

 

原住民

權利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4.1 勞動政策 58 

人權評估 

412-1 接受人權檢核或人權衝擊評估

的營運活動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1.3 經營理念 7 

412-3 載有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

查的重要投資協議及合約 

不適

用 

  

當地社區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

發展計畫的營運活動 

4.4 社會關懷 62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

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供應商社

會評估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2.2 客戶關係與公英

商關係 

27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

所採取的活動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公共政策 415-1 政治捐獻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顧客健康

與安全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

安全的衝擊 

2.2 客戶關係與供應

商關係 

27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

安全法規的事件 

 本報告期間無違

反情事 

 

行銷與

標示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1.9 品質管理系統 21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

示法規的事件 

 本報告期間無違

反事件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

件 

 本報告期間無違

反事件 

 

客戶隱私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

戶資料的投訴 

 本報告期間無此

項目 

 

社會經

濟法規

遵循 

418-9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

規定 

 本報告期間無違

反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