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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期間及發行

本報告書為欣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第五本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揭露資料為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
日止的企業社會責任績

效，本公司網站 http://
www.ardentec.com，
提供本報告書電子版供

下載。欣銓科技每年度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前一年度報告書於

105年 6月發行，下期
報告書預計於 107年 6
月出刊。

報告原則與綱領

本報告書遵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永續性報告指南

GRI G4及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AA1000 APS (2008) 當責性原則

標準之要求，逐項揭露欣銓科技之企業永續

成果，內容包含利害關係人回應、公司治理、

經濟、環境、員工、社會等不同面向執行績

效與成果，報告書由總經理審查確保涵蓋所

有重大考量面，經總經理批准後發行。

報告書中日期是以民國年紀錄，財務相關數

字是以新台幣計算並經會計師認可的資訊，

環境暨安全衛生的績效則是以國際通用及申

報主管機關的指標與數據來表述。

報告範疇

本報告書所揭露資訊範疇為欣銓科技台

灣總部、新加坡子公司及韓國子公司之

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本報告期間公

開收購射頻元件測試專業的全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近 64%股權，財務合併報表

包含全智科技 105年 9月份起之營收。

查證

本報告書委託第三方查證單位英國標準

協會台灣分公司 (BSI Taiwan Ltd.)查證，

符合 GRI G4 核心揭露等級與 AA1000 

AS保證標準第一類型中度保證等級，

BSI獨立保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件。

地址 30351新竹縣湖口鄉勝利村工業三路 3號
電話 03-5976688分機 1211 / 0933-2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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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位關心欣銓科技永續發展的好朋友：

董事長總經理

IV

欣銓科技自成立之始即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天

職。105年是欣銓科技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營運

結合永續性正式納入管理系統，並由董事會定期檢

視政策、發展方向、成效的第 6年，很高興與欣銓

科技的好朋友們分享欣銓科技發行的第 5本 (105

年度 )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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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於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指引越來越完

善，國際性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制定的行為準則受到半

導體產業廣泛的引用，我國政府發行的「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也與世界準則同步。

欣銓科技認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對企業社會責

任努力的方向，欣銓科技 105年遵循 EICC行為準

則 (EICC Code of Conduct) 最新版 (5.1版 ) 制定

了欣銓科技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此外，

欣銓科技也關注我國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各種期

待，因此，欣銓科技也制定了「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以及「誠信經營

守則」。欣銓科技以各守則隨時檢視在各面向的執

行表現及持續改善，我們也邀集供應商與我們以共

同的準則納入營業活動，以期形成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共同追求基業長青與環境永續的供應鏈。

欣銓科技以「A Testing Partner You Can Trust」

為使命，專注本業，藉由與客戶穩定成長的夥伴關

係，經營客戶、股東、員工以及社會的經濟面價值。

105年榮獲多家世界級客戶夥伴從全球供應商中評

選為極少數的「最佳供應商」之一。評選的要項包

含欣銓科技職業道德表現達到客戶最高的供應商標

準，同時在環境保護、企業社會責任、品質、成本

與服務等項目均展現卓越績效。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節能減碳是全球邁

向環境保護必需加速的單行道。雖然半導體測試業

是對環境消耗低的產業，我們在環境面仍不斷追求

改善的機會。除了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盤點外，並以

測試機台平均開機的耗能及廢棄物產出設定改善目

標，盡企業之能降低全球暖化帶來的風險衝擊。

員工是欣銓永續經營的重要夥伴，安全衛生與

人權是尊重與保障員工夥伴最基本的作為。我們積

極設置各種暢通無礙的溝通管道，並全面性地培育

員工夥伴正直、誠信經營的理念，構建員工夥伴與

客戶、供應商形成一個「共好社會」的產業。

員工夥伴深植欣銓科技「Ardent」的熱情基因，

台灣總部與海外據點的同仁們熱心公益、關懷社會

與環境，除了走出辦公室身體力行擔任志工、發起

愛心義賣，更擴及鄰里，邀請工業區學校師生共同

淨灘，帶領更大的社區範圍推展環境教育。

企業社會責任逐日受到高度的重視，其涵蓋的

經濟、社會、環境三大範疇給企業帶來正向的衝擊，

更細膩的人權尊重與關懷、更嚴謹的誠信經與治理

以及更積極的友善環境追求永續，是欣銓科技追求

經濟績效同等重要的努力方向，我們設置各種風險

管理機制，也結合產業鏈一起邁向社會永續發揮正

面影響力的企業公民。

經營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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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司概況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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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開發行企業。

欣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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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昇及寶慶廠共 4個廠區。

位居東北亞的韓國子公司以及東南亞的新加坡子公

司結合東亞的台灣總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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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源廠 鼎興廠

寶慶廠 新加坡廠

高昇廠

韓國廠

企業
價值

持續精進的精神，滿

足優質客戶的需求及

長期股東的期望

平衡人性與專業的需

求，帶動員工與公司

的共同成長

熱情創新

的態度，

在全球半

導體產業

中提供有

價值的關

鍵服務

堅持正派

經營，並

關懷社會

與環境永

續發展

1.2企業價值 

欣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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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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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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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公司組織 

薪資報酬
委員會

職安衛室 法務室

監察人

稽核室

品
保
系
統
本
部

財
務
管
理
處

資
材
處

人
資
服
務
處

營
運
本
部

資
訊
管
理
處

工
程
技
術
本
部

業
務
本
部

系
統
整
合
服
務
處

市
場
行
銷
處

新
事
業
策
畫
處 

股東會

董事會

總經理室

執行長

100%
Valutek,  

Inc.

100%
Valucom

Investment, Inc.

100%
ValuTest

Incorporated

100%
盛唐投資
有限公司

100%
欣銓半導體
有限公司

100%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100%
Ardentec

Korea Co., Ltd.

63.84%
全智科技 
（股）公司

欣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欣銓科技與 
關係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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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銓
服
務
項
目

晶圓針測服務

針測卡服務量產工程服務

量產前工程服務成品測試服務

WLCSP

1.4專業服務
欣銓科技秉持熱忱服務、專精的工程能力、精實

的現場管理，提供客戶完整的半導體測試解決方案，

包含量產前工程服務、量產工程服務、針測卡服務、

晶圓針測服務、成品測試服務、晶圓級封裝（Wafer 

Level Chip Scale Packaging，WLCSP）後段服務及

其他相關工程支援服務。

欣銓科技自行開發高度自動化的資訊平台，優秀

的工程團隊配合各類客戶需求打造客製化的資訊服

務，提供客戶從設計階段至量產階段的工程服務，可

快速導入量產，帶給客戶最大的附加價值。高度自動

化的測試生產，搭配嚴謹的品質系統、生產異常自動

即時警示系統，保證客戶產品生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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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產品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品 營收金額 業務比重%

晶圓測試 5,302,555 84.7

成品測試 819,715 13.1

其他 ※（設備出租） 138,152 2.2

合計 6,260,422 100.0

※ 機台租金收入 
含全智 9-12月營收

104及 105年測試服務銷售區域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4 105

台灣 1,644,883 1,420,208 

美國 2,553,538 2,659,984 

新加坡 530,004 617,074 

大陸 103,519 204,046 

其它 ※ 1,092,558 1,359,110 

合計 5,924,502 6,260,422 

※ 主要為歐洲國家
含全智 9-12月營收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全球半導體行業在 105年的銷售總額為

3,389億美元，是半導體行業內歷年最高的

年銷售額，比 104年總計成長 1.1％。延續

105的氣勢，國際產業機構對於 106年的前

景多是樂觀以對。然而美國、歐洲等地區瀰

漫保守的氣氛、中東地區政治紛擾依舊、加

上中國經濟成長、轉型趨緩，國際經濟不確

定性尤勝以往。因此雖然有好的預期，我們

仍將秉持著審慎的投資觀念，保持穩健經營

的腳步，持續精進客戶服務，提升自我競爭

力，以不斷精進的品質為競爭利器，持續為

客戶、股東及員工追求最大利益。

歐美整合元件製造公司（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IDM）大廠外包台灣

半導體製造是主流，並在地選擇專業封測夥

伴。欣銓科技擁有豐富的測試經驗及客製化

服務，獲得許多國際客戶青睞，在半導體測

試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國外營業額所

佔比例逐年提升。105年度邏輯及混合訊號

IC晶圓測試業務與安全控制、車用及通訊類

晶片測試均有顯著之成長，測試服務業務比

重接近 98%。

因應客戶需求以及佈局未來成長契機，

延伸測試服務範疇與提供更深化的客戶服

務，105年度公開收購射頻元件測試專業的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投資專精於晶

圓級先進封裝的瑞峰半導體製造廠商股份有

限公司，雙向延伸服務廣度，加強與客戶合

作的關係提升競爭力。 含全智 9-12月營收

104及 105年度財務績效（合併營收）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4 105

營業收入 5,924,502 6,260,422

營業成本及費用 4,777,464 5,193,836

營業淨利 1,147,038 1,066,58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1,517 1,830

稅前利益 1,188,555 1,068,416

所得稅費用 201,607 160,303

當期淨利 986,948 908,113

1.6 盈餘分配

依欣銓科技公司章程規定，年度決算有盈餘時，除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並提撥法定盈餘

公積百分之十及依法令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再就其餘額（含依法可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連同以

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行之。

105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893,172,437元，經民國 106年 3月 2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每股配發新台幣

1.25元現金股利，惟股利分配案尚需經 106年 6月 28日股東會通過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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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會員資格

廠區 會員

台灣總部

全球半導體聯盟

台灣半導體協會

中國工程師學會新竹縣分會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

新竹縣工業會

新竹縣新竹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新竹工業區區域聯防組織

新竹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車用電子 SIG交流會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新加坡廠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SBF）

Singapor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SIA）

韓國廠

Korea Customs Logistics Association

Eoyeon Hansan Industrial Complex 
Manager Association

GG Association of Foreign Invested 
companies  

Korea Fire Safety Association

Korea Energy Engineers Association

Korea Electric Engineers Association

1.7 發展策略與創新研發  

欣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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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近年的

研發資源與重心為車用 IC、安控 IC及物聯網

（IoT）相關 IC之測試技術，步向收成的階段。

加上既有可攜式產品之技術能力，技術能力更

趨全面。

IC測試的關聯技術領域，如資訊系統、物

流管理、自動化生產等，本公司皆注入研究並

將各領域技術成功整合，提供客戶整合性的產

品及服務。

資訊系統是持續的研發重點，發展方向為

提高產品品質、生產效率與降低測試成本多重目

標，並持續精進開發測試製程分析管理系統以及

測試機台即時監控系統，以滿足不同客戶之多樣

化需求及品質的要求。

欣銓科技 12吋晶圓測試產能持續成長，成

為測試同業最具規模的 12吋晶圓測試艦隊。欣

銓長期提供國內外諸多專業 IC製造公司量產測

試服務，也與上游的 IC設計公司合作，於客戶

產品設計階段提前開發產品測試程式，以加速

客戶產品進入量產。

測試服務一元化、尖端化、自動化等需求

已成趨勢，欣銓科技除與國內外產業鏈上下游

專業分工、策略聯盟，布局全球市場外，更成

立專利審查委員會，以發展尖端測試、先進 IT

技術與自動化技術等專利，持續精進創新研發

能量與服務，以完整且客製化的服務，朝「測

試驗證服務與技術開發領導品牌」的目標前進。

研發團隊及個人專利截至 105年度近 180 項，

其中 9項為 103年度、104 年度及 105 年度通

過之專利，有助於公司各項成品／半成品之測

試領域優勢再向前邁進一大步，成為領先業界

的測試技術專家。

1.8 榮譽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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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標準驗證／查證

起始年度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89年 ISO 9002 　 　

91年 QS 9000 　 　

92年 ISO 9001 　 　

93年
ISO 14001 　

　

　

　ISO/TS 16949

96年 OHSAS 18001 　ISO 9001 　

97年 ISO 27001 　 　

98年 TOSHMS
ISO 14001 　

　OHSAS 18001

99年

ISO 14064

ISO 27001
　

　

　

IECQ QC080000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

100年 　 ISO/TS 16949 　ISO 9001

101年 企業內部管控制度 ISO 14064 ISO/TS 16949

102年

CNS 15506註 1

　

Strategic Trade Shceme（STS）
Tier 3 Permit　

ISO 14001
Common Criteria（Site 
Certification）鼎興廠

OHSAS 18001
AA1000 AS

103年

ANSI/ESD S20.20 
Approved Contract Manufacturer 

and Trader（ACMT）
ISO 27001

Common Criteria（Site 
Certification）開源廠

TradeFirst & STP certificate
CP（Compliance Program）AA 

grade

ISO/IEC 17025
Common Criteria
（Site Certification）

Automatic Customs Approval

104年

Common Criteria（Site 
Certification）EAL 6註 2

ISO 22301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

105年 ISO 22301

註 1 104年起未繼續申請驗證

註 2 包含高昇廠資料機房、寶慶廠資料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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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榮獲

榮獲
榮獲

新竹縣政府 105年民
防團常年訓練，公司、

廠場防護團組「優等」

英國標準協會（BSI）頒發 2016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獎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for Mass fire Drill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頒發

金貿獎、重點拓銷市場

貢獻獎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Presented To 

For participating in 
 

Mass Fire Evacuation Drill 2016 

ARDENTEC BUILD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nedict Koh 

Chairman, Organising Committee 
Mass Fire Evacuation Drills 

23 September 2016 
Date 

105年度
獲獎紀錄



Sustainable Business Framework

永續發
展體系

2.1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題蒐集

2.4 關注議題矩陣圖

2.5 重大性議題考量面與邊界鑑別

2.6 利害關係人溝通

攝  康文仁／銀杏隧道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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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欣銓科技秉持提昇企業競爭力及兼顧社會永續發展的理念，建立重視道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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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如下：

• 重視道德與公司治理

• 遵循法規及國際準則規範

• 充分揭露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 發展永續環境

2.2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欣銓科技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總經理親自擔任委員會主任委員，成員由公司內跨部門高階主管

共同組成，進行欣銓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與推動，並於委員會下設立「公司治理」、「環安衛」、「人權

保護」及「社會參與」等專注四大面向之團隊，實踐欣銓科技推動永續經營的階段性與長遠目標，每年由總經

理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各面向執行成效。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負

責落實永續經營的目標，也

負有關注國內、國際企業社

會責任制度發展以及企業環

境變遷的責任，研擬因應及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永

續目標的措施，持續強化欣

銓科技建置的企業社會責任

管理體系，確保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不斷提升成效。

公司治理組

公司治理

商業道德

內稽內控

社會參與組

社區參與

弱勢關懷

教育支持

人權保護組

員工健康

薪資福利

供應鏈人權

環安衛組

安全衛生

環境保護

節能減碳

秘書處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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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題蒐集 

企業營運活動所對應之利害關係人類型與議題廣泛，欣銓科技建立與利害關係人之間透明、及時回應的多

方位溝通管道，以了解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及對欣銓科技的期許。

為鑑別營運活動相關之利害關係人、評估對議題的關注度及對本公司營運的衝擊度，我們每年以下列流程

進行利害關係人、重大性議題鑑別與評估，利害關係人的回應是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方向與規劃及永續發

展的重要參考。

關注議題蒐集

欣銓科技每年蒐集國內外相關

產業關注議題，並向各功能部門調

查，彙整為完整的關注議題。

利害關係人鑑別

各功能主管由其營運活動鑑別各議題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溝通方

式及管道。鑑別結果彙整出員工、客戶、政府及主管機關、供應商與

承攬商、投資人、配合機構、社區與債權人等八大類型利害關係人。

及
溝
通
方
式
調
查

利
害
關
係
人
種
類

議
題
重
大
性
分
析

關
注
議
題
蒐
集

與
衝
擊
邊
界
分
析

議
題
重
大
性
考
量
面

議題關注度調查

議題衝擊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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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與十大關注議題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員工 客戶

供應商與
承攬商

政府及
主管機關

投資人 配合機構註 債權人 社區

誠信經營        

成長潛力       

法令遵循        

機密資料保護       

尊重人權     

環境保護        

勞資關係     

客戶服務與滿意 　  　   　 　

技術能力與支援 　  　  

經營與獲利績效  　  

風險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品質與產品服務 　  　 

員工福利與薪酬   　 　 　 　

人才培育 　 　  

價格與交期 　 　  　 　

承攬商／供應商管理 　  　 　 　 　

註 配合機構包含會計師事務所、稽核單位、合作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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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關注度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完成利害關係人鑑別、溝通方式及管道調查後，接續以問卷方式由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

就與其相關之議題評估其關注度，提供本公司了解利害關係人與議題關注度的概貌。利害關係人對議題關注度

分析如下：

0 1 2 3 4

承攬商／供應商管理

人才培育

價格與交期

成長潛力

品質與產品服務

勞資關係

員工福利與薪酬

技術能力與支援

法令遵循

機密資料保護

客戶服務與滿意

風險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尊重人權

經營與獲利績效

環境保護

誠信經營

※ 關注程度說明： 0-不相關／不知道，1-稍為關注，2-關注，3-非常關注，4-極度關注

關
注
議
題

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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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衝擊度評估

本公司對於各類利害關係人對議題關注度的調查結果，進行議題對營運衝擊度的評估，評估結果如下，列為本

公司當年度營運的重要參考。

承攬商／供應商管理

環境保護

勞資關係

尊重人權

價格與交期

經營與獲利績效

職業健康安全

風險管理

員工福利與薪酬

人才培育

成長潛力

法令遵循

機密資料保護

客戶服務與滿意

品質與產品服務

誠信經營

技術能力與支援

※ 衝擊程度說明 : 0-不相關 /不知道，1-無，2-有，3-大，4-非常大

關
注
議
題

衝擊度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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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議題重大性矩陣圖 

整合利害關係人對議題關注程度與議題衝擊度內部合理性評估，歸納及排序出議題重大性分佈如下。 

品質與產品服務 10

尊重人權6

法令遵循7

技術能力與支援8

員工福利與薪酬9

風險管理5

誠信經營1

經營與獲利績效2

客戶服務與滿意3

職業健康安全4

價格與交期 15

環境保護11

勞資關係12

機密資料保護13

成長潛力14

人才培育16

承攬商/供應商管理17

高

關
注
度

低

1

高衝擊度

1

34

5
6

7

9 8

10

12

11

13

14

15

17

2

16

重大議題 其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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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重大性議題考量面與衝擊邊界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依據議題關注度及衝擊度的分析與評估，參酌公司實際情形後，鑑別主要重大性議題

相關的考量面及邊界如下表。

類別
重大性
議題 考量面 指標 章節

組織邊界（內） 組織邊界（外）

總部 新加坡 韓國 客戶
供應商與
承攬商

政府及主
管機關 投資人 債權人

經濟

經營與獲

利績效
經濟績效 EC1 1.5     

風險管理 經濟績效
EC2
EC8

3.6      

技術能力

與支援
經濟績效 EC8 1.7     

社會／勞

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職業健康

安全

職場健康

與安全

LA5
LA6
LA8

5.5     

員工福利

與薪酬
勞資關係 LA2 5.3    

社會／

環境

誠信經營
倫理與

誠信
SO7 5.4    

法令遵循 法規遵循 SO8 3.6    

社會／

產品責任

客戶

滿意度

產品及

服務標示
PR5 6.4    

品質與

產品服務

產品及

服務標示
PR5 6.3    

機密資料

保護
顧客隱私 PR8 6.2      

2.6利害關係人溝通
欣銓科技透過公司官網、年報、經營報告及每年出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與欣銓科技的利害關係人溝

通，期望與利害關係人透過及時、透明及雙向的互動，共同檢視並回饋欣銓科技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成

果。官網設有「聯絡我們」專區（http://web.ardentec.com/zh.php?m=137），方便利害關係人溝通關切議題

以及本公司回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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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及頻率

利害關係人
類型

溝通方式與
管道 每月 每季 每年 不定期

員工

勞資會議 　  　 　

工安窗口會議 　  　 　

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
　  　 　

內部網站電子

交流平台
　 　 　 

實體或網路意

見箱／電話／ 
Email

　 　 　 

公告 　 　 　 

部門會議 　 　 　 

客戶

會議或稽核 　 　 　 

客戶滿意度管

理及調查
　 　  　

拜訪及日常聯

繫
　 　 　 

企業官網 　 　 　 

供應商與

承攬商

承攬商職前

教育訓練
 　 　 　

供應商社會責

任與商業道德

須知

　 　  　

協議組織會議 　 　 　 

供應商／承攬

商稽核
　 　  　

會議及

日常聯繫
　 　 　 

政府及

主管機關

法規說明會或

公聽會
　 　 　 

財務報告 　   　

依要求提供相

關報告或回覆
　 　 　 

往來公文 　 　 　 

產業發展會議 　 　 　 

業務申報與

回覆
　 　 　 

利害關係人
類型

溝通方式與
管道 每月 每季 每年 不定期

投資人

股東會 　 　  　

法人說明會 　 　 　 

財務報告 　 　  　

公開資訊

觀測站
　 　 　 

企業官網 　 　 　 

會議及

日常聯繫
　 　 　 

配合機構

稽核 　 　 　 

會議及

日常聯繫
　 　 　 

產學合作及

企業實習
　 　 　 

債權人

資料提供或

問題聯繫
　 　 　 

會議及

日常聯繫
　 　 　 

財務報告 　 　 　 

社區

企業官網、

電子信箱
　 　 　 

社會公益活動 　 　 　 



Corporate Governance

攝  楊明德／墾丁風情

公司
治理

3.1 治理原則

3.2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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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治理原則 

欣銓科技
六大治理原則

提升資訊
透明度

尊重利害
關係人權益

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

保障股東
權益

強化董事會
職能

發揮監察人
功能

欣銓人以重視公司治理、胸懷熱情、關懷環境社

會永續，經營基業長青企業為使命。本公司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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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欣銓科技將環境保護、員工關懷及社會回饋等三

大永續發展面向納入公司治理，105年度董事會針對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情形進行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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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C準則等國內外相關法令與準則，

制定公司治理架構。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董事及監察

人選舉辦法、股東會議事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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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公司內規（http://web.ardentec.com/

zh.php?m=88）查詢。

年度財務報告由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併同營業

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送請監查人審查並出具審查

報告。

欣銓科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頒

布之「公開發行公司網路申報公開資訊應注意事項」

之規定，及時於公開資訊網路申報作業系統，揭露重

大訊息。

註 1 治理實務守則 : http://web.ardentec.com/zh.php?m=127

 誠信經營守則 : http://web.ardentec.com/zh.php?m=128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 http://web.ardentec.com/zh.php?m=126

3.2 董事會

欣銓科技董事會有九席董事，三席監察人。董事

中三席為法人董事，佔董事總席次之三分之一；為確

保董事會超然獨立，實質有效運作，其中三席為獨立

董事，佔董事總席次之三分之一。董事及監察人均具

有豐富專業背景及技術經驗。董事與監察人 12人中，

女性為 1人，佔 8.3%；男性為 11人為，佔 91.7%；

年齡分佈為 51~60歲 4人；61~70 歲 8人。 

秉持公司治理之考量，欣銓科技董事會成員、經

理人及管理人員均無與供應商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有交

叉持股之情形，董事會成員也沒有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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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科技董事名單

▼ 欣銓科技監察人名單

現職：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旺宏電子董事兼總經理

世界先進總經理

工研院電子所副所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博士

董事長

盧志遠

現職：本公司副董事長兼技術總監

本公司總經理

世界先進處長

德州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碩士

副董事長

秦曉隆

現職： 旺宏電子（股）公司副總經理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系

法人董事

旺宏電子
代表／趙炎海

華夏海灣塑膠總經理

台達化工總經理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化學博士

監察人

鄭大志

現職： 鈺創科技（股）公司產品暨
品質保證中心副總經理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所碩士

法人董事

珒聿投資
代表／甘萬達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芯國際 (股 )公司資深副總裁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博士

法人董事

盛唐投資
代表／宋建邁

現職：上海寶鋼氣體公司特別顧問

聯華氣體公司高級顧問

美國普萊克斯公司電子氣體亞洲區總經理

中普氣體（股）公司總經理

美國休士頓大學化工博士

獨立董事

陳大雄

現職：中原大學教授

中原大學副校長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財務管理博士

獨立董事

胡為善

永豐銀行個人金融事業群總經理

建華銀行個人金融事業群總經理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獨立董事

賈堅一

現職：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中區營運
中心營運長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經理

國立中興大學 財金所 EMBA 碩士

法人監察人

兆豐國際
商銀

代表／黃棟樑

現職：德茂興投資董事兼財務長

中國時報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

法人監察人

久疆投資
代表／章晶

現職：本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世界先進處長

工研院電子所副組長 
德州理工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董事

張季明

攝  Thawdar Htet／ The Art of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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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董事會運作遵循法令及本公司制定之

「董事會議事規範」執行。遵循「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及履行公司誠信經營之精神，董事會涉

及董事規範訂定自行迴避事項或自身利害可能與公司

利益相關的議案，均依照規定迴避，不參與討論及表

決，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內部控制制度完備，監察人及內部稽核主管列席董

事會，並不定期邀請會計師參與董事會。公司之營運、財

務及公司治理等資訊都及時揭露，以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

點」的規定，每年安排董事會進修以增進職能。董事

會成員之進修時數、範圍、體系與董事、監察人出席

狀況均於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3.3 高階薪酬政策 

欣銓科技董事會設置三位獨立董事組成的薪資報

酬委員會，訂定董、監事及經理人績效與薪資報酬之

相關政策、制度，並定期評估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的薪資報酬，達到薪酬合理性與吸引留任優秀人才，

105年度委員會共召開 3次會議，並依會議決議擬定

建議案，提報董事會核議。

欣銓科技經營團隊之薪酬不分性別、年齡，視其

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同時參酌國內外業界之水準，

反映個人與團隊績效，審慎訂定之，以達攬才、激勵

與留才的目的。

董事及監察人酬金分為車馬費及董監酬勞，車馬

費係依董事會實際出席支付。董監酬勞係依據分配年

度獲利狀況及公司章程所訂分配成數，經董事會決議

後提報股東會。經理人之薪資係以該職位於同業薪資

之水準，並參酌公司內該職位的權責範圍以及對公司

營運目標的貢獻度決定；員工酬勞則依年度獲利狀況

及公司章程所訂分配成，經董事會決議後提報股東會。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註 2之薪資報酬均經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於年報揭露。董事會討論

薪酬提案時，當事人均依照法令規定，利益迴避不參

與討論及表決。

欣銓科技公司依章程規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註 3之

百分之十二分派員工酬勞及以百分之三分派董事及監

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欣銓

科技 105 年度分派董監酬勞為 37,563,277元，員工

酬勞為 150,253,107元。

3.4 道德規範

欣銓科技秉持「A Testing Partner You Can Trust」

的理念，除了表現在我們的技術服務，也表現在我們

的各類營業活動和員工工作相關的行為。

欣銓科技堅持誠信經營，訂定員工的行為準則與

道德守則。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貪污、敲詐勒索及挪

用公款或其他可能導致公司重大損失的行為之行為，

拒絕提供或接受任何不當利益，遵守公平交易，不以

不實廣告等非法形式參與市場競爭。所有員工到職後

均需接受道德規範及反貪腐訓練，嚴格禁止任何人對

申訴或舉報者有任何報復行為，截至 105年 12月 31

日止，欣銓科技全體員工已全數完成道德規範及反貪

腐訓練。105年度台灣總部以及海外營運據點部門及

以上主管和對外業務相關人員全數完成「利益衝突申

報」。105年度並未發生任何貪污之情事。

欣銓科技簽署客戶企業社會責任及商業道德承

諾，展現欣銓科技對商業道德規範的認同與支持。

違反道德誠信處理

本公司設有從業道德舉報專線（電話 : 03-5976688  分

機 1211）及專用信箱（grievance@ardentec.com）並

公告於公司官網，提供員工或外部人於發現違反道德、

法令或組織誠信相關問題時，可具名或匿名申訴／舉

報，舉報案由人資服務處負責進行調查及呈報，若被舉

報人為委任經理人或更高層級成員，由人資服務處轉呈

總經理或董事長裁決調查單位。申訴／舉報經調查屬實

的情形，違反者若為員工，依本公司「員工獎懲辦法」

懲處；若違反者為供應商，將排除合作關係，若有違反

法令情形則依法處理。

註 2 經理人含協理級以上主管以及財務長

註 3 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
事及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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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內部控制
欣銓科技為確保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及相關法令規章之

遵循等目標，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建立、實施和

維護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室配置適任及適當稽核人

員，隸屬董事會。稽核室依規定擬訂年度稽核計劃

並由董事會核准，據以進行各作業項目查核並提出

改善建議。稽核報告經董事長簽核後送請獨立董事

及監察人查閱，並於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經由稽

核作業之執行，以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履行內部

控制與風險管理責任。

督促內部各單位及子公司辦理自行評估，並覆

核各單位及子公司之自行評估報告，據以判斷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每年必需稽

核之項目進行查核：

包括法令規章遵循事項、取得或處分資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

書或提供保證之管理、關係人交易之管理、對

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

理、資通安全檢查、銷售及收款循環、採購及

付款循環、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及薪資報

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等項目。

除上述外，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將部份營運

循環及控制作業列入年度稽核項目進行查核。

105 年度稽核重點

3.6風險管理 

完善的風險管理與適當

的危機處理旨在保護利害關

係人權益，欣銓針對各類作

業訂定風險評鑑及作業規範

管理風險。 

欣銓專注測試本業，不從事任何高槓桿或高風險投資。欣銓與各子公司以嚴謹的成本效益管理制

度，隨時注意對營運及獲利潛在之風險。管理及整合因應產業市場景氣變化的各種策略，務求本業

經營績效及獲利之最佳化。每年度稽核室及會計師均展開深入的稽核，檢核及防範可能的財務風

險，並定期公布會計師查核報告、召開股東會及不定期法人說明會，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相關

財務風險資訊。官網及時揭露財務、業務等消息，提供利害關係人財務風險管理相關訊息。
財務風險

• 資訊風險 ISO 27001 • 營運風險 ISO 22301

風險類別 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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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重大投資及供應商人權 

欣銓科技 105年度 7月起公開收購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105年 12月份取得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近 64%股權。全智科技為台灣公開上市公司，勞資關係及人權受到台灣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的保護且完

全符合法令要求。欣銓科技子公司均充分遵守當地勞動及人權相關法規，並沒有人權保障不足之虞。

欣銓科技主要重大投資為各項設備及軟體。欣銓科技的主要設備供應商為美、日廠商，屬於人權法規完善

及保護度高的開發國家。不需將人權法規列入過濾供應商之條款。除設備外，欣銓科技均以在地採購供應營運

所需。105年度欣銓科技並無新的重要供應商加入。

訂立「環境考量面／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程序」對可能導致人員受傷、疾病、財產損失、工作場所環境損

害或前述各項組合之潛在傷害的來源，鑑別危害的存在及特性，以控制並持續改善。鑑別的風險等級及評

估結果反饋為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管理方案的持續改善。

訂立「緊急應變計畫」因應可能發生的災害，各廠區編制緊急應變小組，定期舉辦緊急應變演練及消防逃

生演練，透過持續教育訓練與宣導，養成員工緊急應變能力及安全觀念，降低造成意外事故的災害風險。

全球氣候變遷形成頻繁的氣候異常，有造成生產中斷之風險。本公司訂定「緊急應變管制程序」，對颱

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制定應變機制，以確保天然災害發生時，員工與營運都在妥善應變的安全狀態，避

免氣候異常造成衝擊。

安全風險

為確保科技產業智慧財產的保護及正確使用，訂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作業規範」。 本公司設置法務室對
影響營運狀況的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或與營運相關的專利，隨時密切注意。亦訂定「法規鑑別作業

程序」鑑別各業務相關的法令，各單位必須定期實施法規符合度評估，隨時配合調整公司內部制度及營

業活動，確保公司運作的合法性與適法性。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每半年進行成效審查。

欣銓科技要求全體同仁確實遵循資訊安全之規範及要求，並落實維護資訊安全事項以確保客戶與公司之

資訊及設施安全。資訊為科技產業及客戶的命脈，為達到資訊安全的嚴謹保護，訂有「資訊安全手冊」

等資訊安全相關文件，每年進行全體員工資訊安全教育。

所有系統開發維護、資料存取、備援機制、病毒及網路入侵均有嚴密的防護措施。機房設有自動滅火系

統、不斷電系統、門禁系統及視訊監控措施。

「資訊安全委員會」制定多元資訊安全保護作業，定期進行風險評鑑。委員會每半年進行管理審查，持

續進行改善。本公司於 97年通過「ISO 27001」標準驗證，截至 105年度台灣總部鼎興廠、開源廠、
高昇廠資料機房、寶慶廠資料機房及新加坡廠均通過 Common Criteria 驗證。欣銓科技深厚的資訊保
護安全系統及實體安全系統做為護網，截至 105年度未曾發生任何商務資料或個人資料外洩造成客戶
抱怨的情事。

法律及 
智權風險

資訊風險

風險類別 風險管理策略

訂定「供應鏈風險評估辦法」以避免所需資源供應鏈中斷風險。

為免除任何營運中斷的風險以保障營運持續及利害關係人權益，104年新加坡廠、105年台灣總部 4 個
廠均通過營運持續管理系統（BCMS）國際標準「ISO 22301」驗證。

「營運持續政策」及「營運持續管理手冊」等文件是全體員工遵循的指引，當營運持續以及營運中斷事

件發生時，如何確保重要營運流程不受重大災害、人為破壞或設備故障之影響。全體員工每年接受營運

持續管理教育訓練以降低人為風險。

「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定期進行營運衝擊分析（BIA）、風險評鑑（RA）、災害演練。委員會每年進
行營運持續管理系統內部稽核，進行監控、量測、分析及評估。主管落實日常管理作業，觀察內外部環

境之變化，對潛在風險可能產生衝擊時，遵循營運持續管理系統中的因應對策及計劃，降低營運中斷發

生之機率以確保營運持續管理系統的有效性。

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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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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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

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主要包含環境系統標準查核、污染預防、環境監測。合作單位包含公正第三方的查證

單位，以及資源回收、專業廢棄物清運與環境監測單位。

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104年 105年

104年

105年
%

單位：新臺幣（元）

台灣廠

合計

新加坡廠

韓國廠

116 %
3,250,994

635,966

1,042,618

1,368,077

3,770,847

738,538

123 %
106 %

76%

1  台灣總部 104年投資 $4,060,000擴充與升級廢水處理設備處理晶圓級封裝（WLCSP）製程增加的廢水，為一次性擴充，未計入上表
104年度之統計。

2  新加坡廠 105年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下降原因如後 : ISO14001及 ISO18001 不是重審年度僅需追踪，費用較低；溫室氣體盤查費用調
低；WLCSP 製程中止無廢水處理；以及經勞動部豁免環境噪音的測試而無測試費用

環境政策

遵守法規及國際準則

致力環境保護 ，推動
節能減碳及資源永續

利用 ，持續改善環境
績效，發展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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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綠色管理系統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與公司所屬產業鏈特性，

欣銓科技建置整合管理系統，設有環保專責人員，負

責擬定、推動及維護環境管理制度與行動方案，檢視

整體營運流程，從源頭減量做好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管理。

環境管理系統 

欣銓科技致力節約能源、環境保護的實踐，從推廣

珍惜地球資源的觀念，到落實於日常生活的具體作為，

全體共同為守護地球盡一份心力。台灣總與新加坡及韓

國子公司全數通過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欣銓科技也關注客戶與承攬商供應鏈管理、低耗

能服務研發等，讓欣銓科技的環境政策有更多面向的

發展。未來也將環境會計概念納入內部管理制度，除

了辨識欣銓科技每年環境費用的支出外，並進行可能

產生相關效益的評估與統計，以持續推動環境改善。 

105年，欣銓科技總部、新加坡子公司及韓國子

公司均無發生重大洩漏、環境污染相關罰鍰或訴訟等

環境破壞成本產生。

環境管理目標與成效 

能源、水資源消耗及廢棄物產生在半導體測試業是與測試設備的使用數量正相關，欣銓計算年度平均每開

機測試機台對能源、水資源消耗及廢棄物產出，設定節能節廢環境管理每年減少 1%為目標。

• 韓國廠• 台灣總部

ISO14001證書

• 新加坡廠

• 環境監測
• 環境系統標準查核

• 廢棄物與污水專業處理
• 環境系統指標建置

• 環境系統標準訓練
• 環境教育講座

• 戶外環境保護教育活動

污染
防治

教育
訓練

環境
評估

環保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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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溫室氣體及水資源管理成效  平均每開機測試機台

104年 105年 減少%

電力

（度）

台灣總部 133,014 130,198 2.1

新加坡廠 147,660 143,194 3.0

韓國廠 142,567 122,863 13.8

溫室氣體

（公噸）

台灣總部 70 69 1.4

新加坡廠 64 66 -3.1

水

（公噸）

台灣總部 303 298 1.7

新加坡廠 275 251 8.7

韓國廠 187 185 1.1

廢棄物減量成效 單位 : 公斤／平均每開機測試機台

103年 104年 減少%

生活垃圾

（公噸）

台灣總部 109 103 5.5

新加坡廠 41 48 -17.1

韓國廠 119 88 26.1

廢塑膠

（公噸）

台灣總部 28 32 -14.3

韓國廠 12 16 -33.3

廢紙

（公噸）

台灣總部 註 8 13 -62.5

韓國廠 24 22 8.3

註  台灣總部 104年下半年作廢機密文件遞延至 105年報廢，致 105年增加 62.5%，新加坡廠廢紙以資源化處理，因此無紙類廢棄物。

有害物質管理

欣銓科技訂定「無危害物質政策」，定期執行內部稽核、每半年進行管理審查「無危害物質目標」，台

灣總部 4個廠皆導入 IECQ QC 080000 危害物質過程管理制度並通過驗證，各類營運活動均符合歐盟 EU 

RoHS、REACH等國際環保法規，並積極建立危害物質管理程序，確保欣銓科技提供之服務符合國際法規及

客戶對有害物質管理與綠色產品的要求。

•

•
•

•

  Applicable to: 
European Directive 2011/65/EU (“RoHS –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ts amendments
Other Identified Hazardous Substances
European Directive 2015/863/EU (amend Annex II to EU RoHS 2 (Directive 2011/65/EU) to Restrict 4 New
Phthalates: DEHP, BBP, DBP and DIBP  

IECQ QC 080000:2012 -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IECQ)
cover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rules and details of the IECQ visit www.iecq.org

IECQ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IECQ Certificate No.: IECQ-H ULTW 10.0023-01 Issue No.: 6 Status: Current

            Additional Site to Certification:  IECQ-H ULTW 10.0023        Originally Issued: 2010/08/04

Supersedes: IECQ-H ULTW 10.0023-01 Issue 5 Issue Date: 2016/07/22 Site Added: 2010/08/04

CB Reference No.: TW-HSPM-1421-1 Expiration: 2019/08/03

Ardentec Corporation
No. 24, Wen-Huah Rd.,

Hsin-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Hsin-Chu Hsien, 30352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related processes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for IECQ
HSPM organization approval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ules IECQ 01 and Rules of Procedure
IECQ 03-5 "IECQ Hazardous Substances Process Management" of the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IECQ),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ECQ Specifica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applicable to al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the following scope of activities:

The manufacture of integrated circuit device trimming and WLCSP. The production testing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File Number: 20000173 QC

Issued by the Certification Body: DQS Group - DQS Taiwan Inc.
8th Fl., 23, Yuan Huan West Road,
Feng Yu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Authorized person:
Rock Chang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maintained through on-going surveillance audits by the
IECQ CB issuing this certificate.

This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may be suspended or with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IECQ System and its Schemes.

This certificate and any schedule(s) may only be reproduced in full.
This certificate is not transferable and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the issuing IECQ CB.

The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of this certificate may be verified by visiting www.iecq.org

-- Attached Translation: - None -- IECQ-H Rev. 08

•

•
•

•

  Applicable to: 
European Directive 2011/65/EU (“RoHS –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ts amendments
Other Identified Hazardous Substances
European Directive 2015/863/EU (amend Annex II to EU RoHS 2 (Directive 2011/65/EU) to Restrict 4 New
Phthalates: DEHP, BBP, DBP and DIBP  

IECQ QC 080000:2012 -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IECQ)
cover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rules and details of the IECQ visit www.iecq.org

IECQ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IECQ Certificate No.: IECQ-H ULTW 10.0023 Issue No.: 5 Status: Current

Supersedes: IECQ-H ULTW 10.0023 Issue 4 Issue Date: 2016/07/22 Org Issue: 2010/08/04

CB Reference No.: TW-HSPM-1421 Expiration: 2019/08/03

Ardentec Corporation
No. 3, Gungye 3rd Rd., Hsin-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Hsin-Chu Hsien, 30351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related processes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for IECQ
HSPM organization approval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ules IECQ 01 and Rules of Procedure
IECQ 03-5 "IECQ Hazardous Substances Process Management" of the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IECQ),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ECQ Specifica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applicable to al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the following scope of activities:

The manufacture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trimming. The production testing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File Number: 20000173 QC

Issued by the Certification Body: DQS Group - DQS Taiwan Inc.
8th Fl., 23, Yuan Huan West Road,
Feng Yu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Authorized person:
Rock Chang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maintained through on-going surveillance audits by the
IECQ CB issuing this certificate.

This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may be suspended or with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IECQ System and its Schemes.

This certificate and any schedule(s) may only be reproduced in full.
This certificate is not transferable and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the issuing IECQ CB.

The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of this certificate may be verified by visiting www.iecq.org

-- Attached Translation: - None -- IECQ-H Rev. 08

•

•
•

•

  Applicable to: 
European Directive 2011/65/EU (“RoHS –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ts amendments
Other Identified Hazardous Substances
European Directive 2015/863/EU (amend Annex II to EU RoHS 2 (Directive 2011/65/EU) to Restrict 4 New
Phthalates: DEHP, BBP, DBP and DIBP  

IECQ QC 080000:2012 -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IECQ)
cover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rules and details of the IECQ visit www.iecq.org

IECQ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IECQ Certificate No.: IECQ-H ULTW 10.0023-02 Issue No.: 5 Status: Current

            Additional Site to Certification:  IECQ-H ULTW 10.0023        Originally Issued: 2010/08/04

Supersedes: IECQ-H ULTW 10.0023-02 Issue 4 Issue Date: 2016/07/22 Site Added: 2010/08/04

CB Reference No.: TW-HSPM-1421-2 Expiration: 2019/08/03

Ardentec Corporation
No. 9, Renyi Rd.,

Hsin-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Hsin-Chu Hsien, 30352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related processes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for IECQ
HSPM organization approval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ules IECQ 01 and Rules of Procedure
IECQ 03-5 "IECQ Hazardous Substances Process Management" of the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IECQ),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ECQ Specifica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applicable to al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the following scope of activities:

The manufacture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trimming. The production testing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File Number: 20000173 QC

Issued by the Certification Body: DQS Group - DQS Taiwan Inc.
8th Fl., 23, Yuan Huan West Road,
Feng Yu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Authorized person:
Rock Chang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maintained through on-going surveillance audits by the
IECQ CB issuing this certificate.

This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may be suspended or with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IECQ System and its Schemes.

This certificate and any schedule(s) may only be reproduced in full.
This certificate is not transferable and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the issuing IECQ CB.

The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of this certificate may be verified by visiting www.iecq.org

-- Attached Translation: - None -- IECQ-H Rev. 08

•

•
•

•

  Applicable to: 
European Directive 2011/65/EU (“RoHS –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its amendments
Other Identified Hazardous Substances
European Directive 2015/863/EU (amend Annex II to EU RoHS 2 (Directive 2011/65/EU) to Restrict 4 New
Phthalates: DEHP, BBP, DBP and DIBP  

IECQ QC 080000:2012 -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IECQ)
cover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rules and details of the IECQ visit www.iecq.org

IECQ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IECQ Certificate No.: IECQ-H ULTW 10.0023-03 Issue No.: 2 Status: Current

            Additional Site to Certification:  IECQ-H ULTW 10.0023        Originally Issued: 2010/08/04

Supersedes: IECQ-H ULTW 10.0023-03 Issue 1 Issue Date: 2016/07/22 Site Added: 2015/02/02

CB Reference No.: TW-HSPM-1421-3 Expiration: 2019/08/03

Ardentec Corporation
6th Floor, No. 12, Guangfu N. Rd.,
Hsin-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Hsin-Chu Hsien, 30351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related processes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for IECQ
HSPM organization approval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ules IECQ 01 and Rules of Procedure
IECQ 03-5 "IECQ Hazardous Substances Process Management" of the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IECQ),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ECQ Specifica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applicable to al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ssembl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for the following scope of activities:

The production testing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File Number: 20000173 QC

Issued by the Certification Body: DQS Group - DQS Taiwan Inc.
8th Fl., 23, Yuan Huan West Road,
Feng Yua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Authorized person:
Rock Chang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is maintained through on-going surveillance audits by the
IECQ CB issuing this certificate.

This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may be suspended or with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IECQ System and its Schemes.

This certificate and any schedule(s) may only be reproduced in full.
This certificate is not transferable and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the issuing IECQ CB.

The Status and authenticity of this certificate may be verified by visiting www.iecq.org

-- Attached Translation: - None -- IECQ-H Rev. 08

• 開源廠 • 高昇廠• 鼎興廠 • 寶慶廠

有害物質管理 QC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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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直接或間接衝擊自然生態，溫室氣體減量為減緩氣候變遷和全球暖化的重要策略。

日益嚴苛的碳排放管制國際公約或法規將間接形成企業貿易之門檻，能源的減量及效率的提升是降低營運成本

的重要措施。溫室氣體有下表三種排放源。

排放 盤查項目 範圍 來源

直接

生產製程排放、緊急

與移動排放來源等，

包含 CO2、CH4、

N2O、HFCS、PFCS、

SF6等氣體

電力、熱或蒸汽或其他化石燃料衍生的能源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
緊急發電機用（汽）柴油

擁有控制權之交通運輸的溫室氣體排放。
貨車、公務車燃料使用（汽）

柴油

逸散性溫室氣體排放源。

化糞池甲烷、空調設備冷媒、

滅火器之二氧化碳、電氣開關

使用之 SF6

生物、物理或化學等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之製程。 化學藥品反應

間接

外購電力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包含

CO2、CH4、N2O等

外購的電力、熱、蒸汽或其他化石燃料衍生能源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外購電力

其他

間接

非屬自有或可支配控

制之排放源所產生之

其他間接排放。

組織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而來自於其他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溫室

氣體排放。

員工通勤差旅交通、外部組織

如承攬商、委外膳食（燃料）、

污水處理、廢棄物處理等間接

排放。

以上溫室氣體類型僅依欣銓科技營業特性劃分盤查項目，不代表欣銓科技全數皆有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欣銓科技台灣 4個廠區及新加坡廠採用 ISO 14064-1 標準每年以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週期盤查溫室

氣體排放，藉由盤查的數據化指標了解營運活動所對環境的影響及衝擊，並做為持續減碳行動計畫與目標的對

照基礎與策略參考。

韓國子公司目前營運量小，溫室氣體排放量甚小，待營運量成長有溫室氣體排放之衝擊時納入溫室氣體

盤查。

欣銓科技營運主要使用能資源為電力及貨物運輸。根據盤查結果，主要為 CO2及 CH4與 N2O排放為

24小時測試機器運轉之電力衍生間接碳排放，其次為空調系統冷媒逸散之 HFCs氣體及少量測試機台使用的

PFCs氣體（C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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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間接

直接

單位／公噸 CO2e

總計
台灣總部

57,358

新加坡廠

4,489

412 856,946 4,481

 
1  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含 CO2、CH4、N2O、HFCS、PFCS 等 5 類。

2   營運過程無 SF6及 NF3氣體排放。105年排放少量蒙特婁協議管制之 R123、R22、HCFC-141b、HCFC-124等 4 種氣體。

105年度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證書 4.4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節能方案

半導體測試產業是低耗能行業，但欣銓科技仍以涓

滴成河的努力，尋求營業活動中每個可以持續節能的機

會。各廠區積極推動節能節電行動，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指派管理各項動力相關設備與提供水、電、氣等

能資源之廠務部門，整合品管圈概念（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成立跨廠區節能小組，透過計畫性及

整合性管理，追求基礎設施優化及節能化目標。

105年度台灣總部及韓國廠共節電 257,976度，減

少 129.5公噸 CO2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105 年節電專案推動計畫及成效

廠區 節能專案 節電（度） 節電（NT$） CO2減排（公噸）

總部

減少 Dryer 再生次數
更改既有的 Dryer排氣管線，減少
再生的次數及耗電，達到節能效益。

114,461 264,405 59.6 

MAU 安裝 
節能水洗加濕設備

以水濂式加濕設備取代電熱式加濕

器，運用低耗能的加濕方式達節能

及提高加濕的能力。

54,864 126,736 28.6 

韓國 Pcw Pump Stop 88,651 273,559 41.2

合計 257,976 664,700 129.4

• 台灣總部

• 新加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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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

單位 台灣總部 韓國廠

用電轉換率公告單位 經濟部 環境部

計電單位／度 每小時千瓦 每小時千瓦

二氧化碳（CO2）排放／公噸 千瓦‧小時 x 0.521 千瓦‧小時 x 0.4653

電價／度 NT$2.31 韓圜 111 

欣銓科技各個營運點的點員工有志一同，從

日常生活的小地方做起，透過員工日常工作型態

的點滴改變，養成全體員工的減碳生活，成為環

保小尖兵。

照明及空調減化

空調和照明開關時段分區控制及管理，養成

日常節能減碳行動，例如：夜間及假日照明與空

調進行節能措施，集中夜間、假日值班人員工作

區，推行隨手節能，員工離開辦公室依管制圖關

掉區域照明及空調。

設置走道光感應開關，當戶外光線充足時自

動關閉照明；較少人走動的走道紅外線感應人員經

過時才啟動照明，將不必要的照明耗能降至最低。

資訊管理系統節能

資訊管理載具統一設定節能措施，所有電腦

未使用時降低螢幕亮度、啟動螢幕保護機制與休

眠等方式降低電腦耗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降低地球暖化的生活

健康、低碳、綠生活的「週一無肉日」

105年「週一無肉日」政策邁入第 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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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減少 10%的畜牧產品消耗，減緩對

地球暖化的傷害，也讓員工從飲食實踐健康‧低碳‧

綠生活。 

保護森林，只用無漂白再生紙

欣銓科技只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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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產生的負荷。少了漂白製漿過

程可減少空氣污染及水污染，對環境的污染傷害更小。

105年共使用 69,120卷再生衛生紙及 23,240包再生擦

手紙，合計減少 7.85公噸 CO2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減少碳排放計算（參考：正隆造紙廠）:使用原生

紙產生之碳排放量扣除使用再生紙產生之碳排放量，乘

以使用數量。

• MAU 安裝節能水洗加濕設備 • 減少 Dryer 再生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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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環境資訊揭露

欣銓科技的營運流程主要消費環境資源為 24小時運轉測試機台使用的電力，其次為廠房運轉、機器冷卻

用水、運輸與人員活動的水、電、石油、冷媒等能源消費與少量廢棄物產出。

營運內容與衍生之環境、能源消費關係

溫室氣體排放
104年 105年

直接排放量 375 420

間接排放量 58,804 61,427

總排放量 59,179 61,847

水
104年 105年

❿ 廢水排放  107,629 111,938

廢棄物清理
104年 105年

❼ 一般事業廢棄物 136 192

❽ 有害事業廢棄物 1 4

廢棄物資源化
104年 105年

紙類 41 39

塑膠類 36 21

能源
104年 105年

❶ 柴油 公升 2,562 8,788

❷ 電 度 120,478,938 124,855,871

電力強度 度 /百萬營業額 20,336 19,944

水
104年 105年

❸ 用水量 264,692 275628

回收水 21,071 20,872

包裝材料
104年 105年

❹ 紙箱 121,020 159,630

❺ 緩衝材 24,192 53,290

❻ 鋁箔袋 23,738 20,364

回收再使用
104年 105年

晶舟盒 (12吋 )  58 81

紙箱 (8吋 ) 98 75

紙箱 (12吋 ) 64 60

營運活動 排放使用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斤

%

公噸 CO2e

⓫

❾

公噸

❶ 緊急用發電機（例行性運轉測試或年度歲修、停電）

❷ 測試機台與辦公用電

❸ 空調與一般生活用水

❹ 晶圓及 IC出貨

❺ 晶圓或 IC出貨緩衝材

❻ 晶圓成品出貨用鋁箔袋，抽真空隔絕空氣、避免成品氧化

❼  包裝材料、機密文件、生活垃圾及污泥等；有害事

業廢棄物

❽ 代客戶處理報廢 IC、晶圓、清洗針測卡鹼液等

❾ 主要為電力之間接排放

❿ 空調冷卻廢水、生活用水及製程廢水

⓫ 晶舟盒及出貨紙箱重複利用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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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氣候變遷與機會

隨著全球暖化、能源危機、氣候變遷日益嚴重，相關法規要求將越來越嚴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是氣

候變遷管理首要任務。半導體測試以專業技術及測試機台為主要服務資源，主要使用能源為電力。氣候變遷造

成不可抵擋的能源及環保成本逐漸提升，欣銓科技遵循政府相關環保規範，對整體營運流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與減量、水資源盤點管理及廢棄物減量／回收等各項改善措施，同時致力節能專案，朝環境消耗最低化、成本

最佳化管理，降低氣候暖化的衝擊，以提升競爭力及達成環境永續目標。。

4.7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使用

欣銓科技營運用水主要為測試區 24小時空調冷卻用水，其次為生活及消防用水。

105年台灣總部、新加坡廠及韓國廠用水量總計 275,628公噸。 

  

104年度及 105年度水資源使用

新加
坡廠

19,521

17,082

88%

韓國
廠

7,666

9,265

121%

104年

105年

單位／公噸

台灣
總部

237,505

249,281

105%
104%

264,692

275,628

合計

※  105 年用水量

台灣總部： 增加 5%，係因應產能需求於寶慶廠擴增一層樓潔淨室空調冷卻用水量增加所造成
新加坡廠：用水量減少係因空調用冷卻水以回收水替代一般用水

韓國廠：較增加 21%，係因夏季均溫升高致空調系統冷郤水增加

※  取水水源

台灣廠區：自來水廠之新竹寶山第二水庫

新加坡廠： 工業使用主要政府規劃之廢水處理後之再生水，民生用水主要來源為雨水、海水淡化
韓國廠：振威川及八堂水垻

以上取水水源均為營運據點政府規劃之供水取水點，並無造成環境或物種負面衝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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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成果

即使用水量不多，欣銓科技對水資源也是本著

「減量、回收、再利用」的觀念努力，持續進行用

水及節水設施汰換及落實管理，透過回收空調冷凝水

及製程排放 RO廢水補給空調冷卻水，推動水回收／

再利用比例提升到最大幅度的循環使用的節水績效，

降低對水資源的消耗。節省的水資源費用轉移至水資

源相關環境教育，以推動綠色管理系統之正向循環。

105年度台灣總部及新加坡廠的用水回收共計 20,872

公噸，佔耗水量的 7.8%。

4.8廢棄物管理

管理原則 

欣銓科技營運過程產生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

業廢棄物。各廠區廢棄物統一集中儲存管理，有效掌

握廢棄物來源產出量。廢棄物進行最適化分類。可再

利用、資源化之廢棄物與相關業者合作轉化為資源提

高利用率，達成減量效果。無法資源化的廢棄物則遵

守相關法令，依廢棄物特性對應之最佳處理技術，由

具處理廢棄物能力的供應商進行清理，不定期查核確

保廢棄物確實妥善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並無運輸到

國外處理。

105年度台灣總部、新加坡廠及韓國廠一般事業

廢棄物合計 192公噸；台灣總部有害事業廢棄物 4公

噸，新加坡廠及韓國廠並無有害事業廢棄物。

台灣總部一般事業廢棄物共 183公噸；有害事

業廢棄物約 4公噸。一般事業廢棄物較 104年增加

49%，係因新增的晶圓級封裝製程產生的污水經廢水

處理系統處理後產生之污泥。104年清洗針測卡產出

之鹼液申報暫存後，因數量小遞延至 105年產出的鹼

液合併清運，所以較有害事業廢棄物 104 年多。

包裝材料再利用與減量 

欣銓科技紙箱和晶舟盒盡可能回收再利用，除客戶

特別要求外，客戶產品的晶圓專用晶舟盒進貨後委由專

業清潔後出貨時重複使用。我們積極與上下游推升各項

包裝材料的再利用率。與客戶協商出貨的包材料回收再

使用，將用量及廢棄物減至最少，落實減廢。

廢棄物清運量及處理方式 單位：公噸

類別 種類

104年 105年

產生情境或原因 處理方式
台灣
總部

新加坡
廠區

韓國
廠區

台灣
總部

新加坡
廠區

韓國
廠區

一般事業

廢棄物

塑膠混合物 23 0 1 27 0 1 包裝材料

焚化處理紙混合物 6 0 1 11 0 1 機密文件

生活垃圾 85 3 5 86 3 4 一般生活垃圾

污泥 8 0 0 59 0 0 廢水處理系統 註 1 物理處理

有害事業

廢棄物

電子零組件、下

腳品及不良品
1 0 0 0 0 0 報廢 IC／晶圓 註 2 化學處理

廢液

pH值 >=12.5
0 0 0 4 0 0

清洗針測卡 
產生鹼液

化學處理

註 1 晶圓級封裝製程產生之污水經廢水處理系統處理後產生之污泥

註 2 客戶報廢產品委託欣銓處理，不是欣銓服務流程產生之廢棄物

晶舟盒

紙箱

79%

8吋

75%

8吋

81%

12吋

60%

12吋

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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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公
斤

單
位
:

NT$

資源回收與再生

資源 項目 再利用途徑
104年 105年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紙 紙箱、一般文件⋯等 紙類原料 39,860 147 505 38,240 155 385

晶舟盒 廢棄晶舟盒 塑膠類原料 27,613 75 0 16,007 81 0

PVC PVC手套 PVC原料 6,690 64 0 3,545 62 145

塑膠 塑膠袋、汽泡袋⋯塑膠 回收廠商再利用 1,665 64 85 1,243 67 0

混合五金
回收廠商提煉貴金

屬或再利用
1,690 606 195 0 91 285

鐵
工程廢棄材料、

廢機台⋯等

鐵類回收廠商提煉

其他金屬原料
2,275 181 95 3,165 28 165

其他註 1 主機、螢幕、燈管、 
電池⋯等

回收廠商再利用 10,070 323 0 4,085 312 0

註 1 報廢電腦主機及電腦螢幕較少，由源頭直接減少廢棄物

污水排放

污水排放主要為廠房運轉空調冷卻水塔排出的廢水及一般生活用水，如盥洗污水、廚餘清理污水等。設有

水質（PH及 COD）與水量監測設施於污水排放前管控，確保製程產生之廢水，完全達到新竹工業區污水處理

廠排放標準，以利污水處理廠後續處理達到排放溪流之水質標準，排放水質 PH，COD及 SS台灣總部符合新

竹工業區下水道廢（污）水排放管理排放水質標準。欣銓科技台灣總之排水對新豐溪流域生物多樣性和棲息地

以及和保護區外高度生物多樣性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與衝擊。海外營運據點分別經過所在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處理後達到廢（污）水排放管理排放水質標準，新加坡廠工業廢水排放至政府的新生水工廠、民生廢水處理後

排放新加坡海；韓國廠則排放至黃口池川。

廢水放流量750 CMD

二期處理量 468CMD

一期處理量 132CMD

原水池
TK-01

容量 18.4  m3

原水池
TK-02

容量 25.2  m3

符合污水廠標準以下

COD化學需氧量 480 mg/L
BOD化學需氧量 400 mg/L
SS懸浮固體物 400 mg/L

PH
監測

PH
監測

PAC

PAC

硫酸

液鹼

硫酸

液鹼

polymer

polymer

硫酸

液鹼
硫酸 液鹼

民生用水
150CMD

PH
監測

COD
監測

SS
監測

PH
監測

前處理槽 PH處理槽 慢混槽

慢混槽快混槽

中和槽 1 中和槽 2 放流槽沉澱槽

沉澱槽

污泥
濃縮槽

15T
調整槽

15T
調整槽

液鹼 PAC

Polymer Polymer

PAC

污板運棄

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板式脫水機 1

板式脫水機 2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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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廢行動

拒絕一次性餐具

一次性使用免洗餐具使用在台灣己過度

普及。 大多數免洗餐具的原料來自石化產

品，排碳 極高，使用後形成龐大廢棄物處

理和水體污染的環境負擔。75%免洗筷且含

漂白劑、二氧化硫或雙氧水等有毒化學物質

有害健康。欣銓科技相信「友善環境者，則

友善健康」、「拒 一次性餐具」。105年員

工人數約 1,400人，減少近 330,000人／餐

的免洗餐具廢棄物，減少製造免洗餐具的碳

排放及污染。

廢紙張的延壽與再生

欣銓董事長期許欣銓人胸懷熱情關懷環

境社會永續，欣銓人將這個使命融入日常生

活。凡因公務寄達欣銓的信封袋，不分大小，

一律經過變裝使用 20次，接著再變裝使用

下一個 20 次⋯ 直到使用近百次。單面使用

過的紙張切割膠合成便條紙再利用，每棵樹

木所製成的紙張在欣銓都將資源反複發揮到

極致。員工都有共識，每一次的再利用都在

減少一棵棵樹木從地表消失，一點一點為多

樣性生物保留棲息地。

102%

148%

155%

台灣總部

104年

104年

104年

105年

105年

105年

韓國廠

新加坡廠
103,081

3,207

2,0751,341

4,749

105,114

105/104年

104年度及 105年度污水排放
（單位：公噸）

※ 台灣總部：寶慶廠 105年擴增一層樓面潔淨室空調數量及冷卻廢水量較 104年增加
新加坡廠：105年空調用冷郤水以回收水替代一般用水，回收水增加 55%污水
韓國廠：105年夏季均溫升高致空調系統冷卻水排放增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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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員工夥伴政策

欣銓科技發展出「適才任用」、「合理薪酬福

利」、「職涯成長」、「職場安全健康」四個員工夥

伴政策，以同理心與公司夥伴併肩成長。我們希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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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適才任用

欣銓科技以嚴謹的標準、系統化的評核流程，透

過公開遴選的程序遴選專業能力合適、理念相近的專

業人才與欣銓科技一同打拼。我們恪遵全球各據點當

地的勞動法令聘僱員工，以盡量聘用當地人才為主，

秉持機會平等的原則召募員工，適才適所、唯才是用。

欣銓科技的經營理念之一是基業長青，創造更多

機會照顧更多家庭為使命。召募優先僱用在地住民。

當不足以充分因應營運生產人力需求時，欣銓科技配

合法令規定向勞動部申請他國勞工，以挹注營運成長

所需人力，達成營運的持續成長進而創造更多在地住

民就業機會。欣銓科技嚴謹選擇人權維護記錄良好之

人力仲介配合輸入他國勞工，自 105年起他國勞工之

召募就業相關費用均由公司負擔。

國外徵才對求職者人種、膚色、年齡、性別、種

族或國籍、殘疾、懷孕、信仰、政治立場或婚姻狀況平

等無歧視。105年對國內、外人力仲介進行稽核，確認

引進之他國員工於聘僱流程均合法且人權受到保護。

欣銓科技禁止各營運據點僱用未滿 16 歲童工，

聘用流程嚴謹確認年齡，確保符合營運地區當地的勞

工相關法令規定。欣銓科技總部及各國據點對於員工

的聘僱係以在地住民優先僱用，公正、平等對待每位

同仁，不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性別等差異而影響

任用、獎酬、陞遷等資格或機會。 韓國廠除 2位總部

派任主管外，其餘管理階層皆在當地延聘；新加坡廠

的管理階層則全數為在地延聘。 

員工夥伴
政策

適才任用
合 理 
薪酬福利

職涯成長
職 場 
安全健康

履歷
篩選

錄用
簽核

面試

報到

人才
聘僱流程

所有聘僱相關契約係於勞資雙方同意下簽訂，對

於勞務條件如有變更，悉照法令規定經員工同意。欣

銓科技透過支持性或庇護性單位進行人才媒合，考量

身心障礙者的適性，以不同角度創造多元的工作機會，

增加弱勢及相關族群在本公司服務的機會。除了將工

作內容與環境調整，並施以完整的教育訓練，讓身心

障礙夥伴藉自己的努力，在職場舞台發揮所長及成長，

貢獻社會並提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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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有供應商也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公平勞工待

遇或強迫勞工（包含奴役勞工、人口販賣勞工、服刑

勞工、債役勞工）；所有工作均應當出於自願。貫徹

欣銓科技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

5.3薪酬福利
欣銓科技的員工薪資政策，定位在產業間具高

度競爭力，薪資核敘與性別無關且遵守全球各據點

當地勞動法令對薪資之規範。定期評估人才市場薪

資行情、產業薪酬水平等相關指標、檢視公司營

運績效，每年第一季依據每位員工之前一年度貢

獻、績效表現、擔負責任等因素，進行績效考核及

薪資調整，確保公司人才在各地區人才市場中維持

具高度競爭力的薪資政策。薪酬福利秉持公平公正

原則，依績效及目標貢獻度回饋獎勵，性別、年

齡、種族、宗教、政治、婚姻狀況等均無納入與薪

資、獎金及分紅等各項福利獎勵考量。除薪資外，

並訂有營運相關指標及獎金額度，做為全體員工共

同努力的期間性指標及獎勵。105年度台灣總部及

子公司員工薪資、福利支出及訓練投資共計新台幣

1,509,884,000元。

公司章程明定年度有獲利時員工可參與分配做為

酬勞，期望員工與欣銓科技不只是勞雇關係，更是緊

密結合的夥伴關係。台灣總部 105年度可分配之員工

酬勞共計新台幣 150,253,107元。  

福利措施

台灣總部及海外據點

退休準備金 
提撥

舒適的 
員工宿舍

醫學級醫生駐
廠免費諮詢

年終歡樂 
Party

婚喪喜慶禮金、
勞動節及 
三節禮券

此外，各據點還有因應當地的各項福利措施

台灣 
總部

• 員工參與獲利之酬勞分配
• 員工健保、勞保及旅行平安險
• 員工、配偶及子女免費團保
• 午晚餐補助及免費夜點

• 多樣化的休閒健康中心
• 年度員工旅遊
• 久任服務獎座與獎勵

韓國

廠

• 健保、勞保及旅行平安險
• 免費早餐、午餐、晚餐和夜點
• 視力及牙齒醫療補助

• 醫學級醫生及護士免費諮詢
• 交通車服務
• 中秋及農曆年禮物

新加

坡廠

• 久任獎金（或獎品）
• 溫馨保溫瓶
•  團體醫療保險、壽險及 
旅行平安險

• 視力及牙齒醫療補助
• 免費夜點
• 迎新午餐與週茶會
• 端午粽香與中秋禮餅

• 生產激勵獎金
• 交通補助
• 零失誤（MO）生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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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夥伴未來退休生活的妥適安排應當從長

考量。台灣總部依退休新制按月提撥退休金到員

工個人帳戶，每月也依法提撥舊制退休金到專戶。

每年請專業精算師精算恰當的提撥率，以確保每

月提存到台灣銀行的退休金帳戶金額及公司提撥

退休金預算對員工未來退休有充足的保障。員工

與管理代表組成的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每季共同檢

核退休金專戶及研議退休相關主題。

新加坡子公司依當地政府公積金制度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提撥退休金，

韓國子公司則依「勞工退休金保障方案」由勞

資協商採用「確定提撥制」（DC 型 : 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ension）提撥退休金。

欣銓科技員工社團包括：

台灣總部與子公司 105年度退休金費用佔員工福利

費用 4%。 

我們鼓勵員工以各類休閒活動、運動、社交及旅遊之

方式調劑身心，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每年舉辦員工旅

遊，讓員工夥伴們及家人探索台灣各種面貌之美，並增進

彼此家庭親友的互動及情誼。

休閒健康中心的跑步機、飛輪、乒乓球桌、撞球檯以

及每季的有氧運動／皮拉提斯／瑜珈／肚皮舞等課程，提

供不同的運動選擇，強健體魄放鬆身心！

欣銓活躍的社團不定期舉辦或挑戰體能或是輕鬆聯誼

的活動。

壘
球
社

撞
球
社

肚
皮
舞
社

羽
球
社

籃
球
社

志
工
社

登
山
社

單
車
社

攝
影
社

瑜
珈
社

桌
球
社

水
上
活
動
社

鐵
人
三
項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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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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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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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與員工共同討論出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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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科技教育訓練分五大體系如下 :

公司簡介、管理規

章、公司政策、員

工權益、人權及道

德規範與工作相關

法令

屬特定職類必要

具備能力或知識

的訓練

員工知識、態度、

團隊運作、管理技

巧或管理活動

應擔任特定職務應

接受之訓練，如技

術人員接受測試機

具操作等相關訓練

依營業活動相關法

規、公司推動之政策

及國內或國際一定之

準則，可提昇員工和

公司工作環境永續及

經營之相關訓練

教育訓練五大體系

新進人員 必修訓練成長管理 在職訓練 符合性訓練

1 社團活動─壘球社 

2  105年 9月 4日萬
人泳渡日月潭 

3  新加坡子公司邀請
員工子女擔任「欣

銓 1 日員工」，
讓孩子了解父母的

工作環境和情境，

提升家庭成員對欣

銓的認同感。

4  105年 7月 2日湖
口工業區廠協羽球

聯誼賽

１
２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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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的深化是教育訓練一大重點，經過欣銓科技測試及相關系統專業深化訓練的員工即為專業技術的

薪火傳遞者，負責擔任講師指導工作上的知識與技術以培育後進，領軍朝先進專業方向齊步前，以達薪火傳承

及知識管理的目標。

除了五大教育訓練體系，不定期辦理各種方向講座，豐富員工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105年度工作性質／性別平均訓練時數分佈 

欣銓特別重視人權與道德的品德教育，截至 105年度「人權與道德規範」訓練累計 2,301小時，又「企業

社會責任介紹與 EICC Code」訓練計  1,463小時，105 年度欣銓科技人權訓練完訓率達 100%。

負責安全管制的保全全數施與人權相關政策和人權考量的訓練，確保安全人員執行勤務符合對人權的尊重。

欣銓科技總部及子公司於 105年度安排的訓練總時數 64,256小時。平均每位男性員工受訓 35小時；每位

女性員工受訓 45小時。100%的員工均接受過訓練。

男性

36.7

女性

21.1

工程

男性

50.7

女性

54.2

技術

男性

18.3

女性

30.1

主管

※  主管為自課級（含）
以上之管理職

男性

18.6

女性

22.4

行政

安排員工到外部機構或海外實施廣度與開拓

視野的進修。

每季進行經理人管理論壇，討論及研究產業

趨勢、法令發展及國際準則、經營策略規劃、

及管理實務經驗之分享交流，具體提昇經理

人各項管理及領導能力。

配合海外母子公司的拓展，安排員工到母子公

司歷練跨國經營之經驗，以實務培養國際化的

人才。

1

3

2員工進修的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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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安全衛生政策

「遵守法規及國際準則，建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持續改善以提升安全健康績效」。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的勞工代表高於法規規定之比例，各營運據點勞方代表人數均多於管理代表。委

員會為審議職場安全衛生相關計畫、執行成效、協調及建議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所有代表可充分表

達安全健康相關意見，是勞工直接參與及透明的溝通平台。委員會協議結論均列入文件及記錄，做為後續監督

及未來職業健康安全規畫的參考。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委員人數 委員人數 委員人數

18 15 99人 14人 8人9人 1人 1人

50% 93% 89%50% 7% 11%

管理代表

勞工代表

職安衛管理系統

欣銓科技各營運據點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國內外管理系統規定，全數通過 OHSAS 18001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藉管理系統的風險評估鑑別輔以稽核作業，適時控制可能的危害風險，以達到持續改善

的目標。

• 台灣總部 • 新加坡廠 • 韓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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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資訊揭露

每年依照勞動部的定義統計職業災害之失能傷害頻率及失能傷害嚴重率，以及 GRI定義的誤工率及缺勤

率統計，檢核員工職災管理成效做為持續改善的參考。

105年職災事件為 20件；其中 15件為通勤交通事故；5件為作業場所的職災事件。3件造成輕微傷害分

別為地面積水滑倒、鼻子不慎撞到機台護蓋以及下樓梯跌倒。欣銓科技未曾發生職災死亡事故。

職災統計

項目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公傷件數 7 12 0 1 0 0 20

失能傷害次數 1 1 0 1 0 0 3

損失工作日數 0 1 0 6 0 0 7

誤工次數 0 0 0 1 0 0 1

誤工日數 0 0 0 3 0 0 3

誤工率（%）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190 0.00000 0.00000 0.00009

失能傷害頻率 0.73 0.71 0.00 6.32 0.00 0.00 0.94

失能傷害嚴重率 0.00 0.71 0.00 37.93 0.00 0.00 2.18

以下為勞動部的定義計算公式：

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次數／總經歷工時 x1,000,000

失能傷害嚴重率 =總損失工作日數／總經歷工時 x1,000,000

誤工率（LDR）=（公傷誤工總天數／總工作小時數）x100%

※  欣銓科技營運作業場所及員工工作內容，無衍生職業疾病之疑慮
※  公傷件數含通勤交通事故，新加坡廠及韓國廠皆未發生公傷事件

缺勤統計

項目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缺勤天數 315.1 1,052.2 267.0 424.0 0.0 14.0 2,072.3

缺勤率（%） 0.20 0.69 1.52 2.45 0.00 0.20 0.57

※  缺勤天數含病假、生理假、公傷假、法定疾病管制假

※  缺勤率（AR）=（報告期間內總缺勤天數／報告期間內總工作天數）x100%

安全職場

主管每月進行負責作業區域檢查；職安衛每月進行全公司安全巡檢；廠長每季、副總經理每半年帶領各主

管執行廠區安全巡檢。巡檢發現缺失皆確實追蹤、確認改善，以確保工作場所之安全。

每半年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確保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化學品暴露濃度及照度皆符合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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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職場計畫 

欣銓推動建立健康職場計畫，台灣總部 4個廠區自 104年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授予 3年效期『績

優健康職場自主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

1  健康檢查
每二年辦理員工健康檢查，後續安排醫學中心醫

師對健康檢查結果異常員工個別健康指導與衛教，

必要時協助就醫及轉診。

2  健康諮詢
職業病專科醫師定時駐廠服務，提供職業傷病及

一般傷病防治、健康諮詢及緊急處置。

3  高風險員工照顧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作業規範」文件定

義高風險族群員工透過過勞風險問卷及十年腦心

血管疾病風險機率計算，進行分級追踪，除安排

駐廠醫師諮詢，並進行追蹤與關懷，降低員工促

發重大疾病的風險。

4  緊急傷患處置
專業護理人員對身體不適、受傷員工提供即時性

之處理、護理或送醫必要性的評估與安排。

5  疫情防制
建置防疫機制及防疫物資以備傳染病及病毒擴散

的防護。定期提供國際最新疫情資訊及衛教宣導。

6  女性及母性員工關懷
定期辦理婦女三合一癌症篩檢，妊娠員工享有愛

心停車位，工廠內對妊娠員工設有提醒週遭注意

的特定顏色工作服，並實施完善的母性保護措施。

7  緊急救護
急救人員每年複訓，確保必要時有效掌握救護時效。

台灣總部設置 9台「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

每年對員工實施 AED操作使用及緊急救護常識訓

練，普及地養成員工緊急救護的能力。

• 健康檢查 

•  健康諮詢

• 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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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勞資會議
勞資會議之由營運本部副總及各單

位處長級以上共 6名為管理代表；

員工直接選舉處長級以下 6名員工

為勞工代表。勞工代表若無外籍員

工，於勞資會議前先行舉辦外籍勞

工溝通會議，並將提案主題送交每

季勞資會議討論。

勞資會議按季舉行，必要時召開臨

時會議。勞方代表於勞資會議可針

對勞資關係、勞動條件、勞工福利

等議題提出相關建議，在這個平台

上暢所欲言。勞資會議中勞工代表可在會議與管理代表溝通及參與勞動權宜事項的決議，所有員工都受

到勞資會議協議的保護與意見的表達，並作成記錄追蹤勞資協議的落實與問題改善。

因應營運變更，對員工權益相關事宜若有調整或變動的需要，至少於 30天前通知相關員工，並協助員

工必要的妥切安排。欣銓科技於成立海外子公司時，對於員工派駐或眷屬隨行，都安排恰當的工作地轉

換流程，對隨行眷屬提供搬遷的補助與安排。

8  健康促進
結合專業心理諮商師授課、休閒

健身中心設備、各廠醫務室，舉

辦多元化健康促進活動，包含壓

力管理、減重管理等。105年度

減重活動共 72人參加，甩掉的

113公斤體重。

安全健康教育 

新進員工以及在職員工除施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也

因應作業類別之差異，完成相關的職前安全衛生訓練後，才

可開始作業。

使用化學品之作業，員工必需於執行作業之前完成危害

通識訓練、作業使用的化學品特性、暴露預防措施及緊急應

變之訓練。

5.6勞資和諧

員工溝通 

欣銓科技勞工並無依循「團體協約法」組成工會，但為營造勞資間的夥伴和諧關係，依勞動部發佈的「勞

資會議實施辦法」成立「勞資會議委員會」，做為「團體協約法」的替代運行方式。此外，亦組成各項不同面

向的勞資溝通的委員會，針對不同面向議題充分討論與溝通，如工安窗口會議、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職工福

利委員會等，由勞方、資方推舉共同代表參與，全體員工的意見與權益均受前述功能委員會的保障。在多元暢

通的溝通環境下，欣銓科技勞資關係互信且和諧，未曾因勞資糾紛而影響員工關係或產生損失。

此外，為構建更自由開放的多元化溝通平台，欣銓科技訂立「員工保護及溝通辦法」，多樣化的溝通管道

包含勞資會議、員工申訴、網路及實體意見箱，申訴專用信箱等，鼓勵員工對公司反應問題或提出建議供決策

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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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申訴
員工如有任何問題，包括但不限於遭遇肢體或語言暴力、強迫或脅

迫、性騷擾或性傷害均可親自向主管或人力資源單位申訴。接受申

訴單位必需以最快的進度與申訴員工的問題進行討論及尋求解決的

方案。員工申訴可使用個人電子信箱以電子郵件如不具名寄至申訴

電子信箱 grievance@ardentec.com，清楚、具體表達申訴主題、

內容及完整之事證。參與調查人員對於申訴如有涉及其他員工，亦

應秉持對該員工應有之人權保護原則。具名或不具名申訴內容經調

查屬實都會進行矯正措施。主管及人力資源單位協助及解決員工申

訴的作業流程，應力求申訴員工受到必要保護，不可揭露員工姓名

且員工不因申訴而影響員工應有的權益。唯員工申訴應秉持誠實、

真實原則，並應避免辱罵性言語或文字。

3  意見箱
各廠設立實體意見箱，員工可選擇具名或不具名表達意見。所提的

問題由相關功能回答或研擬改善機會。改善事項須持續追蹤至完

成。不具名意見之內容如非涉及其他個人者，經權責相關單位處理

及回覆後，以中、英文向全體員工公告意見內容及處理結果。105

年共有 69 件申訴或意見單，其中 32件具名、37 件不具名。 意見

單全數完成處理、回覆或公告。105年度意見單表達多為總務相關

改善建議，並無人權或勞動條件相關問題。

意見箱

各廠區餐廳設置意見箱，

人資服務處親自處理完成後，

將結果回覆員工或公告。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我們讚賞員工樂在工作或主動學習，也關懷員工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員工工作時間的管理，務必完全恪

守各營業據點當地法令規範，對工時及員工權益的各項規範， 不踰越，例如台灣總部遵循勞基法的「每七日

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連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有三十分鐘休息」、「每日總

工時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一個月延長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等規定。因應業務需求而有超時工作

必要時，必需主管與員工雙方同意下安排。105年無任何強迫勞動、侵犯員工權益或違反人權的情事發生。

為使員工安心工作，欣銓科技的福委會與鄰近的幼兒托育中心簽訂特約，讓員工享有優惠且提供員工子女

妥善學前教育。

尊重生涯規劃

員工對工作方向或職涯發展希望調整時，依其所長及規劃方向經相關部門主管同意後可進行部門之轉調。

員工如有轉換跑道之離職規劃，依照離職預告期提出通知，有充分自由離職。

尊重自由權

對員工自由結社或成立或參加任何正當組織或工會的權利充分尊重，鼓勵員工行使公民權，但充分尊重員工個

別的政黨取向，並將此信念與供應商溝通達成彼此的默契。報告年度內本公司與供應商皆未發生不符自由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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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人力結構
截至 105年 12月 31日，欣銓科技全球員工總數共 1,628人，男女比例為 1.02比 1，分佈如下 : 

工作性質／性別分佈 

工作性質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主管※ 105 24 18 6 10 1

工程 453 125 51 15 23 2

行政 39 57 5 9 3 2

技術 108 491 8 47 1 25

※ 主管為自課級以上之管理職

 台灣總部含 2名兼職顧問（男性）及 8名企業實習生（男性 7名，女性 1名）

教育背景分佈

教育背景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高中及以下 88 187 7 41 7 20

大專／大學 485 458 68 33 27 8

研究所以上 132 52 7 3 3 2

國籍別分佈

國籍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本國籍 672 454 31 13 37 27

外國籍 33 243 51 64 0 3

年齡分佈

國籍
台灣總部 新加坡廠 韓國廠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0 177 208 13 34 4 14 28%

30~50 492 458 69 43 33 16 68%

>50 36 31 0 0 0 0 4%

性別平等

欣銓科技尊重員工對生涯發展考量，以男女平權的開放態度，提供育嬰留職停薪申請。105 年度育嬰留職

停薪為女性 18人，男性 4人。105年度女性申請產假共計 33人；男性申請陪產假共計 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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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客戶服務 

欣銓科技以領先的專業晶圓測試技術，提供客戶全方位的服務成為客戶最佳夥伴，以客戶滿意結合經營永

續的雙贏效果。

欣銓科技為每一客戶成立跨部門的「客戶專案」，建立順暢的服務系統與溝通管道。我們依客戶的個別需

求提供量身打造的全方位客戶支援團隊。專案成員包括業務、客服、生管、品保、測試開發、產品工程、產品

製造及資訊等部門，對於對實體安全要求度高的客戶，廠務及總務部門也納入專案成員。

政府因應世界關務組織（WCO,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的「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之標準架構」

（Framework of Standard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持續推動「建構優質台灣經貿環境與網路」

方案。欣銓科技自民國 99年通過財政部關務署驗證通過且截至 105年度持續具有優質企業體系之安全認證優質企

業（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之資格，享有最優惠通關之肯定。

6.2 客戶機密保護

欣銓科技與每一客戶簽訂保密合約，服務團隊在

客戶服務流程嚴守保密責任，以維護客戶產品機密訊

息。為強化資訊機密的技術層次，我們經由第三方驗

證取得 ISO27001驗證，台灣總部開源廠、鼎興廠、

高昇廠資料機房及寶慶廠資料機房和新加坡廠均取得 

Common Criteria驗證（Site Certification），建構客

戶機密最堅實的保護牆。

文件管制中心嚴密管控客戶技術文件及資料，依

機密等級開放閱讀權限，所有文件均無法存取或下

載，杜 客戶機密資料不當使用的機會。按月審查是否

有隱私權侵犯或資料外洩等客戶抱怨，105年未發生

違反客戶機密保護之情事。

6.3客戶服務品質優化 

每季與重要客戶召開品質優化討論會議（Quarter 

Business Review , QBR），定期蒐集客戶期待與彙

集回饋資訊。業務人員及主管經常拜訪客戶，隨時掌

握客戶需求與產能間的協調，與客戶共同運作客戶的

在欣銓的可用產能、產品良率及交期的規劃，作為提

升客戶滿意度及力行客戶夥伴的定位。

欣銓科技獨有的自動化生產系統提供客製化客戶

的虛擬工廠資訊，依客戶個別需求串接資訊系統資

料，提供客戶最及時生產進度、產能利用訊息，客戶

可隨時掌握其產品在生產流程的進度及交期，猶如客

戶的虛擬工廠。虛擬工廠的資訊服務包含量產前工程

支援以及WIP/EDAS生產及測試資料系統即時回報生

產資訊及測試結果，以支援營運及工程單位與客戶間

的溝通。

客戶服務流程

確認需求

簽訂保密文件

成立客戶專業

導入量產

產品測試

測試結果報告業務接單

依客戶指定
點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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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客戶建立高效能溝通平台，各功能成員和客戶例

常的業務、生產或工程檢討會議，及相關工程技術支援的交

流，進一步在第一時間發掘、解決問題，與客戶合作制定改

善方案，服務團隊可快速滿足客戶需求，並與客戶共同提升

競爭力及善盡價值鏈的社會責任。

※ WIP - Work In Process，在製品

※  EDAS - Engineering Data Analysis System，工程資料分析系統

6.4客戶滿意度調查 

每年 12月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回饋欣銓對服

務的滿意度及期待，彼此溝通持續改善的方向。調查內容

包含業務服務、工程服務支援、出貨達交率、無危害物質

管控、品質管控及系統服務。業務副總親自審閱調查結果，

針對客戶建議改善部份，相關功能單位提出檢討報告及改

善方案，作為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的努力方向。雙向溝通

及調查結果讓合作效益最佳化，創造客戶、欣銓科技皆贏

的最佳夥伴目標。

105年度欣銓科技的客戶滿意度目標達成率為 91%，

超過自訂 75%的目標值，表現成果更接近客戶所需。

※  目標達成率（客戶需求符合比率）欣銓科技表現力／客戶需求。

收
貨

出
貨

工程建造、協力作業

保全、清潔、運輸

設備、針測卡

包／耗材

欣銓科技
承攬
服務

供應
產品 承攬商供應商

客戶

供應鏈結構

6.5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供應商與承攬商是欣銓科技營運的重要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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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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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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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供應商夥伴們

所有營運活動均符合所在地法令與人權。

欣銓科技要求主要供應商及承攬商必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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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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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欣銓科技長期配合的供應商您好：

貴公司過去與欣銓科技長期的配合，特此感謝。欣銓科技

長久以來重視公司聲譽，隨著全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高

漲，以及在對勞工權益、健康與安全、環境、公司管理系統以

及道德方面，逐漸受到各方重視的當下，貴公司身為本公司重

要供應商，對於欣銓科技尋求達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扮演

重要的關鍵角色。

為確認貴公司確實了解欣銓科技和重要供應商必須符合客

戶的需求及期望，為此欣銓科技制定『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

道德須知』，請身為欣銓科技重要供應商的貴公司務必遵守。

如貴公司在與欣銓科技交易往來的配合方面遇到與『供應

商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須知』相牴觸之處，請與欣銓科技人資

服務處聯繫，本公司恪守檢舉之供應商及員工身分之機密性。

聯繫方式如下：

Tel：(03) 597-6688  分機 1206  陳秋香  處長

Fax：(03) 597-1396

E-mail： rhiannon.chen@ardentec.com / 

grievance@ardentec.com

 

 

欣銓科技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資材處 ________________

供
應
商
社
會
責
任
與
商
業
道
德
須
知
書
面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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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須知

欣銓公司往來之供應商運作及雇用勞工之條件，須符合或優於

EICC及中華民國勞基法之規定。包含但不限於：不壓榨或奴役勞
工、不使用非法勞工或童工、並確保員工工作、加班時間與薪資

符合法律規定。尊重員工結社自由並提供不受約束溝通管道。員

工雇用及待遇不因人種、膚色、年齡、性別、性傾向、種族、殘疾、

懷孕、信仰、政治派別、社團成員或婚姻狀況歧視。

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場所和環境，並遵守相關的安全衛生

法令及規定。

遵守環境保護相關的法令及規定。

不得以任何形式之禮品、旅遊、折扣、貸款、佣金、回扣、服務

或酬勞，饋贈欣銓員工及員工親屬。

交易活動進行中秉持誠信原則，不得虛報或編造交易價格及交易

資料。

絕不以任何型式貪污、利誘、脅迫、恐嚇、壟斷、價格共謀之行為，

或以不正當競爭方式影響交易之達成、內容及履行。 

不可與欣銓員工或其近親及其設立之商號有非公務上的購買行為。

欣銓之員工或員工近親不得以顧問身份任職於欣銓之供應商。

禁止要求欣銓員工向欣銓公司關說。

1

4

7

2

5

8

3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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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供應商稽核
欣銓科技每年依供應商管

理辦法對主要供應商註進行企

業社會責任各個面向的實地稽

核，以確保產業價值鏈遵循經

濟、環境、社會等相關之法規

與相關規範。

105 年度本公司對主要供

應商進行人權、勞動條件、安

全衛生與環境的實地稽核。接

受稽核的供應商都遵守勞基

法、無僱用童工或強迫勞動情

事，對勞工結社自由亦都予以

尊重，符合本公司對供應商的

期待。

6.7 供應商／承攬商職場安全

供應商與承攬商是欣銓科技營運的重要商業夥伴，承攬欣銓科技

前必需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範」，確認承攬的服務內容符合

欣銓科技安全、衛生及環保的要求，作業人員必須接受「承攬商職前

教育訓練」，內容包含：

1  作業前危害告知、作業許可申請
執行作業前的危害告知，確保欣銓科技攬商夥伴的安全、衛生

防護。

2  企業企會責任
向供應商與承攬商揭示欣銓科技對下游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及

商業道德的期待與要求。

105 年台灣總部、新加坡廠及韓國廠總共辦理「承攬商職前教

育訓練」118次，計 154家供應商、1,276人人次參加。

進場前承攬需求單位必需與承攬商進行工程會議，明確告知承攬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危害預防措施。註 係指每季進貨達 10批以上之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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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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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所在的工業區、社區鄰里、非營利組織與當地政府除了特殊情感，更多了一份責任，因

此我們積極參與活動，希望與在地社區一起成長，共同打造幸福城市。

7.1社區參與

工業區聯防

欣銓科技積極參與新竹工業區的

區域聯防組織，與區內各企業攜手建

置聯防組織通連管道。105年參與區

域聯防組織教育訓練組，規劃專業訓

練及緊急應變演練，並辦理各公司的

相互觀摩，以追求「運用聯防，協助

防災和救災」之目標。

池和龍舟行 傳承慶端午

105年欣銓連續第三度出征「縣

長盃龍舟競賽」，與縣內各方團體再

次參與新竹縣的年度盛事，急速飛濺

的水花和咚咚戰鼓氣勢澎湃地迴盪在

長和池年年傳承端午的文化！

7.2 教育支持

捐書、獻愛心

105年度發動「二手惜物、欣銓傳愛」

向同仁募集二手書籍與影音 CD/DVD，並與

茉莉二手書店愛心活動結合，員工每捐ㄧ本

書或影音商品，茉莉加捐 1元，所有善款捐

助瑪利亞基金會幫助重度障礙孩童。

捐贈新竹湖口工業區華興、中興及山崎

臨近三所國小清寒學子字、辭典。期許這些

工具書讓孩子學習無礙！

• 池和龍舟行 傳承慶端午

• 華興國小及中興國小感謝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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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傳統藝術傳承—中正國中醒獅鼓藝隊

新竹工業區中正國中的醒獅團ㄧ群努力認真的孩子們堅持學習傳統中華民俗文化─醒獅及鼓藝。他們是新竹

縣比賽的常勝軍，亦曾於全國賽事中獲得冠軍。欣銓科技持續捐助專款，讓日益式微的寶貴傳統藝術持續傳承。 

學童課後有學習

新竹工業區新住民或低收入家庭的家長受限語言文化

的差異及工作維持生計的需求，對孩子教育與學習的支持

能力較薄弱。欣銓科技鄰近的鳳山村長對弱勢家庭兒童辦

理免費課後輔導及供應晚餐，陪伴孩子課後學習，提供安

全的照顧，減少下一代台灣之子的學習產生落差。欣銓科

技持續支持吳村長的善念，捐助支持孩子們課後晚餐。 

山際小小直笛團豐富化的音樂表現

翠綠自然的山邊有個 34位學生的迷你尖石國小，老師們自發地將 4-6年級所有學生全數湊成迷你一個小

小直笛團，讓山區學生放學後有學習重心。沒有經費支持，僅有少數向他校借用的直笛，老師自己身兼指揮，

領著小小直笛團，征戰縣內外與資源充的樂團比賽及演出，原始自然的樂聲獲得高度的讚賞！

欣銓科技捐贈電鋼琴讓小小直笛團的練習與音樂表現更豐富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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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弱勢關懷
1919愛走動  為急難家庭陪騎

欣銓科技熱血的單車社友自 101年起每年熱情號召 1919愛走動慈善陪騎，為「急難家庭」募集善款。

溫暖陪伴失智

欣銓志工社員們走出辦公室，在寧園安養院陪伴失智長輩唱歌、健康操帶動跳⋯等，與長輩溫馨互動，喚

起長者歡樂時光和生命中美好的回憶。105年共有 23人次在寧園擔任歡樂天使。 

• 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產學接軌

欣銓科技持續提供大學在學

生提早體驗產業經驗，發揮學用

合一、無縫接軌的加成效果。105 

年度提供逢甲、元智、中原、輔

仁、金門及明新科技 6 所大學、

18 位學生企業實習機會。多位參

與實習的學生畢業後即接軌加入

欣銓科技，持續累積專業價值的

深度與廣度。105年 10月並與明

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簽署合作

「晶圓針測專業人才培訓」，結

合電子工程之理論與實務，攜手

培育工程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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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老人的愛心年菜

年關將至，同仁們為湖口失能、

失智、失依所有三失老人募集溫暖

年菜，與華山志工親自送至每位長

輩家中，陪伴長輩們聊天與話家常。

用溫馨的關懷祛除冬天的寒冷，溫

暖長輩們的過年！

新加坡同仁加入當地紅十字會

發起的愛心餐活動，參與愛心餐分

裝及送愛心給弱勢群體。

「平安送暖‧愛分享」 愛心慈善義賣

105 年是「平安送暖‧愛分享」的第 4年募集了 600多件

義賣品。員工們熱情的選購義賣品，一同用愛心及行動溫暖湖口

和新竹地區三失長輩的冬天。

•  新加坡子公司同仁
參與愛心餐分裝

• 發送愛心年菜給湖口地區三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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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友善社會

欣銓科技 105年度支持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華光智能發展中心、寧園安養院、財團法人創世社

會福利基金會、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及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等，以捐贈善款或物資支持專業社福機構提供失

能或弱勢朋友更多的照顧資源與協助，希望更多元地支持社會、友善社會。

•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創辦人李家同親筆感謝欣銓科技的支持（左一）

熱血溫暖陌生生命

欣銓總部和新加坡子公司員工們每年都熱情地挽起袖子，快樂

地捐出熱血，默默為陌生而需要熱血的生命傳送關懷！ 

搭建弱勢生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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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銓科技僱用均超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的比例。105年度僱用達法令要求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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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環境與生態永續 

「Love oceans love earth」海內外攜手淨灘

支持國際海洋淨灘活動

欣銓科技台灣總部與新加坡廠 105 年再次加入國際淨灘行列。台灣總部同仁暨眷屬結合新竹工業區內的中

正國中全校師生 500多人辦理「愛海愛地球」淨灘行動，共清除了約 500公斤的海洋垃圾。

• 新加坡子公司參與淨灘同仁與親友

新加坡子公司由總經理領軍近 70人，擔任國際海洋淨灘志

工參與當地國際海洋淨灘日活動。

欣銓海內外以及中正國中全校師生抱著「Love oceans love 

earth.」的熱情，為尋回海洋的美麗與海洋生物健康的生存環境

而努力 ! 大家藉由實地參與更了解如何改變日常生活習慣及垃圾

分類並盡全力保護浩瀚的海洋和孕育出多種生命的自然生態，讓

地球更美、更乾淨無瑕！ 淨灘就是最實際的行動教育。

欣銓海內外員工以行動清理被垃圾佔據的海岸，把收集到

垃圾的種類與數量紀錄，收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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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成年度的全球海洋廢棄

物觀察報告，為全球環境保護盡一分心力！

• 踴躍參與淨灘的同仁與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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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一畝田 尊重生態友善健康

為了讓自然環境放鬆，欣銓員工集結群力認養彰化生態水

田濕地復育計畫，共同經營「欣銓自然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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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脗合欣銓重視環境生態永續的理念。

員工與眷屬定期訪視蜻蜓飛舞，蟲鳴鳥叫與自然和諧的農

田，參與農事，聞稻香、持鐮刀，彎腰一把一把地親手收割與

打穀，見證欣銓自然米的成長。

收成的自然好米皆全數由同仁全數認購，嚐好米，真真體

會了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友善健康的消費行動支持友善

環境和友善生態。

從生活友善環境

員工熱烈學習友善環境的手工

皂，從生活中頻繁而一量的清潔習

慣改變，使用對環境無衝擊之清潔

用品，降低地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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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以下揭露資訊，皆經外部機構查証，查證結果請參閱附件一，第三單位保證聲明書。

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一般標準揭露

策略與分析

G4-1
組織的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略的永續性之

相關聲明

經營者的話

3.1  治理原則
IV-V
19

G4-2 組織對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之簡單陳述 經營者的話 IV-V

組織概述

G4-3 組織名稱
報告書說明

1.1 公司概況
I
2

G4-4 主要品牌、產品和服務

1.1 公司概況
1.4 專業服務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2
4
5

G4-5 企業總部所在位置 1.1 公司概況 2

G4-6
公司營運所在國家數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的

所在國或與永續經營有關的所在國須包含在內）
1.1 公司概況 2

G4-7 所有權性質與法律形式 1.1 公司概況 2

G4-8
提供服務的市場（包括地理位置圖，服務的部

門和客戶／受惠者的類型）

1.1 公司概況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2
5

G4-9

報告組織之規模（包括 1.員工人數、2.營運活
動、3.銷售淨額（私人公司）或營業淨額（公
營組織）、4.總資本額細分為負債和權益（私
人公司）、5.提供產品或服務之數量）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6 盈餘分配
5.7 人力結構 

5
5

47

G4-10

a. 依聘僱合約與性別報告員工總數
b.  依聘雇類別與性別報告正式員工總數
c.  依性別報告總勞動人口，包括自聘和非自聘
員工

d. 依區域與性別報告總勞動人口
e.  報告該組織的實質作業部分是否由依法被認
定為自由工作者（自聘或非自聘員工以外之

個體戶）來擔任，包括承包商的員工及其承

攬人力

f.  報告就業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如在旅遊或農
業行業就業的季節性變化）

5.7 人力結構 47

G4-11 受勞資雙方團體協約保障之員工比例 5.6 勞資和諧 45-46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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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架構、所有權或供應

鏈之任何重要改變，包括：

•  營運據點的改變或操作變更，包括設施啟用，
關閉和擴展

•  股本結構變動及其他資本形成，維護和變更
業務（私營機構）

•  供應商營運據點，供應鏈的結構，或與供應商
間關係的變化，包括選擇和終止

1.3 公司組織 
3.7 重大投資及供應商人權

3
23

G4-14 報告組織是否有及如何預防的方法或原則
3.5  內部控制
3.6  風險管理

22
22-23

G4-15
列出經公司簽署或認可，由外部產生發起的經

濟、環境和社會憲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1.8  榮耀與肯定 6-8

G4-16

列出公司參與協會（如商業協會），和全國或

國際性擁護機構的會員資格：

• 在協會治理單位擔任之職位
• 參與專案或委員會
• 提供除了常規會費外的贊助基金
• 將參加會員資格做為策略性考量

1.8  榮譽與肯定 6-8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a.  列出包括在該組織的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
件的所有實體

b.  報告是否有不包括在該組織的合併財務報表或
同等文件所涉及的任何實體

1.3 公司組織 3

G4-18
a.  解釋定義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之流程
b.  解釋組織如何實施定義報告內容之報告原則

報告書說明 I

G4-19
列出定義報告內容的流程中所鑑別的所有重大考

量面

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
題蒐集

2.5 重大性考量面與邊界 
鑑別

11-14
16

G4-20

對每一重大考量面，報告組織內之考量面邊界，

具體如下：

• 報告此考量面在組織內是否為重大的

•  如果考量面並非對組織內所有實體（如 G4-
17）皆屬重大，請選擇以下兩種方法之一，
報告為：

 ––在 G4-17中考量面不是重大的實體或實體
群組列表，或 ––在G4-17中考量面為重大
的實體或實體群組列表

•  報告組織內有關考量面邊界之任何特定限制

2.5 重大性考量面與邊界 
鑑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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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G4-21

對每一重大考量面，報告組織外之考量面邊界，

具體如下：

• 報告此考量面在組織外是否為重大的

•  如果考量面對組織外係屬重大，鑑別考量面
為重大之實體、實體群組或元素，另外，描

述其地理位置

•  報告組織外有關考量面邊界之任何特定限制

2.5 重大性考量面與邊界 
鑑別

16

G4-22
報告在以前報告中所提供資訊任何重編的影響

及重編原因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65-71

105年並無重編影
響資訊

G4-23
報告與前個報告期在範圍和考量面邊界的顯著

改變
1.1 公司概況 2

利害關係人參與

G4-24 提供與組織參與之利害關係人的群體列表
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
題蒐集

11-14

G4-25 報告鑑別和選擇利害關係人的基礎
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
題蒐集

11-14

G4-26
報告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法（包括參與

頻率，依形式及利害關係人群體），並表明是

否有任何參與作為報告編制過程中的一部分

2.6 利害關係人溝通 16-17

G4-27

報告經由利害關係人參與所提出之關鍵議題和

關注事項，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題和關

注事項，包括透過本報告的方式。報告提出每

一項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2.4 關注議題矩陣圖
2.5 重大性議題鑑別

15
16

報告概況

G4-28 所提供資訊的期間 報告書說明 I

G4-29 最近一次報告的日期 報告書說明 I

G4-30 報告週期 報告書說明 I

G4-31 針對報告書或其內容有問題時的聯絡人 報告書說明 I

G4-32

a.   報告組織選擇之“依循選項”
b.   報告所選擇“依循選項”之 GRI內容對照
c.   如果報告已經由外部查證，報告引用的外部
保證報告。GRI組織建議使用，但不是 GRI
指南的強制要求

報告書說明 I

G4-33

a.  報告組織對本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的政策和現
行作法

b.  如果永續報告內未包含保證報告的範圍和基
礎，則需報告任何外部保證提供的範圍和基礎

c.  報告組織和保證方間的關係
d.  在尋求永續報告的保證時，報告最高治理單
位和資深管理層是否參與

報告書說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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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治理

G4-34
報告組織的治理架構，包括最高治理單位的委

員會。鑑別任何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負有

決策責任之委員會。

3.2  董事會 19-21

G4-37
報告利害關係人和最高治理單位對經濟、環境

和社會議題的協商流程。如果協商是被授權的，

描述被授權者和回饋給最高治理單位的流程。

3.1  治理原則 19

G4-39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是否亦為公司執行長 3.1  治理原則 19

G4-41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

報告是否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衝突，至少包括：

• 跨董事會成員
•  與供應商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的交叉持股
• 控股股東之存在
• 關聯方揭露

3.2 董事會 
3.3 高階薪酬政策 

19-21
21

G4-42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和資深管理層在制定、批准、

和更新該組織的目的、價值或使命聲明、策略、

政策，以及相關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的目標

之角色

1.2企業價值
2.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
10

G4-44

a.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
的績效評估流程。報告這樣的評估是否為獨

立的及其頻率。報告這樣的評估是否為自我

評估

b.   報告回應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
題之績效評估所採取的行動，最低要求至少包

括成員和組織規範的變化

2.2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3.1 治理原則 
3.6風險管理 

10
19

22-23

G4-45

a.   報告最高治理單位鑑別和管理在經濟、環境
和社會衝擊、風險和機會所扮演的角色。包

括盡職調查流程實施

b.   報告利害關係人協商是否被用來支持最高治理
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風險和機會

之鑑別和管理

2.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2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10

G4-51

a.  報告下列類型之最高治理單位及資深執行階
層的薪酬政策：

• 固定薪酬與變動薪酬：
––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
––分紅
––遞延或既得股份

• 簽約金或招聘激勵金
• 終止合約之給付 
• 補償機制 
•  退休福利，包括最高治理單位、資深執行階
層及所有員工之貢獻率與其福利方案之差異 

b.   報告薪酬政策有關最高治理單位和資深執行
階層之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的績效標準

3.3高階薪酬政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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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道德與誠信

G4-56
描述組織的行為價值、原則、標準和規範，如行

為準則與道德守則
3.4 道德規範 21

特定標準揭露

經濟績效指標

經濟 
績效 ※

G4-EC1
產生和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包括

銷售額、營運成本、員工薪資與福

利、股利和稅捐支出及保留盈餘等）

1.6 盈餘分配
5.3 薪酬福利 

5
38-40

G4-EC2
氣候變遷導致組織活動對財務之影

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3.6 風險管理 
4.6  氣候變遷與機會

22-23
32

G4-EC3 組織界定福利計劃義務的範圍 5.3 薪酬福利 38-40

G4-EC4 接受政府之財政補助
5.4 教育訓練
7.2 教育支持

40-41
55-57

105年度台灣總部
獲得政府獎勵免

稅 NT$33,293；
新加坡廠獲得政府

僱用及薪資補助

SGD2,216

G4-EC8
重大的間接經濟影響，包括衝擊程

度
3.6 風險管理 22-23

G4-EC9
對於重要營運據點當地供應商之支

出比例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50-52

環境績效指標

能源

G4-EN3 組織內部之能源消耗量 4.5  環境資訊揭露 31

G4-EN6 能源消耗量減量 4.4  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29-30

G4-EN7 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減量 4.4  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29-30

水

G4-EN8 各來源別的總出水量 4.7 水資源管理 32-33

G4-EN9 因取水而有重大影響之水源 4.7 水資源管理 32-33

G4-EN10 水回收及再利用的總量及比例 4.7 水資源管理 32-33

生物多樣化 G4-EN11
在非保護區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棲

息地和保護區、或在其鄰近地區，

所擁有、租賃或管理的營運場址

4.1  環境永續政策 25

排放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4.3 綠色管理系統
4.5  環境資訊揭露

26-29
32

台灣總部與新加坡

廠直接溫室氣體排

放量皆經 BSI查證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4.3 綠色管理系統
4.5  環境資訊揭露

26-29
32

台灣總部與新加坡

廠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量皆經 BSI查證

G4-EN19 溫室氣體減排量 4.4  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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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廢污水及

廢棄物

G4-EN22 污水排放的污染程度及流向終點
4.5  環境資訊揭露
4.8 廢棄物管理

32
34-36

G4-EN23
廢棄物的總量，按種類及處理方式

描述

4.3 綠色管理系統
4.5  環境資訊揭露
4.8 廢棄物管理

26-29
31

34-36

法規遵循 ※ G4-EN29
重大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事件及所處

罰款總金額，或非金錢方法的處罰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65-71

報告年度內無發生

重大違規事件

整體情況 G4-EN31 按種類揭露環境保護的總費用與投資 4.2  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 25

社會績效指標：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勞僱 
關係

G4-LA2
在重要營運據點對全職員工提供之

福利
5.3 薪酬福利 38-40

職業健康與 
安全 ※

G4-LA5

描述由勞資雙方代表參加的正式聯

合勞工健康安全委員會之勞工比

例，藉以監督和指導職業健康安全

計劃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43-46

G4-LA6

依區域與性別分析傷害類型及工傷

率、職業疾病發生率、損失天數比

例、缺勤率以及與工作有關的死亡

總人數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43-46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

風險之作業人員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43-46

G4-LA8
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被列於工會正

式協議文件中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43-46

本公司無工會，但

有專責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委員會負

責此功能

訓練 
與教育

G4-LA9
依員工類別與性別計算單一雇員每年

接受的平均訓練時數
5.4  教育訓練 40-41

G4-LA10
員工職能管理和終生學習計劃以協助

員工持續受雇之能力及其退休計畫

5.3 薪酬福利
5.4 教育訓練

38-40
40-41

員工全元化 
與平等機會

G4-LA12
依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和其它

多樣性指標報告公司高階管理層和

按員工類別的員工組成

5.7 人力結構 48

勞工實務問

題申訴 
機制

G4-LA16
藉由正式的申訴機制提出對勞動條

件的立案、處理、並解決之數量
5.6 勞資和諧 45-46

社會績效指標：人權

投資 G4-HR2
報告員工接受與營運相關人權考量

面之人權政策或程序訓練的總時數

及接受訓練的員工比例

5.4 教育訓練 40-41

保全實務 G4-HR7
接受與營運有關之人權政策或程序

訓練之保全人員比例
5.4  教育訓練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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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數 備註

社會績效指標：社會

反貪腐

G4-SO4 反貪污政策和程序上的溝通和培訓
3.4  道德規範
5.4  教育訓練

21
40-41

G4-SO5 證實之貪污事件和採取的行動 3.4  道德規範 21

G4-SO7
針對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及獨

佔等情形採取法律行動訓練之總

數和其成果

5.4 教育訓練 40-41

法規 
遵循 ※ G4-SO8

不遵從法律及規定之貨幣罰款及非

貨幣之重大懲罰總量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65-71

報告年度無不遵從

法律及規定之貨幣

罰款及非貨幣之重

大懲罰

社會績效指標：產品責任

產品與服務

標示 ※

G4-PR4
依結果種類報告產品與服務資訊和

標示違反法規及自願性規範的事件

數量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65-71
報告年度無受罰事

件發生

G4-PR5 衡量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6.4 客戶滿意度調查 51

顧客

隱私 ※ G4-PR8
客戶抱怨關於隱私權侵犯，和資料

外洩等事件的總數

3.6 風險管理 
6.2 客戶機密保護

22-23
50

報告年度客戶隱私

權侵犯或資料外洩

的抱怨

法規

遵循 ※ G4-PR9
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違背法

律與規定導致重大罰款之貨幣價值
GRI G4指標索引對照表 65-71

報告年度無違背法

律及規定之事件發

生

※ 重大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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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ISO 26000對照表

ISO 26000指標 對應章節 補充說明

組織治理

有助社會責任的決策過程和結構，

促進社會責任的核心原則和基本

的實際應用

2.  永續發展體系
3.  公司治理

人權

符合法規並避免因人權問題造成

之風險之查核

5  員工夥伴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台灣總部、新加坡廠及韓國廠都是

人權審查完善國家，各營運據點均

在政府監督的工業區中，人權相關

事宜均符合法令規定

人權風險處境 5.  員工夥伴 　

避免有共犯關係 5.6  勞資和諧 提供員工各種溝通及申訴管道

投訴處理 5.6  勞資和諧 　

歧視與弱勢族群 7.3  弱勢關懷 　

公民權與政治權 5.6  勞資和諧

欣銓科技關心國家各面向的發展，

但保持政治中立；鼓勵員工行使公

民權，但充分尊重員工個別的政黨

取向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5.  員工夥伴 　

工作的基本權利
5.2  適才任用
5.3  薪酬福利

　

勞動實務

聘僱與聘雇關係 5.2  適才任用 　

工作條件與社會保護

5.2  適才任用
5.3  薪酬福利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6  勞資和諧

　

社會對話 2.6利害關係人溝通 　

工作的健康與安全 5.5  職場安全與衛生 　

人力發展與訓練
5.4  教育訓練
5.5  職場安全與衛生

　

環境

污染預防
4.3綠色管理系統
4.8廢棄物管理

　

永續資源利用 4.8廢棄物管理 　

氣候變遷減緩與適應
4.1  環境政策
4.3綠色管理系統

　

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棲

息地修復

4.1  環境政策
7.4環境與生態永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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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6000指標 對應章節 補充說明

公平運作 
實務

反貪腐
3.4  道德規範
5.4  教育訓練

　

政治參與責任

欣銓科技關心國家各面向的發展，

但保持政治中立；鼓勵員工行使公

民權，但充分尊重員工個別的政黨

取向

公平競爭 3.4  道德規範

服務領域為企業市場，無涉及大眾

市場。欣銓科技遵守智慧財產權與

公平交易等相關法令，與供應鏈上

下游及客戶進行良好並合法之商業

互動

促進價值鏈的社會責任
6.1  客戶服務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尊重智慧財產權 3.6  風險管理    
本公司遵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

令，與供應鏈上下游及客戶進行良

好並合法之商業互動

消費者議題

公平行銷、客觀真實的資訊與公

平交易
3.4  道德規範

本公司遵守公平交易等相關法令，

與供應鏈上下游及客戶進行良好並

合法之商業互動

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保護 　

主要營運內容為半導體產品測試，

無實體產品，測試服務流程無影響

消費者健康和安全保護之疑慮

永續消費
本公司與企業客戶維持長期性的業

務關係

消費者服務、支援、抱怨與爭議

解決

6.1  客戶服務
6.4  客戶滿意度調查

主要營運內容無實體產品，無消費

者服務、支援、抱怨與爭議之疑慮

消費者資料保護與隱私 6.2  客戶機密保護
主要營運內容無實體產品，不涉及

消費者資料與隱私

提供必要的服務 6.1  客戶服務 　

教育與認知 本公司業務不涉及個人消費者

社會參與 
與發展

社會參與 7.  社會參與 　

教育與文化
7.1  社區參與
7.2  教育支持

　

就業機會創造與技術發展
1.7  發展策略與創新研發
5.2  適才任用

　

科技發展 1.7  發展策略與創新研發 　

創造財富與收入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5.3  薪酬福利

　

健康 5.5  職場安全與衛生 　

社會投資 7.  社會參與 　



74105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附件四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對照表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各章節定義 對應單元

第一條

為協助上市上櫃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

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證券交易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

簡稱櫃檯買賣中心）爰共同制定本實務守則，以資遵循。上市上櫃

公司宜參照本守則訂定公司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以管理其對

經濟、環境及社會風險與影響。

報告書說明

經營者的話

2.2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第二條

本守則以上市上櫃公司為適用對象，其範圍包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

之整體營運活動。本守則鼓勵上市上櫃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

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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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者的話

2.  永續發展體系
3.  公司治理

第三條

上市上櫃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注意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在追

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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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永續發展體系
4.  環境保護
7.  社會參與

第四條

上市上櫃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宜依下列原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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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書說明

經營者的話

3.1  治理原則

第五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

務之關聯性、公司本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

影響等，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

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議案時，公司董事會宜審酌列為

股東會議案。

2.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第六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建置有效

之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以健全公司治理。

3.4道德規範

第七條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企業實踐社

會責任，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之落實。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會於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

宜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景，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
或相關管理方針。

二、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企業
社會責任之具體推動計畫。

三、 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上市上櫃公司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應由

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並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其作業

處理流程及各相關負責之人員應具體明確。

經營者的話

2.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3.1  治理原則

第八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定期舉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教育訓練，包括宣導

前條第二項等事項。
3.4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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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各章節定義 對應單元

第九條

上市上櫃公司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理，宜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之專（兼）職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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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上市上櫃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

組織策略目標及利害關係人利益。

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宜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並設立明確有效之

獎勵及懲戒制度。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第十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

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透過適當溝通方式，瞭解利害

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其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

2.3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題蒐集
2.6  利害關係人溝通

第十一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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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致力於達成環境永

續之目標。

4.1  環境政策

第十二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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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4.3  綠色管理系統

第十三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該制度應

包括下列項目：

一、 收集與評估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之充分且及時之資訊。
二、 建立可衡量之環境永續目標，並定期檢討其發展之持續性及相
關性。

三、訂定具體計畫或行動方案等執行措施，定期檢討其運行之成效。

4.3  綠色管理系統

第十四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以擬訂、推動及維

護相關環境管理制度及具體行動方案，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

工之環境教育課程。

4.3  綠色管理系統

第十五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

之概念，並依下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等營運

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4.4  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4.7  水資源管理
4.8  廢棄物管理

第十六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上市上櫃公司應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

並訂定相關管理措施。

上市上櫃公司應興建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

空氣與土地；並盡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採

行最佳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施。

4.7  水資源管理

第十七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

盤查並予以揭露，其範疇宜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外購電力、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者。

上市上櫃公司宜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並依營運狀況與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將

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規劃中，且據以推動，以降低公司營

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4.3  綠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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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各章節定義 對應單元

第十八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遵守相關法規，及遵循國際人權公約，如性別平等、

工作權及禁止歧視等權利。

上市上櫃公司為履行其保障人權之責任，應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

程序，其包括：

一、提出企業之人權政策或聲明。

二、 評估公司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對人權之影響，並訂定相應之處
理程序。

三、定期檢討企業人權政策或聲明之實效。

四、涉及人權侵害時，應揭露對所涉利害關係人之處理程序。

上市上櫃公司應遵循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如結社自由、集體協商

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僱

傭與就業歧視等，並確認其人力資源運用政策無性別、種族、社經

階級、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以落實就業、雇用條件、

薪酬、福利、訓練、考評與升遷機會之平等及公允。

對於危害勞工權益之情事，上市上櫃公司應提供有效及適當之申訴

機制，確保申訴過程之平等、透明。申訴管道應簡明、便捷與暢通，

且對員工之申訴應予以妥適之回應。

5.1  員工夥伴政策

第十九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提供員工資訊，使其了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

法律及其所享有之權利。
5.2  適才任用

第二十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要之

健康與急救設施，並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

預防職業上災害。上市上櫃公司宜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訓練。

5.5職場健康與安全

第二十一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

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上市上櫃公司應將企業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在員工薪酬政策

中，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5.4  教育訓練

第二十二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

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上市上櫃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行使協商之權力，並提

供員工必要之資訊與硬體設施，以促進雇主與員工及員工代表間之

協商與合作。

上市上櫃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5.6勞資和諧

第二十二條之

一

上市上櫃公司對其產品或服務所面對之客戶或消費者，宜以公平合

理之方式對待，其方式包括訂約公平誠信、注意與忠實義務、廣告

招攬真實、商品或服務適合度、告知與揭露、酬金與業績衡平、申

訴保障、業務人員專業性等原則，並訂定相關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

主要營運內容為半導體產品測

試，無實體產品，主要客戶為企

業，無需進行廣告

第二十三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對產品與服務負責並重視行銷倫理。其研發、採購、

生產、作業及服務流程，應確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透明性及安全性，

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權益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

服務損害消費者

權益、健康與安全。

6.1客戶服務

第二十四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

質。上市上櫃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應遵循相關法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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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營運內容為半導體產品測

試，無實體產品，主要客戶為企

業，無需進行產品標示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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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評估並管理可能造成營運中斷之各種風險，降低其

對於消費者與社會造成之衝擊。

上市上櫃公司宜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

序，公平、即時處理消費者之申訴，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

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者之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主要營運內容為半導體產品測

試，無實體產品，主要客戶為企

業，無個人消費者，無需進行產

品標示或廣告

第二十六條

上市上櫃公司宜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

響，並與其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上市上櫃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宜評估其供應商是否有影響環境與

社會之紀錄，避免與企業之社會責任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

上市上櫃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簽訂契約時，其內容宜包含遵守雙

方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供應商如涉及違反政策，且對供應來

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響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

條款。

6.5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第二十七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評估公司經營對社區之影響，並適當聘用公司營運

所在地之人力，以增進社區認同。

上市上櫃公司宜經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

益專業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織、慈善公益團體

及地方政府機構之相關活動，以促進社區發展。

5.2  適才任用
7.  社會參與

第二十八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

公開，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上市上櫃公司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資訊如下：

一、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企業社會責任之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
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 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司營
運與財務狀況所產生之風險與影響。

三、公司為企業社會責任所擬定之履行目標、措施及實施績效。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五、主要供應商對環境與社會重大議題之管理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六、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5.  員工夥伴
7.  社會參與

第二十九條

上市上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應採用國際上廣泛認可之準

則或指引，以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並宜取得第三方確信或

保證，以提高資訊可靠性。其內容宜包括：

一、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三、 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經
濟發展之執行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報告書說明

2.  永續發展體系

第三十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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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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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聯合國全球盟約分類及對應原則 對應單元 補充說明

人權

在企業影響所及的範圍內，支持並

尊重國際人權 5. 員工夥伴
6.5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台灣總部、新加坡廠及韓國廠都是

人權審查完善國家，各營運據點均

在政府監督的工業區中，人權相關

事宜均符合法令規定企業應確保公司內不違反人權

勞工

保障勞工集會結社之自由，並有效

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力
5.6 勞資和諧 　

消弭所有形式之強迫性勞動
5.2 適才適用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有效廢除童工
5.2 適才適用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消弭僱用及職業上的岐視
5.2 適才適用
5.3 薪酬福利

　

環境

支持對環境挑戰採取預防性措施

4.3 綠色環管理系統
4.6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4.7 水資源管理
4.8 廢棄物管理
7.4 環境與生態永續

　

採取善盡更多的企業環境責任 
之做法

4.3 綠色環管理系統
4.6氣候變遷與機會
4.7 水資源管理
4.8 廢棄物管理
7.4 環境與生態永續活動

　

鼓勵研發及擴散環保化的科技 7.4 環境與生態永續活動
欣銓科技主要提供測試服務與技

術，無生產實體產品

反貪腐
企業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

包括敲詐和賄賂

3.1 治理原則
3.4道德規範
3.5 內部控制
6.5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