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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止的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本公司網站 https://web.

ardentec.com/提供本報告書電子版供下載。欣銓科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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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中日期是以西元年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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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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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關心欣銓科技永續發展的好朋友：

時光荏苒，欣銓科技於 1999年創建至 2019年
滿 20  了！這些年欣銓致力於半導體測試技術服務的
持續創新與提升，同時將欣銓科技「Ardent」的熱情
基因孕育在總部及亞洲各子公司，社會公義、環境永

續的使命感成為全體員工無形的天職，一步一腳印，

將經濟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年年邁向更高的境

界。很開心與欣銓科技的好朋友們再次分享欣銓第

20年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績效。

欣銓很幸運擁有高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落實的客

戶，基於共同的理念，欣銓結合供應商夥伴以責任商

業聯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的行
為準則以及發展理念，做為一起履行經濟面延伸至社

會公義與環境永續的供應鏈的長期目標。

欣銓總部 2019年 1月進行責任商業聯盟有效性
驗證稽核 (Validated Audit Program, VAP)，檢核企
業社會責任施行成效，稽核結果達到 200分滿分。
2020 年 1月總部 4 個廠經責任商業聯盟 (RBA) 遴選
為首選工廠獎 (Factory of Choice Award)，給予欣銓
企業社會責任施行成效具體的肯定。欣銓將以此為基

礎，結合全集團子公司與供應鏈夥伴在企業社會責任

領域持續精進。

身為企業公民，欣銓也重視前瞻性的永續目

標。2019年起欣銓集團海內外公司超越法令要求，
陸續建置極早期火災預警系統 (Very Early Smoke 
Detection Apparatus, VESDA)，規劃於 2020年全

面完成。提升火災防阻至更高安全水平，並強化持續

營運的管理。總部於 2019 年完成 ISO 50001 能源
管理系統建置，做為溫室氣體持續減排行動的墊腳

石。全集團每年規劃節能、減排目標，定期管理審查

確保達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欣銓雖是低耗水產業，

同仁夥伴仍秉著涓滴成河的信念降低水資源的消耗，

2019年欣銓水資源管理獲得經濟部落實節水輔導改
善獎勵工業組優等獎。2020 年將導入碳足跡盤查作
業，從各個面向為減緩氣候變遷盡棉薄之力。

「樂在工作」，是欣銓對員工夥伴的期許，欣銓

陸續推出新的班表、鼓勵休假⋯等措施，降低員工

夥伴的工作時間，期許員工工作以外有更多的時間豐

富個人及家庭生活。我們相信，快樂的員工熱情基因

更強大。因應公司每年對社會慈善機構團體的各項教

育、慈善的捐助支持，海內外同仁或解囊樂捐、或為

愛而跑，或訪視關懷⋯都是洋溢著溫暖的笑容，樂在

其中！員工夥伴對環境關懷的熱情年年不減，呼應全

球的世界淨灘活動，海內外公司同仁呼朋引伴，牽著

孩童，頂著艷陽，迎著海風，展開最腳踏實地的環境

教育。

企業社會責任是融合人、企業、與環境邁向社會

公義與環境永續更美好的大道，迎向未來，欣銓將一

如 20年來的初衷，遵守國際相關準則，關懷社會，
自發向前，持續引領員工及供應鏈夥伴堅定向更美好

大道的遠方大步邁進！

經 營 者 的 話

L E T T E R  F R O M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欣銓科技 董事長 副董事長暨總經理

102-14

經營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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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總部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公司概況   102-2 102-5102-3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開發行企業的專業半

導體測試公司，2019年資本總額達新台幣 49億元，服

務內容包含各類積體電路的測試工程開發及測試生產。

欣銓總部設於台灣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總

部包含開源、鼎興、高昇及寶慶廠 4個廠區。

東北亞的韓國欣銓子公司、東亞的欣銓總部及全智

科技、中國的欣銓 (南京 )集成電路子公司，結合東南

亞的新加坡欣銓子公司，成為環亞洲帶狀服務據點，形

成歐、亞、美洲完整的業務開發與測試營運服務網絡。

半導體前、後段製程 (如測試、封裝 )都是設備

投資龐大的產業，由於前、後段製程技術與生產管理

差異甚大，因此半導體產業封裝、測試等後段製程的

專業化與前段製程形成相輔相成的平行分工。欣銓科

技以領先測試同業的工程能力、品質系統及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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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子公司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韓國子公司

Ardentec Korea Co., Ltd.

欣銓科技

分佈圖

南京子公司

欣銓 (南京 )集成電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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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欣銓

1.2 企業價值   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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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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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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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人性與專業的需求，帶動員工與公司的共同成長

堅持正派經營，並關懷社會與環境永續發展

1.3 公司組織   102-7 102-18  

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 計 委 員 會

稽 核 室

法 務 室職 安 衛 室

股 東 會

執 行 長

董 事 會

總 經 理 室

企

業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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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銓 科 技
股份有限公司

盛唐投資有

限公司

Valutek, 
Inc.

Valucom 
Investment, Inc.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Ardentec Korea 
Co., Ltd. 

全智科技

(股 )公司 

100%

欣銓半導體

有限公司

100%

100%

ValuTest 
Incorporated 

100%

欣銓 (南京 )集
成電路有限公司

100%

100%100% 100% 100%

欣銓科技與 
關係企業組織

1.4 專業服務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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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C-

SP) 服務、晶圓薄化與金屬鍍膜製程 (BGBM/SF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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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科技通過各項品質系統驗證，搭配前述精實的工程技

術能力及先進之自動化資訊平台，使欣銓科技有同業最佳之產

品品質，進而成為車用 IC及安控 IC測試生產之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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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欣銓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02-6 102-45 201-1102-15

2019年由於全球籠罩在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的

因素與大環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半導體產業

全球銷售額下跌 10~15%，主要是因為記憶體價格走

跌和庫存過高所影響，但根據市場研究機構預估，

2020年的全球半導體銷售將有 4~5% 的成長，主要

來自於物聯網、智慧手機、人工智慧、電動車與自駕

車、智慧製造、5G、感測器等應用需求的增加。惟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擴大，對電子業

和半導體業供應鏈帶來很大的挑戰，供貨和需求皆同

步受到影響，也為2020年的復甦埋下不確定的因素。

我們仍將秉持著審慎的投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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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日整合元件製造公司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 大廠先進製程外包台灣半導體製

造是主流，並在地選擇專業封測夥伴。欣銓科技擁有

豐富的測試經驗及客製化服務，獲得許多國際大客戶

青睞，在半導體測試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欣

銓科技也持續開拓 IC設計公司的客戶群，以掌握市

場趨勢和創造營運成長。

2019年車用、工業控制需求受全球車市景氣趨

緩所影響但射頻晶片、通訊、記憶體、消費性電子等

應用測試需求成長。欣銓南京子公司於 2019年完成

數個客戶認證並開始量產、以提供客戶全方位測試服

務和參與中國半導體市場成長的商機，完成整體區域

化的布局，貼近客戶的全球策略以提升客戶關係和創

造雙贏。

2019年產品營收比重

產品 營收金額 比重%

晶圓測試 6,360,916 79.02

成品測試 1,663,732 20.67

其他 (設備出租 ) 25,491 0.31

合計 8,050,139 100.00

其他係機台租金收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

2018及 2019年測試服務區域營收

　 2018 2019

台灣 1,546,359 1,884,252

美國 3,438,561 2,521,172

新加坡 650,689 597,265

大陸 182,150 324,608

其他 2,626,045 2,722,842

合計 8,443,804 8,050,139

其他主要為歐洲國家 (單位：新台幣仟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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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及 2019年財務績效 (合併營收 )

年 2018 2019
營業收入 8,443,804 8,050,139

營業成本及費用 6,605,873 6,475,788

營業淨利 1,837,931 1,574,35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3,303  (83,163)

稅前利益 1,981,234 1,491,188

所得稅費用 432,692   381,592
當期淨利 1,548,542 1,109,596

以上合併營收包含總部及全智、新加坡、韓國與南京 4個子公司 (單位：新台幣仟元 )

1.6 盈餘分配   201-1  

本公司章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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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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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1,109,596仟元， 

經 2020年 2月 20 日董事會議通過，每股擬配發新

台幣 1.3 元現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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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近年研發有成的

技術為車用 IC、安控 IC及物聯網 (IoT)及高壓類比

元件相關測試技術，已進入收成的階段，相關營業額

將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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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除導入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用於產線貨批之管理及自

動化生產，目前已有小成，未來兩年內將大量使用於

生產線，更開發出一套影像辨識系統，運用於產品包

裝辨認，以避免人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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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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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RDENTEC

關於欣銓

1.8 榮譽與肯定   102-12 102-13

國內外會員資格 

廠區 會員

總部

全球半導體聯盟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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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子公司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

Singapor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SIA)

E2PO _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韓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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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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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標準歷年驗證 /查證效期起始年度

起始年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2000 ISO 9002 　 　 　 ISO 9002

2001 　 　 　 　 ISO 9001

2002 QS 9000 　 　 　 　

2003 ISO 9001 　 　 　 　

2004
ISO 14001 　 　 　 　

ISO/TS 16949 　 　 　 　

2007 OHSAS 18001 ISO 9001 　 　 　

2008 ISO /IEC 27001 　 　 　 　

2009 TOSHMS　
ISO 14001 　 　 　

OHSAS 18001 　 　 　

2010

ISO 14064 ISO /IEC 27001 　 　 　

IECQ QC080000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

　 　 　 　

2011 　 ISO/TS 16949 ISO 9001 　 ISO 14001

2012 企業內部管控制度 ISO 14064 ISO/TS 16949 　 　

2013

CNS 15506 (1)
Strategic Trade 
Scheme (STS) Tier 
3 Permit

ISO 14001 　 　

Common Criteria 
(Site Certification) 
鼎興廠

　 OHSAS 18001 　 　

AA1000 AS 　 　 　 　

2014

ANSI/ESD S20.20
Approved Contract 
Manufacturer and 
Trader (ACMT)

ISO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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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Common Criteria 
(Site Certification) 
EAL 6 (2)

ISO 22301 　 　 　

健康職場認證健康
促進標章

　 　 　 　

2016 ISO 22301 　 　 　 　

2017 　 　 　 　
ANSI/ESD 
S20.20

2018

ISO 45001 　 IATF 16949　 ISO 9001 IATF 16949　

ISO 26262 　 　 IATF 16949 　

IATF 16949 　 　 ISO/IEC 27001 　

2019 ISO 50001 ISO50001 SA
IATF 16949 ISO 26262 ISO 14001 

ISO 45001
(1) : 2015年起未繼續申請驗證    (2) : 包含高昇廠資料機房、寶慶廠資料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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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RDENTEC

關於欣銓

2019年 獲獎紀錄
欣銓總部

董事長盧志遠博士獲選為「世界科學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TWAS）2020年新任院士

英國標準協會 (BSI) 頒發 2019年永續卓越獎 (連續第三年 )

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前 5% (連續第二年 )

經濟部落實節水輔導改善獎勵工業組優等獎

責任商業聯盟 (RBA) 授與 Factory of Choice (FOC) Award (2020/1/22)

新加坡子公司

Asia 30 Best Tech Companies (The Silicon Review)

SB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ward (SBR)

Singapore Health Award -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Singapore Health Promotion Board)

 

欣銓
總部

新加坡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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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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落實績效

2.4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析

2.5 主題重大性矩陣圖

2.6 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方針

2.7 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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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BUSINESS FRAMEWORK

永續發展體系

2.1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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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過程，欣銓支

持責任商業聯盟 (RBA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的使命、願景及章程。此外，欣銓

承諾營運活動充分符合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BA Code of Conduct)。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102-18 102-20102-19  

欣銓科技及所有子公司均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總部由總經 擔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公司

內跨部門高階主管以及各子公司總經理擔任委員。各

子公司由其總經理擔任「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及

高階主管擔任委員。各委員會統一因應責任商業聯

盟 (RBA)的準則分類，委員會下設「勞工與人權」、

「健康安全」、「環境保護」及「商業道德」四大面

向的推動組織。此外總部及所有子公司設有「社會參

與」組，積極參與、關懷及回饋社會。欣銓由總部結

合所有子公司整體致力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與推動的

綜效，實踐欣銓集團推動永續經營的階段性與長遠目

標，每年由總經理向董事會報告年度執行成效。 

各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負責落實永續經營的目

標，關注國內、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發展以及企業

環境變遷，研擬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目標的

措施，持續強化欣銓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確

保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成效不斷提升。

董事會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重視道德與 

公司治理

充分揭露公司治理

及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資訊

遵循法規及 

國際準則規範

發展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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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委 員 會

勞 工 與 人 權 組 環 境 保 護 組健 康 安 全 組 商 業 道 德 組 社 會 參 與 組

自由選擇職業

青年勞工

工時

工資與福利

人道待遇

不歧視

自由結社

職業安全

緊急應變

工傷和職業病

工業衛生

體力勞動工作

機器防護

公共衛生和食宿

健康安全與溝通

環境許可報告

預防污染和節約資源

有害物質

固體廢物

廢氣排放

材料控制

水資源管理

能源消耗和

溫室氣體排放

誠信經營

無不正當利益

資訊公開

知識產權

公平業務、廣告 
發佈和競爭

身份保護及不報復政策

負責任地採購礦物

隱私

社區參與

弱勢關懷

教育支持

環境生態

2.3 企業社會責任落實績效
欣銓科技總部秉持與上游客戶及下游供應商共

同建構責任供應鏈的方向，以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

則 (RBA)為管理標準，落實達到每個準則細目的最

高標準。

欣銓總部 4個廠 2019 年 1月進行責任商業

聯盟有效性驗證稽核 (RBA VAP, Validated Audit 

Program)達到 200 分的滿分白金等級，並於 2020

年 1 月獲責任商業聯盟 (RBA)遴選授與 Factory of 

Choice Award (FOC)的肯定。負責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績效的企業社會責任處陳秋香 (Rhiannon Chen)專

案協理於 2020年 1月通過 RBA Factory Lead Pro-

gram認證，欣銓公司名稱及人名將列示於 RBA 會員

專屬的 SharePoint.

Recognition that

Ardentec Corporation
No. 3, Gongye 3rd Rd., Hsin - 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Taiwan

Completed the RBA Validated Audit Process achieving PLATINUM Status
Closing all Priority, Major and Minor findings with a full audit score of 

200/200

RBA Executive Director RBA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Robert Lederer Jonathan Ivelaw-Chapman

Validated Audit Report: VAR-20190117-886-01B02

Audit date: January 17, 2019

Certificate issue date: February 2, 2019

Expiration date: September 18, 2020

v1.2 - Oct 2018

Recognition that

Ardentec Corporation

No. 3, Gongye 3rd Rd., No. 24, Wenhua Rd., No. 9, Renyi Rd., No. 12 Guangfu N. Rd, 
Hsin Chu Industrial Park, Hukou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Taiwan

completed the RBA® Factory of Choice

One-Star Level

Award ID*: hzwQBkFCyDDEn8M

Issue date: January 22, 2020

Expiration date: September 19, 2020

*To verify this award, send an email to FOC@responsiblebusiness.org

This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Completion
is hereby awarded to 

Rhiannon Chen

From: Ardentec Corporation

RBA Factory Lead Program 
Certificate#: 3599659

Completion Date: January 9th, 2020

Expires: January 9th, 2022 Robert Lederer 
Executive Director, RBA 

RBA VAP 200分證書 RBA Factory of Choice Award證書 Rhiannon Chen Factory Lead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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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體系

2.4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析   102-21 102-42 102-43102-40

欣銓每年以下列流程進行利害關係人、主題的蒐

集、主題關注度及衝擊度分析，以及主題重大性的鑑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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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利害關係人關注的主題

及對欣銓科技的期許，利害關係人的回應是本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方向與規劃及永續發展的重要參考。

關注主題

蒐集

利害關係人類

別及溝通方式

蒐集

主題關注度

調查

主題衝擊度

分析

主題重大性
分析

重大性主題
與衝擊邊界
分析

關注主題蒐集 利害關係人鑑別

欣銓科技每年蒐集國內外相關產業關注主題，向

各功能部門徵詢，彙整完整的關注主題。

功能主管依相關營業活動每年鑑別各關注主題的

利害關係人、溝通方式及管道。2019年彙整員工、

客戶、供應商與承攬商、政府及主管機關、投資人、

配合機構、債權人與社區等八大類型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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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與關注主題 

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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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權人 社區

客戶服務與滿意 V V V V V V V

機密資料保護 V V V V V

法令遵循 V V V V V V V

人權保護 V V V

職業健康安全 V V V V

員工福利與薪酬 V V

風險管理 V V V

營運持續 V V V V V V

勞資關係 V V V V V

經營與獲利績效 V V V V

誠信經營 V V V V V V V

廢棄物管理 V V

能資源管理 V

品質與產品服務 V V V V V

利害關係人溝通 V V

技術能力與支援 V V V

承攬商 /供應商關係 V V V V V

人才培育 V V V V

溫室氣體減量 V

禁用衝突礦產 V

社區關懷 V V

配合機構 : 包含會計師事務所、稽核單位、合作學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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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體系

主題關注度分析

完成利害關係人、溝通方式及管道蒐集後，即展開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以問卷蒐集對主題的關注度，以

綜合彙整利害關係人與主題關注度的概貌。利害關係人對主題關注度分析如下 :

0 10.5 1.5 2.5 3.52 3 4

機密資料保護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安全

承攬商 /供應商關係

員工福利與薪酬

法令遵循

人權保護

經營與獲利績效

品質與產品服務

禁用衝突礦產

客戶服務與滿意

持續營運

利害關係人溝通

能資源管理

溫室氣體減量

風險管理

人才培育

廢棄物管理

誠信經營

技術能力與支援

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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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度

關
注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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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衝擊度分析

彙整後的關注主題由各功能主管進行各主題對公司營業活動衝擊度的分析。主題來自各功能的衝擊度評估

經彙整後，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再將各主題逐一檢核對公司整體面的衝擊，經由微觀到巨觀的雙向檢核與整體

營運相關度的分析後，關注主題對營運衝擊度的彙整結果如下﹕

0 10.5 1.5 2.5 3.52 3 4

機密資料保護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安全

承攬商 /供應商關係

員工福利與薪酬

法令遵循

人權保護

經營與獲利績效

品質與產品服務

禁用衝突礦產

客戶服務與滿意

持續營運

利害關係人溝通

能資源管理

溫室氣體減量

風險管理

人才培育

廢棄物管理

誠信經營

技術能力與支援

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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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注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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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體系

2.5 主題重大性矩陣圖   102-44 103-1102-47   

整合利害關係人對主題關注程度、關注主題對各功能的衝擊度及內部合理性評估，歸納及排序出主題重大

性分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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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

客戶服務與滿意

機密資料保護

法令遵循

人權保護

風險管理

誠信經營

品質與產品服務

能資源管理

技術能力與支援

利害關係人溝通

營運持續

職業健康安全

經營與獲利績效

員工福利與薪酬

勞資關係

廢棄物管理

承攬商 /供應商關係

人才培育

溫室氣體減量

社區關懷

其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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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方針   102-48 103-2103-1 419-1102-49 103-3  

依據主題關注度及衝擊度的分析與評估，參酌公司實際運作關聯性後，重大性主題相關的考量面及邊界分

析如下表。

重大性主題 GRI 準則 (2016)

管理方

針對應

章節

價值鏈衝擊邊界 

總 

部

子公司
客 

戶

供應商

與承攬

商

債 

權 

人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客戶服務與

滿意

欣銓依利害關係人回應鑑

別之重大主題
6.4 V V V V V V 　 　

機密資料 
保護

顧客隱私 418-1
3.6

V V V V V V V 　
6.2

法令 
遵循

社會經濟法規

遵循

419-1 3.6
V V V V V 　 　 　

307-1 4.3

人權 
保護

不歧視 406-1
5.3 V V V V V 　 V 　

童工 408-1

職業健康 
安全

職場安全衛生
403-1

5.5 V V V V V 　 V 　
403-4

員工福利與

薪酬

經濟績效
201-1

5.3 V V V V V 　 V 　201-3

勞雇關係 401-2

風險 
管理

一般揭露 102-30

3.6 V V V V V V 　 V間接經濟衝擊 203-2 

客戶隱私 418-1

營運

持續

一般揭露

102-11

3.6 V V V V V V 　 V

102-30

102-31

間接經濟衝擊 203-2

勞資 
關係

勞雇關係 401-2
5.3 V V V V V 　 V 　

勞資關係 402-1

經營與獲利

績效

一般揭露 102-15 1.5
V V V V V 　 V V

經濟績效 201-1 1.6

重大主題衝擊描述見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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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體系

重大性主題管理方針

重大性

主題
政策 管理措施 /專案 目標 評估機制

客戶服務

與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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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個別「客戶」專案，建立順暢的服

務系統與溝通管道

客戶滿意度

>85%

每年度施行客戶滿

意度調查

機密資料

保護

全體同仁遵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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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1. 設置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推動資

訊安全相關管理，已通過 ISO 

27001(ISMS)及 ISO 15408 

(Common Criteria) 驗證，以落實客

戶與公司機密資料之保護。

2. 藉由 (1) 資訊管理 (文件機密等級分

級，非一定授權無法接觸使用、建立

監控管理資料記錄 ); (2) 行為管制 (保

密措施、限制機密資料取得、授權管

制措施 ) ; (3) 教育管制 (教育訓練、

保證書、保密協定、離職程序及切結

書 )，建立對機密資料的合理保護措

施。

3. 每年對全體員工進行資訊安全教育訓

練及資訊安全政策的宣導，落實機密

資料保護。

無下列重大事

件 : 

1. 因資安事件導

致公司或客戶

資料外洩 

2. 惡意程式大規

模感染破壞，

影響生產設備

及產能

1. 透過每年稽核與

資訊安全管理審

查，持續改善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

2. 藉由弱點掃描及

滲透測試，強化

網路架構及資安

防護

法令遵循
整體營業活動符合

相關之法令規章

訂定法規鑑別作業程序詳列相關法令做

為檢核依據

法令符合性

100%

每季進行法令符合

性稽核

每半年進行管理審

查會議

人權保護

總部及各子公司對

營運據點當地勞工

相關法令、國際準

則的人權相關規定

完全符合

以營運所在國勞工相關法令、責任商

業聯盟準則 (RBA CoC)與 RBA的責

任勞工倡議 (RLI,Responsible Labor 

Initiative) 為依據施行勞工保護措施及自

我檢核

各營運據點設置具名與不具名舉報管道

及申訴保護措施，提供不符事項的申訴

人權保護符合性

100%

按季稽核勞工人權

相關法令、國際準

則的稽核

每半年進行管理審

查並報告是否有人

權相關申訴

總部每年對子公司

進行全面性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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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

主題
政策 管理措施 /專案 目標 評估機制

風險管理

針對各項營運相關

的風險訂定風險評

鑑及作業規範 , 以

完善的風險管理與

適當的危機處理保

護公司與各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

1.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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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

2. 依各項風險管理系統及作業規範建立

各項管理委員會進行日常風險管理

3. 實施內部控制管理稽核 , 協助相關委

員會運作進行日常風險管理

零重大風險事件

各項風險管理委員

會定期施行會議檢

討實際執行狀況 , 

並進行內部稽核 , 

以確保各項風險管

理程序有效的執行

營運持續

欣銓科技透過營運

持續管理系統鑑別

威脅營運之潛在衝

擊，建立緊急應變

能力，以保護利害

關係者、商譽及品

牌形象，並遵守適

用之法律、規範，

持續改善營運持續

管理系統。

成立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並已建置完

成國際標準 ISO 22301營運持續管理系

統 (BCMS)及通過驗證

零重大災害導致

公司營運中斷

每年進行

1. 風險評鑑 (RA)

2.營運衝擊分析

(BIA)

3. 系統內部稽核

4. 管理審查會議

職業健康

與安全

遵守法規及國際

準則，消除危害

與降低職安衛風

險以建立安全健

康的工作環境，

推動工作者的參

與與諮詢，持續

改善以提升安全

健康績效。

1.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協調、

建議及審查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業務推動及對相關法令的符合性

2. 透過 ISO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驗證及持續推動確保符合國際準則

3. 推動各項健康職場計畫

1.無重大職災

(含員工及承

攬商 )

2.年度累計總

合傷害指數

<0.0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委員會按季施行管

理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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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

主題
政策 管理措施 /專案 目標 評估機制

經營與獲

利績效

秉持公司永續經營

理念，審慎投資，

保持穩健經營腳

步，持續加強客戶

服務，提升自我競

爭能力 , 以不斷精

進的品質，持續為

客戶、股東及員工

創造最大營運利

益。

1. 專注本業 , 致力於測試技術的精進 , 

及生產系統的自動化。

2. 審慎擴展策略性市場，積極擴大整

合元件製造公司 ( IDM,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s) 的業務量 , 並

持續開拓專業 IC (Integrated Circuit)

設計公司的客戶群。

3. 掌握市場前瞻發展趨勢 , 及時滿足客

戶需求，追求獲利性成長。

4. 密切注意國際總體經濟環境的變化 ,

對既有客戶群之衝擊 , 每月檢討 , 以

適時進行因應措施 , 降低可能之營運

衝擊。

依公司年度營業

計劃 (BP,

Business Plan) 

執行，達成每月

每季及年度之營

運目標，創造公

司營收之成長。

每周進行產銷會議

檢討營運實際狀況；

每月進行 3個月的

營運預估， 以及當

月營收財務確認及

檢討會議，以確保

營運目標之達成。

員工福利

與薪酬

1. 給付的工資符

合勞工相關法律規

定

2. 員工薪酬在產

業人才市場維持高

度競爭力

3. 年度獲利時員

工可參與利潤分配

做為酬勞

1. 每年檢核法令對薪酬規定的變動，確

保員工工資、加班費等各項福利均高於

法令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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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績效考核及薪資調整

3. 公司章程明訂年度獲利時分配員工酬

勞的作法

4.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蒐集建議並列為

參考。

員工薪酬法令符

合度 100%

員工薪酬維持同

業 75分位

1. 按季施行法規符

合性查核

2. 年度進行同業薪

酬調查及調薪作業

3. 年度結算後依獲

利分配員工酬勞提

送董事會核定

勞資關係

1. 員工夥伴政策，

維持勞資和諧關係

2. 總部及各子公

司對營運據點當地

勞工相關法令、國

際準則的勞資關係

相關規定完全符合

1.各營運據點按季舉辦勞資會議進行溝

通

2.提供員工具名與匿名的申訴管道促進

勞資關係暢通無礙的溝通管道

無勞資爭議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每半年進行管理

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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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利害關係人溝通
欣銓透過以下管道以透明及雙向的互動，與利害關係人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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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可透過官網「聯絡我們」隨時與本公司溝通關切主題以利本公司即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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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工安窗口會議 　 V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V 　 　

內部網站電子交流平台 　 　 　 V
實體或網路意見箱 /電話 / Email 　 　 　 V
公告 　 　 　 V
部門會議 　 　 　 V

客戶

會議或稽核 　 　 　 V
客戶滿意度管理及調查 　 　 V 　

拜訪及日常聯繫 　 　 　 V
企業官網 　 　 　 V

供應商與承

攬商

承攬商職前教育訓練 V 　 　 　

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須知 　 　 V 　

協議組織會議 　 　 　 V
供應商 /承攬商稽核 　 　 V 　

會議及日常聯繫 　 　 　 V

政府及主管

機關

法規說明會或公聽會 　 　 　 V
財務報告 　 V V 　

依要求提供相關報告或回覆 　 　 　 V
往來公文 　 　 　 V
產業發展會議 　 　 　 V
業務申報與回覆 　 　 　 V

投資人

股東會 　 　 V 　

法人說明會 　 　 　 V
財務報告 　 　 V 　

公開資訊觀測站 　 　 　 V
企業官網 　 　 　 V
會議及日常聯繫 　 　 　 V

配合機構

稽核 　 　 　 V
會議及日常聯繫 　 　 　 V
產學合作及企業實習 　 　 　 V

債權人

資料提供或問題聯繫 　 　 　 V
會議及日常聯繫 　 　 　 V
財務報告 　 　 　 V

社區
企業官網、電子信箱 　 　 　 V
社會公益活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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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

3.1 治理原則

3.2 董事會

3.3 高階薪酬政策

3.4 道德規範

3.5 內部控制

3.6 風險管理

3.7 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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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治理原則   102-14 102-28 102-31102-27  

欣銓以重視公司治理、胸懷熱情、關懷環境社會

永續，經營基業長青企業為使命。本公司制定的「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 「誠信經營守則」及「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 是行為準則以及推動與管理經濟、

環境及社會正向努力的指引。

欣銓科技將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及維護社會

公義等納入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的三大面向，董事會

每年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情形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

建議，以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

欣銓科技根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國

際議定標準、責任商業聯盟 (RBA) 準則等國內外相

關法令與準則，制定公司治理架構。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範」、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等重要公司治理相關守則與規章，可

於公司官方網站投資人服務 >公司治理 >公司重要

規章查詢。

本公司參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主辦的第五屆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評鑑，2019 年 5月公布評鑑結果本公司

連續第 2年為上櫃公司的前 5%，透過第三方評鑑對

本公司各個面向的治理績效達到肯定。

治理實務守則 : https://web.ardentec.com/?m=119
誠信經營守則 : https://web.ardentec.com/?m=105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 https://web.ardentec.com/?m=87

欣銓科技

六大治理原則

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
提升資訊透明度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強化董事會職能

保障股東權益

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

3.2 董事會   102-18 102-24102-23 102-28 405-1102-22 102-25

欣銓科技董事會有 13席董事，法人董事 6席，

佔董事總席次之二分之一；獨立董事四席，佔董

事總席次之三分之一。女性 2人，佔 13人席董事

的 15.4%。董事之任期為 3年，本屆董事之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董事成員

提名係採候選人提名制，並經由嚴謹的遴選及審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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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序，充分考量董事成員的多元化和獨立性，以落實與

強化董事會職能，進而提升公司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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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科技董事名單 

董事長

盧志遠

副董事長

張季明

法人董事
旺宏電子代表

趙炎海

董事

陳良波

法人董事
珒聿投資代表

甘萬達

法人董事
宏明顧問代表人

李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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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董事
久疆投資代表人

章晶

現職：德茂興資本董事
中國時報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

現職：本公司副董事長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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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全智科技董事兼總經理
國家毫微米元件實驗室副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現職：旺宏電子 (股 )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 )公司製造副理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系

現職：鈺創科技 (股 )公司產品暨品質
保證中心副總經理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 )公司技術智財
處長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所碩士

現職：宏明顧問 (股 )公司董事長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公共關係科

法人董事
盛唐投資代表

宋建邁

法人董事
英屬維京群島
商威德代表人

鄭大志

獨立董事

陳大雄

獨立董事

胡為善

獨立董事

賈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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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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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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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中原大學名譽教授
中原大學副校長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財務管理博士

現職：和碩聯合科技 (股 )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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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志遠

現職：天來智慧健康科技 (股 )公司董
事長
美國亞利桑那州 Thunder Bird 學院 
EMBA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博士

獨立董事

陳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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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依據「公司法」、「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公司章程」及「董事會議事規

範」行使董事會職權。且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董

事會逢「董事會議事規範」訂定董事應自行迴避事項

或自身利害可能與公司利益相關的議案，應依照規定

予以迴避，不參與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表決權。

2019年共召開 5次董事會，實際督導公司於經

濟面、社會面及環境面等公司經營管理，並協助公司

強化內部控制及提升公司治理。

2018年董事會通過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評估董事會整體運作情形，各委員會及個別董事也進

行自評，以強化董事會職能及運作。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

點」的規定，每年均安排董事會成員進修以增進職

能。董事會出席狀況、運作情形、董事會成員進修課

程內容與時數，均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及本

公司當年度年報揭露。

3.3 高階薪酬政策   102-25 201-1102-36     

3.4 道德規範   102-16 205-2205-1102-17 205-3

欣銓科技董事會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由 4位獨立

董事組成，訂定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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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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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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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酬金分為車馬費及董事酬勞，車馬費係依董

事會實際出席支付。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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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所訂分配成數，經董事會決議後提報股東會。董事

及經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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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人含協理及以上主管以及財務會計主管

欣銓科技公司依章程規定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

分之十二分派員工酬勞及以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欣銓科技 2019

年度分派董事酬勞為 49,537,337元，員工酬勞為

198,149,3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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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勞前 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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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念，在技術服務表現外，也表現在各類營業活動

和員工工作相關的行為。

欣銓訂定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與誠信經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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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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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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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與支持。

總部以及海外營運據點主管和對外業務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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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道德誠信處理

員每年進行「利益衝突申報」。2019年無發生任何

貪污情事。

所有員工需接受道德規範及反貪腐訓練，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欣銓全體員工均完成訓練。

本公司設有從業道德舉報專責單位及專線、專用

信箱提供員工或外部人發現違反道德、法令或誠信相

關問題時，可具名或匿名申訴 /舉報，舉報管道公告

於公司官網。本公司訂定「申訴與舉報辦法」，舉報

案以下專責單位負責調查及呈報，若被舉報人為委任

經理人或更高層級成員，由專責單位轉呈總經理或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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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辧法中明定嚴格禁止任何人對申訴

或舉報者有任何報復行為。

3.5 內部控制   102-11

3.6 風險管理   102-11 203-2102-31102-30 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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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並於審計委員會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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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每年必需查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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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控制風險。

    公司內部各單位及子公司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自行評估，

據以判斷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欣銓科技訂有「誠信經營守則」，禁止不誠信

行為及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每年對

全體員工進行道德規範及反貪腐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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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風險管理成效分別定期由總經

理或管理代表進行審查及擬定改善方案，確保風險管

理的有效性持續改善。各項風險管理成效納入每年度

的「企業社會責任及誠信經營之執行情形」向董事會

報告。

舉報來源 員工 外部人

專責單位 人資服務處 企業社會責任處

電話 03-5976688

分機 1201 1206

專用信箱 grievance@arde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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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

基於營運持續及對利害關係人權益的重視，為確保整體營運免除任何風險造成中

斷， 總部 4 個廠及新加坡子公司於 2016年通過「ISO 22301」營運持續管理系
統 (BCMS)國際標準驗證。
訂有「營運持續政策」及「營運持續管理手冊」，全體員工應確實遵循營運持續

相關作業程序，在營運中斷事件發生時能保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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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有「供應鏈風險評估辦法」以避免供應鏈中斷，並降低營運所需資源中斷風險。

設置「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遵循營運持續管理運作方式，定期進行營運衝擊

分析 (BIA)、風險評鑑 (RA)、災害演練及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調查。委員會每年
舉辦營運持續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及管理審查會議，進行監控、量測、分析及評估，

確保營運持續管理系統的有效性。全體員工每年施行營運持續管理訓練。

為持續強化營運持續風險之管理能力，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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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風險

專注測試本業，不從事任何高槓桿或高風險投資。欣銓與各子公司均落實嚴謹的

財務及金融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隨時掌控對營運及獲利潛在之風險，進而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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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

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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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存在特性及

風險等級，做為安全衛生政策、目標及管理方案持續改善的決策參考。

依「緊急應變管制程序」擬定「緊急應變計畫」，針對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制

定應變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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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員工緊急應變能力及安全觀念，降低意外事故的災害風險。

總部及新加坡、韓國、南京子公司透過 ISO 45001 或 OHSAS 18001的驗證，以
國際性的管理系統有效管理安全相關風險。

法律及

智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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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員工接受「營業秘密法介紹與注意事項，兼論智慧財產權」訓練，強化風險

管理。隨時密切關注影響營運狀況的國內外政策及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變動或與營運相關的專利。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季依「法規鑑別作業程序」鑑別各業務相關法令的符合

性，內部制度及營業活動因應法令變更做必要的調整，確保公司運作的合法性

與適法性。

為持續提升法律符合性、營業秘密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2019年設立「營業秘
密委員會」，經常性檢核及定期審查管理績效，此外，日常作業流程中設計自動

檢視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的保護情形，杜絕不當使用或洩露的風險。

風險類別 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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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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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員工必須確實遵循資訊安全規範及要求，落實維

護資訊安全事項以確保客戶與公司資訊及設施安全。全體員工每年施行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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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及新加坡、韓國、南京子公司均通過

「ISO 27001」標準驗證；總部鼎興廠、開源廠、高昇廠資料機房、寶慶廠資料

機房及新加坡子公司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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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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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與

人權風險

訂有人權保護作業規範及特定型定期契約勞工仲介管理規範勞工仲介管理規範，

確保勞工受到妥善的人權保護。公司設有多樣化的舉報申訴管道公告於公司內部

及官網，任何人權相關問題均可匿名或具名申報，確保人權疑慮情事都有暢通的

管道及時被排除。召募暨訓練發展部對國外召募的勞工全數檢核召募流程的保護

作業；每年召募暨訓練發展部對國內外仲介進行稽核，確認員工在召募流程中沒

有任何人權的風險。

商業道德風險

訂定商業道德風險管理程序以鑑別商業道德的潛在風險，經鑑別為高風險之業務

活動應施以適當的控管機制以降低風險。

各部門每年進行商業道德風險鑑別與評估。2019年評估結果風險發生可能性極

低，現有控制措施皆能妥善控制，因此未曾發生任何違反商業道德的情事。

風險類別 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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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重大投資   102-10  

本公司為延伸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領導地位，深

化與國際級半導體廠商合作擴展全球市場，於中國江

蘇省南京市成立 100%持股的欣銓 (南京 )集成電路

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美金 $45,000,000元。2017

年底完成廠房建造，2018年開始試車運轉，2018年

5月開始量產。

為了迎接半導體產業由數據驅動的應用創新發

展趨勢，開啟營運持續成長的新頁，本公司於 2018

年 8月由董事會通過鼎興廠二期廠房增建工程，

2019年 6月 5日舉行廠房動土典禮。基地面積約

2,500坪的鼎興廠二期包含 6層的辦公大樓及 5層的

生產廠房，使產能擴充的營運效益得以充分展現，工

程投入金額約新台幣 10億元，預計於 2020年底前

完工，屆時可望為本公司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應用創

新趨勢上，營造持續成長的優勢。

上述投資係以公司自有資金及金融機構融資方

式因應，故對本公司財務面並未產生重大影響；投資

將是公司未來持續成長的基石，可望持續為股東創造

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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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4.1 環境政策

4.2 環境保護支出

4.3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4 環境資訊揭露

4.5 水資源管理

4.6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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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環境政策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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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支出包含專業廢棄物清運、污染預防及環境監測。

總部：2019年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單價較 2018年增加。
韓國子公司：2019年進行雨污水管路改善工程。
全智子公司：污水處理費係由房東依租賃戶比例分攤逐年調整，不是可自主管理項目。

南京子公司 2019年環境保護支出計新台幣 579,855 元，由於 2018年 5月 1日開始量產，資料不是全年度，不列入上表完整年度比較。

全智子公司

112% 2018 年    975,527
2019 年 1,091,112

韓國子公司

225% 2018 年    880,906
2019 年 1,985,446

欣銓總部

128% 2018 年 4,007,985
2019 年 5,118,791

新加坡子公司

101% 2018 年 789,532
2019 年 799,418

2018 年 6,653,950

合計

2019 年 8,994,767

135%

環境保護支出

(單位：新台幣元 )

環境政策

遵守法規及國際準則致力環境保

護，支持能源績效的採購與設

計 ，推動節能減碳 及資源永續

利用 ，持續改善環境績效，定

期審查公司目標，以促進環境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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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102-12 305-2305-1 305-5 307-1302-4 305-4  

隨著全球暖化、能源危機、氣候變遷日益嚴重，

環保相關法規要求越來越嚴格。氣候變遷造成能源及

環保成本逐漸提升是不可抵擋的趨勢。

改善氣候變遷衝擊的首要任務是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量。半導體測試主要使用能源為電力，因此欣銓集

團致力於節電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為減緩氣候變遷

盡棉薄之力。

鑑別面向 風險與機會 策略或行動方案

法規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定期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做為減排計畫的基準，總部及新加坡

子公司委外進行第三方驗證。

持續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生產活動
廠房設施損壞 /

能資源供應中斷

導入營運持續管理系統 (ISO 22301)，持續檢討精進並確保災害發
生時，能維持與恢復營運。

商譽
利害關係人對公司非

非財務績效的評價

企業社會委員會定期管理審查達成績效

每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由第三方查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

執行成效。

4.3.2 綠色管理系統
欣銓科技遵循政府相關環保規範建置整合管理系

統，設置環保專責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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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源頭做好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管理。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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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及所有子公司全數通過 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總部 韓國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 南京子公司 全智子公司

4.3.1 氣候變遷管理
欣銓導入營運持續管理系統 (ISO 22301)，從法

規、生產活動及商譽各面向對應氣候變遷可能對公司

造成的損失、潛在風險與機會進行鑑別與分析，以發

展對應之策略及行動方案，降低氣候變遷對企業營運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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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管理能源的使用，欣銓總部及新加坡子公司分別通

過 ISO 50001:2018及 ISO 50001:201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以

PDCA的手法，將能源管理納入現有的組織中以改善能源績效。

總部 新加坡子公司2019年總部與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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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相關
活動

污染防治

教育訓練

環境評估

 廢棄物與污廢水專業處理
 環境系統指標建置

 廢棄物與污廢水專業處理
 環境系統指標建置

 廢棄物與污廢水專業處理
 環境系統指標建置

有害物質管理

4.3.3 能源管理

訂定「無危害物質政策」，定期執行內部稽核、

每半年審查「無危害物質目標」。總部 4個廠皆通過

IECQ QC 080000 危害物質過程管理制度驗證，各類

營運活動均符合歐盟 EU RoHS、REACH等國際環

保法規，積極建立危害物質管理程序，確保欣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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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測試對能源、水資源的消耗與廢棄物的產

生與測試設備的使用數量正相關，欣銓訂定具體的節

能節廢專案與目標納入長期改善策略，以達成減量及

影響外部供應商與承攬商，達成產業鏈邁向減量低碳

之目標。為持續提升環境管理的績效，2019年全集

團進行設施更新、運轉最佳化、節能控制設定等措施

節能。欣銓設定能源管理目標為 2018~2019年平均

節電率不小於 1%。

2019年能源管理成效

　 總部
子公司

合計
新加坡 韓國 全智 南京

用電量 (kWh) 116,094,194 9,918,570 5,569,884 23,434,522 5,866,814 160,883,984 

節電量 (kWh) 1,241,519 248,695 330,880 470,393 70,697 2,362,184 

節電率 1.06% 2.45% 5.61% 1.97% 1.19% 1.45%

節電率 =節電量 /(用電量 +節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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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
ISO 14064 溫室氣體依排放盤查項目如下表。

範疇 /類別 盤查項目 範圍 排放來源

2006版 2018版 2006版 2018版

直

接

排

放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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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放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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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放

三

三

非屬自有或可支

配控制之排放源

所產生之其他間

接排放

運輸造成之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組織邊

界外之來源。這些來源是移

動的，且主要是來自運輸設

備之燃料燃燒。

來自上游 /下游
運輸和配送貨

物之排放量、

員工通勤、客

戶和訪客拜訪、

商務旅行造成

的排放

四

組織使用產品造

成之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

組織購買商品及使用服務造

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來自

於組織邊界外之排放源。

購買商品、資

本物品、廢棄

物處理、資產

使用、其他

五

使用來自於組織

之產品造成的間

接排放

使用組織販售之產品相關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或移除量，

發生於組織製造過程後的使

用階段。

產品使用階段、

下游租賃資產、

產品壽命終止、

投資

六
其他來源之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

掌握任何其他類別中無法報

告的組織特定排放量
其他

以上溫室氣體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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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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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 
欣銓主要使用能資源為電力及貨物運輸。欣銓集

團各廠每年以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週期盤查溫

室氣體排放。盤查結果溫室氣體排放源 CO2及 CH4

與 N2O主要為 24小時測試機器運轉之外購電力衍生

能源間接碳排放，其次為空調系統填充冷媒逸散之

HFCs氣體及少量測試機台使用的 PFCs氣體 (CF4)。

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CO2e)

　範疇 /類別
總部

子公司
合計

2006版 2018版 新加坡 韓國 全智 南京

一 一 1,187 8 70 323 146 1,734 

二 二 61,878 4,154 2,544 12,419 4,731 85,726 

三

三 非顯著

依 ISO 14064 2006版 , 未盤查範疇三

非顯著

四 19,358 19,358

五 非顯著 非顯著

六 非顯著 非顯著

合計 82,423 4,162 2,614 12,742 4,877 106,818 

排放密集度

(公噸 /百萬營業額 )
14.2 7.2 32.4 8.3 60.5 13.2

1. 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包含 CO2、CH4、N2O、HFCS、PFCS 等 5 類。

2. 營運過程無 SF6及 NF3氣體排放。2018年因冷氣使用冷煤排放少量蒙特婁協議管制之 R123、R22、HCFC-141b、HCFC-124等 4 種

氣體。

3. 排放係數係參考

● 總部及全智子公司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2018年電力排放係數 0.533公斤 CO2e/度，GWP值採用 IPCC公告 2013年第 5次評估報

告之適用係數，全智 GWP值採用 IPCC公告 2007年第 4次評估報告之適用係數。

● 新加坡子公司 :新加坡環境部公告係數 0.4188公斤 CO2e/度。

● 韓國子公司 :韓國環境部公告係數 0.4567公斤 CO2e/度。

● 南京子公司 :中國生態環境部公告係數 0.8064公斤 CO2e/度。

4. 溫室氣體統計採營運控制。

5. 總部採用 ISO 14064-1:2018標準盤查，其他子公司採用 ISO 14064-1:2006標準盤查；總部及新加坡盤查結果由第三方查證；其他子

公司為自主盤查。

6. 全智、韓國及南京子公司採用 ISO 14064-1:2006 盤查標準自行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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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

盤查結果的數據化指標瞭解營運活動對環

境的影響及衝擊，做為持續減碳計畫與目

標設定的對照基礎及策略參考。

2019年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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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等能資源的廠務，整合品管圈概念 (Quality Con-

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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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節能專案
欣銓致力節能因應氣候變遷。2019年執行 31項

節能專案，節電共計 2,362,184 度 (8,503,768百萬

焦耳 )，減少 1,238公噸 CO2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總部 新加坡子公司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is independent to the above named client and has no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above named client.  This Opinion 
Statement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 above named client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verifying its statements relating to its carbon emissions mo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It was not prepar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will not, in providing this 
Opinion Statement, accept or assume responsibility (legal or otherwise) or accept liability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purpose for which 
it may be used or to any person by whom the Opinion Statement may be read.  This Opinion Statement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review by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to it by the above named client.  The review does not extend beyond such 
information and is solely based on it.  In performing such review,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has assumed that all such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y queries that may arise by virtue of this Opinion Statement or matters relating to i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above name client only. This certificate was issued electronically and remains the property of BSI and is bound by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Carbon Footprint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Opinion Statement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12, Woodlands Loop, 
#01-04, #02-00, #03-03, #03-04 
Singapore 738283 

  
 

Holds Statement No: GHGEV 726687 
 

Verification opinion statement 
 

As a result of carrying out the carbon footprint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it is the opinion of BSI with 
reasonable assurance that: 

 
●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or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at the 

period from 01/01/2019 to 31/12/2019 is 4139.54 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 Main operational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the define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includes provision of Wafer Testing Services and Backend Services 
● No material misstatements in the selected base yea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lculation for were revealed. 
● Data quality was considered acceptable in meeting the principles as set out in ISO 

14064-1:2012. 
 

For and on behalf of BSI:  

 

 
  General Manager BSI Singapore, Nadege Claudel 

 

Originally Issued:  28/05/2020     Latest Issue: 28/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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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節電專案推動計畫及成效

廠區 節能專案 專案內容說明
節電

(度 ) (1)
節電

(百萬焦耳 )(2)
CO2減排

(公噸 )
節電
(NT$)

總部

設施更新

真空機更新 149,498 538,187 80 358,796

IT分離式冷氣改變頻
式節能

36,326 130,772 20 87,183

冷卻水塔散熱鰭片更
換

264,660 952,765 142 635,184

汰換高效率冰水泵及
冷卻泵

42,756 153,920 23 102,615

運轉最佳化
CWP負載管控 54,070 194,650 29 129,768

冰機運轉最佳化調控 75,258 270,926 41 180,620

節能控制設定

公共區域及辦公室燈
具節能設定

56,794 204,456 31 136,306

2F、3F及 4F CR風
機節能控制

317,581 1,143,279 170 762,195

 B1F 排氣風車運轉
時間調整 1,800 6,480 1 4,320

冰水二次泵變流量控
制  98,976 356,310 53 237,543

排風扇更換溫控節能 3,457 12,445 2 8,297

餐廳 F/C 時控節能 5,096 18,345 3 12,231

7F 一般排氣風車增
設變頻器節能

11,872 42,739 7 28,493

空調箱增設變頻控制 23,847 85,848 13 57,233

6F UPS空調箱增設
逆止風門節能

99,528 358,297 54 238,868

新加坡
子公司

設施更新

冰機系統機組改善 67,160 241,773 29 192,040

廠區及辦公室傳統燈
管改採 LED專案 125,356 451,277 53 358,447

空調系統替換 56,179 202,241 24 16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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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 節能專案 專案內容說明
節電

(度 ) (1)
節電

(百萬焦耳 )(2)
CO2減排

(公噸 )
節電
(NT$)

韓國子公司 運轉最佳化

MAU TCV-1 節能調
控

15191 54,687 7 45,289

DCP 節能調控 4,192.00 15,091 2 12,498

區域 AHU系統節能
調控

68,766 247,555 32 205,009

傳統燈管改採 LED
專案

34,290 123,443 16 102,228

廠區燈具節能設定 20,534 73,922 10 61,217

RCU 節能調控 187,907 676,458 86 560,198

全智子公司

設施更新
傳統燈管改採 LED
專案

38,656 139,160 21 90,842

運轉最佳化

調升 PCW供應溫度 34,920 125,711 19 82,062

空壓運轉模式調整 200,617 722,213 107 471,450

真空運轉模式調整 196,200 706,312 105 461,070

南京子公司

運轉最佳化

冰機負載管控 43,800 157,678 36 146,774

FFU降速 8,321 29,955 7 27,884

節能控制設定
辦公區及環廠照明管
制

18,576 66,873 15 62,249

合計 2,362,184 8,503,768 1,238 6,019,548

(1)節能專案之節能量為估算值

(2)熱值資料參考中華民國 105年能源統計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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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

計電單位 /度：

每小時千瓦
總部

子公司

全智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二氧化碳排放 /公斤 kgCO2e 千瓦‧小時 x 0.533 千瓦‧小時 x 
0.4188

千瓦‧小時 x 
0.4567

千瓦‧小時 x 
0.8064

電價 /度 新台幣
2.4

新台幣
2.35

新幣
0.1263

韓圜
108

人民幣
 0.75

照明及空調減化

資訊管理系統節能

降低地球暖化的生活

對空調和照明進行分區、分時段控制及管理，例

如：集中夜間、假日值班人員工作區縮小照明與空調

的耗能區域，推行員工離開辦公室依管制圖隨手關掉

區域照明及空調以節能。採光走道設置光感應開關，

當照度充足時自動關閉照明；較少人走動的走道設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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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低碳、綠生活的「週一無肉日」

2019年總部「週一無肉日」政策邁入第 12年，

透過每周一天的無禽畜肉飲食，降低食物碳足跡，全

體同仁一起從餐盤裡減碳，從日常飲食減少 10%的

畜牧產品消耗，減緩畜牧業對地球暖化的傷害，員工

從飲食實踐健康‧低碳‧綠生活。 

4.4 環境資訊揭露   301-1 302-3302-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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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出部分廢棄物及

水、電、石油、冷媒等能源消費與廢棄物產出。南京

子公司 2018年 5月 1日開始量產，資料不是全年度，

以 2018 年度揭露資訊不包含南京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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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電機用電於歲修、例行性運轉測試或停電

2  生產與辦公用電

3  間接排放 : 2018 年為範疇二外購電力，2019 年間接排放為

範疇二、類別二外購電力及類別四使用產品之輸入電力及能

源。 2019 年總部直接排放，冷媒使用係數由低值調高至中

值，因 此直接排放量增加

4  其他間接排放 : 2019年總部採 ISO 14064-1:2018 有盤查，

其他子公司採 ISO 14064-1:2006 未盤查

5  2018年報告書未計入全智子公司廢污水量，本報告書修正

2018年計入全智子公司廢污水量

6  包裝材料、機密文件、生活垃圾及污泥等，2018年未將資源

回收項目列入統計，已重新修正資料列入統計數值

7  代客戶處理報廢 IC、晶圓、清洗針測卡鹼液及實驗室廢液等

使用 排放營運活動

能源

出貨包裝
材料 (公斤 )

廢棄物
(公噸 )

水 (公噸 )

溫室氣體
盤查量
 (公噸 CO2e)

廢污水
(公噸 )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1  柴油  百萬焦耳 153,723 289,246

2  電  百萬焦耳 576,536,254 579,329,590

電力強度  百萬焦耳 /
百萬營業額

68,490 71,560

紙箱  可再生物料 196,566 177,771

緩衝材  可再生物料 46,038 34,877

鋁箔袋  不可再生物料 33,966 30,967

再生物料百分比 87.7% 87.3%

一般事業廢棄物 6 335 385

有害事業廢棄物 7 8 7

直接 605 1,606

間接 3 71,937 85,693

其他間接 4 未盤查 19,358

合計 72,542 106,657

用水量 293,766 293,055 廢污水 142,655 180,610

※熱值資料參考中華民國 105年能源統計手冊

測試產業不需使用原料，物料以包裝材料計算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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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資源管理   303-1 303-3303-2

水資源使用

欣銓營運主要用水為廠房 24小時運轉之空調冷卻用水，其次為員工民生用水及消防用水。2019年欣銓用

水量總計 293,055公噸。

欣銓總部 新加坡子公司 韓國子公司 全智子公司

97%
253,555

262,491

102%
16,423

16,045

75%
9,400

12,562

97%
2,577

2,668

96%合計 281,955            293,766
2019
2018

年
年

2018年及 2019年水資源使用  (單位：公噸 )

全智子公司水費係由房東依建物租賃戶總人數比例分攤逐年調整，不是可自主管理項目。

南京子公司 2019年水資使用計 11,100 公噸，由於 2018年 5月 1日開始量產，資料不是全年度，不列入上表完整年度比較。

取水水源：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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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頭前溪及石門水庫

政府規劃之廢水處理後之再生

水，民生用水主要為雨水、海

水淡化

八堂水垻 長江
 自來水廠之新竹

寶山第二水庫

省水成果

即使用水量不多，欣銓科技對水資源本著「減

量、回收、再利用」的觀念努力。欣銓以更新節水設

施、回收空調冷凝水及製程排放 RO廢水供應空調冷

卻補給水等減量、回收、再利用措施，將水資源達到

最大幅度的循環使用的節水績效，降低對水資源的消

耗。節省的水資源費用運用在水資源相關環境教育，

以推動綠色管理系統之正向循環。

2019年總部及新加坡子公司用水回收共計

19,758公噸，佔耗水量的 6%。

欣銓總部開源廠 2019年度由水利署中區大用水

戶節水輔導完成純水系統優化，將 RO濃排水回收作

為冷卻水塔補水，落實節水改善，獲經濟部水利署評

比列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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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污染防治   304-2 306-5306-2306-1

管理原則 
總部及所有營運據點對廢棄物的處理或污水處理

均嚴密管控，確保不會造成任何環境污染或流向任何

生物棲息地，不會影響任何物種的生態或多樣性。

欣銓營運產生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

事業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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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資源

化的廢棄物委託合格廢棄物專業機構依廢棄物特性對

應之最佳處理技術處理，本公司不定期追踪確保廢棄

物妥善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並無運輸到國外處理。

2019年欣銓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運共 385公噸；

總部、韓國及全智子公司有害事業廢棄物約 7公噸；

新加坡子公司及南京子公司並無產出有害事業廢棄

物。總部 2019年目標為廢棄物再利用率 >40%，施

行成效超越目標達成 52%。

廢棄物清運量及處理方式

 (單位：公噸 )

類別 處理類別

2018年 2019年

總部
子公司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一般事業

廢棄物

再利用 (1) 33 0 0 0 0 62 0 0 0 0

回收 (2) 81 1 2 49 2 81 4 5 51 6

焚化 139 3 12 4 9 135 6 5 14 16

有害事業

廢棄物

再利用 (3) 6 0 0 1 0 4 0 0 1 0

焚化 1 0 0 0 0 1 0 1 0 0

(1) 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類別包含廢木材、污泥。

(2) 一般事業廢棄物回收類別包含可回收塑膠、廢紙、混合五金、電腦⋯等。

(3)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類別包含廢液空桶、電子零組件、下腳品及不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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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減廢行動
包裝材料再利用與減量 
欣銓積極與上下游推升各項包

裝材料的回收與再利用率，落實減

廢。除客戶特定產品不適合包材再

利用外，欣銓與客戶合作將來貨的

包裝材料於欣銓出貨回客戶時再使

用，例如，來貨的晶圓專用晶舟盒

經專業清潔後再使用於出貨，紙箱

也重複使用。

資源再利用  

紙箱 晶舟盒

拒絕高排碳一次性餐具

4.6.2 廢污水管理

一次性免洗餐具原料為高排碳 石化產品，使用

後形成龐大廢棄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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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一次性餐具」。2019年欣銓總部減少

近 3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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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污水主要為廠房空調運轉冷卻水塔的廢水及一

般生活用水排放。欣銓總部設有監測設施於廢污水排

放前管控符合新竹工業區下水道廢 (污 )水排放標準，

確保廢污水達到新竹工業區下水道廢 (污 )水 pH，

COD及 SS排放標準，以利後續處理達到排放溪流

之水質標準。因此欣銓總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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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產

生任何的影響與衝擊。

全智子公司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污水均依園

區管理局系統排放。韓國及南京子公司經過所在工業

區污水處理廠處理後，將符合廢 (污 )水排放管理排

放水質標準之廢水，分別排放至黃口池川及高旺河；

新加坡子公司工業廢水排放至政府的新生水工廠、民

生污水處理後排放新加坡海。

2018年及 2019年廢污水排放 (單位：公噸 )

1.總部 2019年新增實驗室用水設備及 cassette清洗作業，廢污水量因此增加。

2.全智子公司廢污水量係由房東依建物租賃戶總人數比例分攤逐年調整，不是可自主管理項目。

3. 南京子公司 2019年廢污水產生量 9,990  公噸，由於 2018年 5月 1日開始量產，資料不是全年度，不列入上表完整年度比較。

欣銓總部 新加坡子公司 韓國子公司 全智子公司

123%
126,091 

102,176

96%
1,764

1,836

75%
9,400 

12,562

128%
33,365 

26,081 2019
2018

年
年

8吋

123%

12吋

145%

8吋

78%

12吋

99%

以上大於 100%係包含第 2或更多次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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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夥伴

員工夥伴

5.1 員工夥伴政策

5.2 適才任用

5.3 薪酬福利

5.4 職涯成長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6 勞資和諧

5.7 人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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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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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欣銓的四個員工夥伴政策。

欣銓以同理心與員工夥伴並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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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才任用

員工夥伴
政策

合理薪酬福利

職涯成長職場健康安全

5.2 適才任用   202-2 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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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以創造更多機會照顧更多家庭為使命，恪遵全球各

據點當地的勞動法令聘僱員工，秉持機會平等的原則召募員

工，適才適所、唯才是用。我們以優先聘用當地人才為主，

當不足以充分因應營運生產人力需求時，欣銓科技遵循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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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責任商業聯盟守行為準則，凡是

錄取的國外勞工因聘、僱流程產生的費用、機票及法令規範的健康檢查費用，全數由欣銓支付，勞工只需攜帶

一卡皮箱就可開心到欣銓就任。

國外徵才對求職者人種、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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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對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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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的

海外召募對所有應試者宣達欣銓的人權政策、不歧視政策，並發送申訴管道小卡片，提供應試者對任何違反欣

銓政策的申訴管道。2019年新進員工共 363人，聘僱流程未發生違反人權或歧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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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夥伴

人才聘雇流程

01
STEP

履歷篩選

02
STEP

面試

03
STEP

錄用簽核

04
STEP

報到

欣銓禁止各營運據點及供應商僱用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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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總部、

新加坡及全智子公司管理階層 100%為在地延聘；

韓國子公司管理階層 2位由總部派任，在地延聘佔

71%。南京子公司 2018年初建廠完成，2019年為

有效培訓當地所召募之人員，持續挹注南京子公司之

運作，10 位管理階層 (80%)由總部派任以有效建立

欣銓體系的營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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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供應商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公平勞工待遇或強

迫勞工；所有工作均應當出於自願，貫徹欣銓保護勞

工人權的政策。

5.3 薪酬福利   201-1 401-2201-3  

欣銓科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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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金管會 2018年發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2018~2020)」具體推動措施，提升公司治理資訊揭

露品質及強化社會責任，欣銓總部依據「非擔任主管

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申報作業說明統計 2018

年非擔任主管職務全時員工共 1,360人，薪資平均數

為新台幣 882仟元。為上市 /上櫃封測同業排名第 1

名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

全時員工薪資資訊 https://mops.twse.com.tw/mops/

web/t100sb15)；2019年非擔任主管職務全時員工共

1,373人，薪資平均數為新台幣 811仟元，薪資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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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新台幣 677仟元。 2019年薪資平均數較 2018

年短少 71仟元，主要受產業環境影響，2019年營收

及淨利衰退，使可分配員工酬勞減少所致。

2019年欣銓總部及子公司員工薪資、福利支出及訓

練投資共計新台幣 2,364,166,044元。公司章程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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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欣銓總部可分配之員工酬勞共計新台

幣 198,149,348元。  

福利措施

福利項目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退休準備提撥 V V V V V

健康保險及職業保險 V V V V V

年終歡樂 Party V V V V V

員工宿舍 V 　 V V V

醫生駐廠諮詢 V 　 V 　 V

婚喪喜慶、勞動節及三節禮 /禮品 V V V V V

員工分享獲利 V V 　 　 V

團體醫療 /壽險及旅行平安險 V V 　 　 V

定期健康檢查 V 　 V 　 V

久任服務獎勵 V V 　 　 V

夜點免費 V 　 V 　 　

午晚餐補助 V 　 V V V

交通車服務 /補助 　 V V V 　

年度員工旅遊 V V 　 　 V

視力醫療補助 　 V 　 　 　

多樣化的休閒健康中心 V 　 　 　 　

住房公積金提撥 　 　 　 V 　

零失誤 (MO)生日休假 　 V 　 　 　

迎新午餐 /週茶會 　 V 　 　 　

健身運動課程 　V V 　 　 　

牙齒醫療補助 　 V 　 　 　

上表所列，總部契約人員不適用員工分享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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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

欣銓總部及全智子公司依退休新制按月提撥退

休金到員工個人帳戶以及依法提撥舊制退休金到專

戶。每年精算恰當的提撥率，確保提存的退休金帳

戶對員工退休有充足的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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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退休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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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

sion)提撥退休金；南京子公司依大陸基本養老保險

規定繳納提撥養老保險金。

欣銓總部與子公司 2019年退休金費用佔員工福

利費用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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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育嬰留職停薪為女性

31人，男性 5人。2019年女性申請產假

共計 33人；男性申請陪產假共計 46人。
育嬰留職停薪 產假 /陪產假

31人 5人 33人 46人

社團福利

欣銓總部福委會每年舉辦員工旅遊，2019年共

有 1,318人參加，讓員工夥伴們及家人探索台灣各種

面貌之美，也增進彼此家庭親友的互動及情誼。

欣銓總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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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子公司

每週的健身課程，讓員工能夠強健體魄放鬆身心！

欣銓社團有壘球社、登山社、羽球社、瑜珈社、

撞球社、單車社、籃球社、桌球社、肚皮舞社、攝影

社、志工社、水上活動社及鐵人三項社等。全智社團

有 AKGS壘球社、GS Cafe、GS桌上遊戲社、GS

國際撞球社及 17 RUN 慢跑社。各社團不定期舉辦或

挑戰體能或是輕鬆聯誼的活動，工作之餘員工共創多

采多姿的生活！

新加坡子公司連續 4年邀請員工子女擔任「欣銓 

1 日員工」，讓員工子女瞭解父母在欣銓的工作環境

和情境，提升家庭成員對欣銓的認同感。

◆ 壘球社

◆ 登山社

◆ 羽球社

◆ 籃球社

◆ 桌球社

◆ 肚皮舞社

◆ 瑜珈社

◆ 撞球社

◆ 單車社

◆ 攝影社

◆ 志工社

◆ 水上活動社 

◆ 鐵人三項社

欣銓科技員工

社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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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子公司 「家庭日」活動

欣銓總部 單車社低碳旅行 -探索新竹單車道之美

新加坡子公司 員工團隊建立活動

欣銓總部 萬人泳渡日月潭

欣銓總部 羽球社 2019欣銓盃合影

全智子公司 市長盃桌球錦標賽

欣銓總部 籃球隊三對三鬥牛賽

全智子公司 尾牙趣味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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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夥伴

欣銓總部 壘球社團練

 南京子公司 中秋佳節總經理親送月餅

南京子公司 江北新區半程馬拉松

南京子公司 2020 年會

5.4 職涯成長    401-1 410-1403-3402-2 412-1

人才培育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人才管理及發

展與公司共同成長，是欣銓科技重要的管理指標。以

公司營運目標結合員工職涯發展的基礎，發展多元的

培育訓練方案，透過系統化建構學習發展藍圖，打造

員工多元及全方位持續學習與成長的環境。

每年第 1季年度績效考核結合訓練需求的規劃及

員工生涯發展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PDP)

審查，主管與員工共同規劃個人工作與未來目標需要

的年度成長需求，為每位員工量身打造訓練計畫，協

助員工生涯成長及終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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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科技教育訓練分五大體系如下 :

五大教育訓練體系

新進
人員

成長
管理

必修
訓練

在職
訓練 

符合性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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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知識、態度、

團隊運作、管理

技巧或管理活動

屬特定職類必要

具備能力或知識

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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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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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進修的
實施包含

01

02

03

安排員工到外部機構或海外實施廣度與開

拓視野的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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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舉辦經理人管理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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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重視人權、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教育，

2019年欣銓人權訓練完訓率達 100%。截至 2019年

「人權與道德規範」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訓練累

計 13,64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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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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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及子公司於 2019  度

安排的訓練總時數 77,747.5

小時，100%的員工均接受過

訓練。平均每位員工受訓男性

為 30小時；女性為 35小時。

2019年工作性質 /性別平均訓練時數分佈 

工作性質 男性 女性

主管 (註 ) 19.6 13.2

工程 29.8 33.0

行政 19.1 16.7

技術 44.2 40.4

主管為課級 (含 )以上之管理職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403-1 403-4403-2   

安全衛生政策

「遵守法規及國際準則，消除危害與降低職安衛

風險以建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推動工作者的參與

與諮詢，持續改善以提升安全健康績效」

職安衛管理系統

欣銓及各營運據點遵循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

欣銓與各營運據點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勞

工代表由勞資會議勞工代表推選，勞工代表比例均高

於法令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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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管理系統規定，推動各項安全衛生措施。總

部、南京子公司通過 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驗證，新加坡及韓國子公司皆通過 OHSAS 

18001:2007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各項作業

施行健康及安全風險評估鑑別可能的風險，輔以稽核

適時控制風險並達到持續改善的目標。

織，所有代表於會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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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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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

總部 韓國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 南京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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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委員人數 25 14 8 10 18

勞工代表 13 52% 13 93% 4 50% 8 80% 13 72%

管理代表 12 48% 1 7% 4 50% 2 20% 5 28%

安全職場

巡檢

作業環境測定

極早期火災預警系統

低氧環境監控

健康職場計畫 

安全健康教育 

安全巡檢按月實施，各部門主管巡檢作業區域檢

查；職安衛巡檢全公司，發現的缺失務必追蹤、改善，

確保工作場所之安全。廠長、副總經理每季每半年親

自安全巡檢，展現對職場安全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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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令之規定，檢測結

果向全體員工公告。

為提昇高水平的安全自我要求並確保對客戶的持

續營業承諾，欣銓總部所有無塵室及高低壓配電機房

無論是否於相關法令生效要求，2019年均以高於法

規要求完成極早期火災預警系統 (VESDA) 設置 , 運

用 VESDA系統較廣的靈敏度，具各種環境最佳警報

設定的特性，及早偵測可能的火災並阻絕火災的風險

〫以避免造成業務中斷及停工損失。總部規劃設置範

圍未來延伸至電腦機房。

海外子公司所在國家雖無法令規範極早期火災預

警系統設置的要求，基於集團安全高水平的整合 , 所

有海外子公司及全智子公司圴將自發性完成極早期火

災預警系統 (VESDA) 設置。

為防止作業區域因氮氣意外漏洩造成含氧量不足

的意外事故，氮氣使用區域均裝設低氧偵測警報系統

以保障員工作業安全。

台灣總部 4個廠區自 2015年獲得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欣銓推

動建立健康職場的措施有﹕

定期為員工施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因應作業類

別員工必需完成相關的職前安全衛生訓練後才可開始

作業；使用化學品員工必需完成危害通識訓練，對化

學品特性及危害、防護具使用、暴露預防措施及緊急

應變措施充分瞭解後才可執行作業。

健康管理及風險鑑別

每二年辦理全體員工健康檢查，蒐集員工年齡、

工作與生活作息、作業環境特性等資訊與員工健康檢

查結果，彙整分析健康風險與工作的關連性，並鑑別

高風險族群員工，做為積極性健康管理的參考。經鑑

別為高風險族群員工，駐廠醫師提供諮詢，護理人員

定期追蹤與關懷，降低員工促發重大疾病的風險。

安排駐廠醫師對健康檢查結果異常的員工個別健

康指導與衛教，必要時協助安排就醫。

駐廠醫師及護理人員定時駐各廠區提供職業傷病

及一般傷病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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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害及缺勤統計

項目
總部

子公司

合計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公傷件數 7 6 0 0 1 0 0 1 4 3 22

失能傷害次數 0 2 0 0 1 0 0 0 2 1 6

損失日數 0.00 5.00 0.00 0.00 3.75 0.00 0.00 0.00 9.00 2.00 19.75

傷害率 (IR) 0.00 0.03 0.00 0.00 2.39 0.00 0.00 0.00 0.75 0.44 0.07
損工日數率 

(LDR)
0.00 0.07 0.00 0.00 8.95 0.00 0.00 0.00 3.38 0.88 0.22

缺勤天數 467 1,428 381 438 70 23 104 11 373 812 4,107 

缺勤率 (%) 0.27 0.91 2.13 2.98 0.65 0.23 0.74 0.13 0.97 1.07 0.80

損失日數 :事故發生的次一個工作日開始計算的預定工作日

傷害率 (IR)=(總失能傷害次數 /總工作工時 ) x200,000

損工日數率 (LDR)=(總損失日數 /總工作工時 ) x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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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欣銓總部、各子公司及承攬商未曾發生職業病 (ODR=0)、及職災死亡事故；承攬商未發生任何失能傷害。

緊急處置

疫情防治

女性及母性員工健康保護

健康促進

健康安全資訊揭露

設置足額專業護理人員。提供員工身體不適、受

傷的即時性處理、護理或送醫必要性的評估、送醫前

護理及醫療機構之聯絡與安排。

各廠各班設置超額急救人員，生產區域急救人員工

作服特別標示，發生急救需求時可及時尋求救護資源。

各廠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每年實施 AED操作

使用及緊急救護訓練，維持員工緊急救護的熟悉度以

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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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辦理婦女三合一癌症篩檢，妊娠員工享有愛心 停車位，為妊娠員工設計特定顏色工作服提醒週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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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班等。

每年依照 GRI 403-2定義統計職業傷害及缺勤

相關資訊，檢核健康安全管理的成效做為持續改善

的參考。

2019年職業傷害事件共 22件，6件為下樓梯或

走路跌倒、眼睛被空氣噴槍撞傷，均屬作業場所輕微

職業傷害；餘 16件為通勤交通事故，不列入下表職

業傷害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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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溝通 
欣銓勞工並未依循「團體協約法」組成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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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面向主題充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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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構建更自由開放的多元化溝通平台，欣銓科技

訂立「申訴與舉報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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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公司提供的溝通管道，欣銓尊重員工結社的自

由，員工可依個人選向加入或組織社團豐富生活領域。

勞資會議： 
欣銓總部勞資會議由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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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代表若無外籍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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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等主題提出相關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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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勞資和諧   102-17 407-1402-1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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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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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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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欣銓總部暨子公司員工

共提出 164件申訴或意見單，其中 43

件具名、121件匿名。意見單全數完

成處理、回覆或公告。2019年意見單

表達多為總務相關改善建議，亦積極

提出對福利相關意見。無人權或勞動

條件相關問題。

總部

韓國子公司

新加坡子公司

南京子公司 全智子公司

意見箱
欣銓總部及各子公司均

設置意見箱，並由專責

單位處理完成後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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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踰越，例如欣銓總部遵循勞基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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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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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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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405-1102-8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欣銓科技全球員工總數共 2,280人，男女比例為 1.15比 1，分佈如下 : 

工作性質 /性別分佈

工作性質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主管 (註 ) 122 29 15 6 10 1 11 1 54 17

工程 466 147 42 17 18 5 33 15 204 22

行政 48 61 6 8 2 3 3 9 6 40

技術 119 440 14 28 7 26 20 11 20 174

註 :主管為自課級 (含 )以上之管理職

欣銓總部含 1名兼職顧問 (男性 ) 、1名契約人員 (女性 )及 8名企業實習生 (男性 6名，女性 2名 )；南京子公司含 2名契約人員 (女性 )；
全智子公司含 1名契約人員 (男性 )

教育背景分佈

教育背景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高中及以下 67 179 2 4 10 23 0 1 42 41

大專 /大學 538 434 29 13 26 10 40 26 197 170

研究所以上 150 64 46 42 1 2 27 9 45 42

國籍別分佈

國籍
總部

子公司

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本國籍 691 468 26 10 35 32 53 34 283 168

外國籍 64 209 51 49 2 3 14 2 1 85

年齡分佈

年齡
總部

子公司

百分比新加坡 韓國 南京 全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0歲 165 160 13 15 5 20 45 23 51 41 24%

30~50歲 534 469 59 43 30 15 17 12 217 205 70%

>50歲 56 48 5 1 2 0 5 1 16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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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6.1 員工夥伴政策

6.2 適才任用

6.3 薪酬福利

6.4 職涯成長

6.5 職場健康與安全

6.6 勞資和諧

6.7 人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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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客戶服務 

欣銓科技專注晶圓與成品測試技術的開發與快速

量產能力的提升，藉由完整之資訊系統的建立，提供

客戶高品質與即時的測試服務，同時保護客戶的機密

資訊，協助客戶在全球競爭的市場取得成功，達成雙

贏的策略。

欣銓科技自行開發的 TPAS (Test Process 

Analysis System)資訊系統能為客戶提供透明、即

時的生產資訊與測試資料，並可針對每一個客戶的

測試需求建立客製化系統的設定，以滿足不同客戶

對不同產品的需求。藉由每週固定的專案會議，強

化對客戶所成立跨部門的「客戶專案」之功能與服

務效率，針對業務、生管、品保、測試開發、產品

工程、產品製造等方面建立順暢的服務系統與溝通

管道。

6.2 客戶機密保護   418-1  

確認需求

簽訂保密文件 測試結果報告業務接單

成立客戶專業

導入產量

產品測試 依客戶指定點出貨

確認需求

簽訂保密文件 測試結果報告業務接單

成立客戶專案

導入產量

產品測試 依客戶指定點出貨

欣銓科技設置資訊安全委員會推動資訊安全相關

管理並推動 Common Criteria 驗證確保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運作的有效性，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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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部與新加坡、韓國、南京子公司均取得 ISO 27001

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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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產

品保護牆。

文件管制中心嚴密管控客戶技術文件及資料，依

機密級及必要性（need-to-know）進行個人化授權。

列印識別及刷卡取件控制有效杜絕客戶機密資料不當

外流。

對外電子郵件加強管理，針對收件者網域進行審

核，對不符規之信件即予退件，避免信件誤發事件的

發生，對客戶機密的保護更上一層。

按月審查是否有隱私權侵犯或資料外洩等客戶抱怨，

2019年未發生違反客戶機密保護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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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客戶服務品質優化 

欣銓每週固定與客戶進行專案會議，每季與重要

客戶進行商業、工程技術與品質優化討論會議 (Quar-

terly Business Review, QBR)，蒐集客戶的意見與需

求。內部定期召開會議檢視與提出相關的改善計畫，

並於下一次的商業、工程技術與品質優化討論會議報

告執行狀況。欣銓科技高階主管與業務部門經常拜訪

客戶，隨時掌握市場的變化與客戶需求 , 以提升客戶

滿意度。

欣銓科技持續提昇獨有的自動化生產系統

(TPAS)的功能與效率以提供客製化的虛擬工廠資訊，

依照客戶個別需求串接資訊系統資料，提供最即時的

生產進度、產能利用率訊息，方便客戶可隨時掌握其

產品生產進度及交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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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銓科技與客戶建立高效率的溝通平台，各功能

成員和客戶的對應窗口不定期舉辨業務、生產或工程

檢討會議，也針對相關工程技術進行交流，希望在最

短時間內發掘問題並與客戶合作找到解決方案，提供

客戶快速且高品質的服務，以提升客戶的競爭力與附

加價值。

欣銓科技每年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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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作為公

司未來提升客戶滿意度的重要依據與基礎，欣銓科技

能更貼近客戶的需求，在測試品質、工程技術與服務

效能上持續進行改善與提升，進而建立雙贏的合作夥

伴關係。欣銓科技認為唯有提供讓客戶滿意的品質與

服務，才能提升客戶滿意度，深化與現有客戶的關

係，並吸引新的客戶，讓公司能享有持續的獲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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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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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9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102-9 414-1204-1

2019年欣銓科技的客戶滿意度目標達成率為 97%，超過自訂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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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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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欣銓科技並無新的

重要供應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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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欣銓科技

設備、針測卡、 
包 / 耗材

供應商供應產品

承攬服務

工程建造、協
力作業 保全、
清潔、運輸

承攬商收貨

出貨

供應鏈結構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供應商與承攬商是欣銓的重要夥伴，透過緊密的

合作模式，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與成長。除半導體

測試設備仰賴設備生產國之外，總部與子公司採購主

要政策之一為在地採購，除了客戶另有指定外，盡可

能採用各營運據點所在地當地供應商，使各種資源服

務發揮最佳效率，同時支持當地就業機會與經濟穩

定。除測試設備及客戶指定供應商外，總部與子公司

的在地採購支出達 100%。

供應商及承攬商的資格受到詳細的審核，確認為

在地勞動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監督的合法登記之法人

為資格要件，確保供應商夥伴們所有營運活動均符合

所在地法令與人權。

欣銓要求主要供應商及承攬商必需確實遵守欣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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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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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為本公司重要供應商，對於欣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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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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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欣銓重要供應商的貴公司務必遵守。

如貴公司在與欣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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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企業社會責任處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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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3266008 陳秋香  專案協理

E-mail：rhiannon.chen@ardentec.com；grievance@ardentec.com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材處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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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SERVICE AND SUPPLIER MANAGEMENT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須知

1.  欣銓往來之供應商運作及雇用勞工之條件，須符合或優於責任商業聯盟 (RBA)及中華民國勞基法與
相關法令之規定 (如有修訂亦應符合 )，包含但不限於：不壓榨或奴役勞工、不使用非法勞工或童工、
並確保勞工工作、加班時間與薪資符合法律規定。尊重勞工結社自由並提供不受約束溝通管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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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供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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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遵守環境保護相關的法令及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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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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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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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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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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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禁止要求欣銓員工向欣銓公司關說。

6.6 供應商稽核   407-1 408-1  

6.7 供應商 /承攬商職場安全

欣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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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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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包含提供本公司製程所需針測卡前一年訂單達新台幣五百萬
元以上且在國內有生產的供應商、勞工召募仲介，以及駐廠服務

供應商。

承攬商必需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環保規範」，

確認服務內容符合安全、健康及環保的要求。作業前

人員接受「承攬商職前教育訓練」，包含：

1. 執行作業前的危害告知，確保承攬商夥伴的安全

及健康防護

2. 向供應商與承攬商揭示對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及

商業道德的期待與要求

2019年總部及子公司共辦理「承攬商職前教育

訓練」180次，計 444家供應商、1,932人次參加。

進場前欣銓與承攬商展開工程會議，明確告知承

攬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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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7.1 教育支持

7.2 弱勢關懷

7.3 環境與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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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VOLVEMENT

社會參與

欣銓科技總部結合子公司從在地出發，與世界為鄰，用行動關懷社區，推己及人，逐步擴大關懷及參與的

社區範圍。我們積極參與所在的工業區、社區鄰里、非營利組織與當地政府的活動，用行動在地社區一起成長，

共同打造幸福城市。

7.1 教育支持

二手好書分享 知識在偏鄉旅行
2019年員工捐出了 380本二手好書，捐贈「博幼基金會」橫山中心，這

是員工第 6年與他鄉孩子分享好書。6 年來累計共 4,812本好書捐贈博幼基金

會及新竹縣市鄰近偏鄉小學。

   
鵬程萬里—給畢業生的祝福

欣銓科技自 2017年起持續關心工業區內學校、我們的好鄰居，連續第 3年提供湖口工業區中正國中、華

興及中興國小畢業生欣銓獎累計共 48份，勉勵畢業學子努力向學，鵬程萬里！給我們在地的生力軍，未來的

希望在當鳳凰花開的時節誠摯地致送一份美好的祝福！

中興國小畢業典禮頒贈欣銓獎     華興國小畢業典禮頒贈欣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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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群努力認真的孩子們堅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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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及支持日

益式微的傳統藝術傳承。欣銓科技自 2015年起連續 5年

捐助專款，為傳藝傳承盡一份心！

中正國中醒獅團視欣銓鼎興廠二期新建廠房為共同的

大事與喜事，2019年 6月 5日動土典禮為欣銓獻上祥獅

獻瑞，舞起歡樂與蒸蒸日上的瑞氣！贏得滿堂喝采！

中正國中醒獅鼓藝隊於總部鼎興廠二期動土典禮祥獅獻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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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子課後學習

欣銓所在的新竹工業區有許多低收入家庭及外籍新住

民，他們對家庭中的「台灣之子」教育與學習的支持能力相

對薄弱。欣銓科技鄰近的鳳山村村長自發性對弱勢家庭兒童

辦理「免費課後輔導」及「供應晚餐」，加強孩子課業輔導

以及安全的照顧，克服課業學習障礙，減少下一代台灣之子

的學習產生落差。欣銓科技認同且支持吳村長的善念，自

2013年起持續 7年捐贈課後安親所需的童書、學習用品及食

物，讓社會支持進入需要服務的弱勢家庭，透過長期持續的

關懷與協助，讓新住民及其子女感受欣銓支持與關懷的溫暖。

支持學校課後安親

欣銓科技 2019年起支持鄰近之中正國中設立課後安親班的經費，由學校老師於放學後依學生學習情形採

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督導學生完成作業、溫習功課、課外閱讀及品格教育。

產學接軌

欣銓科技自 2012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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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欣銓提供台科大、元智、輔仁及明新科

技共 4所大學、8個科系、26位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累計已提供 8所大學共計 167位學生在欣銓實習及

產學接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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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榮

邀出席教育部以「產學育才，共許未來」為主題之成

果發表分享欣銓產學合作經驗！ 2019年饒清成副總

受邀擔任逢甲大學資電學院院務諮詢委員暨課程委

員，分享在產業的實務經驗，作為課程設計之參考，

另外為提供學生對半導體生產運作與工作環境的認

識，2019年接待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及

明新科大資管系共 126名師生生產線參訪及解說。

2019年 8月 22日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

總部對鳳山村課後輔導捐贈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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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2019年 5月 17日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參訪

7.2 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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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欣銓科技僱用均超越「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的比例。2019年雇用達法令要求的

133%。

多元友善社會

欣銓科技自 2012年起持續捐贈善款或物資支持

專業社福機構，提供失能或弱勢朋友更好的照顧資源

與協助。2019年擴大社會參與方案，鼓勵同仁積極

參與慈善捐助，幫助社會弱勢族群，員工捐款共計

507,100元，讓欣銓的光芒能夠照亮更多的角落！

全智科技每年推動員工認

購或義賣弱勢團體愛心商品幫

助弱勢團體，集結員工的消費

化為藉弱勢團體自立的收入。

2019年度為唐氏基金會愛心

義賣金額共計 47,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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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歷年捐助含台灣世界展望會、博幼社會

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仁愛社會

福利基金會、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唐氏症基金

會、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瑪利亞社會

福利基金會等在地社福機構，欣銓以長期支持，

讓社會更友善。 

2019年員工與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及華山

基金會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化為行動，關懷

弱勢老人，共同訪視工業區域獨居長輩並捐贈麵

條及罐頭等物品，使長輩感受溫暖。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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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子公司捐助白米給當地慈善機構                                         韓國子公司協助安養中心長者製作泡菜

全智子公司為唐氏症基金會愛心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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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慈善計畫

2019年新加坡子公司員工第 2度熱心參

與捐助新加坡癌症協會的計畫和服務，幫助協

會更多的力量減少癌症及挽救生命！

溫暖陪伴  活潑共樂
欣銓志工社成員用溫暖的行

動，定期到新竹工業區的寧園安養

院陪伴長輩唱歌、健康操帶動跳、

社區適應活動⋯等，為長輩剪髮，

與長輩溫馨互動，為暮年長輩帶來

活潑的生活氛圍。

慈善路跑

2019年新加坡子公司員工第 3度熱情參

加新加坡海峽時報主辦的慈善路跑，共同募集

資金幫助困難群體

熱血溫暖陌生生命

欣銓總部自 2013年起每年舉辦二次捐血活

動，鼓勵員工踴躍捐血，發揮「捐血一袋 救人一

命」的熱誠，6年來不間斷奉獻無私的愛心，累

計共計募集 1,007袋血液。新加坡子公司員工年

年挽袖捐血，大家都樂意用自己溫暖的血液獻給

陌生但有需要的人，用愛為另一個生命加油！

總部（圖左）及新加坡子公司（圖右）員工參與捐血活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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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環境與生態永續 

「守護海洋愛地球」海內外攜手淨灘

支持國際海洋淨灘活動

「如果每個人都願意為環境貢獻一點能量值，這

個地球就有 70億的能量可以變得更好！」抱持著這

樣的信念，欣銓 2019年第 7度舉辦「守護海洋愛地

球」淨灘行動，總部及全智子公司員工、眷屬約 208

人加入這項環境教育行動。新加坡子公司由總經理領

軍帶領員工暨眷屬 37人，以國際海洋淨灘志工參與

當地國際海洋淨灘日活動，以實際行動愛護地球、守

護海洋。

淨灘行動清理佔據海岸的垃圾、進行分類及

數量紀錄，收集的垃圾數據透過主辦單位傳送至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國際淨灘行動的

美國海洋保育協會 (The Ocean Conservancy)，彙整

成全球的海洋年度廢棄物觀察報告，為全球環境保護

盡一分心力。2019年清除垃圾量共 626公斤。

欣銓員工與眷屬以對環境的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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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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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及全智子公司員工與親友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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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銓自然田 尊重生態友善健康

欣銓科技自 104年起支持彰化溪

州尚水進行生態水田濕地復育計畫，

共同經營「欣銓自然田」，不用農藥、

不施化肥、以最自然的農耕種植，讓

土地上的植物與動物自然形成多樣化

平衡的生態系。員工與眷屬定期訪視

參與農事，同時透過食農體驗活動及

相關解說，更直接認識何為友善農業。

員工認購收成的自然好米與相關農產

品，以友善健康的消費行動支持友善

環境和友善生態。

新加坡子公司員工與親友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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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騎中 低碳輕旅行
欣銓員工伙伴熱愛運動與大自然，2019

年單車社連續第 9年舉辦低碳輕旅行，以單車

取代耗能源、排廢氣的交通工具揪同仁及眷屬

力行低碳生活。褓姆車定點提供飲水、行動糧，

杜絕旅行產生保特瓶、塑膠袋及包裝，樂在騎

中，大家享受旅程大自然的美景，不留垃圾負

擔給大自然的無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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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為環境清潔盡一份心

韓國子公司員工每季清掃

公司附近街道，服務社區

環境，透過清掃活動，落

實企業與社區共存之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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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第三單位保證聲明書

附件 2 GRI 準則揭露項目索引對照表

附件 3 ISO 26000 對照表

附件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照表

附件 5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附件 6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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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第三方查證單位保證聲明書   1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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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GRI準則揭露項目指標索引對照表    102-55 406-1   
查證結果請參閱附件 1 第三方查證單位保證聲明書。

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次 備註

GRI 102: 一般揭露 2016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報告書封面 7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1公司概況 
1.4專業服務

7
9

　
　

*102-3 總部位置
報告書說明
1.1公司概況 7 　

*102-4 營運活動地點 報告書說明 1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1公司概況 7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0-11 　　

*102-7 組織規模
1.3 公司組織
5.7人力結構

8-9
63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5.7人力結構 63 　　

*102-9 供應鏈 6.5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66-68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3.7 重大投資 35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3.5 內部控制
3.6 風險管理

32
32-34

　
　

*102-12 外部倡議
1.8 榮耀與肯定
4.3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12-14
38-15

降低甲烷排放量對
臭氧層的破壞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1.8 榮譽與肯定 12-14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的話 
3.1 治理原則

4
29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0-11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3.4 道德規範 31-32 　　

※102-17 倫理相關之建議與關切事項的機制
3.4 道德規範
5.6勞資和諧

31-32
61-62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1.3 公司組織
2.1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3.2 董事會

8-9
16

16-17
29-31

　　

102-19 委任權責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16-17

102-20 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2.2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16-17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2.4 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析 18-21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3.2 董事會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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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次 備註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3.2 董事會 29-31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3.2 董事會 29-31

102-25 利益衝突
3.2 董事會 
3.3 高階薪酬政策 

29-31
31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
的角色

1.2企業價值 8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3.1 治理原則 29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3.1 治理原則
3.2董事會

29
29-31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6.4客戶滿意度調查 66

※102-30 風險管理程序的有效性 3.6 風險管理 32-34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3.1 治理原則
3.6 風險管理

29
32-34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報告書說明 1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3.3高階薪酬政策 31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2.4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
析

18-21 　　

*102-41 團體協約 5.6勞資和諧 61-62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2.4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
析

18-21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2.4利害關係人及關注主題分
析

18-21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2.5主題重大性矩陣圖 22 　　

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0-11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報告書說明 1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2.5主題重大性矩陣圖 22

*102-48 資訊重編 參照各章節

*102-49 報導改變
2.6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
方針

23-26

2018年重大性主
題「誠信經營」，
本公司有效控制，
其風險相對偏低，
2019年不列入重
大性主題。

*102-50 報導期間 報告書說明 1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報告書說明 1 　　

*102-52 報導週期 報告書說明 1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報告書說明 1 　　

*102-54 依循 GRI準則報導的宣告 報告書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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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次 備註

*102-55 GRI內容索引 附件 2 82-86

*102-56 外部保證 /確信 報告書說明
附件 1

1
80-81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2.5主題重大性矩陣圖
2.6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
方針

22
23-26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2.6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
方針

23-26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2.6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
方針

23-26 　　

特定主題揭露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5 市場規模與績效
1.6盈餘分配
3.3高階薪酬政策
5.3薪酬福利 

10-11
11
31

52-56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5.3薪酬福利 52-56 　　

GRI 202﹕市場地位  2016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5.2適才任用 51-52

GRI 203﹕間接經濟衝擊  2016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3.6風險管理 32-34

GRI 204﹕採購實務  2016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66-68

GRI 205﹕反貪腐  2016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3.4 道德規範 31-32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3.4 道德規範 31-32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3.4 道德規範 31-32

GRI 301﹕物料  2016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4.4 環境資訊揭露 45-46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4.4 環境資訊揭露 45-46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4.4 環境資訊揭露 45-46

302-3 能源密集度 4.4 環境資訊揭露 45-46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GRI 303﹕水  2016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4.5水資源管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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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次 備註

303-2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4.5水資源管理 47

303-3 回收及再利用的水 4.5水資源管理 47

GRI 304﹕生物多樣性  2016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
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
樣性價值的地區

4.1 環境政策 37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
顯著衝擊

4.6 汙染防治 48-49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總部與新加坡子公
司直接溫室氣體排
放量皆經 BSI查證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總部與新加坡子公
司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量皆經 BSI查證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GRI 306﹕廢污水及廢棄物  2016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4.6 汙染防治 48-49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4.6 汙染防治 48-49

306-5 受放流水及其它（地表）逕流排放而影響
的水體

4.6 汙染防治 48-49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8-45 報告年內無發生重
大違規事件。

GRI 401﹕勞僱關係  201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
工）的福利

5.3薪酬福利 52-56

GRI 402﹕勞資關係  2016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5.6勞資和諧 61-62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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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8-60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工日數缺勤
等比率，以及因公死亡件數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8-60

※403-4 工會正式協定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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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404﹕訓練與教育  2016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5.4 職涯成長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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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書章節 頁次 備註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5.4 職涯成長 56-58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
比

5.3薪酬福利
5.4 職涯成長

52-56
56-58

GRI 405﹕員工全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3.2 董事會
5.7人力結構 

29-31
63

GRI 406﹕不歧視  2016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GRI準則指標索引對照表 82-86 2019年未發生歧
視事件

GRI 407﹕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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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勞資和諧
6.6供應商稽核

61-62
68

GRI 408﹕童工  2016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5.2 適才任用
6.6供應商稽核 56-58

GRI 410﹕保全實務  2016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訓練 5.4職涯成長 56-58

GRI 412﹕人權評估  2016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5.4職涯成長 56-58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6.5 供應商與承攬商管理 66-68

GRI 418﹕顧客隱私  2016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
訴

3.6風險管理 
6.2客戶機密保護

32-34
65

報告年無客戶隱私
權侵犯或資料外洩
的抱怨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16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2.6重大性主題價值鏈及管理
方針

23-26

2019年全智子公
司因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 24條第 1項
規定，罰緩新台幣
2萬元整

*核心項目；※重大性主題；除核心項目採全面揭露外，其他皆採部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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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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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適才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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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新加坡子公司及韓國子公司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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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勞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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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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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利害關係人溝通 　

工作的健康與安全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人力發展與訓練
5.4職涯成長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環境

污染預防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永續資源利用 4.6污染防治 　

氣候變遷減緩與適應
4.1 環境政策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

然棲息地修復

4.1 環境政策

7.3環境與生態永續
　

87



ANNEXES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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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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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客戶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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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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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健康與安全 　

社會投資 7.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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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照表

永續發展目標 目標細項 對應章節 頁次

目標 3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

的福祉

3.8 
3.9

5.5 職場健康與安全 58

目標 4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

享有學習機會

4.4 
4.5 
4.7

5.4 職涯成長 
7.1 教育支持

56
70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

能

5.1 
5.2 
5.b

5.2 適才任用 
5.3 薪酬福利 
5.4 職涯成長

51
52
56

目標 6 
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並對其進行永

續管理

6.3 
6.4

4.5 水資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47
48

目標 7
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永續的

現代能源

7.2 
7.3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5水資源管理

72
75

目標 8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促進

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

8.2 
8.7 
8.8

1.7 發展策略與創新研發 
5.2 適才任用 
5.4 職涯成長

11
51
56

目標 12  採用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12.5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38
48

目標 13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13.3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5.4 職涯成長

38
56

目標 16
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永續發展，

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效、

負責和包容的機構

16.5 3.1 治理原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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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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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新加坡子公司及韓國

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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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5水資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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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5水資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7.3 環境與生態永續

　

鼓勵研發及擴散環保化的科技 7.3 環境與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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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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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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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治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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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治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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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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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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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利害關係人及關注議題
蒐集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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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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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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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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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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4.5水資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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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水資源管理
4.6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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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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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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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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人力資源之召募、留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5.4 職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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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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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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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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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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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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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部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351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村工業三路三號
No.3, Gongye 3rd Rd., Shengli Vil., 
HuKou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30351, Taiwan, R.O.C.
電話:+886-3-5976688 (代表號)
傳真:+886-3-5971397

台灣子公司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8 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科技五路6號7樓
7F, No. 6, Technology Road 5, Hsinchu Science Park, 
Hsinchu City 30078, Taiwan, R.O.C.
電話: +886 3-6116168
傳真: +886 3-5630100

南京子公司
欣銓(南京)集成電路有限公司
211800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橋林街道秋韻路29號
No. 29, Qiuyun Road, Qiaolin Street, Pukou District, 
Nanjing City, Jiangsu Prov., 211800 China
電話: +86 025 58656688
傳真: +86 025 58270955

新加坡子公司
Ardentec Singapore Pte. Ltd.
12 Woodlands Loop, #02-00 Singapore 738283
電話: +65-64821000
傳真: +65-62571704

韓國子公司
Ardentec Korea Co., Ltd.
61, Cheongbuksandan-ro, Cheongbuk-myeon, 
Pyeongtaek-si, Gyeonggi-do 451-833, Korea
電話: +82-31-681-9168
傳真: +82-31-684-6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