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履行社會責任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一、落實公司治理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度，以

及檢討實施成效？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

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理階層處理，

及向董事會報告處理情形？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理薪資報酬政策，並將員工

績效考核制度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及

設立明確有效之獎勵與懲戒制度？ 

 

ˇ 

 

 

 

 

 

 

 

 

 

 

 

 

ˇ 

 

 

 

 

ˇ 

 

 

 

 

 

ˇ 

  
(一)本公司於標準作業規範中訂有相關社會責任執行 

，包含勞工安全衛生及環保相關法令規定。為落

實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訂定「EICC政策與目標

管理辦法」以及「社會責任風險評估管理辦法」

以茲遵循，本公司對社會責任關心並遵守相關法

令→包含董事會組成與運作、審計稽核、董監事

持股等。另本公司持續新產品的研究與開發，提

升經營效率，以回報股東最大資本利得，善盡環

保責任，持續永續經營，建立友善職場，維持員

工良好生活品質，參與社會公益並關懷弱勢團體。

另；本公司業已實施EICC社會責任，以「誠信治

理」、「以人為本」、「珍惜資源」、「關懷社會」之

理念，進而落實並達到EICC政策的實施準則。 
(二)本公司已制定相關法令→包含專業養成規劃、執

行成果等內容，並定期及不定期舉辦員工教育訓

練，使確實遵守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作業規

則，並依工作規則給予獎勵及懲戒。 
(另將本公司員工教育訓練情形揭露如下附表(B). 

(三)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兼)職單位是由董事

會、總管理處、各廠區廠長及廠務等功能單位共

同來推動，並由總理處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另；本公司依據EICC標準要求，實施EICC社會責

任。並任命總管理處副總為本公司之社會責任管

理代表，負責督導EICC管理系統之運作。 
(四)本公司關心並遵守相法令，於薪工循環訂有相關

管理辦法，並將員工績效考核制度、薪酬與獎勵

制度等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設立明確有效

之獎勵與懲戒制度。公司章程並訂定員工酬勞，

無重大差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每年依據員工之績效考核分配公司利潤，使員工

薪資與公司營運共同成長，另對員工舉辦教育訓

練與宣導，使其充分了解公司相關薪資報酬政策。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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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立合適之環境管理

制度？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並執行溫室氣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

溫室氣體減量策略？ 

 

ˇ 

 

 

 

 

ˇ 

 

 

ˇ 

  
(一)本公司致力於提升各項資源之利用效率，透過作

業系統，在製程、原物料管理上全面依循RoHS
規範，另廢料均委由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機構負責

回收再利用，已有效降低因產品製造而產生之環

境負荷。 
(二)本公司按公共安全建築法規、消防法規、勞工衛

生安全法規、廢棄物清理法、節能減碳管理規定

等維護工作環境及自然環境並依法申報。 
(三)本公司總管理處及各廠區皆設有專責人員負責管

理員工工作環境及保護自然環境。 
經取得ISO-9001、ISO/TS16949、ISO14001認證，

確認各項環境、職業安全衛生及資訊安全管理系

統符合標準；山東陽信長威廠於103年2月並獲

TUV認證通過ISO14064溫室氣體查驗為”合理保

證等級”;宜蘭利澤廠於103年7月取得TUV認證通

過ISO14064溫室氣體查驗為＂合理保證等級＂。 
有關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及減量相關資訊，列示如 

下: 

一、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度： 

(一)企業受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規範之風險 

梅洲廠: 「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

準」第二條明定，半導體製造業係指從

事積體電路晶圓製造、晶圓封裝、磊晶、

光罩製造、導線架製造等作業者。又積

體電路晶圓製造作業（Wafer Fabrication)
係指將各種規格晶圓生產各種用途之晶

無重大差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圓之作業，包括經由物理氣相沈積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化學氣

相沈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光

阻、微影(Photolithography)、蝕刻

（Etching）、擴散、離子植入（Ion 
Implantation）、氧化與熱處理等製程。

依據前述定義，「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

氣體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附表規定之

半導體業，係指積體電路製造程序，包

括經由物理氣相沈積、化學氣相沈積、

光阻、微影、蝕刻、擴散、離子植入、

氧化與熱處理等製程。係屬前項積體電

路晶圓製造，故僅從事晶圓封裝、磊晶、

光罩製造、導線架製造、二極體製造及

發光二極體製造等作業者，非屬本公告

之應申報對象。故梅洲廠非屬應定期申

報對象。梅洲廠仍一直戮力於節能減碳

的管理，以符合法令規章的要求。 
利澤廠: 本公司利澤晶圓廠為依據空氣汙染防

制法第二十一條需要進行溫室氣體相關

操作量之申報企業，並依據溫室氣體排

放量申報管理辦法，自103年起每年 8
月底前，需要完成前一年度溫室氣體排

放量盤查、登錄及查驗作業。 
           由於本公司利澤晶圓廠已完成105年之

溫室氣體查驗與認證，105年之自我盤查

結果已依法規要求，已於在106年7月3
日完成105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及

查驗作業，並於106年7月19日完成登錄。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二)企業受氣候變遷之實質風險 

由於本公司受氣候變遷之主要影響項目為溫室

氣體排放量管制，而電力的使用是造成本公司溫

室氣體用量的主要來源，在目前台灣的電力供應

還能穩定提供，且政府機關持續在推動節能減碳

作業，所以本公司並無因氣候變遷造成之實質風

險。 

(三)氣候變遷提供企業之機會 

本公司認為企業做好氣候變遷風險之管控，可提

升企業競爭力，並創造機會。因此，本公司持續

進行節能減碳相關計劃及歐盟環保規範為目

標，提升我們的綠色產力及國際競爭優勢為公司

帶來的機會。 

為響應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本公司以提供綠化

節能減碳之環保訴求產品，供應市場上之主要客

戶應用，有機會因為此產品特性的提升，帶給客

戶更多的節能減碳效果，帶來新的客戶應用或設

計的更新，同時也為本公司帶來新的商機。 

(四)企業(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註明盤查範疇

及時間)，及是否通過外部驗證 

梅洲廠:本公司梅洲廠查驗相關結果如下： 
  (1)溫室氣體查驗方式：自我查驗(溫室氣體盤查

表單 3.0.0 版（修）) 
  (2)盤查範疇及時間：梅洲廠(宜蘭縣宜蘭市梅洲

二路 96 號) 106 年之溫室氣體盤查溫室氣體

排放量：直接排放量 1.159 噸/二氧化 
碳當量，間接排放量 3051.83 噸/二氧化碳 
當量。 

利澤廠:本公司利澤廠 106 年 7 月 3 日已通過德國 
萊因外部查證，查驗相關結果如下：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1)溫室氣體查驗證書：TUV 證書登記號碼 CO 

50381177 001 查驗報告

號碼 14063209 001 
 (2)盤查範疇及時間：利澤廠(宜蘭縣五結鄉利工 

一路二段 31 號)於 105 年 
                      之溫室氣體盤查   

 (3)溫室氣體排放量：直接排放量 56.6080 噸/二
氧化碳當量，間接排放量 

                   6643.8168 噸/二氧化碳當 
量 

106年之盤查將依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二十一條 
，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管理辦法，於107年8月底前，

完成前一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登錄及查驗作

業。 
二、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管理之策略、方法、目標等： 
(一)企業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理之策略 

梅洲廠:節能減碳管理：利用較佳的污染控制技

術及設備，降低污染情況，改進管理方

式，使用高效率設備，節省能源耗用。 

利澤廠:本公司以制定溫室氣體盤查管理作業程

序來規範與實施溫室氣體排放盤查、數

據搜集、排放量計算、排放清冊與盤查

報告書之製作之相關作業事項。 

除了致力於本公司之溫室氣體盤查，以確實掌握 

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狀況，並依據盤查結果，進 

一步進行溫室氣體自願減量相關計畫，以永續發 

展，善盡企業對環境保護之責任。 

(二)企業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目標 

梅洲廠:持續做好自我的節能減碳管理，以符合

法令規章的要求。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利澤廠:經由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本公司自104

年起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外購電

力，該部分佔本公司利澤廠溫室氣體排

放量 99.16%。所以推動節能減碳管理為

本工廠目標。 
(三)企業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之預算與計畫 

梅洲廠:1.文件表單推動 e 化平台，減少用紙量。 
2.節能節水宣導、設定空調溫度及時間

管控，以達間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3.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減量。 

利澤廠:考慮技術可行性，本公司於2017年已規

劃本工廠持續推動電力節能專案，2017
年已執行電力節能1%專案，年度減少用

電度數132740度，年度減少CO2排放

69290.28公斤，並持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量。 
(四)企業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或消費者之減碳效果 

本公司致力於低耗能產品研發與生產，客戶若使

用本公司產品，將帶來低耗能的產品設計，同時提供

消費者使用，由於產品耗能降低，將能對節能減碳盡

一份心力。     

三、維護社會公益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

定相關之管理政策與程序？ 
 
 
 
 
 
 

 

ˇ 

 

 

 

 

 

 

 

  
(一)本公司遵守相關勞動法規並成立勞資委員會，定

期召開會議，重要事項經勞資雙方代表溝通協調 
，以保障員工之權益。例: 
1.員工權益：已確實依法辦理員工勞工保險、全

民健保、退休金提撥。 
2.保險：另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員工團體保

險。 
3.管理方法程序：已制定工作規則並公布於公司

 
無重大差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妥適

處理？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四）公司是否建立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並以合

理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
變動？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立有效之職涯能力發展培

訓計畫？ 
 

 

 

 

ˇ 

 

 

 

ˇ 

 

 

 

 

 

 

 

 

 

 

ˇ 

 

 

 

 

 

 

 

 

ˇ 

 

 

內部網頁intranet.ts.com.tw以及

外部網頁www.ts.com.tw供員工

遵守。 
(二)本公司已建置並公布員工申訴管道於公司內部網

頁intranet.ts.com.tw以及外部網頁www.ts.com.tw
供員工提出使用，若有員工提出問題，本公司均

予以妥善處理。 
(三)1.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本公司為防止職

業災害，確保勞工安全與健康，訂有『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使全體員工均有遵行之義務，並

已依勞工安全衛生、建築公共安全、消防安全

相關法規提供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依法申

報。 
   2.員工安全教育：已建立公共安全衛生規則確實

依規定辦理員工教育訓練。 
   3.員工健康教育：每年委由醫療機構醫護人員個別

為員工健康檢查並提供健康宣導

手冊。 
(四)本公司除已建置並公布員工申訴管道於公司內部 

網頁intranet.ts.com.tw以及外部網頁

www.ts.com.tw供員工提出使用外，並定期與員工

溝通，且本公司均予以妥善處理。另外，本公司

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行為標準」→(全
公司員工行為及倫理守則)，另外在本公司之「工

作規則」中亦訂有相關規範。對員工舉辦教育訓

練與宣導，使其充分了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

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誠信行為之後果。  
(五)本公司為建立員工有效之職涯能力發展，均定期

或不定期辦理內訓或外部訓練之培訓，強化員工

之專業能力。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六）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

流程等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權益政策及申訴
程序？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行銷及標示，公司是否遵循

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 
 
 
 
（八）公司與供應商來往前，是否評估供應商過去

有無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錄？ 
 
 
 
 
 
（九）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契約是否包含供應商

如涉及違反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且對環境
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
約之條款？ 

ˇ 

 

 

 

 

ˇ 

 

 

 

ˇ 

 

 

 

 

 

 

ˇ 

(六)本公司無論是在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

流程等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行商業活動，對

外契約要求有誠信條款。本公司除制定客訴作業

流程並設有專屬單位外，並在公司公開網站上提

供產品支援服務窗口及已投保產品責任險。 
(七)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行銷及標示，均遵循相關

法規及國際準則，另為規範對代理商的管理，訂

定『代理商管理辦法』以保護代理商的利益和權

利，擴大公司產品銷售範圍。  
(八)本公司訂定『協力廠商管理作業程序』以進行對

供應商的管理，公司與供應商來往前，均依照公

司制定之評估方式，評估供應商之有無影響環境

與社會之紀錄，以做為合格供應商之評鑑參考，

並 push 供應商推動 ISO-9001、ISO/TS16949、
ISO14001 、ISO14064 認證，並共同致力提升企

業社會責任。 
(九)本公司選擇具誠信之供應商，並定期評估供應商

之適任性，所有供應商均應遵守本公司廉潔政策 
；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商之契約均由法務部審核執

行，有關契約之制定，已包含供應商如涉及違反

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且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

響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條款。 
四、加強資訊揭露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等處揭

露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
訊？ 

 
ˇ 

  
(一) 本公司已將各項資訊揭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

公司內部 intranet.ts.com.tw 網站及外部
www.ts.com.tw 網站供投資大眾及員工參閱。 

(二) 本公司一直駑力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際推動與
施行，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尚無委託專業機構為 
本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未來依法令規 
定辦理。另；本公司業已實施 EICC 社會責任， 
以「誠信治理」、「以人為本」、「珍惜資源」、「關 

無重大差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註2) 
懷社會」之理念，進而落實並達到 EICC 政策的 
實施準則。 

(三) 參與慈善活動： 
本公司除致力於創造優良的工作環境，落實

員工關懷於制度及各項福利措施之中，並積極參
與公益活動，歷年來諸如：八八水災捐助款
NT$100 萬元，聖母老人醫療大樓興建 T$50 萬
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金專戶有關 103
年 8 月 1 日氣爆之捐助 NT$100 萬元，以及自 98
年度起至 106 年度截止，提供宜蘭縣境內中小學
清寒學生與低收入戶之學生營養午餐及學雜費
等共計 NT$319 萬元。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異情形： 
本公司雖尚未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但為落實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訂定「EICC政策與目標管理辦法」以及「社會責任風險評

估管理辦法」以茲遵循，公司堅持『顧客第一』、『品質至上』與『EICC』的經營理念，發揚「積極主動、樂觀進取、追求卓越」的企業精
神，秉持「誠信、服從、務實、團隊、創新」的企業價值觀與企業文化，依據EICC標準要求，實施EICC。並致力將企業EICC政策的精神，
推廣至本公司供應商及其下層分包商夥伴。為實踐企業公民責任，展現企業對員工、股東及客戶的承諾，除了落實資訊透明化之外，並積
極投入公益活動，實已符合「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的規範。 

六、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對環保、社區參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益、消費者權益、人權、
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行之制度與措施及履行情形）： 

本公司已制定產品環保規格，控制產品無危害物質，並已建立ISO14001環境管理系統及取得OHSAS18001職業安全與衛生管理系統體
系認證，生產的產品已符合歐盟(European Union)RoHs指令及REACH法規的要求，且台半秉持環境及HSF(無危害物質)政策，在設計端、生
產端，持續導入”綠色產品”理念，採用無危害的原物料、低污染省能源的生產製程及可回收包裝等措施，並於2007年2月1日起，產品已導
入無鹵化設計，且山東陽信長威廠於103年2月並獲TUV認證通過ISO14064溫室氣體查驗為”合理保證等級” ;宜蘭利澤廠於103年7月取得TUV
認證通過ISO14064溫室氣體查驗為＂合理保證等級＂；綜上，本公司將繼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以持續達到客戶對產品環保化的技
術要求。 

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1.產品：SGS ROHS認證 

      2.企業：已獲得ISO-9001、ISO/TS16949、ISO14001、OHSAS18001、ISO14064溫室氣體查驗為”合理保證等級”等認證 
註 1：運作情形不論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說明欄位敘明。 

註 2：公司已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摘要說明得以註明查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方式及索引頁次替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