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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編輯說明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簡稱 ACME ) 在台聚集團及最高管理階層的支持下，2015 年正式成
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 簡稱 CSR 委員會 )，並開始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簡稱 CSR 報告書 )，持續致力於規劃及推動各項社會責任政策，並呼應聯合
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 )。 

本報告書已是我們第七本報告書，我們將依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 公司治理 3.0 - 永續發展藍圖 ]

政策，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更名為永續報告書  (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期望持續藉
由永續報告書的發行，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讓利害關係人了解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及永
續經營上的努力。

報告書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範疇以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為主，包含台北總公司及觀音廠，另三、資源循環與環
境友善及四、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兩章節，則涵蓋子公司越峰電子 ( 廣州 ) 有限公司及越峰電子 ( 昆
山 ) 有限公司。

揭露資訊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報告書內容呈現本公司在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 ( ESG ) 之管理與績效，財務資訊與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數據一致，部份統計數據引用
自年報、政府機關及相關網站公開資訊。

架構依據
本報告書內容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 GRI ) 所發行的永續性報導
準則「核心」選項，以及 AA1000 當責性原則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定報告書
之架構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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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查與外部查證

 發行時間

報告書下載

聯絡我們

本報告書由 CSR 委員會三個工作推行小組成員提供所屬業務相關之資料及數據，經 CSR 委員會專案
秘書彙整編輯初稿後，邀集各委員與各小組成員依職掌予以校閱及修訂，再經集團設環處試閱，最後
循內部程序呈總經理與董事長核閱後定稿發行。 

本報告書於 2021 年 6 月通過獨立第三方之英國標準協會 (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 ) 查證，
對報告書依據 GRI 準則核心依循選項與 AA1000 Type1 中度保證等級，取得查證聲明書。

每年定期發行永續報告書，本次報告書為第七年發行版本。

首次發行時間：2015 年 11 月 

上次發行時間：2020 年 9 月 

本次發行時間：2021 年 7 月 

下次發行時間：預定 2022 年 7 月

為響應環保，推行無紙化，您可透過本公司網站「企業永續」專區下載報告書電子版本， 

公司網址為 https: / /www.acme-ferr i te.com.tw/。  
企業永續專區網址為 https: / /www.usig.com/ACMECSR/Index.aspx

關於本報告書內容有任何指教或建議，歡迎您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絡。

聯絡人：CSR 委員會專案秘書  張勝川經理
地址：台北市 114 內湖區基湖路 39 號 8 樓
電話： (886-2)2650-3337 �� 3351
傳真： (886-2)2659-9511
CSR 信箱：csr-acme@acme-ferr i 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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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2020 年全球因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生活的形態，企業的韌性成為永續發展的關鍵
因素。台聚集團於 2019 年設定永續經營願景，聚焦「創聚永續價值、共聚永續社
會」，在生產營運創造價值過程中，以環境保護、社會發展及公司治理為核心，來
推動整體社會的永續發展，並以「研發創新」、「穩健營運」、「社會共融」為三
大永續發展策略，以此穩健自身發展，讓社會變得更好。

豐沛的創新能量
新冠肺炎改變了全球生活型態，加速異地辦公、遠距會議等需求，台聚集團持續投
入創新研發包含環狀嵌段共聚物 (Cyclic Block Copolymer，簡稱 CBC) 製程優化、
在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合樹脂 (Ethylene Vinyl Acetate，簡稱 EVA) 產品持續擴展
油墨、鞋材發泡及電線電纜等市場應用、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簡稱 PVC)
新產品應用及環保 PVC 產品開發、環保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發泡性聚苯乙烯樹脂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Expandable Polystyrene， 簡 稱 Low VOCs 
EPS) 開發、碳化矽（silicon carbide，簡稱 SiC）市場應用開發。這些開發都將為
人類生活更加便利，且降低對於環境的負荷。

穩定的營運生產
氣候變遷的加劇造成企業營運不定的風險，如德州的冰風暴就造成世界石化產業
鏈的混亂，氣候變遷對於企業影響力持續加劇，台聚集團採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 進行營運過程中氣
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評估，並設定每年節能減碳目標，要求加強增進生產效率及
節能方案推動。此外我們非常重視同仁工作環境的安全，推動安環五零目標 ( 零污
染、零排放、零職災、零事故、零故障 )，並於高風險廠區導入製程安全管理系統 
( PSM )，透過量化分析及現場管理來降低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參與社會共好
於疫情爆發期間，整合台聚集團研發能力及產品，於社會防疫物資缺乏時期，供給
消毒水給需要的單位，讓台灣社會運作能夠快速復原。我們長期支持公益平台文化

在這快速變遷的時代，企業經營將面臨更多的挑戰，我認為這是
一個新的契機，讓社會變得更好是企業營運的使命。ESG 的運
作並非一蹴可幾，台聚集團將持續深耕建立永續文化，一同前進
發揮核心價值。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基金會與臺東均一國際實驗學校，著重偏鄉教育及花東永續發展，期望讓更多的偏
鄉孩子接受均等的教育。

越峯公司永續原則
越峯公司身為台聚集團的一份子，2015 年起不斷跟著集團的腳步，在相對有限的
資源及人力下，持續致力於規劃及推動各項社會責任政策。越峰公司依循集團願景
設定三大永續原則為「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與「幸
福職場與社會參與」。使客戶與供應商因本公司的誠信與良好的公司治理，與本公
司建立信賴的合作關係；讓投資人因認同本公司的核心價值而長期投資；在實現環
境與經濟共存的課題，落實環境保護；員工則在快樂工作下，產生向心力，與本公
司不斷成長與茁壯。讓所有利害關係人瞭解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努力，共同邁向
永續經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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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永續績效一覽

2020~2024 年訂定 5 年
平均節電量 1%，觀音廠 2020 年

節電量達 1.23% 

環境面

各項節能減碳方案
共節能 4,044GJ，

同時減少碳排放量 715 噸 CO2e

廢棄物再利用率 98%

達成環保零違法

新事業開發有成
碳化矽（SiC）營收成長 67%

治理面

持續推動精實專案，自動化、
訊息化及技術提升專案，

發揮了成效，鐵芯事業轉虧為盈

「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鑑」，
連續六年排名前 6%~20%

社會面

教育訓練
員工平均接受時數目標達成率 100%

職業安全達成零災害、
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發行中泰文版的員工健康管理手冊
提供每位員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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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永續願景與目標
1.1.1 永續願景及經營策略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碼：8121 ) 主要係由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
公司 ( 簡稱台聚公司 ) 於 1991 年 9 月 5 日投資設立。台聚集團發軔於 1965 年成
立的台聚公司，1997 年與聯成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華塑集團控股權，成就
今日台灣石化與塑膠工業企業集團之地位，並透過有效整合集團資源，憑藉多年來
在石化塑膠產業奠下的厚實基礎，成功將事業版圖拓展至電子、材料和創投等轉投
資領域。

台聚集團永續願景為「創聚永續價值、共聚永續社會」，期以核心能力不斷創造凝
聚永續價值，進而對社會永續作出貢獻。

由永續願景發展 3 大核心策略「研發創新」、「穩健營運」與「社會共融」，期與利
害關係人共創價值。延續核心策略內容發展 7 項關鍵議題，並由誠信明理的夥伴做
為根基共同構築。

本公司身為集團的一份子，將依循集團願景設定三大永續原則為「經營治理與價值
鏈管理」、「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與「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並聯結重大議題，
每年度審視分析結果與永續原則的一致性，以及檢視討論年度績效達成的狀況。 
本公司永續策略及其經濟、環境及社會面推動規劃如下：

10

01 ACME永續經營



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策略及短期與中長期計畫

面向
短期計畫 ( 2021年 ) 

中長期計畫 ( 2025年 ) 
行動方案 目標

治理面

藉由產品創新研發及市場擴展，提升
產品競爭力與營運績效，維持公司持
續成長，企業永續發展。

鐵芯事業品質提升、成本下降，帶動
銷量及營收成長，並持續獲利。

SiC 新事業營收持續成長。

改善經營體質，鐵芯事業維持獲利，SiC 
新事業開始獲利。

環境面

積極推展減廢、再使用、再利用相關
措施。

符合環保法規、致力污染預防、滿足
客戶環境與品質的要求。

廢棄物再利用率 99%。

環保零違法。

採用 TCFD 方法鑑別營運過程的轉型風險
及實體風險，將逐年檢視因應作為，建立
韌性的氣候變遷文化。

社會面

廣納賢才，共築輝煌，人事相宜，共
用成果。

持續降低安全衛生風險、預防與減少
職業災害、促進員工健康。

員工滿意度： 
台灣 75%、昆山廠 80%、廣州廠 84%

招募達成率： 
台灣 100%、昆山廠 100%、廣州廠 100%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35H、昆山廠 35 H、廣州廠 35H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建立科學、完善的培訓體系以及專業、完
整的技術傳承制度，實現企業與員工共同
成長。

持續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之
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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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本公司在集團及最高管理階層支持下，持續致力於規劃推動各項社會責任政策，並
從中了解到 CSR 推動與經營必須透過管理體系內化成為日常業務與營運的基因，
故我們於 2015 年正式成立 CSR 委員會，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有效
提升整體 CSR 效益。

本公司 CSR 發展策略是以經營理念及企業文化為基礎，對利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
任，使客戶與供應商因本公司的誠信與良好的公司治理，與本公司建立信賴的合作
關係；讓投資人因認同本公司的核心價值而長期投資；員工則基於公司的認同產生
向心力，進而在這內外助力的推動下，達到企業永續經營與不斷成長之目標。

CSR 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下設置「公司治理
組」、「環境保護組」及「社會關係組」三個工作推行小組，其組織架構如圖所示。

CSR 委員會每年向董事會呈報 CSR 執行成果，由董事會監督與審視經濟、環境與
社會三重面向之管理與績效，並針對重要關鍵議題指示推動方向。

專案秘書負責統籌公司整體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策略發展規畫，以及追蹤各組行動
方案與績效改善之進展情況。

三個工作推行小組成員由相關部門主管或其指派的代表任務編組組成，負責各議題
規劃、內外部資料蒐集、目標設定等研議，並依職掌共同編製與發行年度永續報告
書。

1.2 ACME 的價值鏈
1.2.1 ACME 簡介
本公司之產品軟性鐵氧磁鐵芯屬於電感類被動元件，主要應用於通訊、資訊、消費
性及車用電子產品。

ACME 就是透過 Always Commit ted to Manufactur ing 
Excel lence，達成 Achieve Customers � Mission & 
Expectat ions。

品質服務，驚豔客戶  Amazing customers wi th qual i ty service

突破超越，創新卓越  Breakthrough, innovat ion and excel lence

愛人護地，共榮永續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 i ty forever

主任委員 
 董事長

副主任委員 
總經理

專案秘書

公司治理組 環境保護組 社會關係組

CSR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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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ACME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產業別 電子零組件產業

總部位置 台北市 114 內湖區基湖路 39 號 8 樓

觀音廠廠址 桃園市 328 觀音區觀音工業區國建二路 2 號

廣州廠廠址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增江街府前路 1 號

昆山廠廠址 中國江蘇省昆山市黃埔江北路 533 號

馬來西亞廠廠址 Plot 15,Jalan Industri 6 Kawasan Perindustrian Jelapang II ( ZPB ) Jelapang 30020 Ipoh, Perak, Malaysia.

資本額 新台幣 18.3 億元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員工總數 1,622 人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包含台北總公司及觀音、昆山、廣州及馬來西亞四廠 )

主要產品

錳鋅軟性鐵氧磁鐵粉 ( Mn-Zn soft ferrite powder )
鎳鋅軟性鐵氧磁鐵粉 ( Ni-Zn soft ferrite powder )
錳鋅軟性鐵氧磁鐵芯 ( Mn-Zn soft ferrite cores )
鎳鋅軟性鐵氧磁鐵芯 ( Ni-Zn soft ferrite cores )
高純度碳化矽 SiC 粉 ( High purity SiC powders )

觀音廠產能 磁鐵粉月產能 1,000 噸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廣州廠產能 磁鐵芯月產能 400 噸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昆山廠產能 磁鐵芯月產能 400 噸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馬來西亞產能 磁鐵芯月產能 100 噸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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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我們的價值鏈
被動電子元件 ( Passive Components ) 在電子電路中扮演著基本元件的角色，其
本身無法自行運作，而需藉由補充、聯結主動元件而運作。被動元件產品可分為電
阻器 ( Resistor ) 、電容器 ( Capacitor ) 及電感器 ( Inductor ) 等，為各項資訊、
通訊及消費性與工業用電子產品等設備不可或缺的重要基本元件。就其功能而言，
電阻用來調整電路中的電壓及電流，電容器主要用途包括電荷儲存、交流濾波或旁
路、切斷或阻止直流電壓、提供調諧及振盪之用，而電感器則主要用於防治電磁波
干擾、過濾電流中的雜訊以及功率轉換，且除上述功能外，可搭配電阻與電容展現
濾波之功能。

上游

下游

中游

01

03

02

♦電阻器材料 
氧化鋁陶瓷基板、導電漿墨

♦電容器材料 
如電蝕 / 化成鋁箔、介面瓷粉

♦電感器材料 
如鐵氧體、導電漿墨

♦各類電子產品應用

♦電阻器

♦電容器

♦電感器

♦濾波器、振盪器

被動元件產業鏈簡介

♦濾波器、振盪器材料 
鉭酸鋰 / 鈮酸鋰晶圓 / 片、 
石英基板、金屬及陶瓷封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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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本公司所生產的錳鋅及鎳鋅鐵氧磁鐵芯屬於被動元件中電感類材料，
可作為濾波器 ( Filter ) 、抗流圈 ( Choke ) 、電子安定器 ( Ballast )、
電源供應器 ( SPS ) 、各式變壓器 ( Inverter、Converter、Inductor、
Telecom ) 之上游原料，主要客戶為台達電、光寶 ( 力信 )、全漢、
康舒、Sumida、Wurth 等公司與其大陸子公司及協力廠。該電子元
件可進一步應用於 ( 無線 ) 充電器、雲端伺服器、桌上型電腦、筆記
型電腦、液晶顯示器、LED TV、智慧型手機、汽車電子及通訊網路
設備等常見電子產品。由於電感器能夠穩定電流、去除雜訊及抑制電
磁輻射，故在電子資訊及消費性產品被廣泛運用。

ACME 各式錳鋅及 
鎳鋅軟性鐵氧磁鐵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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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關係企業簡介
本公司 2020 年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包含本公司及由本公司所控制子公司 ( 等同
各關係企業 ) 合計 7 家。

本公司產品「軟性鐡氧磁鐵芯」產製過程主要分為製粉、成型、燒結、研磨加工四
階段。觀音廠主要負責製粉、生產完成後再運往大陸兩廠進行成型、燒結及研磨加
工等製程，加工完成後，供應中國地區內銷客戶及外銷出口歐美等地。馬來西亞廠
則有完整的四段製程，該廠鐵芯主要供應馬來西亞當地客戶及外銷歐洲客戶。

整體而言，關係企業間往來分工情形，在於透過技術、產能、行銷及服務之互相支
援，降低生產成本，滿足客戶需求，創造最大經營績效。

本報告書實體以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為主，另三、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及
四、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兩章節，則涵蓋子公司越峰電子 ( 廣州 ) 有限公司及越峰
電子 ( 昆山 ) 有限公司，因此並未包含所有子公司的所有資訊，但未來將以本公司
推行 CSR 之經驗擴大報告書範疇至各子公司，逐步推廣永續發展策略與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馬來西亞廠

廣州廠

昆山廠

台北總公司

觀音廠

越峯電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越峰電子 (廣州 )
有限公司

越峰電子 (昆山 )
有限公司

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

ACME  
Electronics 

(Cayman) Corp.

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

ACME Ferrite 
Products Sdn. 

Bhd.

100% 51.27%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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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3 利害關係人議合
獲得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支持是本公司永續發展的動力，本公司依據 AA 1000 SES 
(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SES ) 的五大原則與策略需求及責任等溝
通標準，並考量相關部門日常作業及對外的業務溝通，鑑別出五類主要的利害關係
人：員工、客戶、供應商 / 承攬商、股東 / 投資人、政府機關。

我們透過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透明、有效的多向溝通管道，瞭解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
對本公司的期許，獲得利害關係人給予的意見回饋，作為擬訂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
相關計劃的重要參考，同時也藉由永續報告書回應利害關係人，以獲得他們更多的
信任與支持。本公司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群體的溝通管道與關切議題如下表所示：

對公司的意義
員工是本公司重要資產，藉由鞏固員工向心力，提升專業知識與技

能，與公司永續發展共存共榮。

關注議題
♦ 人才發展                          ♦ 人才吸引與留任 

♦ 職業安全衛生                   ♦ 經濟績效 

溝通管道及 

頻率

♦ All Hands Meeting ( 員工大會，由總經理主持 ) 

♦ 勞資會議 ( 每三個月一次 ) 

♦ 福委會議 ( 不定期 ) 

♦ 勞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議 ( 不定期 ) 

♦ 人力網站及就業服務站徵才 ( 隨時 ) 

♦ 績效面談 ( 每年一次 ) 

♦ 員工滿意度調查 ( 每年一次 )  

♦ 新進人員面談 ( 不定期 ) 

♦ 教育訓練 ( 不定期 ) 

♦ 內部健康座談會 ( 不定期 ) 

♦ 申訴信箱、公佈欄、會面、E-MAIL、電話及會議等溝通管道 

     ( 隨時 ) 

♦ 台聚集團服務網站、公司網站、公開觀測資訊站等傳達公司治理    

 與經營策略 ( 隨時 )

關注議題回應

♦ 打造工作生活平衡職場，促進瞭解員工需求，提供合宜福利，降        

    低離職率，增加穩定性 

♦ 定期辦理健康及安全衛生講座，增進員工溝通 

♦ 依訓練規劃及需求辦理各項教育活動，並依人才發展計劃執行

溝通成效
2020 年舉辦四次勞資會議、二次福委會議及一次員工大會，與員工

本人或代表面對面直接溝通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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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的意義
客戶是本公司永續發展的重要夥伴，透過技術合作、產品開發，提

供客戶滿意的產品。

關注議題

♦ 客戶關係管理 

♦ 技術研發 

♦ 環境政策 

♦ 產品品質

溝通管道及 

頻率

♦ 客戶滿意度調查 ( 每半年一次 ) 

♦ 業務人員拜訪、電話、E-MAIL ( 隨時 ) 

♦ 參與商展 ( 不定期 ) 

♦ 客戶稽核 ( 不定期 ) 

♦ 公司網站設置「產品展示」及「在線服務」等專區 ( 隨時 )

關注議題回應 透過各種方式與客戶溝通，持續給予客戶優良品質的產品及服務

溝通成效

♦ 每年二次客戶滿意度調查，客戶評比 90 分以上，表示很滿意 

♦ 受疫情影響，相關展覽取消，除 E-MAIL 往來外，以電話會議與 

 視訊會議與客戶保持密切溝通

對公司的意義
股東 / 投資人是本公司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持者，透過資金投入與公

司治理監督，讓企業能永續經營。

關注議題

♦ 經濟績效 

♦ 公司治理 

♦ 風險管理

溝通管道及 

頻率

♦ 透過公開觀測資訊站及公司網站公告財務資訊 ( 依規定發佈 ) 

♦ 發行年報 ( 每年一次 ) 

♦ 發行財務報告 ( 每季一次 ) 

♦ 股東常會 ( 每年一次 ) 

♦ 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服務」專區，提供發言人及股務相關資訊 

 聯繫窗口，以處理股東建議、疑義及詢問事項 ( 隨時 )

關注議題回應

♦ 透過股東會，讓投資人瞭解公司營運狀況及 未來發展方向 

♦ 依規定發布每季財報、年報 

♦ 重大資訊即時揭露

溝通成效
♦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開股東常會 

♦ 股東 / 投資人電話詢答

 股東 / 投資人 客戶

18

01 ACME永續經營



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對公司的意義
供應商是本公司產品生產製造的重要夥伴，影響滿足客戶需求與服

務的提供。

關注議題

♦ 經濟績效 

♦ 供應商管理 

♦ 雙方合作策略 

♦ 產業訊息

溝通管道及 

頻率

♦ 發行年報 ( 每年一次 )  

♦ 供應商評鑑 ( 每年一次 ) 

♦ 拜訪、電話、E-MAIL ( 隨時 )

關注議題回應
♦ 傳達遵守勞工、人權、健康、安全、環境、道德等規範 

♦ 供應商評鑑結果 : 全數合格

溝通成效 2020 年共對 5 家廠商進行年度定期稽核

對公司的意義
政府機關是企業發展、市場拓展的重要指標方向，回應政府機關的

法規遵循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基本理念與原則。

關注議題

♦ 循法規與政策 

♦ 空氣污染防制 

♦ 廢棄物管理 

♦ 人權與勞資關係 

♦ 職業健康安全

溝通管道及 

頻率

♦ 公文往來 ( 不定期 ) 

♦ 參與法規宣導會 ( 不定期 ) 

♦ 參與座談會或研討會 ( 不定期 )  

♦ 現場實地查核 ( 不定期 ) 

♦ 公開資訊觀測站依規定公告各項規定事項 ( 依規定發佈 ) 

♦ 發行年報 ( 每年一次 )

關注議題回應
♦ 政府機關相關法規、政策修正資訊的關注及蒐集 

♦ 配合相關政府機 構執行現場稽查

溝通成效
♦ 2020 年觀音廠 1 次工安稽查及 1 次環保稽查 

♦ 2020 年參加 18 次政府機關主辦之座談會或研討會

供應商 / 承攬商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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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大議題管理

1.4.1 鑑別重大議題

對越峯的衝擊程度

標示底線為十大主題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匯集 CSR 議題

重大議題調查

重大議題鑑別

管理與揭露

議題的匯集有外部與內部兩個來源，外部來源以全球報告倡議組
織 GRI 所發行的永續性報導準則 33 類主題，以及國內外產業、
同業永續發展趨勢為基礎。內部來源則以利害關係人透過各種
溝通管道回饋的意見為基礎。

為廣納國內外各方意見，藉由公司網站設置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與英文的線上問卷，調查不同的主要利害關係人群體對各 CSR 
議題關注度；同時對各單位主管調查各 CSR 議題對本公司的衝
擊度。

CSR 委員會依據統計之各 CSR 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關注度」與
「對公司衝擊度」兩個構面，進行重大性分析之討論、評估與判
斷，並排列出優先順序，鑑別出 10 個重大議題。2020 年 10 個
重大�題� 2019 年相同。

本公司 10 個重大議題相關的管理與執行資訊將適度揭露於本報
告書中，藉此回應利害關係人關切的議題，並持續檢視短中長
期永續發展策略，加強管理落實。

為了讓資訊揭露內容可以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需求，本公司透過重大性分析了解哪些是利害關係人優先關注，及對公司營運會造成重大影響的議題，進而作為編撰報告
書的參考基礎，與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

經濟績效

技術研發

客戶關係管理

產品品質

供應鏈永續管理
原物料管理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 空氣污染防制

廢棄物管理

人才吸引與留任人才培育與發展
人權與勞資關係

職業安全衛生

社會參與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重大議題調查與鑑別

本公司為確認揭露資訊有效回應利害關係
人，藉由公司網站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
英文的線上問卷調查，以瞭解利害關係人
對各 CSR 主題更進一步的想法與建議，
本次回收問卷共 92 份，另有內部主管回
覆之對公司衝擊度問卷共 24 份。

利
害
關
係
人
問
卷
議
題
關
注
度

2020 年重大議題矩陣圖

治理面 環境面 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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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4.2 重大議題影響邊界 ◆︰直接衝擊    ◇︰間接衝擊

面向 治理面 環境面 社會面

�� GRI �則
��主題 經濟績效 技術研發 產品品質 客戶關係管理 供應鏈管理 原物料管理 空氣污染防制 人才吸引 

與留任
人才培育 
與發展

職業安全 
與衛生

重大原因

為使公司永
續發展及維
護利害關係
人 權 益， 持
續獲利成長
是必要條件。

新 產 品 及 事
業 開 發 與 產
品 品 質 改 善
可 提 升 市 場
競 爭 力， 是
企 業 成 長 與
持 續 發 展 的
首要。

利 用 有 效 率
的 品 質 制 度
和 系 統 化 管
理， 穩 定 品
質，減少不良
率產生，提升
客戶滿意度。

客 戶 的 要 求 與
期 待 是 公 司 持
續成長的動力。

供 應 商 是 公 司
生 產 製 造 重 要
的 原 物 料、 設
備 供 給 夥 伴，
影響生產運作、
產品品質。

如何提升原物
料生產效率與
資源回收再利
用， 影 響 生 產
成本。

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除 了 衝 擊
環保法規要求，
並 會 影 響 生 活
環境空氣品質，
目 前 是 全 球 性
重要議題。

優 質 的 人 力 資
產 是 企 業 成 功
的 重 要 關 鍵 之
一，唯才是用，
適 才 適 所， 讓
員工安心工作，
全 力 展 現 其 專
長， 發 揮 其 所
能於極致。

員 工 專 業 和 管 理
技 能 及 整 體 競 爭
力， 影 響 員 工 工
作 職 涯 發 展， 亦
是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之根基。

健康安全的工
作環境是工作
者勞動條件的
首要要求。

GRI 準則

GRI 201： 
經濟績效 
2016

公司自訂
重大主題

公司自訂
重大主題

公司自訂 
重大主題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GRI 301： 
物料 2016

GRI 305： 
排放 2016

GRI 401： 
勞雇關係  
2016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2016

GRI 403： 
職業安全 
衛生 2018

價

值

鏈

供應鏈 ◇ ◇ ◆ ◇ ◆ ◇ ◇ ◇

營運 ◆ ◆ ◆ ◆ ◆ ◆ ◆ ◆ ◆ ◆

產品 ◆ ◆ ◆ ◆ ◆ ◆ ◇ ◇ ◇

社會 ◇ ◆ ◆ ◆ ◆

回應章節
2.1 
經濟績效

2.3 
產品與技術
研發

2.5 
客戶服務 
與產品品質

2.5 
客戶服務與
產品品質

2.4  
供應鏈管理

3.1 
資源材料 
與循環管理

3.3 
空污防治 
與管理

4.1 
人才吸引 
與留任

4.2 
人才培育 
與發展

4.3 
職業安全 
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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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重大議題之管理方針

面向 重大議題 管理目的 管理方針及目標

治
理
面

經濟績效 追求穩定成長，維持企業永續發展。
短期目標：降低生產成本，提升高獲利產品銷售。
長期目標：開發新事業，追求永續發展。

技術研發 不斷持續技術的精進及創新是本公司的核心價值，同時
也是維持競爭優勢的動力泉源。

短期目標：與客戶共同開發新材料及新產品，維持競爭優勢。
長期目標：開發新事業，追求永續發展。

產品品質 穩定品質，減少不良率產生，提升客戶滿意度。 符合環保法規，致力污染預防，滿足客戶環境與品質要求。

客戶關係 
管理

進行產品功能強化，服務更精進，進而提高客戶對公司
品牌的信任。 定期以會議 / 問卷方式了解並回應客戶的需求及聲音，提供最佳客戶服務。

供應鏈管理 建立與供應商互助互信、共存共榮之長期穩定合作關係。
1. 優先支持向當地供應商採購。
2. 對供應商執行衝突礦產盡職調查。
3. 供應商定期進行「品質、交期、配合度、價格」評鑑。

環
境
面

原物料管理 提升原物料生產效率與資源回收再利用，以降低營運成
本提升企業競爭力。 積極推展減廢及再利用相關措施，提高資源效能。

空氣污染 
防制 符合環保法規，改善環境空氣品質。 致力污染防制，符合環保法規。

社
會
面

人才吸引 
與留任 廣納賢才，共築輝煌，共享成果。 提高員工滿意度、人才妥備率及招募達成率。降低員工離職率。

人才培育 
與發展

完善的訓練及考核系統，達到人才適才適所、發揮所長
之目標。

1. 搭建科學、完善的培訓體系。
2. 構建完整、高效的人才梯隊制度。
3. 建立專業、完整的技術傳承制度。

職業安全 
與衛生

妥善照顧員工健康、改善安全衛生，強調工作安全，共
同致力於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及零違法之最高目標。 達成四零：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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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面向 重大議題 管理方針有效性評估機制 申訴機制

治
理
面

經濟績效
1. 營收成長率
2. 毛利率
3. 新事業營收成長率

1. 股東會
2. 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專屬電話
3. 公司網站「聯絡我們」
4. 公司網站「審計委員會信箱」
5. 客戶滿意度調查
6. 供應商之年度定期評鑑

技術研發 研發支出佔營收比率

產品品質
1. 客訴抱怨成立件數
2.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

客戶關係管理 客戶滿意度

供應鏈管理
1. 合格礦產使用率
2. 關鍵供應鏈風險管理

環
境
面

原物料管理 廢棄物再利用率 1. 內部申訴處理方式：透過「勞資會議」、「安全衛生會議」及其他會議提出環安衛相關申訴 
    事項，如需宣導或回應者，由權責部門檢討，經廠內最高主管核准後公告周知。
2. 外部申訴處理方式：外部單位透過電話、口頭或書面等方式提出環安衛相關申訴，經由觀音  
    廠任一單位接收後，轉由權責部門查證其申訴內容，若確認成案則予以適當的回覆處理。空氣污染防制 零違法

社
會
面

人才吸引與留任
1. 員工滿意度
2. 招募達成率

1. All Hands Meeting ( 員工大會 )
2. 勞資會議
3. 福委會會議
4.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5. 員工申訴及意見反應信箱管理
6. 審計委員會信箱

人才培育與發展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職業安全與衛生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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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本公司認為身為全球的一份子，永續發展需要從核心價值出發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結合，我們分為三階段進行 SDGs 關聯性辨識，並設定相關目標納入營運計畫。

SDGs 鑑別流程

重大議題連結與 SDGs

SDGs 與公司永續發展目標鏈結 :

面向 重大議題 SDGs 目標

治理面

經濟績效 SDGs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技術研發 SDGs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產品品質 SDGs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客戶關係管理 SDGs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供應鏈管理 SDGs 17 全球夥伴

環境面
原物料管理 SDGs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空氣污染防制 SDGs 11 永續城市 

社會面
人才吸引與留任 SDGs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人才培育與發展 SDGs 4 教育品質

職業安全衛生 SDGs 3 健康與福祉

STEP1

SDGs 理解與營運發展討論

STEP2

辨識影響與機會

STEP3

回應 SDGs 的目標與行動

• 進行 SDGs 教育訓練，討論對於公司營運的影響 
• 考量永續發展目標的優先次序

• 永續發展目標與重大議題連結 
• 辨識關鍵機會及資源分配

• 討論目標設定可行性 
• 設定短、中長期計畫，討論納入企業營運計畫

SDGs 目標 2021年實際作為 對應章節

SDGs 3 

健康與 

福祉

維持工廠安全工
作環境及員工健
康。

達成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
零違法

4.3 職業安
全與健康

SDGs 4 

教育品質

完善的訓練及考
核系統，達到人
才適才適所。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達成
目標

4.2 人才培
育與發展

SDGs 8 

就業與 

經濟成長

擴大營運範圍，
減少成本，持續
提升營收及獲利。

1. 持續推動精實專案，自動化、 
    訊息化及技術提升專案，發揮 
    了成效，鐵芯事業轉虧為盈
2. 新事業 SiC 營收新台幣 
    28,762 仟元，較 2020 年成長 
    67%

2.1 經濟績
效 
2.3 產品與
技術研發 
2.5 客戶服
務與產品品
質 
4.1 人才吸
引與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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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願景與目標 1.2 ACME的價值鏈 1.3利害關係人議合 1.4重大議題管理 1.5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目標 2021年實際作為 對應章節

SDGs 9 

工業化、
創新及基

礎建設

不斷持續技術的
精進及創新，維
持競爭優勢。

1. 研發支出佔營收 >5%
2. 客戶滿意度 92 分
3. 客訴抱怨成立件數：6 件
4.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100%
5. 品質無違反環保法規

2.3 產品與
技術研發 
2.5 客戶服
務與產品品
質

SDGs 11 

永續城市

符合環保法規、
致力污染預防、
滿足客戶對環境
與品質的要求。

1. 採用 TCFD 方法鑑別營運過  
    程的轉型風險及實體風險，逐 
    年檢視因應作為，建立韌性的 
    氣候變遷文化
2. 各項節能減碳方案如下表，共 
    節能 4,044 GJ，同時減少碳 
    排放量 715 噸 CO2e
3. 達成環保零違法

3.3 空污防
制與管理

SDGs 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提升原物料生產
效率與資源回收
再利用。

廢棄物再利用率 98%
3.1 資源材
料與循環管
理

SDGs 目標 2021年實際作為 對應章節

SDGs 17 

全球夥伴

建立與供應商互
助互信、共存共
榮之長期穩定合
作關係。

1. 安排 5 家廠商進行供應商 
    年度定期稽核作業
2.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3. 針對關鍵原副材料約 25 家 
    供應商所做之「供應商月 
    考核表」皆無任何缺失

2.4 供應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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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經濟績效

2.2 公司治理

       2.2.1 治理結構

       2.2.2 董事會組成及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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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產品與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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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雖有新冠肺炎與中美貿易摩擦，但遠距辦公及教學需求，刺激伺服器等相
關產品市場需求增加，本公司多年來持續推動的精實專案，自動化、訊息化及技術
提升專案發揮了成效，加上各國政府因疫情提供各式補貼，使本公司 2020 年產生
稅後淨利新台幣 33,393 仟元，每股盈餘 0.18 元。

研發及市場開發方面，新冠肺炎改變了生活型態，異地辦公、遠距教學及視訊會議
等帶來宅經濟爆發，導致全球對遊戲機、雲端伺服器、通訊相關產品需求大幅增加，
本公司持續配合此市場脈絡，積極開發相關產品。汽車電子市場方面，由於電動車
市場興起，重點開發之車用電源、車用免持鑰匙感應天線棒、傳感器（ 如倒車雷
達 / 胎壓偵測器 ）、充電樁及車聯網等相關產品，經多年努力，目前持續成長中。

生產方面，面對外在激烈競爭的經營環境，需要穩定的品質及成本控制，才能滿足
客戶需求，也才有獲利的空間。本公司將持續大力推行精實生產，導入自働化與訊
息化整合 MES 生產系統，並導入六個標準差制度，使生產流程合理化、自動化及
智能化，提升總體品質及成本競爭力。

新事業開發方面，SiC 的市場應用已逐漸發展形成，世界各國都將 SiC 列為戰略
性關鍵材料，台灣也將此材料列入政策性發展項目。本公司發展 SiC 高純度粉料
已有一定的進展，銷售持續成長中，未來將配合市場方向，如電動車及 5G 電源
模組等產業發展，擴大產銷規模，並積極延伸投入高純度碳化矽陶瓷產品 ( silicon 
carbide ceramics，簡稱 SiCC ) 應用市場開發，布局下一個發展新契機。

持續性的中美貿易緊張與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外在環境不確定因素雖然衝擊全球經
濟，然電子產業運用上仍然不斷推陳出新，充滿新興機會，本公司期望在強化鐵芯
事業競爭力及新事業的積極開發下，繼續成長與進步，創造更佳的獲利。

永續原則 :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策略
方針

承諾

藉由產品創新研發及市場擴展，提升產品競爭力與營運績效，
維持公司持續成長，企業永續發展。

落實健全公司治理，維護股東權益，公司持續獲利。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1. 鐵芯事業品質提升、成本下降，帶動銷量及營收成長。
2. SiC 新事業營收成長。

1. 鐵芯事業轉虧為盈。

2. SiC 營收新台幣 28,762 仟元，較 2019 年成長 67%。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1. 鐵芯事業藉由品質提升及成本下降，帶動營收成長，並增加 
    獲利。 
2. SiC 新事業營收持續成長。

改善經營體質，鐵芯事業持續成長並增加獲利，SiC 新事業開
始獲利。

穩健本業基礎及優勢，並轉化往更多元產品及領域發展。

2.1 經濟績效
管理方針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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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2018至2020年財務績效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 年

營業收入 1,174,530 978,264 1,026,964

營業毛利 144,037 131,151 168,787

營業利益 ( 損失 ) ( 26,924 ) ( 61,377 ) ( 6,760 )

稅前淨利 ( 損失 ) 83,270 ( 103,987 ) 59,271

稅後淨利 ( 損失 ) 56,187 ( 103,610 ) 33,393

ACME 2018至2020年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說明

項目 基本要素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產生之直接
經濟價值 營運收入 1 1,174,530 978,264 1,026,964

分配之經濟
價值

營運成本 2 1,201,454 1,039,641 1,033,724

員工薪資與福利 3 162,022 169,541 178,638

支付出資人款項 4 13,535 14,640 13,192

支付政府款項 5 1,148 1,135 1,159

社區投資 6 0 0 0

存留之經濟價值 7 56,187 0 33,393

為使股東與投資人在執行投資決策時，能獲得本公司更多即時與正確的資訊，除每
月營收發布、每季財務報告、股東會年報外，相關資訊皆可在本公司網站 ( https://
www.acme-ferrite.com.tw )「投資人服務」專區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 https://mops.
twse.com.tw ) 查詢。此外，股東與投資人也可利用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專屬電話、
公司網站「聯絡我們」與台聚集團股務網 ( https://www.usig.com/USIGStockHome.
aspx )「聯絡我們」等管道，反映任何問題與建議，所有意見皆由專人處理與答覆。

政府財務補助
本公司每年均積極投入創新研究發展活動，研究發展支出可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惟 2019 及 2020 年無應納所得稅，故亦無使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2018 年則使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新台幣 532 仟元。

2018 年 取 得 桃 園 市 低 碳 科 技 產 業 補 助 新 台 幣 500 仟 元。2020 年 向 政 府 申 請
COVID-19 薪資及營運資金等補貼新台幣 8,367 仟元。

註 1 ︰營運收入係指銷貨收入。  
註 2 ︰營運成本係指銷貨成本 + 營業費用 + 其他營業費損。 
註 3 ︰員工薪資與福利已包含於上述營運成本中。  
註 4 ︰本公司未發放現金股利，故僅含利息費用。 
註 5 ︰支付政府款項係指支付政府各項財產稅。 
註 6 ︰本公司觀音廠位於觀音工業區內，除繳交管理費外，未有其他相關社區投資支出。 
註 7 ︰存留之經濟價值係指稅後淨利。2019 年為稅後淨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公司網站 公開資訊觀測站 台聚集團股務網 2020 股東會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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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治理
2.2.1 治理結構

管理組織架構

評鑑四大構面

公司治理守則

本公司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及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於 2015 年 8 月 6 日參照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配合實務運作，經董事會通過訂定「公司治理守
則」，期望達成下列目標：

本公司參加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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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共同委託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之「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
評鑑」，在第二屆至第七屆接受評鑑之近 700 家上櫃公司中連續六年皆排名前
6%~20%，說明本公司在公司治理的努力受到肯定。

為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本公司經 2019 年 5 月 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委派法務主管陳雍之處長擔任公司治理主管，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之最高主
管。陳雍之處長具備擔任公開發行公司法務單位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之經驗，其主
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
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事遵循法令等。

維護股東權益及
平等對待股東

強化董事會結構
與運作

提升資訊透明度
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

股東大會

董事會

董事長

服務部

觀音廠 品保部 業務部 研發處

會計部財務部行政部資訊部

碳化矽 
事業部

稽核室

董事會
秘書室

審計委
員會

薪資報酬
委員會

總經理

01

02

03

04

05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

強化董事會職能

保障股東權益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昇資訊透明度

註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組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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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之維護與資訊透明
截至 2021 年 4 月 2 日止，本公司股東結構主要以個人及非政府或金融機構之法
人為主，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皆於本公司的年報揭露說
明，請參閱本公司 2020 年度年報第 87 頁。

為實踐股東權益之維護，本公司致力於提供股東透明及即時性的公司資訊，積極與
股東建立優良的雙向溝通管道，包含年度股東會、公開資訊觀測站、中英文版「投
資人服務」網頁、年報及永續報告書，即時揭露公司治理狀況、營運狀況、財務報
表、永續經營及公司動態等財務及非財務相關資訊，並持續收集股東意見，回饋給
經營團隊作為決策參考。

股東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金融機構 5,000 0%

非政府機構
之其他法人

85,870,910 46.93%

個人 96,224,635 52.58%

外國機構及
外人

893,198 0.49%

合計 182,993,743 100%

本屆任期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1 日

成員
※ 董事：吳亦圭 ( 董事長 )、徐善可、鄭慧明、吳憲聰、黃俊輝、 
     吳文豪 ( 總經理 )
※ 獨立董事：張立秋、陳標春、武東星

成員性別 皆為男性

成員年齡
※ 50 歲 ~ 59 歲者有 2 位
※ 60 歲 ~ 69 歲者有 4 位
※ 70 歲以上者有 3 位

2.2.2 董事會組成及運作情形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 9 位在各專業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董事所組成，並於董事名額中設
置 3 位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席次佔董事會比率達 33%。本公司董事任期為 3 年，
得連選連任。本公司董事（ 含獨立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持有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通過其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於董事會下依職能設置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等二個功能性委員會，
各委員會成員、目的及運作情形如下：

註：董事的背景資料、學歷及兼任其他公司職務之情形，皆已揭露於公司年報，並可在公開資
訊觀測站與公司網站查詢到公司年報資料。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符合董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本屆董
事會任期為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度共召開 7 次會議，
全體董事（ 獨立董事 ）親自出席率達 85.71%（ 含委託出席則為 100% ）。

52.58% 46.93%

0.49%

0%

個人
非法政府機構

之其他法人

外國機構及外人

金融機構

姓名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陳標春

張立秋

武東星

（召集人）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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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目的 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

監督下列事項為主要目的： 
•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 簽證會計師之選（ 解 ）任及 
   獨立性與績效
•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 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
• 規定至少每季開會一次
• 2020 年召開 5 次會議
• 獨立董事平均親自出席率為86.7%
（ 含委託出席則為 100％ ）

薪資報酬

委員會

• 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政策及制度
• 定期審視董事及經理人薪酬 
   的允當性

• 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
• 規定至少每年開會兩次
• 2020 年召開 3 次會議
• 獨立董事平均親自出席率為 88.9% 
（ 含委託出席則為100％ ）

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執行情形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第 20 條，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目前現任成
員均具備執行職務所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並分別擁有會計財務、國際市場、 
法律及環保等專長。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董事成員多元化目標為擬增加一名具法律專業經驗的董事，尤其以具有律師證照及
科技法律實務經驗者為佳，可強化公司智慧財產之保護；並擬增加一名具風險控管
專長，協助董事會核定公司整體之風險管理政策，以提升公司永續競爭力。董事成
員倘能具備法律、風險控管或其他專業之多元性功能，將使公司董事會功能更臻完
善。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情形請參閱越峯公司 2020 年度年報第 44~46 頁。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據 2019 年 11 月董事會修正通過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已於 2021
年 1 月完成 2020 年度董事會整體、董事成員個別、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績效評估作業，評估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評估分數以 0~5 分
範圍表示，滿分為 5 分。整體董事會五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8 分以上；董事成員
個別六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5 分以上；審計委員會五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5 分
以上；薪資報酬委員會四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5 分以上，因此整體評估結果良好。

提升董事專業職能

為強化董事專業職能，本公司定期提供相關進修課程訊息予董事，並協助董事
報名。本公司安排內部進修課程共 6 小時，分別於 2020 年 7 月 9 日安排安侯永
續發展顧問公司氣候變遷與企業永續服務亞太區負責人黃正忠董事 / 總經理主講 
「 從 新 冠 肺 炎 看 因 應 世 界 不 永 續 風 險 的 商 業 策 略 與 公 司 治 理 」3 小 時； 及 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安排安永文教基金會王金來董事長主講「企業升級與轉型之
策略與管理－併購與聯盟之選擇」3 小時進修課程。2020 年度各董事及獨立董事
亦參與各項外部課程，進修總時數為 66 小時。詳細進修課程與時數請參閱本公司
2020 年度年報第 36~38 頁。

營運判斷能力 產業知識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國際世界觀

經營管理能力 領導能力

危機處理能力 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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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

全球氣候、經濟、金融及政治等經營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風險管理已經成為公司
治理中重要的一環。本公司為強化公司治理、降低營運可能面臨之風險，確保本公
司之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於 2020 年 12 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風險管
理政策與程序辦法」，主要內容包括風險管理政策、風險管理組織、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管理類別與機制等項目，據以有效控制業務活動所產生的風險，並每年向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當年度之風險管理運作情形。

本公司由各功能單位依其專業進行細部風險鑑別，擬訂降低、轉移或避免風險的管
理策略及因應方案，並由稽核室進行監督。2020 年各風險管理單位重點運作情形
如下表：

風險類別 運作情形

財務風險

因 COVID-19 導致匯率、利率及應收帳款信用變動因
素增多。
1. 利率風險：密切關注短期利率變化，適當調整借款 
   天期，以有效降低成本。高度關注短期額度動撥率 
   外，亦積極調高借款額度水位，以拉高短天期之應 
   變能力。故中長期借款仍以浮動利率為主，以節省 
    成本。
2. 匯率風險：除了維持以公司淨部位百分之百避險以 
    因應匯率波動風險外，因新台幣相對美元大幅走升， 
    將美元收款直接轉換為人民幣以支應大陸區應付款， 
    藉以降低二次換匯之風險。
3. 信用風險：定期開會檢討客戶經營狀況或分析客戶 
   財報，若發現有問題之客戶，即建議暫停發貨或減 
    少放帳。

01

 

策略及營運風險

1. 經營單位定期向董事報告策略議題，藉由董事成員 
    之建議、監督，降低策略風險。
2. 每周召開跨廠視訊會議，檢視各廠營運狀況，掌握 
   同業、市場、產業與客戶之變化與動態，調整及擬 
    定營運策略。

 

原料價格與供應鏈風險

1. 原料價格變化正常，向不同區域貨源採購，分散風險。
2. 提前確認原料及主要生產設備備品需求，加上不同 
    區域貨源採購，庫存及物流管理正常。

職業安全風險

1. 集團董事長 2020 年 3 月 31 日簽署發布「台聚集團安 
   全哲學」及本公司最高主管並於 4 月 7 日簽署「台 
    聚集團零職災安全承諾書」。
2. 參加台聚集團跨廠區技術交流會議，執行台聚集團 
    安環稽核。
3. 執行年度安環 / 設備預保教育訓練計畫，培訓提升各 
   廠工安業務、設備預保預兆診斷等技能及安環法規 
    新知。

資訊安全風險

1. 每年定期敦請國際知名驗證公司執行 ISO 27001 驗 
   證查核，今年已連續 7 年通過 ISO27001 驗證； 
    另稽核部門每年亦進行 2 次資安稽查。
2. 配合資訊處進行社交工程演練，以提高 User 對郵件 
    使用的警覺心。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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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運作情形

法律風險

台聚集團法務處提供諮詢及建議，確保公司活動符合
法令規定，另受理各式交易相關法律文件之撰擬、
審閱，提供適切而具有可行性之建議，以促成交易完
成並同時確保公司權益，避免衍生違約風險及責任。
2020 年運作正常，風險管控良好。

人力資源風險

1. 人力資源供給不足的風險 - 短缺風險：利用人力銀行 
   與專業獵才公司進行人才招募，對內進行留才相關 
    措施，風險管控良好。
2. 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風險 - 積壓風險：定期檢視 
   勞動力成本對營運影響，適時調整公司相關制度及 
    規章，風險控制良好。
3. 員工隊伍穩定的風險 - 流失風險：離退提前掌握並進 
   行工作交接安排，離退率均在掌握範圍，風險控制 
    良好。

研發風險

1. 本公司基於提升產業地位與維護既有技術成果，於 
   2020 年 8 月 11 日提報董事會並同意「智慧財產權 
    管理計劃」，以落實公司智慧財產權管理政策。
2.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向董事會提報並同意「本公司 
   109 智慧財產權管理計畫執行情形及 110 年研發計 
    畫」。
3. 要求所屬員工簽署保密協定，以落實營業秘密及智 
    慧財產權保護。

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

1. 透過 TCFD 及國際研究報告，分析氣候變遷潛在危 
    機，找尋可能機會及因應作為，進行財務影響分析， 
    並說明因應方式。
2. 參加台聚集團跨廠區技術交流會議，執行台聚集團 
    安環稽核。
3. 執行年度安環 / 設備預保教育訓練計畫，培訓提升各 
   廠工安業務、設備預保預兆診斷等技能及安環法規 
    新知。

災害事故風險

1. 各廠區已完成緊急應變演練、消防安全宣導講習與 
    逃生演練。
2. 進行機械機台保養及各項檢測，以確保作業安全。

科技風險

1. 新科技的採用引發資安風險，對於近年屢造成重 
   大損失的勒索病毒攻擊，具整體性的持續防禦流程 
   ( Continuous threat protection process )，比預防駭 
   客的攻撃更重要，因此公司同時將 ISO 27001 與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 ( NIST ) 的網路安全框架   
    ( Cybersecurity Framework，簡稱CSF )二種框架，做為 
   互補使用，以提昇企業資安韌性 ( Cyber Lexicon )，   
    期能擁有對資安事件之承受、遏制與迅速恢復能力， 
    來持續提供關鍵營運服務的能力。
2. 對於數位轉型概念的導入，公司全面展開六標準差 
   專案培訓課程，以 DMAIC 方式進行問題分析與解 
   決，提升生產良率、改善生產成本。另進行智慧製 
   造相關應用導入合作案，以外部資源成功經驗來加 
    速產業 AI 化進程。

其他風險 - COVID-19

1. 集團人資處建立防疫措施規範，本公司視各營運處 
   所實際狀況及當地主管機關規定，調整為符合當地 
    最適方式，並落實執行。
2. 防疫措施包含防疫物資準備、建立應變措施及擬定 
   復原計畫、量測體溫、環境加強消毒及清潔、居家 
    分流工作、伙食供應及用餐管理等等。

06

07

08

0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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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稽核室直接隸屬於董事會，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複核內部控制制度，
以期達成「營運之效果和效率」、「財務報導之可靠性」與「相關法規的遵循」等
內部控制三大目標。

稽核室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擬訂年度稽核計劃，除將公司控制作業八大營運
循環、管理作業、電腦化資訊系統管理與各項法規遵循事項列入持續性稽核項目，
並於擬定稽核計畫前先執行各項風險評估事宜，與公司年度策略目標相連結，落實
至各相關作業層級。年度稽核計畫皆提報董事會核定，各項風險管理與法令遵循則
依內控制度植入於各單位日常營運管理中。

每季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稽核計畫執行情形、查核發現暨改善追蹤事項等，
依法令規定時效上網申報與交付審計委員會查閱。

每年定期將被辨識之風險進行有效管理，同時與控制作業目標結合，檢視各作業層
級的內部控制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2020 年稽核室共提出 44 份稽核報告、11 份
改善追蹤報告。稽核室並於 2021 年 2 月完成 2020 年度各單位與子公司之內部控
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主要依據。

舉報及諮詢管道

針對違反公司相關制度及國家法規之情事，本公司設置申訴、檢舉與懲戒制度，提
供正當檢舉管道，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嚴格保密。

誠信經營

本公司在 2006 年 12 月 8 日訂定「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要求董事及經
理人應本著誠實無欺、守信守法、公平公正及合乎倫理道德之自律態度處理公司事
務，應避免個人利害衝突、避免圖私利之機會、保守營業秘密、從事公平之交易、
遵守法令規章，並對公司資產之保護及適當使用。

我們堅持誠信經營是優良公司治理的基礎，故本公司於 2010 年 12 月 23 日增訂「誠
信經營守則」，並依此守則，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

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係基於廉潔、透明與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
策，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STEP6 每季向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報告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本公司秉持企業誠信經營守則，全體員工均須簽署各類與職務相關之承諾書或保密
協定，並遵守公司的規章政策，2020 年本公司未發現舞弊及違法案件。

STEP5 按季追蹤受稽單位改善方案執行情形

STEP4 稽核報告呈送受稽單位與管理階層，並交付獨立董事查閱

STEP3 與受稽單位討論查核結果，提出改善建議事項

STEP2 依年度稽核計畫執行稽核作業

STEP1 風險評估，擬定年度稽核計畫，並經董事會通過

內部舉報及諮詢機制 外部舉報及諮詢機制

本公司訂有「員工申訴及意見反應信箱管理辦
法 」、「 審 計 委 員 會 信 箱 作 業 程 序 」 及「 檢
舉 非 法 與 不 道 德 或 不 誠 信 行 為 案 件 之 處 理 辦
法 」， 以 建 立 檢 舉 及 申 訴 管 道。 收 件、 處 理
及回覆分別依性質指派人事單位、稽核單位及
審計委員會辦理。內部員工可透過面對面、電
話 (02-26503783)、 投 函 ( 台 北 市 內 湖 區 基 湖
路 37 號 7 樓 集 團 稽 核 處 )、 審 計 委 員 會 信 箱
(auditcomm@acme-ferrite.com.tw)等方式舉報。

若外部利害關係人有任
何建議或申訴事項，可
以透過本公司網站設置
之的「聯絡我們」及「審
計委員會信箱」向本公
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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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遵循

本公司在法規遵循上的努力，是基於我們「誠信經營」此一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上，
為使全體員工瞭解法規遵循議題，藉由員工內部訓練或外部培訓課程與功能別例行
會議宣導最新法規訊息和趨勢，使員工獲得法規新增與修訂等資訊，同時由台聚集
團法務處提供法律諮詢建議。

此外，台聚集團人資處更邀請外部法律專家舉辦講座，強化員工與業務相關之法規
知識。本公司 2020 年舉辦與誠信經營議題相關之教育訓練（ 含內線交易實務案例
暨相關法律責任、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等相關課程 ）計 74 人次，合計 260 小時。

本公司於 2020 年無發生與環境保護、勞動人權、客戶隱私及產品服
務等相關之違規事件或罰款。

「誠信經營守則」規範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或具有實資控制能力者、於
從事商業行為的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
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護利益，
如禁止行賄及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不合理禮物、服務、
款待或其他不正常利益等。

為落實誠信經營，本公司採行以下措施：

2.3 產品與技術研發
管理方針

01

02

03

04

於公司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情形之政策

由公司治理小組負責制定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
及教育訓練等，稽核室監督執行，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建立並遵循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提供正當檢舉管道及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

永續原則 :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策略
方針

承諾

創新的企業文化，累積創新能量 
開發新材料及新產品，維持競爭優勢 
開發新事業，追求永續發展

研發支出佔營收維持 5%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研發支出佔營收 >5%

研發支出佔營收 6.0%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研發支出佔營收 >5%

研發支出佔營收 >5%

研發支出佔營收 >5%

達成目標

36

02 經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2.1經濟績效 2.2公司治理 2.3產品與技術研發 2.4供應鏈管理 2.5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不斷持續技術的精進及創新是本公司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維持競爭優勢的動力泉
源，不僅在市場上具有領先地位，並迅速滿足客戶各種不同的設計需求。

近三年本公司投入之研發經費雖有增減，基本上都維持在營收的 5% 左右，此一研
發投資佔比已與世界一流公司相當。因研發預算投入增加，我們不但強化研發團隊
的人力與素質，同時增加高端實驗設備，積極累積創新的能量，營造創新的環境，
實現創新的價值。

ACME 2018 至 2020 年研發人力之學歷分布情況

ACME 2018 至 2020 年研發費用投入情況

ACME 2018 至 2020 年研發人員訓練時數

本公司材料開發開發方面，著重於車用、通訊、5G 電源及伺服器電源材料開發。
在產品開發方面，著重在小型化高頻高功率電感鐵芯、5G 通訊的電源產品及電動
車相關應用之低功耗產品，同時與業界領導廠商共同開發，持續朝高頻、高功率、
更低損耗等綠能材料開發以滿足市場需求與發展的趨勢。另外為因應綠能的發展，
低功耗的非晶質合金及超微細合金材料及產品也列為 2021 年發展重點。

新事業開發方面，碳化矽（ SiC ）是一種能夠實現低功耗、高效率與小型化功率元
件的材料，相較於傳統的矽（ Si ）半導體元件，SiC 能夠降低能源的切換損耗，
即使在高溫環境下，仍具備絕佳的工作特性。SiC 功率元件已開始配備於太陽能逆
變器、電動車及鐵路系統；半絕緣 SiC 也預期將成為 5G 應用之功率放大器的基板
材料，另 SiC 陶瓷材料部件因優異耐高溫及耐腐蝕特性亦廣泛應用在半導體及光電
等加工設備。

SiC 的市場應用已逐漸發展形成，世界各國皆將 SiC 列為戰略性關鍵材料，台灣也
將此材料列入政策性發展項目。本公司發展 SiC 高純度粉料，已有一定的進展並小
量銷售，未來將配合市場發展擴大產銷規模，並積極延伸投入高純度碳化矽陶瓷產
品 ( silicon carbide ceramics，簡稱 SiCC ) 應用市場開發，布局下一個新挑戰。

ACME 2018 至 2020 年已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人

單位：小時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用途

2018 年

1.Mn-Zn High Tc and high u 
Material A104/A071/A072。

High Tc EMI Application  for 
Automotive

2.Mn-Zn Wide Temp. and Stability 
Material A044。

Permeability Stability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 

3,Ni-Zn Wide Temp. and Stability 
Material F80。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or 
Automotive

4.Ni-Zn High Permeability and 
High Tc K13。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or 
Automotive

5.Ni-Zn High Permeability K25。 Common Mode Filters / Chokes

年度 2018 2019 2020

研發費用  54,525 59,152 61,427

佔營收比率 4.6% 6.0% 6.0%

年度 時數

2018 年 624

2019 年 2,057

2020 年 3,868

年度/學歷 博士 碩士 大專 高職 Total

2018 年 3 16 4 1 24

2019 年 3 15 5 1 24

2020 年 3 18 5 1 27

1000

2000

3000

(hr)

2018 2019 202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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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用途

2019 年

1.Mn-Zn High Tc and high u 
Material A104/A072。

High Tc EMI Application for 
Automotive

2.Ni-Zn Wide Temp. and Stability 
Material F100。

3D Transponder Application for 
Automotive

3.Mn-Zn high frequency and Low 
Loss Material P452。 Main Power Application for Server

4.A High Bsat and Low Loss 
Mn-Zn Power Ferrite for Power 
Chokes and Transformers at 
Frequencies of 500kHz to 2MHz.  
( P63 )

High Frequency DC-DC 
Application for Server
or 5G Power Supply

5.A Wide Temperature, Ultra Flat 
High Permeability MnZn Ferrite 
( A044&A064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or 
Automotive

2020 年

1.Ni-Zn High Permeability and 
High Tc K151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or 
Automotive

2.High μi ( ≧ 10000 ) and High 
Impedance Ferrite Material  
( A105 )

Server Powder EMI choke

3.3.High purity 6N SiC Powder for 
semi insulating powder Power Semiconductor Material

4.High purity ceramics SiC 
powder AFSC4 ／ AFSC3 ／
AFSC2

SiC Sintered Powder

5.Alloy Material AN01 Automotive  Application

2.4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永續原則 :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策略
方針

承諾

衝突礦產管理：對供應商執行衝突礦產盡職調查，合格礦產
使用率達 100%。 
供應鏈風險管理：對供應商定期進行「品質、交期、配合度、
價格」評鑑，確保供應商符合公司要求，維持供應鏈穩定。

本公司核心製程之生產基地在台灣，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
況下，本公司優先支持向當地供應商採購，以建立長期永
續之合作關係。整合主要 CSR 企業環境責任相關指標，如
RoHS、ISO14001，作為供應商的評估及管理標準。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關鍵供應鏈風險管理 : 100%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關鍵供應鏈風險管理 : 100%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關鍵供應鏈風險管理 : 100%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關鍵原物料供應商維持合格率 : 100% 
提升在地採購比例 : 50% ( 原材料除外 ) 
提升採購使用綠色能源或綠色製程之供應商比例 
扶植與採用符合環境責任相關指標之供應商

合格礦產使用率達 100% 
關鍵原物料供應商維持合格率 : 100% 
提升在地採購比例 : 60% ( 原材料除外 )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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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採購策略
隨著永續經營與供應鏈風險管理等相關議題逐漸被重視，本公司除了自身積極履行
社會責任外，也日漸體認我們必須更瞭解供應商於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的績效表
現。

本公司實行不使用衝突礦產政策，制定環境關聯物質管理辦法，規範合格原材料供
應商需填寫無衝突採購倡議組職 ( Conflict Free Sourcing Initiative, CFSI ) 之衝突
礦產調查表 ( Conflict Minerals Report Template, CMRT )，註明冶煉廠來源及簽
訂環境關聯物質保證書。本公司 2020 年所有原材料金屬皆符合無衝突規範 ( DRC 
Conflict-Free )，不使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認定為不符合無衝突規範之剛果礦脈的
礦產。

本公司秉持與供應商建立互助互信、共存共榮之長期合作，多年來與供應商建立穩
定關係。長期往來的供應商可分為原材料、生產物料、維護物料、機器設備、雜項
及庶務用品等，2020 年本公司合格供應商家數共計 220 家，種類與分布如下表：

種類
原材料 生產物料 維護物料 機器設備 雜項及 

庶務用品

定義
提供產品製
造之原料及
添加劑

生產產品所
需的附屬材
料

維護性零件
備品

生產製造使
用的機器、
設備、儀器
及相應工程

廠房工程、零
組件及事務性
用品等

原材料 

23%

生產物料 

14%

生產物料 

2%

維護物料 

37%

維護物料 

5%

機器設備 

11%

機器設備 

4%

雜項及庶務用品 

15%

雜項及庶務用品 

10%

合格家數分佈比例

原材料 

79%
採購金額佔比

採購金額占比

合格家數分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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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供應鏈管理

支持在地採購
本公司核心製程之生產基地在台灣，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本公司優先支持向
當地供應商採購，以建立長期永續之合作關係。

本公司 2020 年原料約有 41% 金額係在地採購，事務性用品及零組件採購金額則
有 88% 是以在地桃園地區且中小型企業的供應商為主，期能促進當地經濟，更能
藉由減少運輸程序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供應鏈管理機制
本公司以品質、能力及環保政策等為條件，協同優質供應商長期配合，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並依 ISO 14001 對供應商、承攬商傳達環保政策及資訊，同時遵守 RoHS
規範，強化供應商環保管理績效，對工程承攬商加強環保教育，確保廠區各項作業
的施工安全性，共同作好風險管理。

本公司透過定期評鑑稽核了解供應商職安衛與人權管理，並宣導 CSR 觀念，未來
規劃再進一步納入例行性評鑑項目。

本公司與主要原物料供應商建立長期策略合作關係，並依據供應商據點、製程等因
素建立安全庫存，以確保供應鏈暢通。

為鼓勵供應商持續優化，使本公司適時、適量、適價獲得優良原物料及服務等，每
月對供應商品質、交期、配合度進行評價，並每年定期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依本公
司供應商評估管理辦法，本公司供應商評鑑機制如下表：

2020 年本公司主原料 ( 包含氧化鐵、氧化錳、氧化鋅及煆燒丸，以及新事業開發
碳化矽之原料碳及矽 ) 採購金額占年度採購總額之比例達 79%，考量到可能面臨的
原料供應風險，因而採取以下因應措施。

類別

策略

潛在風險

原料風險 供料不足或中斷

貨源分散 區域分散 採購策略 友好交流

作法： 
主原料氧化鐵、氧化
錳、氧化鋅之供應商
均有 2 家以上

作法： 
同一品項原料的供應
商所在地分布在不同
的國家

作法： 
定期分析市場動態並
依據供應商據點、製程
等因素建立安全庫存

作法： 
與供應商安排定期與
不定期的技術交流與
友好拜訪，強化雙方
合作關係

供應商評估-對新開發廠商之調查01

◆ 評估方式為： 
     1. 樣品承認 
     2. 市場詢價及比價 
     3. 依「供應商評估報告書」之評核項目及「環境暨 HSF 系統稽核   
         定期評鑑查檢表」之檢查項目對潛在供應商進行評分。

◆ 評分 70~80 分之供應商可提改善報告覆審。

◆ 評分 80 分以上並符合 ISO 9000 認證者登錄為合格供應商， 
     且合格供應商均需簽訂「誠信承諾書」。

在地採購 (台灣) 比例 非在地 (進口) 採購比例

41% 59%

在地 (桃園地區) 採購比例 非在地 (非桃園地區) 採購比例

88% 12%

2020 年原料在地化採購比例 

2020 年事務性及零組件在地採購金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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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2018 至 2020 年供應商年度定期稽核結果

年度 合格供應商家數 受稽核供應商家數

2018 年 173 8
2019 年 192 4
2020 年 220 5供應商稽核-對合格供應商之年度定期評鑑03

◆ 採購部門每年 11 月依據合格供應商評價報告書及供應商發展狀況 
     與計畫表，制定下一年度「定期評鑑計劃表」。前一年度交易金額 
     低於新台幣 20 萬元或人民幣 4 萬元、屬母子公司、前一年度未有 
     發生品質異常之供應商、對產品品質無直接影響之供應商可免於列 
     入年度定期評鑑。

◆ 定期評鑑 A 級分 90 分以上之優良廠商可繼續正常交貨； 
     B 級分 80~89 分之合格廠商，可維持現狀； 
     C 級分 70~79 分之限期改善廠商，執行減量採購； 
     未達 70 分之不合格廠商，立即停止採購。

◆ 2020 年原計畫安排 6 家廠商進行供應商年度定期稽核作業，因受 
     COVID-19 影響，2 家海外供應商改由文件審查；另 1 家供應商因 
     工廠尚未興建完成，故展延至 2021 年再進行稽核，共對 5 家廠商 
     進行年度定期稽核。

◆ 定期評鑑分為原材料、副材料 ( 塗料除外 ) 、塗料、模治具與委外 
    加工的評鑑，根據供應商交貨產品的重要性制定相應的稽核查檢 
     表，其評鑑項目分為：

      1. 系統稽核－「系統評鑑 - 定期評鑑查檢表」 
      2. 環保稽核－「環境暨 HSF 系統稽核 - 定期評鑑查檢表」

◆ 公司組成評估小組對供應商進行現場評核。

供應商評價-對合格供應商之每月異常管理02

◆ 為避免供應鏈中出現意外事件或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採購單位依據 
     當月供應商交貨之品質 ( 品檢異常 )、交期 ( 實際交貨日超過 P/O 交 
     貨日 )、配合度、含 HSF 管理能力、超額運費 ( 次數 ) 等異常狀況 
     提報「供應商月考核表」 。

◆「供應商月考核表」分別給予依品質、交期、配合度 ( 含 HSF 管理 
     能力 )、超額運費等 40 分、30 分、20 分及 10 分。2020 年針對關 
     鍵原副材料約 25 家供應商所做之「供應商月考核表」皆無任何缺 
     失，達 100 分。

◆ 評價結果將作為選擇供應商之參考，以及現有供應商之優先採購、 
     減量採購或不採購等獎懲依據。

◆ 供應商每年需定期提供第三方公正機構出具之 HSF 報告。

◆ 必要時對供應商提出品質目標，要求供應商進行品質管控及提升 
     活動。 A級分90分以上

B級分80~89分

C級分70~79分

2018 年

88%

80%50%

25%

12% 20%25%

2019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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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2.5.1 優質的客戶服務

本公司研發中心主要為新材料及新材質開發，就近服務台灣客戶及配合客戶新產品
開發。本公司並在中國江蘇昆山地區及廣州增城地區與馬來西亞怡保分別設有子公
司，以服務位於附近的客戶生產基地，且本公司訂有「客戶服務管理辦法」，不定
期拜訪客戶，並透過 ERP 資訊管理系統及客戶交易平台，與客戶間有效地互動，
了解並滿足客戶需求。

管理方針
銷售市場

本公司主要產品銷售至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
國、印尼、印度、美國、墨西哥、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地。

技術支援
本公司以客戶為導向，各子公司皆設有研發中心，配合客戶開發新應用與新產品，
提供客製化產品服務，同時不定期安排研發人員至客戶處作材質介紹，以及進行技
術上合作與交流，並搭配業務行銷人員至國外參展，開拓新市場客戶。

本公司印製完整產品目錄，提供完整且詳細的材質特性及產品規格，供客戶參考選
用。產品目錄電子檔放置於公司網站「產品展示」專區中，使客戶能及時查詢產品
相關資訊。

永續原則 :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策略
方針

承諾

定期以會議 / 問卷方式了解並回應客戶的需求及聲音，提供
最佳客戶服務。 

以客戶滿意度分析為依據，進行產品功能強化，服務更精進，
進而提高客戶對越峯品牌的信任。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客戶滿意度≧ 91 分

客戶滿意度≧ 92 分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客戶滿意度≧ 91 分

維持客戶滿意度≧ 92 分

維持客戶滿意度≧ 92 分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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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隱私
為保護本公司客戶資料之安全，台聚集團資訊處訂定「資訊安全管理政策總則」、
「系統開發及維護管理規範」、「應用系統程式上線作業管理要點」、「資料庫管
理要點」等各項規範，並透過加強防火牆管理、權限控管、測試環境與實際作業環
境區隔、將含有個資的資料作去識別化處理等措施，強化個資保護以避免洩漏。

此外，本公司訂有「客戶財產管理辦法」，妥善保管客戶提供物品，並如屬客戶智
慧財產權，則與客戶簽有保密合約；本公司明瞭並應採取必要措施維護於合作期間
內所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並保持其機密性，除職務上之正常使用外，非經客戶
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任意洩漏、告知、交付或移轉予第三人、或對外發表、或為自
己或第三人利用該營業秘密；當客戶或營業秘密之所有人將該營業秘密對外公開或
解除其機密性時，本公司才得同時解除該營業秘密之保密責任。

本公司遵守對客戶承諾，在商業活動進行同時，確保客戶的智慧財務權及隱私受到
尊重，故本公司於 2020 年未發生客戶隱私遭到侵犯或損毀客戶財產之抱怨事件。

客訴處理
本公司訂有「客戶品質抱怨管理辦法」，客戶可經由口頭、電話、書面等方式向業
務單位提出抱怨事項，業務單位接收訊息後立即確認發生狀況反應給品質單位及其
他相關單位。品質單位先初步分析問題發生原因，與相關單位進行檢討，並及時回
應客戶，且依需要派員處理客訴問題，雙方進行問題溝通與檢討，待問題釐清後再
正式回覆客戶，若品質單位確認為重大客訴案件成立時，及時以郵件方式通知各廠
品質單位主管、管理代表及總經理，並列入品質單位工作日報內跟催及報告作業進
度，以維繫與客戶間長期且良好的合作關係。

本公司有完善的客訴問題處理流程，透過客訴電子化簽核系統作業流程，分析客訴
原因、追蹤相關權責單位及矯正預防措施處理進度，並透過 8D 改善對策報告，運
用團隊且步驟性地分析與解決客戶抱怨問題，並於每週品質單位之例行會議中提出
討論，確實執行品質改善活動，藉以提升產品的品質。

客戶品質抱怨處理作業流程

註：8D 報告包含改善團隊 ( D1 ) → 問題描述 ( D2 ) → 緊急處理 ( D3 ) → 驗證真因 ( D4 ) → 
驗證失效原因的改善措施 ( D5 ) → 長期對策 ( D6 ) → 防呆、水平展開及標準化 ( D7 ) → 肯定
改善成果 ( D8 )。

客戶提出客訴請求

品質及相關單位原因調查

成效確認

業務單位接收客訴請求

回覆客戶

結案

01

03

0 5

02

04

06

客戶向業務單位提出抱怨

· 原因分析 
· 建議解決方案

· 成效確認追蹤 
· 提報矯正預防措施

填寫品質抱怨通知書

提供�回� 8D 報告

填寫品質抱怨報告書

43

02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01 ACME永續經營 03 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 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05 附錄

2020永續報告書



客戶品質抱怨處理期限

客戶滿意度

為充份了解客戶對本公司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之意見，除了透過公司網站回饋訊
息、業務同仁不定期的電話訪談或親自拜訪外，本公司每半年舉辦客戶滿意度調
查，藉由問卷方式調查，以利了解客戶需求及問題回饋，作為改善參考，並經由召
開管理審查會議，針對客戶意見提出改善計劃且追蹤執行結果，以持續提升產品與
服務品質。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抽樣方式是以台灣地區每年上、下年度交易量前三十大客戶及具
潛力的新開發台灣客戶進行問卷調查，評估項目包含品質、交貨期、品質抱怨改善
狀況、送樣效率及 HSF ( Hazardous Substances Free，無有害物質 ) 管理等五項。

2020 年客戶滿意度的平均整體表現為 92 分，有 84% 的客戶對本公司表示「很滿
意」，其餘表示「可接受」，達成 2020 年目標值 ( ≧ 91 分 )。由 2020 年客戶滿
意度調查結果發現，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交期評分」及「送樣效率」雖未高
於 2019 年，但本公司致力於品質改善及提供更快速交貨與送樣服務皆獲得大多數
客戶的認同，有助於我們穩住及深耕現有市場及客戶群，並有利於開發潛在客戶。

ACME 2018 至 2020 年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參與組織協會

本公司身為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 簡稱電電公會 ) 之正式會員，亦透過電
電公會結合同業強化影響力，藉由電電公會的各項資源支援，以提升產品開發與客
戶服務。

年度 品質
評分

交期
評分

品質
改善

送樣
效率

HSF
管理

整體
表現

2018 年 91 90 91 94 94 92

2019 年 90 89 91 93 94 91

2020 年 91 88 93 92 94 92

單位：分

註 1：各評估項目分數為上、下年度的平均值。 
註 2：86 -100 分表示很滿意，70 - 85 分表示可接受，55 - 69 分表示有待改善，54 分以下表示不滿意。

一般客訴 重大客訴 客戶另有
指定時間

4 個 3 個
工作天 工作天

依客戶要求
時間

85

88

91

86

89

92

87

90

93

94

品質評分 交期評分 品質改善 送樣效率 整體表現HSF管理

44

02 經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2.1經濟績效 2.2公司治理 2.3產品與技術研發 2.4供應鏈管理 2.5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為滿足客戶對品質的要求，本公司所有產品皆符合 RoHS、REACH 法規 ( SVHC
高關注物質 )、不使用衝突金屬等法規，故出貨包裝有 RoHS 相關標示，並通過
ISO 9001、IATF 16949、ISO 14001 之品質暨環境驗證。

本公司觀音廠於原物料和包材進廠時皆依原副材料規格書及原副材料作業標準
進行檢驗，包括供應商測檢報告確認、燒失檢測、含水量檢測及限用物質 XRF 
( X-ray fluorescence ) 自主檢測等，製程中現場人員持續作自主檢查，每批完工之
鐵氧磁鐵粉進行物性與電性檢測，以及成份比、RoHS、鹵素等 XRF 自主檢測。

本公司設有產品鑑別與追溯管理系統，各材質產品依鐵氧磁鐵粉批號構成基準進行
編碼，以利產品追溯。此外，本公司所有工程變更申請單 ( Engineering Change 
Request， 簡 稱 ECR ) 及 工 程 變 更 通 知 單 ( 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 簡 稱
ECN ) 均由線上電子系統管理及會審，使產品變更資訊透明化，各營運據點均可同
步瞭解產品變更履歷。

為落實內部品質稽核系統運作，本公司於每週進行生產製程稽核、產品稽核與跨廠
區鐵氧磁鐵粉品質會議，研發及工程單位 2020 年共執行 80 項品質研發專案計畫
改善及製程技術改善、員工提案改善 9 件，每年召開二次管理審查會議檢討，並於
每年執行兩次的 ISO 9001、IATF 16949 管理系統流程稽核，及一次的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稽核，以確保各管理系統有效運作。

為進一步確保本公司產品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環保規範要求，每年抽驗各材質產
品送驗第三公證單位，且檢測儀器均接受二級實驗室儀器校正。因此，本公司於
2020 年無違反與產品資訊及標示相關之法規。

永續原則 :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

策略
方針

承諾

全面品質與環境保護的經營方針 

符合環保法規，致力污染預防，滿足客戶環境與品質要求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1. 客訴抱怨成立件數 :8 件以下 
2. 成品送驗第三方公正單位檢測 RoHS 合格率 100%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0 件

1. 客訴抱怨成立件數 :6 件 ( 主要為鐵芯出貨客訴短裝，外觀  
    不良共 4 件、黑粉客訴有異物共 2 件。) 
2.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100%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1. 客訴抱怨成立件數不超過 6 件 
2.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100%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

1. 客訴抱怨件數 0 件 
2.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100%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

1. 客訴抱怨件數 0 件 
2. 成品 RoHS 檢測合格率 100% 
3. 環安衛法規零事故

2.5.2 優良的產品品質

管理方針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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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注重與自然環境融合的經營方式，意識到企業活動之經營勢必造成地球環境
負荷，因此本公司於各營運據點皆以相同標準及目標，實現環境與經濟共存的課
題，並實踐本公司之環保政策，以為永續社會而努力。

本公司觀音廠、廣州廠及昆山廠皆建立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為各廠提供良
好的環境保護架構，控制與減少對環境的衝擊，防止事故造成環境影響，並確保法
規符合性。

以往企業活動主要根基於 QCDS ( 品質、成本、交期、服務 ) 概念。自從地球環保
問題突顯後，原先之概念演變為「QCDS+E ( 環境 ) 」模式，以符合日漸高漲的環
保意識。我們認為環保活動應與企業經營密切結合，而非各自為政，因此環境管理
便以此為根本概念，將環境視為產品品質的重要一環，並徹底實踐。

換言之，本公司之產品生產流程處處以環保為依歸，因此上自研究開發、原料採購，
下至產品之生產、運送、使用、回收及再生利用等，產品「生命週期」裡的各個環
節皆與環保議題緊緊相扣。

本公司觀音廠、昆山廠及廣州廠 2020 年環境總成本合計為新台幣 15,571 仟元，
主要是為解決燒結製程產生廢氣之氣味問題與雨污分流管道改造，增加了各項廢氣
治理設施升級改造及保養，以及污水管網改造工程。

本公司產品「軟性鐡氧磁鐵芯」產製過程主要分為製粉、成型、燒結、研磨加工四
階段，觀音廠主要負責製粉、生產完成後再運往大陸兩廠進行成型、燒結及研磨加
工等製程。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成型STEP 
02

燒結STEP 
03

研磨加工STEP 
04

製粉

原料

STEP 
01

混料 造丸

噴霧造粒 研磨 預燒

軟性鐡氧磁鐵芯製程

20001000 500040003000 6000 7000 8000 9000

環境管理活動成本 環境設備資本支出 環境總成本

觀
音
廠

昆
山
廠

廣
州
廠

 2,820 265 3,085

2,660

9,826

648

5,841

2,012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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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資源材料與循環管理 3.2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3空污防制與管理

2020 年原料與能源投入，以及產品與廢棄物產出的情形如圖所示，相關細節將於
後續詳細揭露

01 01

02 02

03 03

輸
入

輸
入

製
程

製
程

輸
出

輸
出

成品 成品

回收

磁鐵粉（註） 磁鐵芯

回收水量

廢水 

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空氣污染 

    粒狀污染物 

    氮氣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 VOCs ） 

    溫室氣體

廢水 

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空氣污染 

    粒狀污染物 

    溫室氣體

7,335 ( T ) 6,949 ( T )

7,008 ( T )

7,740 ( T )  

 

217 ( T ) 

11 ( T ) 

 

0.0520 ( T ) 

0.2700 ( T ) 

9.1310 ( T ) 

6,494 ( T CO2e )

146,275 ( T )  

 

1,893 ( T ) 

17.5 ( T ) 

 

5.5 ( T ) 

37,510 ( T CO2e )

廢棄物 廢棄物

軟性鐡氧磁鐵粉製程 軟性鐡氧磁鐵芯製程

原料 原料

氧化鋅
氧化錳
氧化鐵
煆燒丸

磁鐵粉電力 

自來水
天然氣

電力 

自來水
780 ( T ) 

1,320 ( T ) 

4,986 ( T ) 

196 ( T )

 8,534 ( T )19,956 ( GJ ) 

23,359 ( T ) 

67,753 ( GJ )

220,620 ( GJ ) 

218,764 ( T )

能資源 能資源

製粉 成型、燒結、研磨加工

註：為合格磁鐵粉產出量，且輸入亦包含回收粉及重工粉再投入生產。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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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原材料投入與循環

主要原物料及回收
觀音廠生產之軟性鐵氧磁鐵粉主要原料為氧化鋅、氧化錳、氧化鐵，以及此三種氧
化物按一定的配比混合、造粒及煆燒後之煆燒丸。產品製造過程所使用之大宗副材
料氧化鉍、PEG、PVA、消泡劑及分散劑等。大陸兩廠以鐵氧磁鐵粉進行後段加工，
製造過程使用硬脂酸鋅、切削液及氧化鋯粉等副材料。

本公司所使用的氧化鐵有約 40% 為採購鋼鐵廠所產出的下腳回收料，另製程中設
置集塵設備，收集製程中集塵粉再投入使用，以達資源循環回收再利用精神。2020
年回收量較 2019 年增加 12 噸，達 751 噸，但因為產量增加較多，佔產量比率由
2019 年 12% 減少為 10%。

本公司所有原材料金屬皆符合無衝突規範 ( DRC Conflict-Free ) ，不使用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認定為不符合無衝突規範之剛果礦脈的礦產。

　 年度 集塵粉 (噸) 佔產量比率

觀音廠

2018 1,173 12%

2019 739 12%

2020 751 10%

ACME 2018 至 2020 年集塵粉回收情形

3.1 原材料與循環管理
管理方針

策略
方針

承諾

積極推展減廢及再再利用相關措施，並利用提案獎勵進而提
高資源管理績效 

以資源循環為核心，以廢棄物再利用率 >95% 為目標前進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廢棄物再利用率 >99%

廢棄物再利用率 98%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廢棄物再利用率 >99%

廢棄物再利用率 >99%

廢棄物再利用率 >99%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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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資源材料與循環管理 3.2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3空污防制與管理

　 年度 氧化鉍 PEG 消泡劑 PVA 分散劑

觀音廠

2018 1.1 4.8 5.4 82 30

2019 0.9 2.9 3.2 35 21

2020 1.0 3.4 3.8 63 25

年度 硬脂酸鋅 切削液 氧化鋯粉

昆山廠

2018 13.0 12 5.3

2019 9.0 9 3.4

2020 10.7 12 2.5

年度 硬脂酸鋅 切削液 氧化鋯粉

廣州廠

2018 13.1 16 3.7

2019 11.1 17 3.0

2020 11.6 8 3.8

單位：噸ACME 2018 至 2020 年大宗副材料使用量

包材回收
本公司磁鐵粉以太空袋包裝運往大陸兩廠，磁鐵芯產品除紙箱外包裝外，箱內另有
緩衝材、氣泡布、珍珠棉袋等緩衝材料。

目前廣州廠回收太空袋，集中運回觀音廠再利用，2020 年太空包回收比例 33%。
未回收之太空袋於大陸兩廠內包裝廢邊角料 ( 廢磨屑泥、廢粉、廢生胚、廢鐵 )，
多餘部分則出售給當地回收廠商。

3.1.2 水資源管理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以至於水資源的日益缺乏，是當前人類正面臨的另一波重要環境
衝擊。本公司基於有效利用水資源及企業永續經營，持續推動節水措施，宣導同仁
節約用水概念，以降低用水量。

觀音廠的用水水源來源為石門水庫水域，全廠用水為自來水，2020 年因產量增加，
用水量比 2019 年增加 3,207 噸，增加了 16%，在單位產品用水量則是減少 3%。

大陸兩廠主要用水於研磨加工段的產品清洗，廣州廠產品相較於昆山廠輕薄短小，
因此單位產品用水量較高。

廣州廠於 2004 年底建廠，自來水管 ( 鐵管 ) 埋於地下長達 15 年，管道腐蝕穿孔，
漏水處查找不易，採遇漏即補方式處理，目前已進行全廠管道測漏作業，2020 年
可逐步降低。此外，客戶對產品清潔度日趨嚴格，產品清洗循環水使用頻率變短，
同時投入超聲波自動清洗機，清洗廢水初期未做循環使用，另有部分產品外觀改
良，原生產製程改為水洗去毛邊，因此用水量及單位產品用水量逐年增加。

廣州廠用水主要為研磨與拋光工序，2020 年因公司此工序受產能限制，超出產能
之產品均為委外研磨，研磨及拋光工序不新增設施情況下，2020 年用水量僅增加
0.4%。昆山廠因產品組合改變，需清洗的產品減少，故單位產品用水量逐年減少。

單位：噸

年度：

ACME 2018 至 2020 年主要原料使用量

500

2000

3500

1000

2500

4000

1500

3000

4500

氧化鋅 氧化錳 氧化鐵 煆燒丸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觀音廠

871

1,716

1,030

5,921

480
720

294

3,484

780
1,320

196

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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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噸

年度：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用水量

24,048

75,132

159,851

20,152

50,523

162,976

23,359

55,202

163,562

單位：噸

年度：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廢水排放量

6,636

31,931

125,890

8,513 21,472

113,841

7,740
23,460

122,815

單位：噸 / 噸

年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產品用水量

2.45

18.58

41.79

3.27

17.53

56.19

3.18

15.21

49.27
單位：噸 / 噸

年度：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產品廢水排放量

0.67

7.89

32.92

1.38
7.45

39.26

1.06
6.46

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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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資源材料與循環管理 3.2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3空污防制與管理

於廢水回收利用方面，觀音廠製程使用的是 RO 水，故自來水得先處理成 RO 水才
能進到製程使用，其處理過程約 60% 的自來水轉化成 RO 水，約 40% 的自來水成
為廢水回收再利用，2020 年 RO 廢水回收量約 7,008 噸。廢水回收可運用在洗滌
塔廢水循環、員工生活用水及現場清洗當中。我們持續進行降低使用洗滌塔循環的
換水頻率，達到進一步從使用端節省用水的目的。廣州及昆山廠廢水則無回收利用。

於廢水處理及排放方面，觀音廠取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排放
許可，並且按照該排放許可的規定設置及操作廢水處理設施，避免污染水體。放流
廢水之水量及水質均定期檢測並向主管機關申報，檢測結果均符合且遠低於放流水
標準。觀音廠位於觀音工業區，廢水集中後排放至觀音工業區污水處理場，由工業
區之污水處理廠後端再次處理水質，確認該水質符合排放標準，因此觀音廠之排水
不會對於承受水體之生物多樣性產生重大衝擊。

觀音廠座落於桃園觀音區西北部，近鄰台灣海峽，介於大堀溪與富林溪之間，擁有
多樣的棲地生物多樣性，如觀塘藻礁自然生態屬保育類動物，本公司配合觀音工業
區區域聯防組織協力為環保共同保護自然生態。

昆山廠生產用水與生活用水約各占總用水量的一半，昆山廠生產用水全部循環利
用，無生產廢水外排，生活廢水依據環評報告書要求接管排入指定的污水處理廠。

廣州廠落實雨污分流，生產廢水與生活污水經初步沉澱後匯集於自建污水處理站深
度處理，水質達到《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質標準》即排入城市污水管網，最終匯
流入荔城污水處理站再次處理。

檢測項目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排放限值 實際排放值 排放限值 實際排放值 排放限值 實際排放值

懸浮固體 480 43 400 8 400 22

化學需氧量 560 176 500 9 500 24

單位：毫克 / 公升ACME 2020 年放流水檢測結果

資料來源：放流水檢測報告，觀音廠採每年兩次檢測結果平均值，昆山及廣州廠檢測頻率為一年一次，其結果為單次檢測值。

3.1.3 廢棄物減量再利用
本公司對於廢棄物減量之觀念，多落實於產品設計及製程改善，以預防廢棄物的產出。

本公司產出的廢棄物均依相關規定妥善貯存，並大力宣導分類，依廢棄物種類及特
性，依焚化、掩埋、物理法、化學法等方式委託合格之代清理業者依法妥善處理
外，並無輸入有害事業廢棄物或將有害事業廢棄物運輸到國外之情事，對於可以再
利用、資源化之廢棄物則由廠內回收再利用或出售，本公司 2020 年觀音廠、昆山
廠及廣州廠合計回收再利用或出售廢紙 13 噸、廢鐵 49 噸及廢塑料 13 噸。

本公司觀音廠於 2020 年產生共 229 噸之事業廢棄物。以焚化方式處理的一般事業
廢棄物主要為生活垃圾，2020 年因生產量增加，與去年比相關活動產生之廢棄物
增加為 14 噸。再利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為無機污泥，2020 年減少 55 噸，減
少因素為部分於場內再利用，以及場內尚有存放空間，清運處理量減少。有害事業
廢棄物為新製程所產出，現階段為小批量產試做，廢棄物產出量也與 2019 年略微
增加 6 噸。

大陸兩廠再利用的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是研磨加工製程產生的磨削泥，回收廠商可
重新製粉，再生產成低階的磁鐵芯產品。因並非定期定量處理，故三年度處理量變
化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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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最終處理
方式

觀音廠

2018 2019 2020

一般事業廢棄物
焚化 67 32 46
掩埋 0 0　 0
再利用註 273 226 171

有害事業廢棄物
焚化 0 0　 0
掩埋 0 0 0
再利用 17 19 11

分類 最終處理
方式

廣州廠

2018 2019 2020

一般事業廢棄物
焚化 0 0 0
掩埋 11 6 0
再利用註 644 476 1,366

有害事業廢棄物
焚化 1.3 5 6.6
掩埋 0　 25 0
再利用 3.9 7.5 7.0

分類 最終處理
方式

昆山廠

2018 2019 2020

一般事業廢棄物
焚化 0 0　 0
掩埋 5.5 5.5 0
再利用註 1,091 402 527

有害事業廢棄物
焚化 0 0　 0
掩埋 0 0 0
再利用 2.3 2.8 3.9

單位：噸ACME 2018 至 2020 年廢棄物處理ACME 2018 至 2020 年各類資源回收及再利用量

單位：噸

單位：噸

單位：噸

年度：

年度：

年度：

1

10

1

2

20

2

3

30

3

4

40

4

5

50

5

6

60

6

觀音廠

觀音廠

昆山廠

昆山廠

昆山廠

廣州廠

廣州廠

廣州廠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紙

5

48

4

24

6

6

27

5

4

19

2

22

6

6

23

6

4

25

4

11

6

3

13

7

廢
鐵

廢
塑
料

註：非定期定量處理，故三年變化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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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3.2.1 氣候變遷
台聚集團認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氣候劇烈變化、極端氣候發生機率上升，對於營運
上的衝擊是非常顯著的，近年來台聚集團積極進行減緩 ( mitigation ) 營運所產生的
溫室氣體，積極進行節能減碳的改善，並呼應政府的政策逐步設置再生能源。2016
年自主性設定集團能源管理目標，期在可控的範圍內盡自身的能力。本公司在調適
( adaptation )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於 2019 年運用金融穩定委員會 (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 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 (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 來鑑別風險及機會，並評估可能的財務影響，由鑑
別結果設定因應計畫。

TCFD 框架

鑑別氣候風險與機會
本公司在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營運影響日益加劇，審慎面對任何可能的風險，及把握
可能的新的商業機會，近幾年本公司積極進行節能減碳的改善方案，進行產能效能
提升、設備汰舊更換高效省能源設備，投入不遺餘力。2019 年採用 TCFD 方法鑑
別營運過程的轉型風險及實體風險，鑑別出 5 大風險項目，及氣候變遷帶來的新興
機會， 鑑別出 7 大機會項目，未來將逐年檢視因應作為，建立韌性的氣候變遷文化。

集團經營管理會議

治理

為台聚集團最高經營管理會議，由集團董事長擔任主
席，不定期針對重大政策進行推動報告，由主席裁示
推動方向。

集團設環處季報會議 為台聚集團執行能源管理最高單位於每一季度與集團
董事長報告推動規劃、進度，並進行決策。

鑑別風險與機會

策略

依照風險與機會項目，由各公司依發生可能性、衝擊
性鑑別重大項目。

評估潛在財務衝擊 針對鑑別的重大風險與機會進行潛在財務衝擊評估。

導入 TCFD

風險管理

採用 TCFD 架構辨識風險與機會，與各主責單位溝通，
由高階主管確認。

鑑別成果呈報 於每年召開 CSR 委員會報告鑑別之重大風險與機會，
並說明因應措施。

指標與目標

集團能源管理目標
集團設定 2020 年至 2025 年平均節能率 1.2% 以上，
並每三年進行檢討。

氣候因應策略 設備汰舊換新、建置再生能源設備、生產排程最佳化、
建築空調規劃、能源管理系統、極端氣候緊急應變計畫。

溫室氣體排放揭露 每年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範疇一、範疇二排放
數據，並定期檢討增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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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與機會矩陣圖

類型 氣候相關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措施

轉型

產業污名化
營運成本增加
資產價值降低
營收減少 加強利害關係人溝通，增

加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
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與
負面回饋日益增加

營運成本增加
資產價值降低
營收減少

原物料成本上漲 營運成本增加
加強原料供應管理，持續
找尋新供應商。

市場訊息不確定
營運成本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現有產品和服務的要
求及監管

營運成本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資產價值降低

◆ 產生異常高溫環境，增 
     加隔熱及通風設施，降 
     低廠內溫度，並持續進 
     行節能減碳措施。
◆ 生產流程須導入節能減 
     碳設計，或採購低能耗 
     高效率設備，以符合法 
     規規範。

實體

平均氣溫上升
營運成本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初期著重排水道清淤及提

高排水能力，中長期在房
屋基礎設備墊高及進行遷
廠評估。海平面上升

營運成本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資產價值降低

風險的潛在財務影響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機會

風
險
機
會

高

低

短期（< 3 年） 中期（ 3~5 年） 長期（ >5 年）

產業污名化

原物料成本上漲

減少用水量和耗水量

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的
研發與創新

參與可再生能源項目
並採用節能措施

使用低碳能源

平均氣溫上升 海平面上升

市場訊息不確定

現有產品和服務的
要求及監管

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與
負面回饋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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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公司持續投入創新材料、產品，降低氣候變遷的影響

近年全球積極限制一次性塑膠餐具使用，台聚集團推出的新型環狀嵌段共聚高分子
(Cyclic Block Copolymer，簡稱 CBC) 具備深紫外光 UVC 高穿透率的醫療級塑料，
用於製作重複使用的食品容器和餐具，並與紫外光滅菌搭配，可提升紫外光殺菌確
效及延長產品使用壽命，進而減少環境影響與提升生活品質。且少量添加 CBC 至
PE/PP，可增加 PE/PP 膜材的挺性、剛性，應用於膜材薄化可減少整體包材的用量。

類型 氣候相關機會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措施

資源效率
減少用水量和耗水量 營運成本降低

減少水資源浪費及增加
回收率，已建立純水回
收系統。

能源來源
使用低碳能源 營運成本降低

廠內建置屋頂型太陽能
發電系統，可降低屋頂
溫度，減少空調運轉  
成本。
空壓系統效率與冰水系
統效率均獲通過獎勵規
範； 節約能源目標達
1.58%.。

產品服務
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的
研發與創新 營收增加

持續創新及開發低碳產
品，並投入節能產品開
發，提高市場競爭地位。

韌性
參與可再生能源項目
並採用節能措施

營運成本降低
資本支出降低
營收增加

配合法令採用再生能源，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機會的潛在財務影響

ViviOn 環狀嵌段共聚物 ( CBC )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統計，蔬果的生命
週 期 中 被 丟 棄 或 是 耗 損 的 比 例 竟 高 達
45%，台聚集團開發蔬果保鮮技術，吸收
植物老化激素，延長蔬果保鮮期，進而下
降糧食浪費的比例，並且為可以重複使用
的 PE 袋材質，也間接降低資源了浪費。

USii 鎖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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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源管理

集團能源管理目標
依循我國能源發展政策、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 Science Based Targets, SBT ) 
限制全球溫升 2 度 C 之情境，台聚集團於 2019 年訂定新一階段集團能源管理目標
為 2020 年 ~ 2025 年節能率目標 6 年 7.2%，持續追蹤國際趨勢與國家政策法規進
行動態檢討，以每年 1.2% 要求集團各公司遵循，由廠區規劃相關行動方案因應。
為有效管理能源績效與持續改善，推動廠區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截至
2020 年，台聚集團已有 7 個廠通過驗證， 2021 年預計再有 2 個廠完成建置 ( 包
含本公司觀音廠 ) ，集團將持續進行節能減碳行動，期能發揮影響力，進而降低環
境衝擊。

台聚集團致力研究節能減碳技術，於 2019 年與業界合作開發多色水性隔熱塗料，
塗裝於化學儲槽能有效阻隔熱能傳導，於夏季減少儲槽灑水降溫時間達 80%，達
到節水成效外，也維持儲槽內化學品的品質與安定性。

水性隔熱塗料
台聚集團每年召開「集團廠區技術交流會」 及數次「北部 / 高雄廠區資源整合會
議」，透過廠區間技術分享、問題研討的交流方式，達到資源共享，提升節能減碳
的實績。2020 年集團廠區技術交流會於 9 月舉辦，首次以競賽形式進行案例發表，
以「工安環保」、「設備預保」、「節能減碳」為核心主題，歷經廠區技術案例提
報、書面審查，最終有 7 個案例進行發表決選，由集團高階主管們、各發表廠區共
同票選出前三名績優案例，並由集團董事長頒發獎狀及獎金，透過評選獎勵、交流
借鏡學習，共同提升集團的技術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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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觀音廠 2020 年能源管理目標及實際值如下表，其中節能率及減碳率未達目
標值，節電率達標。

依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於 2015~2019
這 5 年當中平均節電量 1% 即可達標，觀音廠平均節電量 2.83%，已達成目標。
2020~2024 年再訂定 5 年平均節電量 1%，觀音廠 2020 年節電量達 1.23%。

觀音廠能源使用 70% 為天然氣，19% 為電，天然氣使用與製程高度相關，變更製
程相對不容易，故節能減碳方案多以節電為主。2021 年預計擬建置 ISO 50001 能
源管理系統，借助外部力量，持續進行並強化節能減碳績效。

廣州市增城區節能主管部門依據《 廣州市增城區發展和改革局關於區監管重點用
能單位能源「雙控」目標及加強能源「雙控」有關事項的通知 》，對廣州廠下達
的十三五能源「雙控」目標及達成狀況如下：

廣州廠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噸標準煤）

昆山廠能耗強度控制目標

廣州廠能耗強度控制目標
因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廣州廠自建現場制氮設備 1 套及增加 3 套廢氣治理設
施，耗電量增加，2019 年向增城區科技工業商務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請，同意調整
廣州廠能耗強度控制目標，修正後目標節能狀況如下：

指標名稱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產品能源消耗
( 噸標準煤 / 萬隻 )

目標 0.0188 0.0205 0.022

實際 0.0182 0.0198 0.0207 ( 註 )

指標名稱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單位產品能源消耗
( 噸標準煤 / 噸產出 )

目標 0.8400 0.8501 0.9000

實際 0.8183 0.9243 0.9649

註：2020 年度節能現場考核還未進行，此為自查數據。

昆山廠是根據《 江蘇省「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實施方案 》，制訂目標及達成狀
況如下：

為滿足高度客戶的品質要求，昆山廠於 2019 年起對產品進行品質提升，對部分燒
結爐的燒結工藝進行品質改造升級，公司產品品質提升，但同單位時間內的產量有
所降低，導致單位產品綜合能耗較 20018 年增加 13%。

昆山廠 2020 年響應政府號召，進行產品轉型升級技改，燒結工段增加兩條小型箱
型爐，取代大爐隧道爐，提升產品質量，產品單價比上年提升，但按單位產品綜合
能耗較 2019 年又增加了 4.4%。

觀音廠能源管理項目 2020

節電率(%) 

節能率(%) 

減碳率(%)

目標值

1

1.2

1.5 0.54

0.46

1.23

實際值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目標

實際

4,252

3,945

4,267

4,125

4,174

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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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
觀音廠由維護部，在大陸兩廠則由行政部專責規劃、推動、督導執行各項節能減碳
管理方案，減少耗能及降低環境衝擊，近 3 年能源使用情況如下表所示。

觀 音 廠 以 電 力 及 天 然 氣 為 營 運 所 使 用 之 主 要 能 源。2020 年 總 能 源 使 用 量 為 
88,618 ( GJ )，相較於 2019 年增加 21%，在「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部分增
長約 1.6%，電力和天然氣增加主要為磁鐵粉生產量增加。

大陸兩廠以電力為營運所使用之主要能源，其主要耗電設備為燒結工序之燒結爐。

廣州廠 2020 年產量相對 2019 年增產 14.5%，2020 年總能源使用量相較於 2019
年上升 15.3%，「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部分增長約 0.7%。產量增加總能源
使用量增加，此外 2019 年下半年導入自製氮氣設備及 2020 年增設了一套廢氣治
理設施，也都使 2020 年總能源使用量增加。

昆山廠 2020 年產量相對 2019 年增產 26.0%，2020 年總能源使用量相較於 2019
年上升 27.0%，「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部分增長約 0.9%。

年度：

單�：GJ

單�：GJ

單�：GJ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20,000

30,000

30,000

30,000

40,000

40,000

40,000

50,000

50,000

50,000

60,000

60,000

60,000

70,000

70,000

70,000

80,000

80,000

80,000

90,000

90,000

90,000

天然氣

天然氣

天然氣
電力

電力

電力
汽油

汽油

汽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總耗能

總耗能

總耗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70,837

95,983

0

0

92,429
124,388

1,334

96,753

2,814

20,201

344

120,862

57

426

721

54,115

77,625

0

0

73,321 109,474

845

78,451

3,092

18,311

346

105,701

50

480

681

67,753

98,936

0

0

88,618 126,237

875

99,674

3,990

19,956

203

121,684

34

534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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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公告的燃料油、電力、天然氣和柴油之能源使用量轉換因子分別為 
7,800 kcal/L、860 kcal/kWh、9,000 kcal/m3 和 8,400 kcal/L，其中 1 cal 為 4.187 J。

3.2.3 溫室氣體管理
企業致力於節能減碳，不僅對社會做出貢獻，亦可藉由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營運
成本，本公司觀音廠非屬環保署公告須申報之固定污染源，為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情
況及因應，觀音廠自發性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2020 年因磁鐵粉生產量增加，
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6,494 噸 CO2e，相較於 2019 年增加 22%，「單位產品溫室氣
體密集度」則減少 4%。

廣州廠因產量增加，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8,154 噸 CO2e，相較於 2019 年
增加 15%，「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則僅略微提高 0.7%。

昆山廠亦因產量增加，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9,356 噸 CO2e，相較於 2019
年增加 27%，「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則僅略微提高 0.9%。

單�： GJ / 噸

5

2,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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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000 2.0

20

25

6,000 3.0
30

8,000 4.0

9.40

35.52

11.89

37.75

12.08

38.02

單位產品能源密集度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觀音廠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23.93

27.22 27.47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範疇一（噸CO2e）
範疇二（噸CO2e）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密集度 (噸CO2e/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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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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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2.0

6,000 3.0

8,000 4.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6
3

17
,6

92

4.
69 5.
43

5.
47

15
,4

73

17
,8

13

� CO2e � CO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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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範疇一係指來自於製程或設施之直接排放，上圖數據依天然氣用量，以及公務車與柴油 
         堆高機用油量換算獲得。 
註 2: 範疇二係指能源間接排放，上圖數據依用電量換算獲得。 
註 3: 盤查邊界採營運控制權法設定以觀音廠、廣州廠、昆山廠區為盤查範圍 
註 4: 排放係數參考環保署的溫室氣體盤放係數管理表、中國電力排放係數、IPCC 2007 年第 
         四次評估報告全球暖化潛勢值

廣州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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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落實節能減碳
本公司原規劃在 2020 年節能量 1,610 GJ，同時減少碳排放量 233 噸 CO2e，實
際執行各項節能減碳方案如下表，共節能 4,044 GJ，同時減少碳排放量 715 噸
CO2e。

本公司規劃在 2021 年將執行節能減碳方案如下表，預計節能量達 1,616 GJ，同時
減少碳排放量 283 噸 CO2e。

2020 年節能減碳執行方案

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計算方式節能量

節能量

減碳量

減碳量

1. 汰換老舊 75KW 空壓機
2. 宿舍電熱水器更換成熱泵 
    熱水器

3. 冷卻水塔溫度控制調整

淘汰 4 台老舊耗能中央空調
機組，更換為 3 台節能型中
央空調機組。

1. 依廠商提供效能衰退數據與新機出廠效能之推估值
2. 更換前後實際統計值

3. 溫度控制調整前後實際統計值

設備更換前後，依實際運行時數計算值節電 69,113 kWh
節能 249 GJ

節電 324,324 kWh
節能 1,168 GJ

35

171

噸 CO2e

噸 CO2e觀音廠

廣州廠

合計
節能量 減碳量

節電 1,020,197 kWh
節能 4,044 GJ

715
噸 CO2e

改善方案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
減碳量KT216 爐整改，爐體加長，

單位耗能之產量增加。

設備改造前後同等產能下計算值

節電 626,760 kWh
 節能 2,627 GJ 509

噸 CO2e

昆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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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節能減碳規劃方案

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計算方式

預計節能量

預計節能量

預計節能量

預計節能量

預計減碳量

預計減碳量

預計減碳量

預計減碳量

設備更新前後估計減少值

依新舊馬達運轉電流估算值

依據廠商提供的數據之估算值

設備更新前後估計減少值

汰換老舊純水供水幫浦，更換
為高效幫浦

汰換老舊純水供水幫浦，更換
為高效幫浦

汰換老舊變壓器兩組

加工研磨線風機節能改造

節電 36,792 kWh
節能 132 GJ

節電 52,560 kWh
節能 189 GJ

節電 30,000 kWh
節能 108 GJ

節電 151,008 kWh 
節能 544 GJ

19

28

16

80

噸 CO2e

噸 CO2e

噸 CO2e

噸 CO2e

觀音廠

廣州廠

合計
預計節能量 預計減碳量

節電 485,804 kWh
節能 1,616 GJ

283
噸 CO2e

節能量計算方式

節能量計算方式

預計節能量

預計節能量

預計減碳量

預計減碳量

設備更新前後及管控機制調整，估計減少值

設備更新前後估計減少值

中央空調（辦公樓）使用管控
及配套電機更換

加工課中央空調更換

節電 64,944 kWh
節能 234 GJ

節電 150,500 kWh
 節能 541 GJ

34

106

噸 CO2e

噸 CO2e

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
昆山廠

63

02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01 ACME永續經營 03 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 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05 附錄

2020永續報告書



本公司觀音廠之固定污染源皆有設置污染防制設備。污染物共有粒狀污染物、氮氧
化物；防制污染設備計有旋風分離器、袋式集塵器及洗滌塔；污染減排設備計有煆
燒設備進料下料製程加裝濾袋式集塵設備，出料下料製程的批次式桶裝加裝自動提
運設備，以減少溢散。

裝設防制設備除明顯改善作業環境及粒狀污染物的揚塵與逸散外，亦可將回收之集
塵粉再投入製程使用，減少資源浪費。收集過程皆由製程原管道處收集，對於產品
的品質純度上並不會有影響。

本公司觀音廠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實施檢測及申報固定污染源排放量，並經環
保署核定，符合固定污染源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且本公司無硫氧化物 ( SOx ) 
排放。觀音廠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於 2016 年到期換證，變更操作與設置許可內
容，新增一排放污染物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 VOCs )，已申請操作許可展延至 2021
年，依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申辦操作許可展延期限。

昆山廠及廣州廠每年依法對固定污染源進行年度檢測，2020 年的檢測數據全部符
合相關法規的排放標準。

ACME 2020 年固定污染源排放情形

3.3 空污防制與管理
3.3.1 空氣污染防制

管理方針

策略
方針

承諾

符合環保法規、致力污染預防、滿足客戶環境與品質的要求。

達成環保零違法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環保零違法

環保零違法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環保零違法

環保零違法

環保零違法

污染物 排放量

觀音廠
粒狀污染物 0.052 噸 / 年
氮氧化物 0.27 噸 / 年
揮發性有機物 ( VOCs ) 9.131 噸 / 年

昆山廠
粒狀污染物 1.6 噸 / 年
氮氧化物 無
揮發性有機物 ( VOCs ) 無

廣州廠
粒狀污染物 3.9 噸 / 年
氮氧化物 無
揮發性有機物 ( VOCs ) 無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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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職場與
社會參與

04
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4.2 人才培育與發展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4.4 社會參與

68

80

85

90



永續原則 :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備 註： 招 募 達 成 率： 依 用 人 單 位 人 力 需 求， 實 際 招 募 達 成 數 佔 應 招 募 人 數 的 比 率， 
計算公式：已招募達成人數 / 應招募人數

策略
方針

承諾

廣納賢才，共築輝煌

人事相宜，共用成果

2020 
目標

2020 
績效

員工滿意度：台灣 74%、昆山廠 80%、廣州廠 80% 
招募達成率：台灣 100%、昆山廠 100%、廣州廠 100%

員工滿意度：台灣 75%、昆山廠 78%、廣州廠 84% 
招募達成率：台灣 100%、昆山廠 97%、廣州廠 100%

2021 
目標

2025 
目標

2030 
目標

員工滿意度：台灣 75%、昆山廠 80%、廣州廠 84% 
招募達成率：台灣 100%、昆山廠 100%、廣州廠 100%

員工滿意度：台灣 76%、昆山廠 82%、廣州廠 84% 
招募達成率：台灣 100%、昆山廠 100%、廣州廠 100%

員工滿意度：台灣 78%、昆山廠 84%、廣州廠 84% 
招募達成率：台灣 100%、昆山廠 100%、廣州廠 100%

未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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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本公司秉持台聚集團傳統人文理念，對員工照顧特別重視，並遵守各項勞動法規，
給予員工應有的尊重與自由，讓員工在制度與人性化管理的合理範疇內，有尊嚴地
工作，並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兼顧生計與家庭的需求，快樂工作，享受生活。

管理方針

人力結構
2020 年本公司台北辦公室及觀音廠全體員工人數共 158 人，男性 120 人 ( 佔 76% )，
女性 38 人 ( 佔 24% )，除董事長兼任總執行長屬於兼職身份外，均為正式全職員
工。因觀音廠工作性質多需負重，使得男性員工的比例偏高。為保障員工就業權力，
除外籍勞工為政府所規定的定期契約員工，以及董事長兼任總執行長屬於兼職身份
外，其餘均採典型僱用方式，簽訂不定期契約，使員工可安心工作。

昆山廠及廣州廠全體員工人數共 1,152 人，男性 635 人 ( 佔 55% )，女性 517 人
( 佔 45% )，均為正式全職員工。相較於觀音廠，大陸兩廠屬後段加工製程，工作
性質較細膩，因此女性員工的比例相較於觀音廠為高。大陸兩廠依法令規定，連續
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後，第三次續簽合同時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廣州廠年資滿六年以上且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人員比率 30.5%，昆山廠比率為
25%。 我們鼓勵社會弱勢團體貢獻所長，截至 2020 年底在職中的身心障礙員工共
計 27 位。



4.1人才吸引與留任 4.2人才培育與發展 4.3職業安全與健康 4.4社會參與

單�：人

單�：人

單�：人

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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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2020 年員工組成情形 ( 人數 )

性別

職能別

聘僱合約

聘用方式

男

直接 男性主管

非管理職 管理職

不定期員工

全職

女

間接 女性主管

定期員工

兼職

38

120

台灣

合計 
158

9 10 13

44

37246

49

59

23 34

台灣

304 485158

157 454 698

1

150 213

台灣

台灣

163

291

昆山廠

合計 
454

昆山廠

昆山廠

昆山廠

354

344

廣州廠

合計 
698

89

562

廣州廠

廣州廠

廣州廠

合計 
158

合計 
454

合計 
698

合計 
158

合計 
454

合計 
698

合計 
158

合計 
454

合計 
698



性別 台灣 昆山廠 廣州廠

高階主管 

(副理級以上)

30 歲以下
男性 0 0 0

女性 0 0 0

31-50 歲
男性 23 6 8

女性 4 1 0

51 歲以上
男性 22 0 0

女性 2 0 0

性別 台灣 昆山廠 廣州廠

一般員工

30 歲以下
男性 12 95 167

女性 2 35 133

31-50 歲
男性 42 160 134

女性 23 115 208

51 歲以上
男性 7 13 9

女性 4 3 0

初中階主管 

(組、課長)

30 歲以下
男性 0 1 2

女性 0 3 1

31-50 歲
男性 10 16 24

女性 3 6 12

51 歲以上
男性 4 0 0

女性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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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高階、中低階主管及一般員工之性別及年齡分佈情形如下表，主管以 30 歲
以上區間及男性為主。一般員工分布以 31-50 歲為主，男女比例差異不大。

因觀音廠聘僱部份員工借調大陸當地擔任主管，故高階主管人數佔比較高，也因此
昆山廠及廣州廠無當地聘僱 50 歲以上高階主管。 

ACME 2020 年員工年齡分佈情形 (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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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40

40

40
50

50

50

60

60

70

70

80

80

國中 
/ 初中

國中 
/ 初中

國中 
/ 初中

高中職 
/ 中專

高中職 
/ 中專

高中職 
/ 中專

專科 
/ 高專

專科 
/ 高專

專科 
/ 高專

大學 
/ 本科

大學 
/ 本科

大學 
/ 本科

碩士

碩士

碩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台灣

台灣

13

294

519

5

0

0

41

88

91

23

47

52

39

21

35

37

4

1

昆山廠

廣州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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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員工及各層級之學歷分佈情形如下表，觀音廠為新材料、新產品及新事業開
發所在地，因此碩士以上學歷員工較多，昆山廠及廣州廠為生產基地，因此高中職
以下學歷員工較多。

ACME 2020 年員工學歷分佈情形 ( 人數 )

人才招募與任用
為維持人力資源之穩定，本公司以公平、公開、公正且有效率的甄選制度，選獲優
秀適任人才為目標，強化經營體質，兼顧多元化與機會之平等，不因人種、膚色、
年齡、性傾向、種族、殘疾、懷孕、信仰、政治派別、社團成員或婚姻狀況等在聘
用上有歧視之狀況。本公司遵守勞基法相關規定，並符合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 RBA）規範。

基於業務需要、組織規劃或人員離職，需增補職缺或擴編時，先由用人單位填寫「人
員需求申請單」，經核准後，以集團內部招募與輪調為優先考量，同時進行對外招
募，徵才方式主要為人力網站、就業服務站、員工推薦、校園招募等多管道進行招
募各層次人才等途徑，並以招募當地人才為優先考量，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回饋社區。

2020 年以雇用 50 歲以下的員工為主，昆山廠主要雇用 31-50 歲人員，廣州廠則
雇用 30 歲以下人員較多，大陸兩廠員工來源主要以外省籍人員居多 ( 廣州廠為
75%，昆山廠為 68% ) ，外省籍員工多因家庭及返鄉發展等原因往往出現年末返鄉
潮，導致員工流失，需不斷持續補充人員缺口。2020 年台灣及大陸兩廠人事單位
皆順利依各用人單位所提人力需求，招募廠內所需人力。2020 年觀音廠、昆山廠
及廣州廠招募達成率分別為 100%、97% 及 100%。昆山廠周邊手機配件生產企業
多，新手機上市易有季節性用工緊張，因此招募率未達標。



項目說明 台灣 昆山廠 廣州廠

新進員工依性別、年齡分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0 歲以下 3 1 161 66 185 151

31-50 歲 7 2 226 212 46 69

51 歲以上 2 0 12 7 0 0

新進員工戶籍地分佈 台灣 昆山廠 廣州廠

台灣 12 0 0

大陸 0 684 451

泰國 3 0 0

台灣

昆山廠

廣州廠

72

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註 : 新進率 = ( 新進員工人數 / 全體員工人數 )

ACME 2020 年新進員工性別、年齡、區域分佈圖

ACME 2018 至 2020 年人才招募概況

單�：�

單�：�

單�：�

新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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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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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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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灣

台灣

面試階段

試用階段

正式任用階段

舉辦多元活動

01

02

03

04

直接帶領應徵人員至工作現場參觀，詳細說明工作內容。

給予關懷，並適時輔導；進行訓練，以增進公司瞭解。

提供員工服務與諮商，協助職涯規劃，持續在職訓練加強能力，
並給予合理的績效考核及薪酬福利。

大陸兩廠多為外省籍員工，為協助新進員工儘快適應新工作與生
活環境，舉辦新進員工座談會，各式娛樂活動及慶生會，讓員工
感受集體的溫暖。

昆山廠

廣州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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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動
本公司尊重員工個人規劃，離職員工 30 歲以下佔 48%，31-50 歲佔 50% 的員工為
主，大陸兩廠因經濟大環境變動，外省籍員工返鄉、個人自行創業、照顧家庭、繼
續升學等選擇性緣故，離職率甚高。

2020 年離職類別以自請離職人員佔多數。自請離職原因較分散，外省籍員工返鄉、
個人自行創業、照顧家庭、繼續升學等因素。

為增加新進人員穩定性，我們在各階段採取措拖如下：

ACME 2018 至 2020 年人才離職概況

單�：�

單�：�

單�：�

離職人數

註 : 離職率 =( 離職員工人數 / 全體員工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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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台灣 1.1 1.1 1 1 1 1

廣州 1 1 1 1 1 1

昆山 1 1 1 1 1 1

項目說明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離職員工依性別、年齡分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0 歲以下 2 0 151 67 159 160

31-50 歲 4 1 199 213 54 84

51 歲以上 6 0 8 4 0 1

離職員工戶籍地分佈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台灣 8 0 0

大陸 0 642 458

泰國 5 0 0

離職類別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自請離職 8 628 446

契約期滿、退休、內部轉調、
留職停薪 4 12 4

非自願離職 1 2 8

薪資制度
本公司秉持與員工利潤共用的理念，吸引、留任、培育與激勵各方優秀人才，提供
多元化並具競爭性的薪資制度。

本公司新進人員的起薪，均以同工同酬為原則，相同學經歷背景從事相同職務，所
得到的報酬即相同，未來視個別績效表現給予適當的薪資調整或績效獎金。

觀音廠的基層人員薪資除外籍勞工依政府公告基本工資外，台籍勞工 2018 年起調
整為略高於基本工資，且男女一致，但 2019 及 2020 年因基本工資均有調整，故
回歸與基本工資相當。

昆山廠及廣州廠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則與當地最低薪資相當，且男女一致。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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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2020 年離職員工性別、年齡、區域分佈圖

為求人力資源之穩定及留住優秀人才，本公司定期評估市場的薪資水準，對員工薪
資做適當的調整及規劃，並對於績效卓越之優秀人才予以特別調薪，以達到具有市
場競爭力的薪資水準。

人權維護
本公司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落實人權保障，參考國際人權法典與國際勞工組織
【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與權利的宣言】等國際公認之人權標準，制訂人權政策，
完整政策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www.acme-ferrite.com.tw/big5/conta9.asp

https://www.acme-ferrite.com.tw/big5/conta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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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本表不含大陸兩廠，僅含觀音廠及台北辦公室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

項目說明

2020年度

749 82

821 88

115 0

與前一年度差異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
平均數(新台幣仟元)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 
薪資中位數 ( 新台幣仟元 )

01

02

提供員工免費的團體保險，員工眷屬並可以優惠的價格一同享受。

預防性健康把關，優於法令每年提供健康檢查一次。

04 五一禮金，與員工共慶勞動節。

05 婚喪喜慶各式禮金，分享員工的喜怒哀樂。

03 用餐與交通補助，且提供制服、安全鞋及宿舍設施，照顧員工的食
衣住行。

06 各式特約商店，包括餐廳、飯店及休閒娛樂或醫療健檢，提供員工
全方位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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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
本公司 2020 年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及中位數如下表，較
前一年度增加，主要原因是回饋部分政府 COVID-19 薪資補貼予員工，以及年終獎
金及加班費增加。

幸福職場
完善貼心的福利措施是留才的要素，台灣地區不論是台北辦公室或觀音廠員工、外
籍或本國的勞工，除了依法加保勞、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外，本公司還有以下幾
項員工照顧福利：

大陸地區兩廠除依法為大陸員工購買五險一金外，中秋、端午等傳統佳節發放節日
禮金；婚喪喜慶發放各式禮金；員工發放生日禮券或者舉辦慶生會；提供員工免費
進行職業健康體檢並購買團體意外險；公司提供免費三餐等。

本公司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 ( 簡稱福委會 )，由員工自行投票選出 11 名代表及
雇主指派業務執行人 2 名，共 13 名組成，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
議。福委會負責辦理員工三節與婚喪喜慶禮金發放、尾牙聚餐與員工旅遊等活動，
本公司提撥每月營收總額 0.05% 及下腳料變賣收入 40% 為福委會各項活動經費，
2020 年共提撥福委會經費 607 仟元，約佔總薪資之 0.4%。

昆山廠自 2016 年起成立工會，設工會主席、副主席各 1 人，委員 5 人，由工會安
排員工福利事宜。廣州廠則未成立工會，由公司行政單位統籌安排員工福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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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中旅遊 2020 年廣州廠尾牙資深員工頒獎

2020 年廣州廠員工代表參加尾牙摸彩2020 年彰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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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

提供職前說明，包括國家法令、健康資訊、縣市政府諮詢服務中心
及泰語廣播電台等。

飲食需求

3 餐中有 1 到 2 餐可由外籍勞移工自行決定選擇泰式料理。

居住環境

具備中泰文翻譯的設備、尊重信仰迎來四面佛以供參拜，提供優於
法規的居住空間與舒適空調，具備免費的無限寬頻網路與衛星頻道
及影音設備。

仲介要求

具備勞動部評鑑 A 級最高水準，有專業協助辦理居留證、體檢、
報稅、休假等相關服務作業。

77

02 經營治理與價值鏈管理01 ACME永續經營 03 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 04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05 附錄

2020永續報告書

2020 年昆山廠尾牙資深員工頒獎

2020 年昆山廠尾牙摸彩

外籍勞移工
國際人權平等是致力於全球化的公司均需重視的，本公司因聘有外籍勞移工，對此
特別有所感悟。



觀音廠 台北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當年度符合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資格人數 8 3 0 2

當年度實際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0 0 0 1

當年度育嬰留職停薪應復職人數 0 0 0 1

當年度育嬰留職停薪實際復職人數 0 0 0 0

復職率 ( 實際復職人數 / 應復職人數 ) - - - 0%

前一年度育嬰留停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
職人數 1 1 - -

留任率 ( 前一年度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
人數 / 前一年度實際復職人數 ) 100% 100% - -

註 : 大陸地區無相關規定，故本表不含大陸兩廠。

溝通管道

福利措施

每月至少 3 次仲介翻譯探訪雙向溝通，設有公司意見箱及外籍勞工
宿舍管理人員 1 位，可隨時反應需求。

除與本國勞工享有相當的權益之外，外籍同仁並加發潑水節金，以
慰其離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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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停
對於同仁育嬰之需求，在子女滿三足歲前皆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最長可達兩年，
並保留原職位讓同仁復職，如有需要則聘雇定期契約人員暫時代理。近幾年公司符
合資格員工人數逐年提升，顯示各項資源與環境均符合需求，讓員工在公司安心工
作，放心撫育下一代。

除依規定提供育嬰假申請外，並備有舒適空調的哺乳室、乾淨的母乳儲存空間、彈
性自主的哺乳時間，另與在地經營之幼兒園簽訂特約，提供托育優惠，可供幼兒活
動，種植多種植物提供教學及遊玩。

ACME 2020 年育嬰留停情形申請人數、回任及留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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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提撥佔薪資比例

退休提撥佔薪資比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員工參與退休計畫程度

員工參與退休計畫程度

僱主：依每月薪資 2%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僱主：每月薪資 6%     勞工：每月薪資 0 ~ 6%

100%

100%

勞基法舊制退休金

勞退條例新制退休金

正式作業

非正式作業

◆ All Hands Meeting ( 員工大會 )、勞資會議、福委會議、勞工退休金監督 
    委員會議及其他不定期會議
◆ 公佈欄、台聚集團服務網站、公司網站、公開觀測資訊站等公開資訊
◆ 員工意見反應信箱、提案改善投遞區、員工滿意度調查

♦ 電話                                     ♦ E-MAIL
♦ 會面                                     ♦ 非正式會議

滿意項目 不滿意項目

工作環境

企業形象

教育訓練 升遷管道

餐廳伙食

旅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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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提繳
大陸地區兩廠依法為大陸員工購買之五險一金，包含了養老保險。台灣地區則依勞
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為全體正式員工訂有退休辦法，按月為員工提繳退休
準備金至台灣銀行信託部及勞保局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另於 2017 年起，因應勞
動基準法修法後，退休準備金足額提撥要求，每年年底試算次年度應補足金額，於
3 月底前存入專戶，保證每位依法申請退休之員工均可領到所應得的退休金。 正式會議如季度員工大會、勞資會議、福委會議、勞退委員會議等，有會議記錄及

追蹤回覆結果，並將相關決議事項付諸實行。任何公開資訊均依分類公佈於各網站，
方便員工查閱，若員工有任何問題，隨時可透過會面、電話或 E-MAIL 或非正式會
議等各種管道得到解答。公開場所設置員工意見反應信箱及提案改善投遞區，讓員
工可隨時提供個人意見；並依法設置職場不法侵害防治小組專門處理類似案件，公
佈職場不法侵害防治小組成員名冊，方便員工投訴，近幾年均無此類案件發生。

每年定期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瞭解員工期望，於合理合法範圍內，盡力滿足員工
相關需求。

員工意見調查報告
台灣地區進行的員工滿意度調查，每年會依單位、職級或地區作逐年分析比較，
2020 年整體而言，雖達成目標但滿意度較前一年為差，但與歷年相比尚稱良好。

溝通管道
觀音廠及台北辦公室無工會組織，故無集體協商協定，但本公司員工溝通管道暢通
明快；昆山廠 2016 年成立工會，作為員工與公司溝通管道；廣州廠未成立工會，
由行政單位統籌隨時檢討適時因應。

針對不滿意項目，旅遊方式將由福委會進行討論，餐廳伙食則儘可能請廠商調整，
至於升遷管道，因人員穩定，組織年長，升遷的機會有限，因此發展職務擴大與職
務輪調等可能性，在合理及合法的範圍內，使員工滿意。



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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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績效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72.2H、昆山廠 37.2H、廣州廠 51.0H

4.2 人才培育與發展
管理方針

大陸兩廠每年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目的為診斷公司過去一年來，在管理與制度上
存在的問題與缺失，同時讓中、高層管理人員切實瞭解員工的真實感受，使公司提
供有效方案，提升員工滿意度、提高生產效益，最終達成公司與員工雙贏。員工滿
意度調查，著重於與員工切身利益相關的衡量因子，主要調查工作及生活環境、主
管管理方式、薪資福利及公司管理體制等面向。

2020 年員工滿意度廣州廠達成目標，但昆山廠未達目標。大陸兩廠員工對於「工
作及生活環境」、「直接主管管理方式」、「公司管理體制」三大因素滿意度較高，
達到公司滿意度管理目標，尤其在公司管理體制方面，滿意度最高。滿意度較低為
「薪資福利」方面，主要體現在間接人員薪資滿意度偏低。間接人員是公司營運穩
定的骨幹，針對此一現象，2020 年公司已全面就「員工伙食、薪資、節日禮品」
等福利待遇方面，全面檢討改善因應。

ACME 2020 年員工滿意度調查

廠區

台灣 

廣州廠 

昆山廠

目標

74%

80%

80% 78%

84%

75%

實際

永續原則 :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策略
方針

搭建科學、完善的培訓體系。 
構建完整、高效的人才梯隊制度。 
建立專業、完整的技術傳承制度。

承諾
滿足員工職業生涯規劃期各類不同層次的訓練需求，實現企
業與員工共同成長。

2020 
目標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35H、昆山廠 30 H、廣州廠 30 H

2021 
目標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35H、昆山廠 35 H、廣州廠 35H

2025 
目標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35H、昆山廠 35 H、廣州廠 35H

2030 
目標

員工平均接受教育訓練時數 
台灣 35H、昆山廠 35 H、廣州廠 3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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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本公司整體訓練制度納入 ISO 體系，由「員工訓練與資格認證管理辦法」詳細規範，
包括訓練方式與要求、擬訂年度訓練計劃時程與表格、訓練計劃跟催、內外訓執行
流程及特殊職位資格認證條件等，每年均有內稽人員與外部稽核檢驗執行狀況，確
保系統作業良好。

以 2020 年訓練計劃而言，達成率為 95.5% ( 台灣 )、97.2% ( 廣州 ) 及 94.8% ( 昆山 )，
未達成部份主要是因課程時間未能配合或該項目已無需求而取消。2021 年教育訓
練計劃繼續專注提升各單位專業職能、符合品質要求及各項法令規定，並加強人員
成長以配合公司永續發展所需訓練。另仍繼續導入員工健康相關訓練活動，讓良好
的員工健康成為企業永續發展的碁石。

ACME 訓練計劃擬訂及執行流程

2020 年台灣及大陸兩廠訓練總時數合計 63,881 小時，每人全年平均訓練時數
48.8 小時。平均訓練時數台灣地區 72.2 小時、昆山廠 37.2 小時及廣州廠 51.0 小時，
皆達成台灣 35 小時、昆山廠及廣州廠各 30 小時的目標。台灣地區訓練時數大幅
超越目標，主因本公司導入六個標準差制度，增加相關課程。

訓練類別以各職能專業類訓練件數最多，另有通識類如健康、品德、安全等訓練佔
比亦高，顯示除專業素養外，公司能更加重視員工個人的五育培養。派外訓練則主
要以符合法規需求及各職能專業訓練為主。2021 年規劃以台灣 35 小時、昆山廠
35 小時及廣州廠 35 小時為目標進行員工訓練活動，重點開展品質管理、員工安全
及六個標準差等相關培訓課程。

公司政策

年度預算

訓練需求

重大環境 
因素鑑別 回饋機制

訓練計畫 跟催控管

單位別

階層及 
職類別

訓練類別



員工類別 單位 男 女 總計

高階主管
( 副理級以上 )

人數  45  6  51 

時數  3,465  586  4,051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77.0  97.6  79.4 

初中階主管
( 組、課長 )

人數  14  3  17 

時數  764  149  913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54.6  49.7  53.7 

一般員工

人數  61  29  90 

時數  4,662  1,774  6,436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76.4 61.2 71.5 

員工類別 單位 男 女 總計

高階主管
( 副理級以上 )

人數  8  0    8 

時數  723  0    723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90.4  0    90.4 

初中階主管
( 組、課長 )

人數  8  4  12 

時數  1,007  528  1,535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125.8  132.1  127.9 

一般員工

人數 328 350 678 

時數 17,357 15,954 33,312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52.9 45.6 49.1 

員工類別 單位 男 女 總計

高階主管
( 副理級以上 )

人數 5 1 6

時數 363 69 432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72.6 69.0 72.0

初中階主管
( 組、課長 )

時數 10 4 14

時數 835 238 1,073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83.5 59.5 76.6

一般員工

人數 276 158 434

時數 9,861 5,544 15,405

平均 ( 小時 / 人數 ) 35.7 35.1 35.5

台
灣

昆
山
廠

廣
州
廠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

五大訓練體系

內部自委辦 外部訓練

凝聚組織共識
提升核心職能
創造卓越績效

通識
訓練

專業
訓練

主管
培育

語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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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2020 年教育訓練時數統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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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公司制度、環安注意事項及相關 ISO 政策等。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01

各類型增進員工知識或技巧的課程。

通識訓練02

依不同職能及職務，工作上所需技術的增進。

員工專業訓練03

未來將擔任主管或已擔任主管人員各項管理技巧與
規劃能力。

主管培育訓練04

配合集團進行員工線上英語課程補助。

語言訓練05

政府法令要求證照、車用產品特殊認證等，以適應
最新政府及客戶要求。

特殊職位資格認證訓練06

持續宣導交通法規，增強員工交通安全意識。

交通安全訓練07

相關講議教材均放在公司訓練教材共用平台，讓員工隨時可溫故知
新，並作為工具書查詢使用。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

五大訓練體系

內部自委辦 外部訓練

凝聚組織共識
提升核心職能
創造卓越績效

通識
訓練

專業
訓練

主管
培育

語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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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為企業重要資產，我們規劃了五大訓練體系：



序號 崗位類別 受訓人員 主修課程

1 管理人員 課級以上主管 管理人員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2 班組長 各部門班組長 電子行業班組長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3 行銷人員
1. 業務工程師

銷售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2. 業務助理

4 財務人員
財務經理、課長 管理人員財稅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財務部管理師 會計實操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5 技術人員

1. 制程工程 .

自動化裝調應用技術提升系列課程2. 研發工程師

3. 製造技術員

6 品質人員
1. 品保工程師

品質管制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2. 品管員

7 文員 各單位 ERP 及助理 高效辦公軟體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8 電工 維護課電工 電工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9 一線員工 製造部作業員 電子業一線員工技能提升系列課程

10 資訊工程師 資訊部人員 新媒體網路操作技能提升課程

序號 崗位類別 受訓人員 主修課程

1 人事 人事單位 疫情下企業「勞動問題」

2 人事 人事單位 企業用工召開培訓會

3 人事 人事單位 政策法規培訓

4 生產 班組長以上人員 員工心理關愛 20 問

5 各單位 電腦操作人員 資安教育訓練

6 全廠 全員 安全警示教育訓練

7 全廠 全員 交通安全及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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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因應新冠疫情，廣州廠及昆山廠開展員工線上適崗培訓，廣州廠如下： 昆山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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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員工持續進步，在工作上發揮所長，制訂資格認證管理辦法，符合資格人
員接受一定時間的訓練後，可參加考試，通過規定要求人員即可獲得額外的技術津
貼補助，且資格認證分不同等級有不同額度的金額補貼，並規範若不在其位或技術
能力不再則無法繼續領取，讓員工有所警惕，持續進步，與公司共同成長。

績效評估制度
良好的績效考核制度搭配適當的獎勵是鼓舞員工發揮潛力的激勵因素之一，本公司
依員工特性不同，分別制訂屬於直接人員、間接人員及高階主管的考核方式及頻
率，目標項目並各有量化與質化之比例，避免其中一項偏頗，以達合理與公平的平
衡。另為將人力資本發展落實，2016 年引進顧問針對人力發展全套制度進行規劃
與執行，期能更有系統地考核與培育人才，讓績效評估的功能推展到職位評價與前
程規劃，此專案目前仍推導中。

全公司全職員工均應參加考核作業，惟新進員工未滿 1 個月可不參與。

ACME 2020 年員工參與績效考核作業之情況

台灣

男性 女性

昆山廠

廣州廠

應參與考核的
員工數 ( 人 )

應參與考核的
員工數 ( 人 )

參與考核
比例 (%)

參與考核
比例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120 38

344 354

251 155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管理方針

策略
方針

持續降低安全衛生風險、預防與減少職業災害、促進員工健
康。

承諾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2020 
目標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2020 
績效 達成四零

2021 
目標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2025 
目標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2030 
目標 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永續原則 : 幸福職場與社會參與

達成目標



01 所有傷害及職業病都是可以避免的

03 防範員工受傷是管理階層的當責

05 安全地工作是每們員工的職責

07 發現安全隱患必須盡速改善

09 員工下班後的安全也一樣重要

02 所有作業的危害暴露，都可事先防範

04 訓練員工具有安全工作的技能是必須的

06 不斷地安全稽核是必須的

08 承攬人的安全與員工的安全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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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確保員工、承攬商、顧客、訪客等所有相關人員之職場安全及身心健康，
持續改善安全衛生，強調工作安全，共同致力於零災害、零事故、零傷病、零違法
之最高目標。全員謹遵以下安全哲學：

員工健康管理手冊
本公司為幫助員工認識及瞭解公司的健康安全環境政策、制度及要求，以期實現公司
保護員工健康和安全的目的，2020 年編製並提供每位現有與新進員工健康管理手冊。

員工健康管理手冊為中文及泰文並列，內容包含公司及員工的健康安全職責、觀音
廠區環境配置圖、法規規範、工作職業健康保護措施、個人防護具管理、戒菸及飲
食健康促進教育及員工溝通平台等等資訊。

其中工作職業健康保護措施，除了一般常見的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及母性健康保護外，因
觀音廠生產之鐵氧磁鐵粉，需經過混料、造丸、煆燒、碾碎、攪磨等作業，作業員
工涵蓋全廠的一半，是值得相當重視與關心的族群。因此手冊特別著重於描述粉
塵、噪音、錳及其化合物、鎳及其化合物等危害作業的保護措施。

本公司觀音廠訂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標準」，觀音廠、昆山廠及廣州廠另訂
有及共同執行三廠一致的「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維護員工及工作者 ( 承攬商 )
於工作場所機器設備操作中之安全與健康，避免工安事件發生，員工及工作者 ( 承
攬商 ) 全員參與並共同遵守。2020 年安全衛生辦法所涵蓋觀音廠、廣州廠及昆山
廠員工共 1,310 人，涵蓋率 100%。



4.1人才吸引與留任 4.2人才培育與發展 4.3職業安全與健康 4.4社會參與

台灣區域 大陸區域

台北 觀音 昆山 廣州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 0.7% 0.7% 0.9% 0.9 % 1.4% 0.5% 1.1%

單�：人勞方代表 資方代表

台灣昆山廠
1人
6%

15人
94%

�� 16 
100%

觀音廠

7人
64%

4人
36%

合計 11 
100%

註： 計算方式 = ( 病假 + 工傷 + 生理假 ) 工時 /12 個月平均人數 * 年度法定工時 ( 台灣地區為
2,040 小時，大陸地區為 1,968 小時 )

台灣廣州廠
1人
6%

16人
94%

��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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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觀音廠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勞工代表由全體
勞工先自行提出人選後，再就被提名人由全體勞工以投票方式遴選出，勞方代表人
數 4 人佔委員會人數 36%，佔全體員工 3%。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一次，由勞工代
表為全體員工發聲，與管理階層共同研討環安衛相關議題。

昆山廠及廣州廠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的《安全生產法》、《消防法》、《職業
病防治法》、《勞動法》等，依法設置「安全生產 & 職業健康管理組織機構」與 
「緊急應變管理組織機構」，下設專職安全管理機構及人員，單位負責人及管理人
員經培訓合格後持證上崗。

ACME 職業安全衛生組職勞方資方比例

員工失能傷害與缺勤
2018~2020 年三年間，台北辦公室、觀音廠、昆山廠及廣州廠職業災害事故皆為
「零」，往後持續朝零災害目標前進。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間員工無職業病之
案例發生。

承攬商安全管理
本公司制訂了「相關方管理辦法」、「施工許可管理規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作業標準」等規範，對承攬商人員之安全管理，須依作業類別提出特殊作業申請，
並採取人員作業管制系統，日常作業採不定時稽核該承攬作業。除了完善的管控制
度外，持續提升自我安全防護意識，以減少承攬商之事故發生意外。

觀音廠、昆山廠及廣州廠 2018 至 2020 年三年間，僅 2018 年觀音廠發生一件承
攬商工傷，承攬商進行空壓機保養作業，洩壓未完成造成手部燙傷，經送醫處理後
無大礙，後續一併檢討觀音廠機械設備相關作業安全操作標準。2018 至 2020 年
三年間承攬商無職業病之案例發生。

ACME 2020 年各區域缺勤率

事故調查流程
本公司針對廠內各作業活動所發生之失能傷害、無失能傷害及虛驚事件，訂定事故
調查程序，以記錄、調查及分析檢討事件，防止意外或虛驚事件再次發生，保障員
工安全與健康。

事故處理：職災發生時，除對受傷人員進行急救外，現場負責人應立即通報，並填
寫「災害報告書」呈報單位主管。 
調查檢討：事故單位主管應於二日內將詳細事故原因，以及提出矯正措施或改善對
策之「災害報告書」之送行政、環保及職安衛單位查核責任歸屬。 
改善追蹤：將經廠長及總經理審核後之「災害報告書」公告周知，並追蹤改善事項。



員工消防滅火演練 消防隊官兵滅火演練

初起火災撲救 滅火器材實操訓練

救援器材使用訓練 受限空間事故應急救援

專業急救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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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業務及緊急應變管理
本公司對可能產生重大營運風險之危害，進行定期應變訓練及演練，包括定期消防
訓練，以減少營運中斷之風險。

觀音廠於 2017 年經桃園市消防局第三大隊進行全面盤查，並重新審查廠內列管公
共危險物品的種類及數量，經報主管機關核定為合法使用與儲存場所。每半年配合
觀音工業區草漯分隊進行演練及宣導，2020 年上下年度進行例行性演練，草漯消
防隊隊員會同演練活動並進行指導，當日觀音所有上課同仁收穫良多。

昆山廠 2018 年通過《安全生產標準化》合格評審，2019 年通過《生產安全事故
應急預案》備案工作，2020 通過《突發環境事故應急預案》備案，環境風險級別
評定為一般風險級別。每半年均與當地消防大隊執行消防逃生、滅火器實操演習及
消防安全知識講習，每年進行職業危害、有限空間、特種設備等緊急應變演練。

廣州廠根據備案之 [ 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 ]，定期進行事故應急救援訓練或演練，
如初起火災撲救演練、滅火 / 救援器材實操訓練、受限空間事故應急救援及專業急
救培訓等，以削減營運中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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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項目 受檢率 受檢率 受檢率

一般健檢 95% 97% 100%

噪音作業 98% 99% 100%

粉塵作業 98% 99% 100%

遊離輻射作業 100% - 100%

錳及其化合物作業 98% 100% 100%

鎳及其化合物作業 98% 100% 100%

照明作業 - 100% -

高溫 - - 100%

一氧化氮 - - 100%

氮氧化合物 - - 100%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訓練類別 人數 時數 人數 時數 人數 時數

堆高機操作人員 22 18 3 240 5 400

XRF 非醫用游離輻射 
操作人員 4 3 - - - -

安全負責人證照 1 6 1 16 5 80

安全管理員證照 1 12 17 272 7 112

急救人員複訓 4 3 - - 11 66

特定化學物質 7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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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關懷
觀音廠依據同仁年齡與作業環境規劃適當健檢方案，以期早期發現危害健康及潛在
致病因子。由特約醫護人員進行年度健檢，並依員工之異常比例、年度趨勢、族群
趨勢等篩檢需改善的項目進行評估。針對需改善項目之急迫性予以排序，並規劃完
整的介入方案，了解同仁個別需求，協助安排至醫院複診，並不定期進行健康關懷
追蹤，提供完善的健康照護。針對特殊作業健康檢查高風險的員工也安排醫生一對
一面談，了解該員工個人健康檢查，對於該員工個人飲食習慣與生活作息也充分提
供詳盡的解說。

昆山廠及廣州廠為加強對職業病防治工作的管理，提高職業病防治的水準，切實保
障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健康與安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 
《工作場所職業衛生監督管理規定》等有關規定依法辦理員工健康檢查，針對粉塵
作業、噪音作業、錳及其化合物作業，鎳及其化合物等職業危害因素接觸人員落實
崗前、在崗、離崗職業病健康檢查並追蹤管理。

環安衛教育訓練
環安衛教育訓練與宣導是提升員工安全認知的基礎，本公司依職務需求辦理各項在
職訓練，以提升人員安全意識和觀念。2020 年兩岸三廠環安衛教育訓練統計資料
如下表，共計訓練 2,792 人次及 15,783 小時。

ACME 2020 年環安衛教育訓練統計資料

註：受�率未� 100%，主要原因為受檢員工於受檢日前離職所致。



吊升荷重在 0.5 噸以上
未滿 3 噸之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人員

31 18 - - - -

低壓電工證照 - - 2 64 - -

高壓電工證照 - - 3 168 - -

特種設備管理證照 - - 1 28 - -

焊工證照 - - 1 32 - -

建築物消防員證照 - - - - 1 24

職業衛生管理員證照 - - - - 2 8

職業衛生負責人證照 - - - - 1 2

內部安全培訓 ( 自辦 ) 170 483 1,444 2,766 1,178 12,534

觀音廠 昆山廠 廣州廠

訓練類別 人數 時數 人數 時數 人數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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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會參與
本公司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與社區鄰里及地方團體持續互動，維
繫友好關係，參加捐血等各式活動，持續發揮台聚集團「創聚永續價值、共聚永續
社會」的願景目標。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社會參與活動以愛心捐血、漁
港淨灘為參與核心。

愛心捐血活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台血庫告急。2020 年 8 月 25、26 日由內湖科技園區發
展協會發起「第三屆內科千人捐血活動」，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主持熱血同框活動，
希望藉由內科員工的拋磚引玉，帶動更多民眾挽袖捐血。 

本次活動台北捐血中心出動捐血車 19 車次，目標是募集千人捐血。今年響應企業
共 17 家，包含本集團、台達電子、研華科技、禮客 outlet、友訊科技、精英電腦、
遠傳電信、台灣世曦、全聯實業、雄獅旅行社、橘子集團、燦坤實業、統一資訊、
經貿聯網、久威國際、遠雄文教基金會及安森美半導體。

本集團除參與協辦熱血同框啟動儀式，另於 8 月 25 日 9:30~16:30 假台聚大樓 1
樓廣場前舉辦捐血活動，本次活動共 69 人參加，共計捐出 104 袋。

廣州廠亦每年組織員工參加「6.14 世界獻血日」，積極倡導員工奉獻精神，讓我
們生活的世界充滿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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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 單�：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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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淨灘活動
台聚集團之華夏公司 2020 年 9 月 19 日第四年舉辦龍鳳漁港淨灘活動。氣候變遷
日益嚴重，本公司同仁亦受邀共襄盛舉，加入守護地球的行列， 本次參與人數 207
人，垃圾清理總計 436 公斤。

龍鳳漁港淨灘活動

2020 淨灘成果

人數 寶特瓶

207 34.0

主辦單位：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指導單位：苗栗縣環保局 / 竹南鎮公所

鐵鋁罐 玻璃瓶

12.0 25.0
保麗龍 漁網、漁具

10.0 104.0
合計其他一般垃圾

436.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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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指標內容對照表

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揭露項目 報告書章節 頁碼 備註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1.2.1 ACME 簡介 12

102-2 活 動、 品 牌、 產 品
與服務 1.2.2 我們的價值鏈 14

本公司之產品及
服務沒有在特定
市場被禁止

102-3 總部位置 1.2.1 ACME 簡介 12

102-4 營運據點 1.2.1 ACME 簡介 12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2.1 ACME 簡介 12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2.2 我們的價值鏈
2.5 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14
42

102-7 組織規模
1.2.1 ACME 簡介
2.1 經濟績效

12
28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
的資訊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102-9 供應鏈
1.2.2 我們的價值鏈
2.4.2 供應鏈管理

14
40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
重大改變 無 N/A 無重大改變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2.2.3 風險管理與 
         內部控制 33

102-12 外部倡議 無 N/A
無簽署相關之倡
議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2.5 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42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聲明 6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 值、 原 則、 標 準
及行為規範

1.1.1 永續願景及 
         經營策略
2.2 公司治理

10
30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2.2.1 治理結構 30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1.3 利害關係人議合 17

102-41 團體協約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本公司未成立工
會，無集體協商
協定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
係人 1.3 利害關係人議合 17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的方針

1.3 利害關係人議合
1.4 重大議題管理

17
20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
關注事項

1.3 利害關係人議合
1.4 重大議題管理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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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
包含的實體

關於本報告書
1.2.3 關係企業簡介

4
16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
主題邊界 1.4.2 重大議題影響邊界 21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1.4.3 重大議題之 
         管理方針 22

102-48 資訊重編 無 N/A 無資訊重編

102-49 報導改變 1.4.1 鑑別重大議題 20 無報導改編

102-50 報告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4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
期 關於本報告書 4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4

102-53 可回答報告或內容
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4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
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4

102-55 GRI 內容索引
5.1 附錄 -GRI 準則指標
內容對照表

94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關於本報告書
5.2 外部查證聲明書

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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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主題準則揭露

揭露項目 報告書章節 頁碼 備註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
邊界

1.4.1 鑑別重大議題
1.4.2 重大議題影響邊界

20
21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4.3 重大議題之管理方
針 22

103-3 管理方針評估 1.4.3 重大議題之管理方
針 22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生產和分配的
直接經濟價值 2.1 經濟績效 28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
財務影響及其風險
與機會

3.2.1 氣候變遷 55 部分揭露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範
圍及其他退休計畫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2.1 經濟績效 28

GRI 301：物料 2016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
體積 3.1.1 原材料投入與循環 50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3.1.1 原材料投入與循環 50

301-3 回收產品及包材 3.1.1 原材料投入與循環 50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
耗量 3.2.2 能源管理 58

302-3 能源密集度 3.2.2 能源管理 58

302-4 減少能源的消耗 3.2.2 能源管理 58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
室氣體排放 3.2.3 溫室氣體管理 61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
溫室氣體排放 3.2.3 溫室氣體管理 61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
度 3.2.3 溫室氣體管理 61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3.2.3 溫室氣體管理 61

305-7
氮氧化物 (NOx)、硫
氧化物 (SOx)，及其
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3.3 空污防制與管理 61

GRI 306：廢污水和廢棄物 2016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
劃分的廢棄物 3.1.3 廢棄物減量再利用 53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308-1 用環境標準篩選新
供應商 2.4.2 供應鏈管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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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1：勞雇關係 201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
工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 ( 不
包括臨時或兼職員
工 ) 的福利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401-3 育嬰假 4.1 人才吸引與留任 68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8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
之工作者參與、諮
商與溝通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
之工作者訓練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
關係直接相關聯之
職業安全衛生的衝
擊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9 職業傷害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403-10 職業病 4.3 職業安全與健康 85

GRI 404：訓練與教育 2016

401-1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
分，每名員工每年接
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4.2 人才培育與發展 80

401-2
提升員工職能的管理
計畫及協助員工職涯
退休的過渡方案

4.2 人才培育與發展 80

401-3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
劃分，接受定期績
效及職涯發展檢核
的員工比例

4.2 人才培育與發展 80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
準則篩選 2.4.1 採購策略 39

自訂重大主題揭露

ACME 201：技術研發 2020

ACME 
201-1 產品與技術研發 2.3 產品與技術研發 36

ACME 202：產品品質 2020

ACME 
202-1 生產產品之品質管理 2.5 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42

ACME 203：客戶關係管理 2020

ACME 
203-1 客戶關係管理 2.5 客戶服務與產品品質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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