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社會責任情形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與上市上
運作情形

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

評估項目

任實務守
是 否

摘要說明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v 本公司目前尚未訂定風險管理政策但在(一)公司治理面：企業營運穩定及效率的展 無差異

則，進行與公司營運相

現，皆依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對產品品質管控及創新研發則是與客戶共創價

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

值。(二) 環境面：透過更有效率使用能源及水資源，並減少環境衝擊，成為對地球

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

友善的企業公民。(三)社會面：人力資本是企業營運之本，營造幸福職場及確保安

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

全工作環境，並以完善制度保障員工權益，吸引人才與留才，讓員工適得其所、發

策或策略？

揮長才，使企業保持競爭力。

二、 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 v

本公司由總管理部兼任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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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環境議題
(一) 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

無差異
v

(一)

本公司位於台北市區，並無反環保法令及重大洩漏之情事，本公司為推行環

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境保護及保障員工健康與安全，訂有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規章，並定期進

度?

行工作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維護，確認員工工作場所空氣品質符合標準。

(二) 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

v

(二)

訂有節約能源辦法，同仁皆依辦法遵行隨手關燈及冷氣以有效節約能源，推

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

動ｅ化作業以有效降低紙張與相關耗材使用，提醒員工使用非抛棄之飲食器

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

皿並實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之再生物料？

1. 可回收部份:報紙、影印紙、雜誌…等及各類瓶罐、玻璃、鐵鋁…等，由大
樓統一集中委由廠商回收處理。報廢電腦設備予以收集，委由回收廠商清
運處理。
2. 不可回收部份:為一般生活癈棄物，由大樓統一集中清運處理。

(三) 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

v

(三)

1. 氣候變遷造成的普遍溫度上升，間接影響公司在空調設備面的負載加重。

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進行全公司維護保養時，同時檢視汰換需求，並提前規劃汰換舊有設備，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以應對增長的碳排及效能衰減的設備。

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

2. 因氣候變遷造成商品原物料成本提高，則依據客戶需求提供客戶轉向綠能

施？
(四) 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

低碳產品。
v

(四)

本公司目前並未統計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惟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在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方面，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確實履行，本公司於108年總公司及高雄辦事處搬遷，即依循過往經驗進行節

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

能減碳；108年度1-12月經檢核本公司水電費支出較前年107年度減少約76%，

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

本公司將持續再接再厲，設定109年度以節省5%為目標，措施如下：

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

1. 本公司為單純辦公樓層僅提供飲水機及廁所使用水，有效節省不必要的水
浪費。
2. 公司訂有節約能源辦法，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以減少對環境之影響。
3. 依作息時間，開關公共區域燈光，加強宣導養成全體同仁隨手關燈之習慣。

與上市上
運作情形

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

評估項目

任實務守
是 否

摘要說明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4. 採購高效率照明燈具，並逐步汰換低效率耗電之燈具，並依燈管衰退及黑化程
度更換燈管，以維持應有亮度。
5. 確實執行廢棄物如鐵鋁玻璃罐、廢紙與保特瓶等的回收管理與資源分類，並由
大樓負責廢棄物的處理與分類。
6. 持續推動文件管理電子化系統，減少紙張使用量，並多加利用再生紙。
四、 社會議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無差異
v

(一) 本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保障全體同仁基本人權，認同並遵循「聯合國世界人權宣

關法規及國際人

言」、「聯合國全球盟約」、「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聯合國國際勞動

權公約，制定相關

組織」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杜絕任何侵犯及違反人權的行為，明確揭示以公正與

之管理政策與程

公平態度對待與尊重所有同仁。

序？

1. 人性尊嚴：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董事、監察人暨經理人道德行為準
則」、「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2. 平等權：公司依據法規「性別工作平等法」來訂定「性騷擾防治辦法」，以保
障婦女之人身安全，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相關管理規範皆有揭示「不因
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而
有歧視或允許歧視之事件發生」。
3. 意見表達自由：為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公司設置意見箱外部網站設置利害
關係人之聯絡專線，包含公司總機、投資人關係、聯絡我們之客戶申訴與回饋
及業務服務等專人專線。另每月舉辦月會活動，提供同仁反應意見及建議管道。
4. 隱私權、名譽權：公司訂有「個人資料保護作業程序書」，以免於他人侵擾及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並提供個人物品放置櫃。
5. 工作權：(1)公司訂有「薪資管理作業程序書」提供同工同酬及合適的薪酬辦法。
(2)安全和衛生的工作條件：公司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中心，提供員工安全及衛生
的工作條件。(3)公司訂有「人員晉升、調遷管理辦法」，提供員工暢通的晉升
管道。(4)休假與工作時間合理設置：訂有「員工出勤請假特休管理辦法」，提
供員工特休假、家庭照顧假及育嬰留停假、產、婚、喪假等，並參考人事行政
局行事曆及勞動基準法訂定本公司行事曆，且經勞資會議通過施行之。
6. 健康權：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管理程序書」、「人因性危害預防管理
程序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程序書」、「職場霸凌預防辦法」，
並定期實施工作場所消毒，預防和控制傳染病、職業病、以及其他的疾病的發
生。
7. 環境權：公司訂有「節約能源辦法」遵行隨手關燈及冷氣以有效節約能源，推
動ｅ化作業以有效降低紙張與相關耗材使用，提醒員工使用非抛棄之飲食器皿
並實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8. 文化權：訂有「工作規則」及「公司制度彙編」，以人性尊重、誠信分享的文
化養成，營造團隊共識願景與目標。

與上市上
運作情形

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

評估項目

任實務守
是 否

摘要說明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二) 公司是否訂定及

v

(二)

本公司訂有工作規則及相關人事管理規章，內容涵蓋本公司聘僱勞工之基本工資、

實施合理員工福

工時、 休假、退休金給付、勞健保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均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

利措施(包括薪

規定。設立職工褔利委員會透過員工選舉產生之福利委員會運作，辦理各項福利事

酬、休假及其他福

項；本公司酬金政策，係依據個人能力，對公司的貢獻度，績效表現，與經營績效

利等)，並將經營績

之關聯性成正相關。

效或成果適當反
映於員工薪酬？
(三) 公司是否提供員工 v

(三)

本公司提供每位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辦公室設有嚴密門禁系統及24小時監視系統，員工需要使用識別證辨識進入辦公

環境，並對員工定

室，以保護員工辦公安全。

期實施安全與健康

每年定期舉辦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完畢安排醫師問診諮詢以加強管理員工健康狀

教育？

況。
辦公室設有中央空調系統，充足照明設備並每年定期實施消防設備檢查。
每年定期實施辦公室環境消毒及清洗。
每年定期舉辦安全教育訓練。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v

(四)

建立有效之職涯

本公司訂有「教育訓練實施辦法」，培養各級員工相關知識與技術，進而充份發
揮其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增進員工工作品質。

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
(五)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v

(五)

本公司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並經法務單位控管皆遵循法規及國際準則辦

顧客健康與安

理；對客戶之隱私遵守保密協定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並設有客服單位及利害關係

全、客戶隱私、行

人專區保護消費者權益及提供申訴管道。

銷及標示，公司是
否遵循相關法規
及國際準則，並制
定相關保護消費
者權益政策及申
訴程序？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v

(六)

本公司與供應商簽訂「行為規範承諾書」維護雙方誠信廉潔之商業交易關係及情

應商管理政策，要

誼合作，目前公司尚未訂定無應商管理政策，但對於供應商之管理重點包含品質

求供應商在環

及產品安全的確保非常重視，本公司之供應商大多為長期合作廠商，若有供應商

保、職業安全衛生

發生對重大環境、勞動條件

或勞動人權等議

、人權、社會等負面影響之虞者，本公司得主張終止或解除契約。

題遵循相關規
範，及其實施情
形？

與上市上
運作情形

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

評估項目

任實務守
是 否

摘要說明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五、

公司是否參

v 公司目前尚未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但隨時保持關注，未來將視營運狀況而編

考國際通用

制，但公司對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 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議程均按「上巿上

之報告書編

櫃 公司企業責任實務守則」之精神及規範辦理。

無差異

製準則或指
引，編製企業
社會責任報
告書等揭露
公司非財務
資訊之報告
書?前揭報告
書是否取得
第三方驗證
單位之確信
或保證意見?
六、 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
之差異情形：本公司尚未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惟本公司仍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精神運作，未來將視法令或
實務需求訂定。
七、 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天剛公司始終秉持經營成果與每位同仁分享，讓公司值得同
仁信賴，將工作當成自己的事業經營，並與公司一同打拼成長。
(一)

環保方面： 本公司重視節約能源，積極落實各項節能減碳措施，包括減少空調主機開機時數及調高設定溫
度，新增燈具時採購省電環保燈具，逐步汰換老舊耗電設備。積極宣導電子化作業，減少紙張
使用量，回收碳粉匣交由專業廠商處理，與供應商合作將產品紙箱、包材，回收再利用。
本公司於107年加入政府電子交換機制，節省公文遞送時間、減少紙張耗用及郵資，使得收發
文作業更為便捷。

(二)

安全衛生： 每年辨理員工健康檢查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

消費者權益： 本公司設有「利害關係人專區」、舉報信箱，用來積極回應投資人、供應商、客戶及員工之
申訴需求，以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

(四)

人權方面： 本公司注重人權，不論其種族、性別、年齡都享有同等的工作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