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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重大主題流程

鑑別利害關係人

無敵CSR委員會參考公司作業程序、產品和

服務鑑別利害關係人，鑑別主要利害關係人

為股東、政府機關、顧客、員工、供商商、

居民以及非政府組織。

主題鑑別排序

無敵CSR委員會參閱GRI考量面、國際標準、

客戶要求、法令規定、英業達集團CSR報告

書、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依英業達集團重

大主題鑑別排序，鑑別與無敵相關共11項主

題，依序為 「氣候變遷風險」、「能源管

理」、「員工福利」、「人才培育」、「環

境法規符合度」、「供應鏈管理」、「綠色

產品管理」、「勞動法規符合度」、「客戶

隱私」、「職業安全衛生」、「反貪腐」。

重大主題確認

依主題排序結果，無敵CSR委員會斟酌無敵

現況後，將「氣候變遷風險」、「能源管

理」、「員工福利」、「人才培育」為無敵

之重大主題，訂定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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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溝通
揭露項目 對應GRI 對應報告章節

氣候變遷風險 排放 GRI 305-1,-2,-5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能源管理 能源 GRI 302-1,-4
目標綠色企業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員工福利
經濟績效 GRI 201-3
勞雇關係 GRI 401-2

員工福利及性騷擾防治

人才培育 勞雇關係 GRI 401-1,-2,-3
人員招募與任用
勞資關係
員工福利及性騷擾防治

環境法規符合度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GRI 307-1

綠色產品(材料/節能/週
期)

供應鏈管理 採購實務 GRI 204-1 供應商關係

綠色產品管理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GRI 416-2

綠色產品(材料/節能/週
期)

勞動法規符合度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GRI 405-1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GRI 419

人員招募與任用
員工福利及性騷擾防治

客戶隱私 顧客隱私 GRI 418 客戶服務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
GRI 403-2,-3

員工安全與健康

反貪腐 反貪腐 GRI 205-2,-3
人才培育
道德規範

鑑別利害關係人 主題鑑別 重大主題確認 報告回應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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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回應人

為滿足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需求，將以前述方

式確認之重大主題為本報告書內容回應之揭

露重點，仍同時依英業達集團的重大主題揭

露「環境法規符合度」、「供應鏈管理」、

「綠色產品管理」、「勞動法規符合度」、

「客戶隱私」、「職業安全衛生」、「反貪

腐」，與2016年相較，並未有重大改變 。

無敵CSR委員會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經內部查證資訊正確性後，呈董事長核准。

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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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議題 溝通機制 報告書對應章節

股東
 財務績效
 投資策略

依上市公司相關規定定期公開相關訊息：透過股東大會發行「年度報告」及「財務報告」。
設有發言人制度。

公司營運

政府機關

 環境法規遵守
 勞工法規遵守
 產品法規遵守
 反貪腐
 投資策略
 能源(電力)
 空污廢氣排放

定期彙報法令遵守情形

 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
 環境永續發展
 社會參與

防災演習(CPR、消防、勞工安全衛生)

與主管機關維持良好互動，配合政府稽查作業，積極參座談會。

收集統計相關環保資料

顧客

 綠色產品
 產品法規遵守
 客戶服務
 客戶隱私

透過客戶服務中心直接處理客戶抱怨、個人資料安全、產品品質問題、環保標準問題等
 企業承諾
 環境永續發展

定期客戶滿意度評鑑

員工

 財務績效
 人權
 教育訓練
 員工福利(薪資、

健康管理、退休金
提撥、社團活動)

定期舉辦經營會議、勞資會議，說明公司政策，說明經營成果及討論員工相關議題。

企業承諾
提供員工反應各種建議事項的管道。
員工申訴制度、改善提案制度。
由相關單位做出回應與討論。

不定期舉行藝文活動。
透過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員工各項福利活動。

供應商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評鑑制度，輔導或檢討雙方策略及合作計畫。
不定期與供應商檢討相關議題。

企業承諾

居民
 環境法規遵守
 空污廢氣排放

不定期參與英業達集團回應社區問題。 社會參與

非政府組織
CSR、環保
節能、綠化

主動參與交流研討會
與台大實驗林合作

社會參與

永續溝通
利害關係人溝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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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管理方針

重大主題 無敵如何管理 主題對無敵的重要性 2017目標達成狀況 2018推展重點 中長期發展重點

員工福利

舉辦多元的員工活動、提供
合理的薪酬架構、落實多樣
的員工福利、定期召開福委
會，改善提案福利措失，增
進員工滿意度。

 留下公司人才。
 構建友善、樂活職場之基

本要素

 依據當地政府法規提撥保
險、健康檢查、退休金及
提列職工福利金。

 實施彈性上下班制度、休
假天數優於政府規定。

 提供娛樂休憩相關設施及
免費餐點。

 設立社團及舉辦員工旅遊
相關活動。

 員工福利服務滿意度，平
均為80%。

 持續開展多樣化員工社團
活動。

 提高公司工作環境品質。
 持續健全並提升員工生活

各方面生活之滿意度，打
造優質的工作環境。

 提升員工福利服務滿意度，
平均為85%以上。

 提升具競爭力的薪酬，優
於當地政府規定。

 實施彈性工時制度，優於
政府規定，讓員工自行管
理工作時間。

 維護員工福利服務滿意度，
平均為90%以上。

人才培育

每年年初收集高階主管及全
員訓練需求調查，根據調查
結果規劃訓練課程。

 因應公司的改變突破轉型。
 創造人才資產增值。
 提升經營績效，邁向永續

經營。

 年度總訓練時數1193小時。
 截至2017年完成軟體認證

課程檢定3人、AI人工智
慧學校經理人培訓課程2
人。

 人才培訓總滿意度，平均
達82%。

 達到年訓練總時數1500小
時的目標。

 發展內部講師制度，提升
單位經驗傳承。

 持續強化科技趨勢課程。
 人才培訓總滿意度，平均

達85%。

 提升相關管理職能、專業
能力及語言能力。透過學
習交流達到人員總體競爭
力。

 人才培訓總滿意度，平均
達90%。

氣候變遷風險
能源管理

採用國際規範ISO 14064-1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執行碳盤
查作業。

減緩因公司營運排放之溫室
氣體的環境衝擊，持續推動
節能減排，以有效減少溫室
氣體之排放。

 溫室氣體盤查以2016年為
基準年，該年的溫室氣體
排放總量為292.062噸
CO2。2017年度排放總量
合計降低48.785公噸，較
基期降低了16.7%。

 2017年有效管理空調與照
明的使用，使用節能裝置
加強各項電力節省的措施，
有效降低電力的使用量
15.8%。

 公務車使用上減少非必需
的載負及更換節能車輛以
降低油耗，使汽油用量在
2017年度降低了22.4%。

 溫室氣體排放量2018年相
較於2017年預計再減量
3%，排放總量至235.978
公噸。

 持續投入節能減碳，降低
能源消耗。

 持續投入節能減碳，降低
能源消耗。

 持續加強使用節能裝置，
加速汰換效率不佳之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