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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倉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倉和）首次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表明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的

目標及行動，期望讓各界更深入了解倉和在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作為。本報告書揭露倉和於 2020 年（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 CSR 上的績效及表現，
以每年度作為報告書更新的週期，逐年發行最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編製依據與範疇
本報告書乃依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GRI 

永續性報告準則（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GRI Standards）核
心選項（Core）為揭露原則，並以 SASB 準則列表 - 專業商務服務（PROFESSIONAL 
& COMMERCIAL SERVICES）作為補充。倉和業務遍佈各地，目前於台灣、蘇州、
成都皆設置服務據點，本報告書之揭露範疇將以台灣地區為主。

◉  報告週期
倉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每年定期出版為原則。
本年度（2020 年）報告書出版發行時間為 2021 年 9 月。
下一年度（2021 年）報告書則預訂發行時間為 2022 年 9 月。

◉  報告書編撰標準
本報告書由各部門處室專案小組負責人進行會資料統整與分析，並依據 GRI 

永續性報告準則及 SASB 準則列表 - 專業商務服務作為補充指南，進行相關 CSR 
計畫的績效揭露，經由各部門負責人與相關權責主管確認內容正確性後，方納入
報告書中，再由專案小組進行編寫。

◉  聯絡資訊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3-3295666 ext：800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北路 17 巷 31 號
郵件：spokesman@bch.com.tw
網址：https://www.bch.com.tw

https://www.b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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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疫情時代，化危機成轉機
倉和 2020 年啟動「防疫及預防

疫情變化狀況中斷因應措施」，成
立集團緊急應變小組，各子公司成
立防疫小組，並啟動代工線運作，
由各子公司定期回報疫情變化狀況、
工廠現況、人員健康等。自 2019 年
起，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
球經濟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全球供應鏈重塑趨勢、原物料價格
變動以及美國聯準會貨幣寬鬆政策
與多國央行降息造成幣值波動等不
確定性因素，倉和隨時關切全球各
個主要市場的總體經濟發展與國內、
外政策趨勢，以因應市場環境變化，
強化全球化的競爭力。

展望未來，倉和經營團隊持續朝強化公司治理運作、營運績效穩健成長、
跨領域的市場開拓、落實社會責任等方向努力，全體成員必將傾盡全力達成
公司的目標，並以亮麗的永續成績滿足各位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經營者的話

◉  我們的網版，印著世界的永續發展
近年全球各國紛紛宣告 � 碳中和 � 與 � 淨零排放 � 的目標，而再生能源於此扮演重

要角色，也帶動太陽能需求顯著回升，企業參與太陽能議題的趨勢逐漸攀升，國際知名
企業如 Apple、Google、IKEA、NIKE 等全球 240 間企業體都宣布透過投資綠電，完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倉和以獨特的創新技術研發 PI 網版，打進全球太陽能製造市場，為因應市場太陽能
電池技術提效需求，持續精進產品技術及專利佈局，優化 F9900 製程及推出 CF 系列產
品的直網無網結及斜網無網結的細線化開發設計應用，同時擴展 F9900 於非太陽能半導
體領域技術之產品應用發展，投資佈局新興科技產業，為世界永續「印」出明亮的永續
未來。

◉  做出差異化，踏入網版印刷高端市場
面對 2016 年經營危機，倉和研發團隊重新搜尋市場上現有的製程，與感光材料重

新組合。經過技術上的摸索，採用雷射雕刻製程，把原本只運用在航太產品的 PI 感光
材質，再配合獨家開發的「黏貼技術」，將兩者結合，開發出 PI 網版，取得眾多國際級
客戶青睞，大啖全球太陽能市場，2020 年營業收入達 19.38 億元、EPS 11.52 元遠出過
2018 年的 8.82 億元 EPS 0.07 元，倉和的業績如同一具被點燃蓄勢升空的火箭。

◉  兼容企業社會責任，提升永續競爭力
為企業就必須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倉和在環境保護方面，開發了雷射雕刻影像

技術，使用先進的雷射加工於高級工程塑料 PI 影像成型製程技術，突破了傳統感光乳
劑網版製造過程中曝光顯影工序需使用大量水沖洗的問題，同時降低了水資源的消耗
與製程廢水的產生，相較於 2017 年，2020 年本公司己降低了 59% 單位網版營業額用
水，在環境保護方面減少了 43% 單位網版營業額廢水排放量對於河川水質的保護有明
顯的效益，並結合本業能力，透過過濾技術，將 PI 主原料回收再利用，原料使用減量達
80%。於社會面向，內部導入 TTQS 體系，給與倉和每位完善的人才發展規劃與支持，
也推動職場健康保護四大計畫，保障員工職業安全無疑慮，2020 年離職率僅 1.6%，印
證倉和致力打造幸福企業的決心。



2020 年度永續重點績效

2020 CSR Report2020 CSR Report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4

  2020 年度永續重點績效

營運績效 綠色營運 員工發展及社區關懷

年 營 收 近 新 台 幣 20 億
元，連續兩年營收呈現
正成長
稅後淨利新台幣4.29 億
元，較上年成長逾 50%
稅 後 每 股 盈 餘 新 台 幣
11.52 元，較 上 年 成 長
逾 20 %

領 先 業 界，應 用 PI 材
料於網版並透過過濾技
術，將 PI 主原料回收
再 利 用，原 料 減 量 達
80%
在環境保護方面減少了
43% 單位網版營業額
廢水排放量，對於河川
水質的保護有明顯的效
益
透過製程改善與購買省
水標章產品，節約製程
用水量 57%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參與人次 301 人，完訓
比率達99%
透 過 留 才 與 人 才 庫 計
畫，打造員工離職率僅
1.6% 之幸福企業環境
連續 8 年捐贈龜山龍壽
國小，協助弱勢孩童營
養午餐及各項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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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管理
倉和由公司各專業部門人員共同參與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編製，並由董事會秘書及管理部門持續宣導企業經營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義務，以深化公司內部永續文化，

對外則透過多元溝通管道傾聽及回應利害關係人的聲音，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  利害關係人溝通
為辨認對倉和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及各利害關係人對永續議題之關注程度，倉和透過利害關係人關係程度調查問卷，並依照 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執行鑑別流程，共鑑別出六大利害關係人，分別為員工、政府機關、客戶、股東 / 投資人、媒體及供應商。

◆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鑑別流程

利害關係人鑑別
本報告書依照 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從責任、影響力、張力、多元觀點
及依賴性五大評估面向，共鑑別出六大利害關係人。

重大議題矩陣圖 透過上述流程，繪製重大議題矩陣圖，並分析出 9 項重大議題及 4 項次要議題。

永續議題確認
透過參考國內外同業和國際永續標準與規範 ( 包括 GRI 準則 )，並由高階主管與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團隊之討論，確認倉
和 23 項重要永續議題。

重大議題分析
透過問卷發放 ( 有效問卷比例 95% 以上 ) 瞭解利害關係人對各永續議題之關注度，並由內部長官評估各永續議題對倉
和之營運衝擊度，綜合分析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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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除透過本報告書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溝通外，也已架設中文企業網站詳實揭露公司財務業務等相關訊息，並已設置投資人專區揭露相關資訊，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
所關切之議題。針對已鑑別出的六大利害關係人之重要性、關注議題、溝通方式與頻率、回應章節呈現如下表：

利害關係人 對倉和的重要性 溝通方式 溝通頻率 關注議題 回應章節

員工

倉和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唯有透過優質的
員工才能成就一流的企業。

員工意見箱
Email / 電話 / 親自會談

不定期

● 員工福利
● 永續研發與創新
● 職業健康與安全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政府機關

倉和配合主管機管之相關法令規定，所有產品及服
務皆須受到主管機關之監督。

法規說明會 / 座談會
公文往返
接收相關法規訊息

定期

● 法規遵循
● 風險管理
● 職業健康與安全

1.3 誠信經營
1.4 風險管理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客戶
倉和之永續發展及創新之能力，源於客戶所提供之
回饋及建議，也唯有客戶之信任，企業方能茁壯與
成長。

客戶滿意度調查
Email / 電話 / 親自會談

每年
不定期

● 客戶關係
● 原物料管理
● 產品品質

4.2 客戶關係管理
3.2 污染防治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股東 / 投資人

倉和能達成目前之企業規模與市場競爭地位，有賴
於股東 / 投資人長期以來之青睞與鼎力支持。

財報
年報
股東會
法人說明會
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站

每季
每年
每年
不定期
不定期

● 永續研發與創新
● 營運績效
● 永續策略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1.1 倉和概況
永續發展管理

媒體

倉和之品牌形象與重要訊息，係透過媒體之傳播，
讓多方利害關係人皆能瞭解。

接受採訪
發布新聞稿

不定期

● 營運績效
● 誠信經營
● 永續研發與創新

1.1 倉和概況
1.3 誠信經營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供應商

倉和所提供之優質產品與服務，實有賴於穩定及可
靠之供應鏈夥伴之合作方能達成。

供應商稽核 每半年

● 法規遵循
● 永續策略
● 誠信經營

4.3 供應鏈管理
永續發展管理
1.3 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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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議題管理
透過向各利害關係人發放「利害關係人關注度」之問卷，並由內部長官評估各永續議題對組織的「營運衝擊度」，分析繪製出下方「重大議題矩陣圖」，同時亦鑑別

出 2020 年倉和的 9 項永續重大議題，分別為誠信經營、營運績效、永續研發與創新、法規遵循、公司治理、職業健康與安全、空氣汙染管理、永續策略與產品品質。

0.00 2.00

2.00

4.00

4.00

6.00

6.00 誠信經營

產品品質
人才招募與培育

營運績效

永續研發與創新
法規遵循

公司治理

職業健康與安全

空氣污染管理

永續策略

廢棄物與有害物質管理

客戶關係

風險管理

人權
員工福利

水資源管理

資訊安全

勞雇關係

原物料管理

供應鏈永續管理

氣候變遷

稅務

社區關係

營運衝擊度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誠信經營

營運績效

永續研發與創新

法規遵循

公司治理

職業健康與安全

空氣污染管理

永續策略

產品品質

廢棄物與有害物質管理

客戶關係

風險管理

●

●

●

●

●

●

●

●

●

●

●

●

人權

員工福利

水資源管理

資訊安全

人才招募與培育

勞雇關係

原物料管理

供應鏈永續管理

氣候變遷

稅務

社區關係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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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揭示了與上述 9 項重大議題相對應的 GRI 重大主題，以及對利害相關人的衝擊邊界評估結果。

重大議題 對應之 GRI 重大主題 對倉和之意義
衝擊邊界

員工 政府機關 客戶 股東 / 投資人 媒體 供應商

誠信經營
102 一般揭露（倫理與誠信）
205 反貪腐
206 反競爭行為

本公司重視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並制定與落實誠信經營相
關政策。

● ● ● ● ○ ●

營運績效

201 經濟績效
本公司在推動企業永續的同時，亦兼顧公司獲利之能力，以
追求股東權益及市場價值。

● ○ ● ● ○ ●

永續研發與創新

自訂主題：研發投入
本公司致力於研發永續相關產品，以滿足客戶對永續之相關
要求。

○ ○ ● ○ ● ○

法規遵循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本公司積極遵循法規，對內經常進行法令宣導，對外則公開
揭露有關環境、社會及勞動法規等重大違規事件。

○ ● ○ ○ ○ ○

公司治理

102 一般揭露（治理）
本公司藉由強化董事會職能與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落實企
業之效率及廉潔，最終獲取各利害關係人之信任。

● ○ ○ ● ○ ●

職業健康與安全

403 職業安全衛生
本公司重視員工之健康安全，並嚴格執行職業災害防治之相
關辦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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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 對應之 GRI 重大主題 對倉和之意義
衝擊邊界

員工 政府機關 客戶 股東 / 投資人 媒體 供應商

空氣汙染管理

305 排放 本公司重視製程中產生的排放物，並將之列為重點管理項目。 ○ ● ○ ○ ○ ○

永續策略
102 一般揭露（策略）

102 一般揭露（治理）

本公司將永續策略視作為核心規畫，並積極擘畫永續發展之
藍圖。

● ○ ● ○ ○ ○

產品品質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本公司持續創新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並發展綠色產品以符合
永續之趨勢。

○ ○ ● ○ ○ ○

註：●：直接衝擊    ○：間接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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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上述所鑑別出的 9 項重大主題，其管理方針與評估結果如下：

序號 重大主題 政策與承諾 目標與評估結果 對應章節

1 307 環境法規遵循 公司依據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落實環境管理制度。 公司 2020 年無環保相關裁罰。 第三章 心口相「印」，守護環境

2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透過內部稽核制度，確保公司經營與管理計畫完整落
實，且遵守相關法規要求。

2020 年公司因發生棚架倒塌壓傷勞工之事，遭主管機關開罰 6
萬元，後續已立即禁止使用並拆除棚架，並在事故現場進行教
育訓練。

1.3 誠信經營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 205 反貪腐

公司於工作規則中規定所有員工在執行公司業務時必
須廉能公正及遵守政府法令及規定，並已訂定「道德
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具體規範本公司人
員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以確保有效預防及發現
貪腐之情事。 

公司 2020 年未有重大違反誠信經營之情事。 1.3 誠信經營

4 206 反競爭行為
訂定完善公司治理規範，包括「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
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

公司 2020 年無反競爭行為及反托拉斯和壟斷法規相關之訴訟
事件。

1.3 誠信經營

5 201 經濟績效 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並訂有完整之營運發展目標。 公司 2020 年前 3 季獲利較去年同期成長高達 132%。 1.1 倉和概況

6 403 職業安全衛生
本公司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並遵循「職業安
全衛生法」制定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並以達到職場
零災害作為最終目標。

公司 2020 年共有 4 起員工職業傷害事件，造成工傷原因已完
全移除，後續之盤點改善已 100% 完畢，針對工傷人員則定期
訪視。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7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本公司行銷產品及服務均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
與客戶間保持良好之溝通管道，對產品與服務提供透
明且有效之客訴處理程序以及退換貨處理流程，以保
障客戶產品使用權益。

公司為確保產品安全性，規定所有新進供應商需提交「禁用物
質承諾保證書」，並定期將產品進行第三方相關檢驗，依照業
務需求完成 RoHS 或 REACH 檢驗，截止目前為止通過 RoHS
認證主要產品共有 7 項，佔同類別產品約 39%。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8 自訂主題：產品品質
為使客戶取得優良的產品，本公司已通過 ISO9001 品
質管理系統。

公司為提升產品之品質，每週召開 1 次內部品質改善會議、與
客戶間每月召開 1 次產品改善會議，問題解決率為 61%。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9 305 排放
本公司每月檢討用水、用電及原料耗損情形，以期降
低能源不必要之浪費，並達到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
量之目的。

● 透過過濾技術，將主原料回收再利用，原料減量達 80%。
● 提升網版技術，每日節省逾 300 張紙張消耗以及相關耗材浪費。

● 透過製程改善與購買省水標章產品，節約製程用水量 57%。

3.1 水資源管理
3.2 污染防治



倉和的組織使命在於，持續以「服務、創新、品質、技術、
社會責任」理念，培養核心技術能力，透過精實管理，提
供最優質服務及品質。與客戶策略聯盟，共創價值分享，
營造雙贏，永續經營，完成企業之社會責任。

1.1 倉和概況
1.2 公司治理
1.3 誠信經營
1.4 風險管理

倉和經營，誠信照「 印 」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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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倉和概況
1.1.1 公司簡介

倉和在台灣創立至今，已經邁入第 26 個年頭。一直以來始終秉持『辨辯變、技術創新、服務品質、團隊和諧、社會責任』的經營理念，與『誠信、共榮、卓越』的企
業價值觀，歷經 20 多年來辨識、辯述與變革的產業環境，面對快速產品生命週期及演化，倉和持續變革與淬煉成長，成功從代理銷售轉型為高端精密網版製造商，並致
力於專業網版的研發與創新，產品卓越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光電觸控屏、精密電子元件、印刷電路板等高精度印刷，滿足眾多客戶的需求。隨著全球業務快速成長，倉和
逐步於台灣、蘇州及成都分別設立精密自動化工廠，除將技術輸出於海外，更積極佈建國際級專業行銷通路與網絡，誠摯服務全球面板、被動元件、生技及太能陽等產業
的客戶，成為精密網版產品及快速服務的首選。

◆  產品 - 精密網版應用

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

· 正銀綱版        Ag Screen
· 背銀鋁綱版   Ag Al Screen
· 背鋁綱版       Al Screen

Bio-Tech & Medical 
Matenials

生技醫療器材

· 血糖測試片
    Blood Glucose Test Strip

被動元件
Passive Components

· 晶片式電感  Chip lnductor
· 晶片式電阻  Chip Resistor
· 晶片式電容  Chip Capadtor

印刷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 硬板 Flexible PCB
· 軟板 Rigid PCB
· 軟硬接合板 Rigid-Flex PCB

螢幕元件
Display Device

· 顯示器         Monitor
· 觸控螢幕     Touch Panel

汽車零組件
Car Components

· 汽車儀表板
    Car Dashboard
· 汽車玻璃除霧線
    Car Windows Defogging Line

◆  產品 - 網移印耗材 & 設備

網印
耗材與設備

移印
耗材與設備

Screen Printing Equipment & Consumables Pad Printing Equipment & Consum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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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蘇州子公司

▲  成都子公司

▲  臺灣桃園龜山

◉

公司正式名稱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位置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北路 17 巷 31 號

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型 精密網版研發製造、銷售與印刷耗材買賣

產品應用領域
太陽能電池、光電觸控面板、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生物
檢測等

主要服務國家或市場 
（含營運據點分布）

臺灣：

● 於 1994 年 4 月 1 日設立，總公司現坐落於桃園龜山

海外：

● 包含中國成都與蘇州兩大海外據點
● 成都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 4 月 29 日
● 蘇州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 11 月 22 日

公司所有權的性質與法
律形式

本公司為民營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6 年 10 月 21 日於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正式掛牌上櫃，普通股股票代碼 6538

參與公協會組織
台灣太陽能光電產業協會（TPVIA）會員、台灣電路板協會
（TPCA）會員、桃園市工業會會員

員工總人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台灣地區員工總人數為
213 人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372,69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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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經營理念

團隊和諧
Team
Work

服務品質
Persistent

Service Quality

辨辯變
Distinguish

Justify
Change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技術創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辨、辯、變
辨： 正心誠意認職盡責。員工做事能明辨是非且要靈巧，能勇於根據事實加

以辨識反駁。每一位員工都必須依靠學習所賜的知識，努力增長自己的
智慧。

辯： 釐清思維確立目標。所有員工都能夠廣學多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能辯才無礙。

變： 發揮潛能創新邁進。做事不可一成不變，必須能求新求變，隨時警惕自
己，要有變革管理的精神，朝目標前進。

◆  技術創新
 優化研發、實驗、工程、生產等技術的創新，科學是技術之源，技術是產業

之源，所有公司技術的創新都會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然網版產業創新主
要建立在核心技術與設計創新基礎之上。

 讓員工都要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為導向，利
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著理想化需要或為滿足需求，而
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環境，並能獲得有益效果。

 創新是我們的命脈。如果我們一旦停止創新，將很快的面臨沒落與失敗。我
們不但要在技術方面追求創新，在企劃、行銷、管理等各方面更要強調。

◆  服務品質
 強化顧客服務，致力提升客戶滿意度及服務品質以遍及全球各地的服務據

點、完善的服務網路，提供顧客全方位貼心服務。

 客戶服務品質的可靠性、反應性、溝通性、信用性、安全性、瞭解顧客及有
形性的需求。

 已承諾客戶的服務之能力要正確誠心的去執行。

 全心全力協助顧客解決問題並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之意願。

 認真的把每一件事、每一件任務做到最好，更要隨時檢討，務求改善，追求
並維持「客戶全面滿意」的具體實踐。

◆  團隊和諧
 凡事採取團隊分工的作法，合作無間，運用每一個成員的知識和技能協同分

工解決問題，達到共同的目標。

 凡事都能應用團隊的精神，朝著大局著想，採用共識的決策去執行。

◆  社會責任
 企業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觀念來做一些公益的事，以回饋社會。

 員工與股東同是公司重要的組成份子。我們要提供給員工一個在同業平均水
準的福利，同時讓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得到更好的報酬。

 同時，公司的成長要兼顧綠色環保不斷地盡能力回饋社會，做一個良好的企
業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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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營運績效
倉和在太陽能網版印刷領域，由於產品品質穩定優異，長期以來，在太陽能領域頗具競爭力，這也讓公司在 2020 年累計前 3 季獲利較去年同期成長高達 132%，深具

投資人的青睞。有關倉和主要產品銷售情形及近三年之合併財務績效請參考下表。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銷售量值

主要產品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太陽能電池之 
印刷用網版

27 69,987 252 1,115,542 23 88,657 240 1,586,098

非太陽能電池之 
印刷用網版

17 36,753 15 133,477 19 38,143 14 67,683

網印耗材買賣（註） - 91,649 - 52,050 - 96,223 - 61,656

合計 44 198,389 267 1,301,069 42 223,023 254 1,715,437

註一：網印耗材並無統一量化單位
註二：銷售量之單位為仟片、值為新台幣仟元

單位：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其餘為新台幣仟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營業收入 881,847 1,499,458 1,938,460

營業成本 593,850 793,706 957,877

營業毛利 287,997 705,752 980,583

營業費用 265,814 323,899 354,132

營業淨利 22,183 381,853 626,45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24 （7,599） （30,325）

稅前淨利 23,007 374,254 596,126

所得稅費用 20,965 89,844 166,871

本年度淨利 2,042 284,410 429,255

其他綜合損益 （1,520） （31,944） 16,050

本年度綜合損益 522 252,466 445,305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淨利 2,042 284,410 429,255

本年度歸屬予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522 252,466 445,305

每股盈餘 0.07 9.39 11.52

三年間稅後淨利變化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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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治理
1.2.1 董事會運作

本公司董事會依據公司章程、法令及股東會決議行使相關職權，董事會目前由 6 人組成（包含獨立董事 3 位），成員皆為男性，且年齡均在 51 歲以上。董事會之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屆董事會任期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2020 年董事會成員名單及相關進修資訊如下表（含 2020 年卸任及辭任之董事）。

姓名 性別 職稱 學（經）歷 2020 年董事會出席狀況 備註

蔡富得 男 董事長
學歷： 桃園高中
經歷： 億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亞士消防器材公司總經理、正中印刷器材公司副總經理

100% 連任，改選日期：2020/06/22

陳柑富 男 董事
學歷： 中華工專電機科、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精鍊高階管理與實務研習班」結業
經歷： 昶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正中印刷器材公司業務主管

87.5% 連任，改選日期：2020/06/22

蔡兆挺 男 董事
學歷： 澳洲 Martin College
經歷： （上海）楓葉漁具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元鼎漁具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龍門客棧餐飲

公司監察人
100% 於 2020/06/22 改選後卸任

洪明珠 女 董事
學歷： 廣州暨南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經歷： 專一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監事、台北市稅務委員會副主委

100% 於 2020/06/22 改選後卸任

王建盛 男 董事
學歷： 中國文化學院經濟學學士
經歷： 三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瓏邦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金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00% 新任，改選日期：2020/06/22

倪瑞峯 男 獨立董事
學歷： 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員林分行、世貿分行、板橋分行經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資深經

理、協理（董事會秘書室主管）
87.5%

連任，改選日期：2020/06/22
於 2020/08/18 辭任

姚文勝 男 獨立董事
學歷：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商學碩士
經歷： 六合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委員、正洋投資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代表
100% 連任，改選日期：2020/06/22

謝明仁 男 獨立董事

學歷：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勤茂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理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系兼

任講師、悅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創元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單井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宏偉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100% 連任，改選日期：2020/06/22

莊世任 男 獨立董事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博士候選人、國立中央大學企管碩士、輔仁大學科技管理所碩士
經歷： 創巨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綠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90% 新任，改選日期：2020/06/22

註：詳細資訊可參閱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報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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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董事會成員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蔡富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公司法施行後之實務運作與最新解釋函令解析 3 小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監事非常規交易分析與案例探討 3 小時

台灣董事學會 共治年代下 華人家族企業如何跨越百年 3 小時

董事 陳柑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新冠肺炎疫情對公司治理之影響與企業因應實務 3 小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企業公司治理實務：運用績效管理提升經營成效 3 小時

董事 王建盛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實務研習班 - 臺北班 12 小時

臺灣證卷交易所 上櫃 [ 公司治理 3.0 - 永續發展藍圖 ] 高峰論壇議程 3 小時

獨立董事 姚文勝
臺灣證券交易所 上櫃 [ 公司治理 3.0 - 永續發展藍圖 ] 高峰論壇議程 3 小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區塊鏈的原理與應用 3 小時

獨立董事 謝明仁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公司法施行後之實務運作與最新解釋函令解析 3 小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後疫情時代集團稅務管理趨勢 3 小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最新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導發展趨勢與相關公司治理實務解析 3 小時

獨立董事 莊世任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實務研習班 - 臺北班 12 小時

合計 5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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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效能，並使董事酬勞分派有所評核，進而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通過「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
評估辦法」，並於每年度結束時進行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2020 年 6 月 22 日倉和進行董事全面改選，因此 2020 年之董事會績效內部評估期間為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相關評估標準及評估結果呈現如下圖。

評估標準

由董事會議事單位依董事會
實際運作狀況進行評估 由各董事會成員自行評估 由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評估

三項評估結果得分均在 90分以上，整體運作狀況屬於「優良」

整體董事會
績效評估

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

提升董事會
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
與結構

董事的選任
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個別董事會
成員績效評估

公司目標與
任務之掌握

董事職責
認知

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

內部關係
經營與溝通

董事之專業
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

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

提升功能性
委員會決策
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
組成與結構

功能性委員
選任與持續
進修

內部控制

評估方式

評估結果

     註：本公司至少每三年委託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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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目前董事會底下設有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藉此發揮董事會之職能，並提升其決策品質。倉和目前尚未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責單位，然而本公司重

視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並由董事會秘書及管理部門持續宣導企業經營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義務，以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並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委員會 執掌業務 2020 年出席率 委員會成員 組織章程

審計委員會

針對以下事項進行監督：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3.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6. 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併購事項

全體委員皆為 100%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由姚文勝獨立董事
擔任召集人。

（任期：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薪酬委員會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

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全體委員皆為 100%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由謝明仁獨立董事
擔任召集人。

（任期：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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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組織架構

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稽核室

總經理室

執行副總 技術中心

廠務處 管理處 營業處 研發處

股東會

董事會 ( 董事長 )

總經理

部門 主要職掌業務

稽核室 （一）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

（二） 查核、評估各部門內控制度及衡量營
運效率。

總經理室

總經理室：

（一） 收集策略性資料與可行性分析。

（二） 追蹤公司各項工作計劃、發展規劃及
工作流程之執行情形。

（三） 追蹤各單位所提意見之處理狀況。

（四） 文件與檔案管理。

品保部：

（一） 品質政策、品質改善活動之推行。 
（二） 文管作業、品質系統之建立與維護。

（三） 原物料、製程及成品之品質監控與檢驗。

（四） 客訴異常之分析報告。

環安部：

（一） 環安衛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執行。

（二） 廢水處理和廢棄物清除與分類之規劃
與實施。

營業處 （一） 市場評估。

（二） 訂單報價與出貨收款處理。

（三） 客戶開發、調查、關係維護。

（四） 銷售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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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主要職掌業務

管理處

財務部：

（一） 會計制度之建立與執行。

（二） 審核全公司交易事項及帳務處理。

（三） 財務調度。

（四） 財稅管理報表製作。

（五） 年度預算編製及管理。

人資部：

（一） 人力需求規劃及人員招募離退。

（二） 薪酬福利作業。

（三） 教育訓練計劃推動。

（四） 員工關係發展。

資材部：

（一） 統籌與執行國內外採購計劃、供應方式。

（二） 供應商開發及管理。

（三） 生產排程及交期規劃。

（四） 生產效率控管。

（五） 倉儲與物流管理。

總務課：

（一） 行政、總務之作業及資產管理與規劃。

（二） 事務性用品之採購及庶務性支出之支
付管理。

資訊部：

（一） 網路系統架構及維護。

（二） 資訊系統導入及備援之規畫與執行。

（三） 各項電腦資訊等軟硬體之安全管理。

部門 主要職掌業務

廠務處

生產部：

（一） 完成生產製令。

（二） 生產設備之維護。

（三） 全廠各產線設備、治具之修改、開發
及製作。

（四） 廠區水電管線路養護及使用督管。

產品部：

（一） 新產品規格與客戶需求溝通聯繫之主
要窗口。

（二） 各產品新功能延伸，新製程導入評估
執行。

（三） 統籌產品服務流程設計規劃，制訂服
務規格。

（四） 製程能力、生產良率及效率提升及成
本降低評估規劃。

技術中心

研發處：

（一） 核心技術之研發規劃及導入。

（二） 結合產學深入技術研發領域。

（三） 專利權之申請與管理。

開發部：

（一） 開發及規劃新事業、新產品。

（二） 規劃建立電子印刷代工廠商轉執行計畫。

1.2.4 內部稽核
倉和設有稽核室，直接隸屬董事會，並有內部稽

核管理辦法及內部稽核施行細則明訂內部稽核之相
關內容，其範圍包含公司所有作業及子公司；稽核室
除在董事會例行會議報告外，並每月向董事長、獨立
董事報告，以確保其執行效果和效率。稽核工作主要
是依據董事會通過的稽核計畫執行，該稽核計畫乃依
據已辨識之風險擬訂，另視需要執行專案稽核或覆
核。綜合上述一般性稽核及專案的執行提供管理階層
內部控制功能運作狀況，並及時提供管理階層以便其
了解已存在或潛在缺失的另外管道。

內部稽核覆核各單位所執行的自行評估，包括檢
查該作業是否執行並覆文件以確保執行的品質，並
綜合自行評估結果，報告董事長及董事會。本公司
內部稽核單位配置專任稽核人員，主管及其所屬稽核
人員共計 2 人，並依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條規定，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由稽核主管簽
報董事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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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誠信經營
本公司秉持誠信經營，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

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訂定倉和內部「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為
準則」，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嚴格要求經營管理團隊
及員工皆需遵守誠信經營相關規範，包含禁止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不當慈
善捐贈等（詳見下表）。2020 年倉和無任何涉及貪腐與收賄、詐欺、內線交易、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之行為，亦未有相關法律訴訟及裁罰。

名稱 適用對象 主要規範內容 規章連結

誠信經營守則 全體公司員工

● 禁止行賄及收賄
●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金
●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

為
●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

關係人

道德行為準則
董事及經理人

（後兩項適用全體員工）

● 防止利益衝突
●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 保密責任
● 公平交易
●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 遵循法令規章
●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此外，為具體落實倉和在誠信經營上之決心，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對現任董
事、獨立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之教
育宣導，對新任董事、獨立董事及經理人則於上任後 2 個月內安排教育宣導，對
新任受僱人則由人事於職前訓練時予以教育宣導。本年度已於 2020 年 6 月 22 日
對現任董事、獨立董事、經理人等共 11 人進行相關教育宣導，時數為 1 小時，
課程內容包括重大訊息之保密作業，以及內線交易形成原因、認定過程及交易實
例說明，並將課程簡報檔案置於內部員工系統，提供給當日未出席者參考。針對
誠信經營相關事件的舉報方式，內部可由員工意見箱，外部則是透過發言人信箱
提出。在 2020 年，公司並未接獲相關案件的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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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風險管理
倉和致力於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藉由辨別組織相關風險與訂定管控策略，將可能面臨的威脅降至最低。下表呈現倉和所鑑別出的四大類型風險，並涵蓋七種潛

在風險及相對應的管理措施。

風險類型 潛在風險 管控策略及作法

財務風險
匯率風險

● 本公司平時在外幣資金管理上即採穩健保守之原則，並隨時蒐集匯率相關之國際金融資訊，掌握匯率變動趨勢，並請往來銀行適時提供外匯資訊與建
議，密切掌握匯率走勢以決定外幣部位。

● 未來若有較大之外匯部位產生時，本公司可依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中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辦法，從事以避險為目的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將匯率風險降至最低。

利率風險

● 本公司之財務管理係以穩健務實為原則，平日作業除持續關注全球經濟發展局勢與利率變動，維持良好財務結構外，並持續與各家銀行保持良好之授
信合作關係。

● 本公司隨著獲利穩定發展，營業活動皆持續有淨現金流入之表現，若無重大資本支出，營運周轉自有資金尚不虞匱乏，故利率變動對本合併公司影響
尚屬有限。

營運風險
通貨膨脹風險

● 本公司隨時掌握上游原物料價格的變化情形，並與供應商保持良好之互動關係，使進貨價格隨市場波動而因應調整，以減少因原物料成本變動而對公
司損益產生重大影響。

高風險投資風險 ● 本公司一向專注本業，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等相關套利與投機活動，故相關之風險實屬有限。

進銷貨風險

● 本公司之主要進貨原料皆維持兩家以上供應商，並保持良好往來關係。近年更積極與不同供應商配合，期以進貨優勢維持料品價格、品質平穩並分散
風險。

● 本公司銷售客戶群主要分佈台灣、中國、東北亞與東南亞等地，銷貨尚無過度集中單一客戶而有重大不利影響情事。

法律風險

政策風險
● 本公司將隨時注意各國政府對本公司產品之應用產業所推行之重要政策及法令規定，採取適當經營策略，在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下，同時開展符合產業之新技術及產品，穩健經營。

資訊系統風險

資安風險
● 本公司積極規劃部署資訊安全措施，改善資訊安全環境，降低資訊安全風險，並結合風險管理制度，及內部稽核流程等各項管理措施，以達成完善的

資訊安全防護。



倉和經營，誠信照「 印 」

2020 CSR Report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4

1.4.1 Covid-19 風險因應
2020 年正值新冠疫情爆發，席捲全球，除了引發人員健康危機，也造成國際市場高度震盪及不穩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各企業未雨綢繆和風險管控的能力愈顯關鍵。

為了預防營運中斷造成投資人、員工等重要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受損，倉和內部在 2020 年農曆過年期間隨即成立「集團緊急應變小組」，並在台灣母公司和大陸蘇州及成
都子公司內各自設立「防疫小組」，隨時掌握疫情最新發展變化，並以員工健康為最優先考量，除每日追蹤人員體溫、調查健康及旅遊史、視情況安排分組居家辦公外，
更購置充足的酒精、口罩、額溫計、熱影像儀等，讓員工得以有個安心的工作環境。而在公司營運端，則是配合客戶開線及需求狀況，彈性啟動代工線運作，確保在疫情
期間依然能夠準時交貨，滿足國內外客戶之需求。由於倉和對於疫情之快速及成功因應，2020 年集團整體營運績效表現極為亮眼，相較於 2019 年有大幅的成長。

1.4.2 氣候變遷風險因應
氣候變遷是當今全球所共同面臨之問題，對企業也帶來巨大的衝擊。倉和參考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7 年 6 月所發布之氣候相

關財務揭露建議（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評估檢視公司當前所面對的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

★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的核心要素

治理
該組織針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治理

策略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於組織的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實際和潛在衝擊

風險管理
組織鑑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指標和目標
用以評估和管理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指標和目標

指標和目標

風險管理

策略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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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資訊安全
本公司高度重視資訊安全，並設有資訊部作為資訊安全之權責單位，負責訂

定、推動與落實資訊安全政策；稽核室則扮演資訊安全風險之查核單位，負責督
導及查核內部資安執行狀況。若查核有發現缺失，即要求受查單位提出相關改善
計畫與具體作為，且定期追蹤改善成效，以降低資安風險。倉和 2020 年無任何
資安外洩之情事發生。

倉和積極檢視 TCFD 的各面向，將與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議題之風險融合於營運策略中，包括公司政策、內部營運管理與業務執行等。此外，本公司依循
TCFD 的建構，目前正逐步建置氣候治理組織，預計未來能將此議題逐步提高至董事會層級，並針對氣候變遷擬訂相應的策略，以更準確評估潛在風險與機會，訂定風險
管理之流程，並設立相關的指標和目標。針對氣候變遷下的風險與機會，倉和已進行初步鑑別，分析結果如下表：

氣候變遷風險

風險型態 構面 風險因子 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

實體風險 極端天氣 颱風等豪大雨造成淹水危害 強風及淹水損害公司設備、儀器與人員安全。
密切注意中央氣象局相關資訊，並配合政府防災政策，
以確保公司員工、設備和儀器皆能免於災害。

轉型風險
市場變化 國內外客戶對產品低碳之要求

為因應客戶之低碳要求，增設再生能源及購買能源憑證等，造成公司營
運成本上升。

發揮自身核心能力，將主要產品與綠能結合，以因應客
戶對低碳產品之要求。

碳價徵收 政府訂定碳價相關法規 碳價可能造成能源及營運成本提高，對公司獲利產生負面影響。
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措施，並評估設定減碳目標，減少碳
價徵收對營運成本的可能影響。

氣候變遷機會

機會型態 構面 機會因子 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

產品與服務 低碳產品需求增加 再生能源相關設備需求升高
各國政府、企業紛紛訂定再生能源相關目標，可能使再生能源及相關
產業鏈之產品需求增加，並對營運帶來正面影響。

持續研發創新，掌握及預測太陽能印刷網版之市場需求，
並調整生產與銷售策略，爭取更多產品銷售機會。

資源效率
減少生產與產品使用

耗費之能資源
透 過 產 品 設 計 減 少 求 之 能 資 源 投
入、並評估循環經濟模式

盡力減少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需耗費之水資源、能源、原物料等，並強化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進而降低生產及營運成本，提升整體財務競爭力。

進行能資源耗用盤點，找出節水、節能、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等熱點，發展相關改善計畫及目標。

風險改善

風險評估

資安治理

推動執行

•改善內部作業程序
•外部解決方案導入

•資安風險評核機制•資安政策宣導與人員
教育訓練
•資安措施導入與施行

•制定公司資訊安全政策
•制定內部資訊安全作業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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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徹本公司各項資訊管理制度能有效運作執行，因此本公司資訊安全
政策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二 三一
制度規範： 資訊環境建置： 人員資安意識訓練： 

訂定多項資安管理規範
與作業辦法，以規範本
公司人員資訊安全行為，
每年定期檢視相關制度
是否符合法規與營運環
境變遷，並依需求適時
調整。

本公司為防範各種資安
威脅，除採多層式網路
架構設計外，更建置各
式資安防護系統，以提
昇整體資訊環境之安全
性。

本公司每季定期實施新
進人員資訊安全教育訓
練實務課程，並定期對
員工實施資訊安全觀念
之宣導，以提昇全體同
仁對資訊安全之認知及
意識。

資訊安全管理措施

電腦設備管理

1. 各應用伺服器等設備均設置於專用機房，並進行門禁進出管制，且保
留進出紀錄存查。 

2. 機房備有獨立空調，以維持設備於適當環境下運轉，並配置消防滅火
設備及環境監控系統，以隨時掌控機房環境安全狀況。 

3. 機房配置不斷電設備，並連結公司發電機供電系統，避免台電意外瞬
間斷電造成系統異常，確保機房系統穩定運作。 

網路安全管理
1. 建置防火牆系統，降低外部網路危害風險。 
2. 上網行為管控，以屏蔽訪問不適當網頁，確保人員上網安全。 

病毒防護與管理

1. 伺服器與用戶端設備皆安裝企業級防毒軟體，集中控管病毒碼更新狀
況，並設置即時通報機制，確保異常通報即時處理。 

2. 用戶端設備建置安控軟體，管制用戶端於周邊設備應用與檔案使用記
錄，以避免用戶端於周邊設備與資料移動的不當使用。 

3. 建置電子郵件過濾與歸檔系統，避免垃圾郵件或含有危害內容郵件流
入用戶端電腦，而造成公司資訊環境危害。 

系統存取控制

1. 員工於各資訊服務之使用，需依資訊安全政策之規定，提出資訊權限
申請作業，並經核決程序簽准後，由資訊單位進行權限之設定，可使
用操作資訊服務。

2. 員工辦理離或職務調整，須會辦資訊單位，以確保員工資訊服務權限
得適當處置。 

系統永續運作

1. 建置備份理系統，並設置異地備援機制，以確保公司重要系統與資料，
能得到完善保存與備份。 

2. 落實災害復原演練作業，以平日備份資源進行公異機還原演練，以確
保備份資料之有效性及實際災害復原作業的可行性。 

資安教育與宣導
1. 每季針對新進員工進行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課程，讓員工了解公司資訊

安全規定與政策，降低員工觸及資訊安全規定之風險。 
2. 不定期資訊安全觀念宣導，以加強員工資訊安全防衛觀念。

◆  本公司資通安全通報程序如下，資安事件之通報與處理，皆遵守該程序
之規範進行。

通報總經理室

成立資安應變小組

尋求外援

外部協助 內部處理

報告與歸檔

結案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重大事件

確認事件真實性

資安事件發生

通報資訊單位
與單位主管



倉和經營，誠信照「 印 」

2020 CSR Report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倉和在追求產品研發創新與市場經濟成長時，也不忘
秉持著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理念，除用心對待每一位
員工，視其如家人般照顧外，也針對弱勢孩童、殘障
之友等群體慷慨解囊，把企業的溫暖送到每一個需要
的角落。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2 人才培育與發展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2.4 公益推動

一呼百「 印 」，社會推動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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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倉和將全體員工視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除了致力打造讓每一位員工都感受

到幸福的企業環境外，同時也積極招募優秀人才加入。本公司在人才招募上相當
重視平等，不會因性別、年齡、種族等而有所差別待遇。

截至 2020 年年底，倉和員工數為 213 人，其中男性 106 位，女性 107 位，
性別比各佔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見倉和對於工作權的給予並不會因性別不同而有
所差異。公司正職員工比率為 100.0%，在年齡分布上，本公司同仁年齡介於 30
歲至 50 歲者約佔全體員工 73.24%，整體平均年齡為 37 歲。

契約類型
2020 年度倉和台灣地區員工統計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合計

勞雇合約

正職員工
（不定期契約）

106 107 213 100%

臨時工
（定期契約）

0 0 0 0%

實習生 0 0 0 0%

勞雇類型
全職員工 106 107 213 100%

兼職員工 0 0 0 0%

2020 年度
員工百分比

員工年齡
百分比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合計

台灣地區

女 30 46 22 9 107 50.23%

男 11 62 26 7 106 49.77%

合計 41 108 48 16 213 100%

佔比 19.25% 50.70% 22.54% 7.51% 100%

2020 年倉和管理階層女性比例相較於 2019 維持不變，而 2021 年有多位女
性主管職位上升。公司內部晉升制度秉持公平、公正、透明等原則，對於有能力
者皆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

員工之性別百分比 管理層級 其他員工（全職）

女性 28.3% 56.3%

男性 71.7% 43.7%

在種族分布上，管理階層皆為漢民族，而其他員工亦以漢民族為最大宗
（84%），其次為外籍移工（13%），最後分別為原住民（1%）和新住民（2%）。

員工之種族百分比 管理層級 其他員工（全職）

漢民族（含泉漳、客家及外省人） 100% 84%

台灣原住民族 0% 1%

新住民（與國人結婚之國際人士） 0% 2%

其他（外籍移工） 0% 13%

另外，倉和支持身心障礙人士就業，目前共雇用 2 位身障人士，不只是為了
符合台灣地區法令規範之晉用規定，未來仍將持續積極以足額甚至是超額晉用為
目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多元化指標 身心障礙聘用人數 少數族群（原住民）聘用人
數

台灣地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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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 14 位女性、15 位男性新進員工，新進人數共計 29 人，占比超過員工總人數的 10%。而離職則有 16 位女性、13 位男性，其中有 1 位女性、2 位男性為退
休狀態。

2020 年新進與離職員工統計
員工總人數：213 人 

4.2%3.8% 9.4%8.5% 6.6%7.5%  7%6.1%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30-50 歲                 30 歲以下                 50 歲以上                   女  性                       男   性

人   數 人   數 人   數 人   數 人   數

1.4%

 0%

15

13

9

8

20

18

14

16

0

3

依年齡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依年齡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依性別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依性別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依年齡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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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灣地區員工性別薪酬比例

員工類別 主管 非主管 不分類統計

女性 0.75 0.79 0.68

男性 1 1 1

註：主管之定義為理級以上之員工

公司除了提供員工完善的薪獎福利制度外，也規劃定期健檢、員工旅遊、托兒服務等員工關懷照顧措施來體貼
每位辛勞的同仁，塑造幸福職場。

2020 年倉和的員工自願離職率為 1.6%、非自願離職率 0.46%，遠低於同業，可見公司對員工之照顧和用心深
得員工的肯定。然公司仍十分重視每一個離職員工的想法，對於人員提出離職申請時，會由主管及人力資源部進行
離職面談，了解並分析員工離職原因，做為日後相關措施改善之參考。

倉和目前雖尚未有員工持股計畫，但針對公司中的關鍵人才訂有留任計畫，期望能建立一群堅強且技術純熟的
研發菁英，作為倉和開疆闢土的後盾。透過為期 3 年的專案訓練及輔導，確保所培養的優秀人才能為公司長期所用，
並在期滿後提供豐碩的留任獎金。

倉和 2020 年享有育嬰假的員工共 6 人。2019 年申請育嬰
留停復職後工作滿一年者，以及 2020 年育嬰留停後復職之比率
皆為 100%。員工除了依法享有育嬰假外，倉和亦會提供生育補
助禮金 6,000 元。此外，員工結婚即享有 12,000 元之結婚禮金。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計

2020 年度享有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2 4 6

2020 年度申請育嬰假員工總數 0 2 2

2020 年育嬰留停後應復職人數 （A） 0 2 2

2020 年育嬰留停後實際復職人數 （B） 0 2 2

2019 年育嬰留停實際復職人數 （C） 1 2 3

2019 年育嬰留停實際復職後且工作滿一
年人數 （D）

1 2 3

復職率 %= B/A N/A 100% 100%

留任率 %= D/C 100% 100% 100%

倉和重視員工之薪酬與福利，並積極配合法
規揭露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薪資資訊。2020 年
倉和台灣地區之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其
薪資平均數為新台幣 678 仟元，相較於 2019 年
提高了新台幣 69 仟元；而薪資中位數為新台幣
564 仟元，相較於 2019 年提高了新台幣 27 仟元，
兩者皆呈現上升趨勢。

▲  員工旅遊

台灣地區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

項目 2019 年 2020 年 差異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單位：人） 208 219 增加 11 人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單位：新台幣） 609 仟元 678 仟元 增加 69 仟元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單位：新台幣） 537 仟元 564 仟元 增加 27 仟元

註：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揭露。

▼  

員
工
家
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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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專案 階層別 專  業 通  識

點選訓練申請單 受  訓 繳交培訓成果 送出電子表單 匯入報表系統
呈現訓練狀況

2.2 人才培育與發展
倉和的教育訓練規劃結合當年度經營策略，適

時地檢討人力資源發展策略，並透過績效管理分析
員工個人現階段職務與未來職涯發展狀況，階段性
的訂出訓練計劃，有系統地幫助員工學習與成長，
循序漸進地充實符合其職能所需的各項專業知識及
技能。

我們於教育訓練體系中落實於每年年度訓練計
劃，並據以策訂年度教育訓練規劃，持續強化優質
人力，作為組織長期發展之所需。倉和積極網羅優
秀人才以不斷強化公司人才庫並持續產學合作，期
待結合學術力量及實務經驗，同步提升本公司人才
硬實力，才能挹注網版開發之能量。

透過訓練表單的電子化，以系統管理個人的訓
練歷程，能將訓練相關資訊完整保留，追蹤訓練進
度及收集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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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教育訓練品質與強化員工訓練廣度，近年來導入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在執行訓練規劃時，依五大構面（即計劃、設計、執行、檢視以及成果，簡
稱 PDDRO）原則進行，並於 2019 年通過評核，藉由此系統以期許達到最佳的訓練成效。

◆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Plan
規劃

Design
設計

Do
執行

Review
檢視

Outcome
成效

◆  TTQS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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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為使新進員工快速融入環境、了解公司政策與規定及縮短學習時間，在人員入職前，由用人單位規劃培訓課程，並詳細登錄在新人學習手冊。入職後實施指導員
制度，不僅可以安撫人員入職的不安感，亦可加速融入環境。期望在三個月的培訓期間能使新進員工不但有充實的體驗，也有感受到倉和大家庭的溫暖。為有效的與外籍
員工交流，特地增設一位同國籍之舍監，除協助雙方溝通，避免忽略外籍同仁的心聲外，亦協助外籍員工就醫、採買等生活所需。

另外，因倉和在台設有產線，為確保產品質量及降低工作枯燥感，公司結合薪酬制度為產線同仁設置一系列的技能檢定考核制度。單一站別的產線同仁於入職後除了
學習該站別的技能外，若有額外學習其他技能，則可提升獎金及作為升遷之依據。此制度不僅提供員工發展機會，亦讓主管可以更確切掌握人員能力狀況。

而間接人員方面，公司透過人才盤點評估內部人才的數量和品質、促進組織擁有足夠的人力資本，2020 年倉和開始規劃的 3 年的人才發展計畫，藉由職能問卷調查、
人才九宮格分析及填寫個人發展計畫，建立倉和人才梯隊，預防未來人才斷層的情況發生。

人才發展計畫 人才發展與評估時程

讓同仁藉由員工意願、
目標職位及組織需求
來思考撰寫

透過主管的職務說明書
來盤點職能缺口

透過 X 軸為績效•Y 軸為潛能，
將人才區分為 A+、A、B、C、C-
進行最適化管理

12月
績效評估

6月
半年度中
覆核

1月
人才庫盤點

全年
過程

倉和
人才梯隊

人才九宮格
分析

個人發展
計畫

職能問卷
調查

持續的訓練、回饋、
培養、發展與能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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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人才發展體系展現倉和對人力資本的重視，教育訓練是驅使員工朝向專業的必經之路，新進員工必須報到時需完成新人訓練及新人職安訓練，到崗後，為加
強職位所需的專業能力提供 On Job Training，邁向高階主管時，亦需進行管理訓練。2020 年倉和總教育訓練時數為 4,851.5 小時，且每名員工接受的訓練平均時數達
22.78 小時 / 人。

2020 年員工受訓統計

員工類別
倉和（台灣地區）

受訓總時數 該類別員工總人數 平均受訓時數

女性主管 635 13 48.85 

男性主管 1354 33 41.03 

女性非主管 1792.5 94 19.07 

男性非主管 1070 73 14.66 

總計 4851.5 213 22.78

◆  教育訓練

倉和不僅注重人才專業上的教育訓練，對於人權及勞工權益的亦相當重視，
倉和已制訂人權政策，依勞動相關法規制定與執行管理制度及程序，致力於公平
工作環境，不因年齡、種族等不同而有所歧視。杜絶任何侵犯及違反人權之行為，
以保障權益並尊重同仁人權定期開勞資會議進行溝通交流，並且遵守道德規範，
本公司不雇用童工、不強迫或脅迫無意願之人員進行勞務行為。2020 年人權相關
教育訓練時數為 72 小時，受訓員工為 79 人，受訓員工占總員工人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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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倉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並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定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替員工打造健康安全的工作場所，為了預防職業傷害事故之發生，徹底檢視

與監督工作環境之安全，符合各廠區當地政府法令規定與公司政策要求，致力提供員工一個安全無慮的工作環境，以達到職場零災害作為最終目標，也制訂「承攬商作業
環安衛管理程序」，加強管控其他工作者在倉和管控的工作場所安危，且 2020 年無承攬商工傷事件。除此之外，若有供應商涉及違反其企業社會之政策（環保、職業安
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得隨時終止其合作關係。

倉和具備 OHSAS 18001 職業衛生安全管理體系相關能力，制訂「環安衛管理計畫管理程序」、「環安衛事故及異常調查處理管理程序」、「健康保護管理程序」以及「化
學品及危害物通識管理程序」等文件，該體系也成立安委會，以保障所有員工及承攬傷等其他工作者的安全。並針對有職業病危害因素之作業崗位（例：製程研發區、倉
儲區、辦公室區），皆會裝置工程防護裝置或個人防護裝置，以避免作業同仁在工作時，有任何機會接觸到可能之危害因素，而達到預防職業病的目的，同時會定期對該
作業崗位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截止目前，倉和未曾出現過職業病案例。

◆  倉和安委會組織圖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推行負責人

管理代表

副召集人

總召集人

員工代表

最高決策者：

陳柑富 總經理
開會頻率：

每季一次
安委會組成：

總共 13 人
勞工代表：5 人

委員主要職責：

一、 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 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 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 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 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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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流程

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 改善行動

透過現場實勘，發現不安全狀
況，以拍照方式及文字進行簡
報製作，於每月主管會報上向
高 階 經 營 層 及 各 單 位 主 管 說
明，並說明風險原因及訂立改
善日期，以達追蹤及管理之效，
並防止再發。

依據實勘之情況依據下列
情況訂定改善流程：
1. 高風險：有立即發生火

災及人員傷亡。
2. 中風險：有發生火災及

人員傷亡之危害者。
 3. 低風險：有發生火災及

人員傷亡之虞者。

依據實勘之情況依據下列情
況訂定改善流程：
1. 高風險：訂定改善日期，

單位主管加強現場巡查。
2. 中風險：實施風險管控，

各課組級主管加強巡查。
3. 低風險：每月實施 6S 稽核，

以防風險等級提高。

註： 倉和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讓工作者報告職業危害與危險狀況的流程，以及可自行離開其所認為可能導致傷害或疾病的工作狀態之政策與流程，且工作者免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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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職業傷害

項目 員工 承攬商

2020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件數 4 0

2020 年度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0 0

2020 年度職業傷害所造成嚴重的職業傷害人數 0 0

2020 年之總工作時數 468,000 10,000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比率 0 0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排除死亡人數） 0 0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 1.71 0

註 1：工作時數計算公式，該類別總人數 * 每日 8 小時工時 *250 工作天
註 2：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比率 = (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 工作總時數 ) * 200,000 
註 3：嚴重的職業傷害數量比率 = ( 嚴重的職業傷害數量 / 工作總時數 ) * 200,000
註 4：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 = (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量 / 工作總時數 ) * 200,000
註 5：可記錄之職業傷害類別 2 件為物理傷害、2 件為其他

倉和定期安排職業病健康檢查，一但發現同仁檢測值異常，持續追蹤管理並
給予必要之個別健康諮詢與關懷，以便確實防止職業病發生機率，並掌握同仁之
健康狀況，並依照職安法制訂「員工健康服務計畫書」，設置職場員工健康服務
團隊，此外每年規劃「年度健康服務計畫時程表」，推動員工健康服務，進行健
康風險評估與健康管理，採取健康促進措施，以及職場選工、配工與復工，也推
動職場健康保護四大計畫，減緩四項高度關注職安議題，增進員工身心健康，營
造健康職場。

為了加強員工健康與安全，倉和每半年依法辦理消防演習及訓練課程，提升
防火管理場所自衛防災機制，強化一般場所消防編組訓練之實施，以確保火災發
生時所有容留人員等之生命安全，並提示有關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整備應變之指導
方法，演習及訓練項目包括自衛消防編組、災害通報、避難逃生等綜合演練。

◆  職場健康保護四大計畫

預防輪班、夜班、
長時間工作猝發的
疾病。

母性健康
保護

過負荷

人因性危害 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

避免員工執行職務時
遭受主管、同事或第
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

預防重複性作業、不
良作業姿勢等引發肌
肉骨骼傷害疾病。

確保懷孕、產後、
哺乳女性員工之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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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相信環境是孕育蒼生的泉源，擁有完善的鄉土才能創造富饒的
家業。然而印刷產業屬於能源消耗較大的產業，同時若未善加管理
會產生水污染、空氣污染等環境議題亦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企業
成長的同時，倉和通過國際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推動各項
製程與作業改良，進行節水、節電、降低污染排放等改善作為，將
環境永續政策心口相應的落實在公司的營運管理中。

3.1 水資源管理
3.2 污染防治
3.3 能源管理

心口相「 印 」，守護環境Ch3

2.4 公益推動
倉和體認在公司營運持續成長前進的同時，也應當責無旁貸對環境及社會付

出關懷與貢獻，本著企業回饋社會的初衷，多年來持續關注孩童、殘障之友等弱
勢團體相關議題，並且慷慨解囊、雪中送炭，把急難救助的溫暖送達需要的角落，
並配合潔淨能源、創造永續環保，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自 2013 年起，便
捐贈桃園龜山龍壽國小弱勢孩童營養午餐及各項發展基金（如：學生管樂團），
至今已持續 8 年不間斷，累積總捐贈金額達到 39 萬元（2020 年捐贈 6 萬元）。
該國小學生也會透過在公司活動上表演來回饋，形成一股企業與地方社區居民間
善的循環。此外，公司也會配合內部活動，不定期捐贈需要捐款的組織和團體，
以行動落實對社會的關懷。

依據職場員工健康服務團隊之建議，定期執行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及在職員工
健康檢查，依據健康檢查報告結果，進行分析評估、健康管理，提出作業環境安
全改善建議，調查員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聯性，並將研究報告及記錄保存，透
過不定期舉辦健康講座，宣導職場健康觀念，定期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
練（包含：粉塵作業、化學、急救、感電等），2020 年參與人次為 301 人，完
訓比率為 99%。新人職業安全教育訓練累積時數為 114 小時，累積人數為 38 人。

▲  預防職場暴力教育訓練

▲  健康講座照片

龍壽國小感謝狀及與倉和長官之合照
▲

▲



倉和相信環境是孕育蒼生的泉源，擁有完善的鄉土才能創造富饒的
家業。然而印刷產業屬於能源消耗較大的產業，同時若未善加管理
會產生水污染、空氣污染等環境議題亦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企業
成長的同時，倉和通過國際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推動各項
製程與作業改良，進行節水、節電、降低污染排放等改善作為，將
環境永續政策心口相應的落實在公司的營運管理中。

3.1 水資源管理
3.2 污染防治
3.3 能源管理

心口相「 印 」，守護環境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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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使用與廢棄物管理示意圖

節約資源使用
減低環境衝擊

委託合法業者
妥善處理汙染物

◉ 環境政策與管理

遵守法規全員參與 健康管理 節能減碳 環安衛保護

倉和環境管理政策

倉和 ISO14001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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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資源管理
倉和使用之水資源皆為龜山地區自來水，屬於水資源較豐沛地區（註 1）。倉

和龜山廠 2020 年取水量約 25,221 立方公尺，與前兩年相比相對較低。為降低產
品用水需求，透過製程改善、購買節水水龍頭等省水標章產品，以及於廁所等用
水區域張貼節水標語，達到節約生活用水的效果。

◉ 水資源使用與管理示意圖

桃園龜山地區屬於
水資源低壓力區

龜山

A I W A N

購買節水水龍頭等省水標章產品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近三年用水趨勢
單位:度

2018 2019 2020

27,599 28,551
25,221

節約製程用水量

約57%(註２)

製程節水示意圖

註 1： 依據水資源研究中心（ Water Resource Institute ）桃園龜山地區屬於水資源低壓力區，若因
較嚴峻的旱年面臨限水會採取水車做為備援用水。

註 2： 此節約水效益以產品水密集度（ 單位產品之用水量 ）計算。

3.2 污染防治
印刷與生產網版的過程中，必須要使用相關化學藥劑，倉和明白自己有責任

有效管理相關污染物，因此透過減少資源浪費、加強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削減污
染物與廢棄物產生，善盡污染防治。

3.2.1 原料管理

1. 環境友善原料 2. 原料管理1. 環境友善原料

選用環保原料，削減污染物生成，降
低環境影響。印刷相關的環保材料可
分為兩個構面：
(1) 用於印刷之油墨等附著材料。
(2) 作為印刷媒介之再生紙等環保材料。

2. 原料管理

(1) 透過過濾技術，將主原料回收再利
用，原料減量達 80%。

(2) 提升網版技術，每日節省逾 300 張
紙張消耗以及相關耗材浪費。

(3) 善用保養紀錄卡、點檢表等盤點管
理工具，提升資源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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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股份有限公司以『成為全球最先進及最大的專業
網印科技技術及製造服務業者』為企業願景，秉持
『辨辯變、技術創新、服務品質、團隊和諧、社會責
任』的經營理念持續朝向願景發展，以下針對本公司
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階段創新策略目標簡述。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4.2 客戶關係管理
4.3 供應鏈管理

一「 印 」俱全，創新服務Ch4

3.2.2 廢棄物管理
倉和妥善處理各項可能之污染源，定期向環保主管機關申報空氣污染與水污染相關檢測數據，並且委託外部單位進行驗證，確定場內設備運作正常，污染排放量無異

常。倉和產生之污染主要來自於原料存放產生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氣體、製程中所需之洗滌用水、製程產生之廢溶劑，以及污水處理後產生之污泥。針對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倉和落實存放情形之稽核，並定期向環保主管機關申報。廢水管理上除記錄廠內每日的酸度檢測數值、處理用之藥劑使用量，也每兩個月進行水質申報，每半年請外部檢
測單位進行抽樣。除此之外，更透過生物處理的方式降低廢水處理所產生之甲烷排放。本公司製程中產出之廢溶劑、污泥以及廠區之生活廢棄物，均進行初步分類處理後
委請處理業者清運，以焚化方式處理，並定期申報清運量。

◆  2020 年環境排放統計

空氣 水 溶劑 事業廢棄物 生活廢棄物

VOCs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2.4 公噸

排放廢水
8,460.7 立方公尺

廢溶劑
產生污泥
6.56 公噸

垃圾
52.3 公噸

定期申報，落實有機化合物儲存情形
稽核

每日 pH 檢驗、加料量統計，每 2 個
月水質檢測，每半年外部檢測，生物

處理降低減少甲烷排放

設立廢水處理廠，無法處理之廢水委
託合格清運業者，定期申報清運量，

落實廢溶劑儲存情形維護管理
委託合格清運業者，定期申報清運量 落實垃圾分類

3.3 能源管理
隨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越來越顯著，能源管理以及溫室氣體

減量，已經成為現今刻不容緩的議題。倉和為了守護未來世代的權益，
也義不容辭的加入氣候行列，透過節約能源減緩全球暖化。倉和的主要
能源來自於工廠營運相關的汽柴油使用，以及製程所需之電力消耗。由
於倉和與他人共用電表，因此目前合計之用電量被列管為用電大戶。為
此倉和正積極的透過老舊設備汰換節省場內能源消耗，管理溫室氣體排
放情形。2017 年起便從廠區照明設備全面汰換 LED 燈具，降低照明功
率提升照明度， 2021 年度將汰換冷氣與空壓機等設備為變頻式，目標
將用電契約容量調整至解除列管。

能源類型 單位 2018 2019 2020

外購能源 電力 度（kWh） 13,738 13,902 11,206

轉換能源單位

合計 GJ 49 50 40

註：依據能源局網站公告排放係數表 6.0.3 版提供之熱值進行換算，電力：3,600（GJ/ 百萬度）

能源類型 二氧化碳當量（噸） 2018 2019 2020

外購能源 電力 範疇二 6.993 7.076 5.704

註 1： 溫室氣體排放計算採營運控制權法進行盤查，計算方法為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GWP 值（排放係數值引用環保
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3 版，GWP 值係引用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 ）），溫室氣體包含 CO2、
CH4、N2O，無 HFCs、PFCs、SF6、NF3 三類溫室氣體排放

註 2： 2020 年數據範疇二引用經濟部能源局 2020 年電力排放係數 0.509kg CO2e/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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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和創新策略

未來創新
推廣雷射 PI 網版於非太陽能印刷網版市場，提高新產品應用占比。
自動化生產線建立。 
前瞻技術製程開發，目標下世代產品力再提升。

新型網版應用市場擴展，
下世代產品技術儲備

現在創新
提升產品設計能力，主動依客戶需求給予最佳規格設計方案。
新產品製程產能、品質良率提升，縮短客戶交期。
一地研發，三地生產，拓展國內外太陽能印刷網版市場。

客製化網版設計服務產
能效率提升

●

●

過去創新
顛覆傳統感光網版生產製程與材料，突破原物料性能限制。
提升新製程產品力，擴大與競爭者差異。
創新發明專利佈局，保護公司智慧財產。
培養全員創新研發文化，建立相關獎勵制度，多元化專業人才養成。

開發差異化突破性產品，
掌握關鍵技術

●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4.1.1 技術創新

倉和成立電子印刷開發實驗室，協助客戶委外代工與自
行研發、提供專業的經驗與精密的設備、並協助尋找產品
驗證的材料，目的係減少客戶投入，因大部分客戶對印刷
的認知不高，此實驗室能加速客戶端與倉和技術端的合作，
並強化產品驗證、技術移轉及印刷代工的三大服務項目，也
期待回來能與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

除此之外，倉和成立集團決策中心，又稱「戰情室」，旨在梳理、系統串聯、
消彌不必要的內部工作時間、並即時產出數據，達成集團一致性，並藉此培育高
階人才，人員從課級、部級、處級培養，都有機會提拔至幕僚群，從公司個體層
級到集團層級思維，建構各部門資訊整合之集團戰情室，彙整的資訊最終提供管
理層進行決策。

◆  戰情室

戰情室設置 8大目標，其中包含 18 項計畫與指標

專利佈局、收錄研發成果，成立「圖書室」

收錄客訴的解決方案與對策

以儀錶板方式呈現，溝通性高且一目瞭然

AI 資料庫的運算，避免人工彙整錯誤

電子印刷開發實驗室

營業目標

研發目標

生產目標

品質目標

●

●

●

●

採購目標

資訊目標

人資目標

財務指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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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有感於傳統網版生產製作上，生產材料主要向國外廠商進口，尤其主要
材料網布與感光乳劑由只能仰賴日本競爭對手供應，相對競爭能力不足，只能以
價格和服務來補足技術上落差。因此，在 2001 年起本公司已開始投入研發資源，
同時在網版製作技術方面開始申請專利來提升公司整體研發基礎，近幾年中投入
上千萬資金在技術創新研究與專利佈局上，歷年申請與通過專利數如下表。

目前在客戶應用端並非全然只追求優異的細線印刷性能表現提升太陽能電池
發電效率，市場上仍有期望網版耐印度提升與節省銀漿耗量等降低生產成本為主
要需求之客戶，本公司依不同的客戶需求分別研發設計了不同產品別，為客戶量
身打造所需的太陽能所需之雷射 PI 網版，例如：斜網產品 SF1、直網無網結產品
CF2/CF3、斜網無網結產品 CF5，廣泛的產品選擇性與性能表現確實優異，獲得
台灣、中國、韓國、東南亞、印度等市場的客戶高度滿意與信任。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營業收入 897,756 881,847 1,499,458 1,938,460

創新經費 66,145 53,087 60,612 62,668

創新費用比例 7% 6% 4% 3%

註：創新經費依循「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定義，係指下列費用：
 投入創新或研發活動之人事及培育等相關費用。
 創新產品 ／ 系統 ／ 技術之樣式設計經費及投入創新或研發所產生之費用。
 供創新或研發用之圖書、樣品、消耗性器材及原料、設備儀器當年折舊費用。
 專供創新或研發單位使用建築之折舊、租金及維護費用。
 為創新或研發之權利金、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攤折費用。
 委託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辦理研究之委辦費用。
 開發新產品 ／ 系統之設計、技術開發應用及市場行銷研究費用。
 政府專案計畫經費。
 其他經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發之費用。

◆  商品 / 產品創新具體成效

產品名稱 斜網產品
SF1

直網無網結產品
CF2/CF3

斜網無網結產品
CF5

說明

可提升耐印度 50%~400% 太 陽 能 電 池 發 電 效 率 提
升 0.7%~0.15%，且耐印
度 相 較 於 其 他 製 程 高 出
50%

突破直網無網結的框
架，以 斜 網 角 度 製
作無網結產品，兼具
無網結與斜網的印刷
原理優勢，使得產品
應用更可以體現細線
15um~25um 印刷極
致的表現，使得太陽
能電池發電效率提升
0.15%~0.25%

◆  2020 年度專利 / 研發數據統計

專利申請/核准數量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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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技術專利表

創新製程 獲准國別 專利名稱 專利權號 類型

雷射加工製程

本國 網版圖案及其製造方法 I604956 發明

本國
具有離型層的印刷網版及其
製作方法

I681877 發明

聚醯亞胺（PI）
材料與塗佈製程

本國 複合材質網版及其製作方法 I635366 發明

複合編織網抽紗
製程

本國
中國

複合材質網製程方法
I566950
CN 106274023 B

發明

本國
具有複合材質網之網版製作
方法

I615279 發明

金屬網布表面處
理技術

本國
可調整網布透墨量的網版及
其製作方法

I648167 發明

本國
可局部控制紗厚的網版及其
製作方法

I670181 發明

無網結網版設計

本國
中國

用於網印太陽能電池之指狀
式電極的網版結構及其製作
方法

I644803
CN 108297533 B

發明

本國 複合材質網及其製作方法 I645250 發明

倉和雷射 PI 網版技術為突破性產品，顛覆大部分傳統網版製程，在開發初期
對於雷射加工製程、PI 材料與網版塗佈製程、複合編織網與無網結去紗製程技術
缺口係與國內雷射設備商與材料商透過採購案共同開發，透過不斷的測試修正逐
步建立缺口技術，不僅成就本公司新產品的開發亦提供合作廠商在網版產業的應
用經驗。不僅如此，倉和積極尋求學術單位力量，持續與有潛力的大專院校合作，
透過共同研究網版特用 PI 材料，於合作案結束後直接以研發替代役方式聘雇合作
對象應屆博士班畢業生進入本公司研發處任職並且建立本公司化學合成實驗室，
深化本公司對工程塑料之配方實力。

◆  產學研或跨領域合作

合作類別 合作案名稱 合作單位 合作創新成效簡述

學術單位

具光阻性質之聚
醯亞胺感光材料
開發開發

國立 A 大學化工系

 取得聚醯亞胺（PI）樹脂配方合
成技術

 研發替代役方式聘雇合作對象應
屆博士班畢業生

市場發展分析與
行銷策略研究

B 科技大學
 取得學術界角度對於倉和技術創

新與市場發展方向之分析資訊，
調整發展策略

研究單位
印刷版雷射加工
技術暨設備精進
開發

財團法人 C 研究中心
 網印圖型雷射加工速度兩倍
 技轉取得科專成果雷射光罩掃描

軟板圖案技術

跨領域 產業合作模式 台灣 D 股份有限公司

 偕同台灣 D 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品
順利導入客戶 F 公司之太陽能電
池廠網印製程網版

 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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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全球首家擁有 PI 網版量產能力的網版廠家，倉和所推出的 F9900 系列，高度契合太陽能產業共同追求的降本、提效等市場趨勢。為了更加配合客戶對細線化趨
勢的要求，倉和已研發出可印刷的細柵 15um PI 網版，在實現提升效率、耐刷次數，與節省漿重等各項重點，都有著顯著且優異的表現。倉和在 2020 年 8 月 8 日 - 10 日
於第十四屆國際太陽能產業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覽會上展出 F9900-15 線寬產品（展位元 W4-001）、也於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南港展覽館 1 館「台灣國際智
慧能源週」展出。

SNEC 第十四屆國際太陽能光伏大會暨（上海）展覽會 2019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

2020 年 08 月 10 日下午，歷時三天的第十四屆 SNEC 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圓滿落幕。儘管今
年遇到疫情影響，本次展會依舊吸引了 2000 多家國內外企業參展，展覽面積突破 20 萬平方米。 
本次展會期間，倉和可印刷的細柵 15um PI 網版，在實現提升效率，耐刷次數，與節省漿重等
各項重點，都有著顯著且優異的表現。

外貿協會與 SEMI 共同主辦的「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整合太陽能、風能、氫能及儲能 4 大主
題概念，匯集 11 國 165 家廠商，使用 567 個攤位，是全台最完整之再生能源科技展示平台。

展會期間，倉和所展示的 9900 系列（PI 材料）及各項新製程產品，完全體現出提升轉換效率、
增加耐印度及節省成本等效益，超越所有競爭者，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

◀ ◀

▲  陳柑富總經理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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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品質管理
為使客戶取得品質優良的產品，倉和導入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制定品質五大政策，控管人力、系統與產品服務、流程改善、

問題防範及部門績效提升，以滿足顧客需求，達成追求卓越品質的核心目標。倉和定期展開品質改善會議，2020 年召 52 次品質會
議。與客戶召開 12 次產品改善會議，問題解決率為 61%。

倉和為確保產品安全性，規定所有新進供應商需提交「禁用物質承諾保證書」，並定期將產品進行第三方相關檢驗，依照業務
需求完成 RoHS 或 REACH 檢驗、截止目前為止通過 RoHS 認證主要產品共有 7 項，佔同類別產品約 39%。

提高客戶滿意度、降低課退率

品質政策

服務目標

創新目標

品質目標

技術目標

社會責任目標

提高創新的產品與技術能力 提升製程良率、降低存貨周轉天數

提升無網結網版(CF系列)製程占比

廢水放流水質合格率

倉和致力提供客戶卓越的網版印刷服務。為確保客戶全面滿意，本公司關注
各營運層面的品質水準，持續深化日起有功的企業文化。針對問題與缺點，採取
積極態度、推動各項有效的預防措施，確保客戶獲得最高品質的產品及最佳的服
務。

This document is issued by the Company subject to its General Conditions of Service printed overleaf, available on request or accessible at https://www.sgs.com.tw/terms-of-service
and, for electronic format documents,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Electronic Documents at https://www.sgs.com.tw/terms-of-service.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indemnification and jurisdiction issues defined therein. Any holder of this document is advised that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on reflects the Company’s findings at the time of its
intervention only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client’s instruction, if any. The Company’s sole responsibility is to its Client and this document does not exonerate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from
exercising all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transaction documents. This document cannot be reproduced, except in full, without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Company. Any
unauthorized alteration, forgery or falsification of the content or appearance of this document is unlawful and offenders may be prosecut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the law.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results shown in this test report refer only to the sample(s) tested.

25 t+886(02)2299 3939 f+886(02)2299 3237
SGS Taiwan Ltd. 25, Wu Chyuan 7th Road, New Taipei Industrial Park, Wu Ku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Member of the SGS Group Group

:
:
:

=====================================================================================================
:
:

: (1)

(2)
:
: (1)

F

Test Report

04-Dec-2020
04-Dec-2020 to 11-Dec-2020

specified by client, with reference to RoHS 2011/65/EU Annex II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5/863 to determine Cadmium, Lead, Mercury,
Cr(VI), PBBs, PBDEs, DBP, BBP, DEHP, DIBP contents in the submitted
sample(s).)

sample(s), the test results of Cadmium, Lead, Mercury, Cr(VI), PBBs, PBDEs,
DBP, BBP, DEHP, DIBP comply with the limits as set by RoHS Directive (EU)
2015/863 amending Annex II to Directive 2011/65/EU.)

PIN CODE: 049CF9E2

Fo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SGS
www.sgs.com.tw

呈核 提案

歸檔 單位審查

提案改善
審查委員會

自主性 職責性 完整性 技術層級

執行關係 成本控制 時間掌握 經濟效益

▼  RoHS 認證 - 網版

◆  八大評價項目

2020 年倉和共有 6 案 改善，提案改善的通過率為 33.3%，
所有提案改善皆有提供獎金。

◆  提案改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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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改善成果

正銀網板滲膠改善
貼印面

鋁網版乳劑剝落異常
刮刀面

下刀處加貼 PI 膠帶
( 厚度 60um/ 寬度 5cm)改善說明

以 AB液強化乳劑硬度
乳劑加厚 10UM~15um以增加
乳劑包覆性

改善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倉和積極維持產品品質，針對客戶投訴事件列入優先處理範圍，近年來客訴
率逐年下降，2020 年接獲總客戶投訴事件為 50 件，已解決的客戶投訴事件為 50
件。

◆  客戶投訴處理流程

問題描述 暫時
防堵措施 原因分析 改善對策

4.2 客戶關係管理
客戶管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之一，倉和透過不同管道與方式來傾聽

客戶的聲音，了解客戶關注的議題與需求，同時激勵我們尋求解決方案並成長、
往前，並幫助我們持續建立密切長遠合作的夥伴關係，達到互相成長、卓越。

◆  全面客戶服務

全面客戶服務

技術
服務

產品設計及製程服務，
改善客戶生產需求

一般訂單及急單管理，
達成客戶交期需求

持續的降低成本，滿足
客戶價格需求

品質提升及持續改善，
超越客戶品質需求

交期
服務

價格
服務

品質
服務

倉和制訂「顧客回饋管理程序」、「售後服務程序」、「退貨處理流程」等，
使本公司出貨之產品能讓客戶接受，並能解決公司所產生的異常，以滿足客戶之
需求。嚴格執行跨部門合作，包含品保、生產、責任部門主管、客服人員等，致
力使客戶感受倉和的專業服務。

◆  客戶服務流程

執行
改善

客戶
通知

問題
初判

初步
分析

研擬
策略

責任
判定

覆 核
回復
客戶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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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調查能是有效且持續改善產品與服務的重要根據，藉由全方位的
調查來獲得一般顧客及受訪對象的回饋，產品或服務更具競爭優勢，創造更高的
價值；以保有原客戶及開發新市場（ 客戶），並針對客戶需求，以適時矯正改善，
做為公司營運之參考。2020 年倉和客戶滿意度皆達 9 分以上。

◆  客戶滿意度調查流程

蒐集名單、
問卷分發

問卷回收
分析、呈核 預防與矯正 資料歸檔

◆  客戶滿意度 5 大指標

專業知識

服務 技術創新

產品品質 交貨期

◆  滿意度調查結果

服務 產品品質 技術創新 交貨期 專業知識

9.3 9.1 9.0 9.3 9.4
指數

0

2

4

6

8

10

2020年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4.3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是倉和營運及永續發展的重要夥伴，本公司主要產品係高精密印刷網

版，目前可運用於太陽能電池、印刷 電路板、光電面板、被動元件、生技醫療檢
測試片等產業別使用。高精密印刷網版的原料供應商主要為高級印刷網紗、高張
力不銹鋼絲印 刷網及鑄框。供應狀況來說，分散風險維持二家以上供貨，以確保
成本及貨源穩定。

供應商管理制度來說，新供應商必須依照內部規定提供４份文件，分別是「無
衝突礦產宣告書」、「安全資料表」、「環境管理配合措施聲明書」、「禁用物質承
諾保證書」，上述文件意味著不同議題，也是我們所關切的必要指標。成為合格
供應商後，為了保持供應商的品質，供應商需經過每半年一次的考核，分為書面
稽核與實地稽核，以確保供應商能正常供應原物料，由於疫情影響，2020 年皆為
書面稽核，本公司亦積極輔導績效落後供應商並規定限期改善，若情節重大，可
能影響合格供應商資格。

倉和緊密與供應商合作，以推動供應商能將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實踐在日常管
理中，並且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一起成長，建構共榮的供應鏈。

◆  供應商考核流程服務 產品品質 技術創新 交貨期 專業知識

新進供應商
無衝突礦產宣告書
安全資料表
環境管理配合措施聲明書
禁用物質承諾保證書

●

●

●

●

供應商
考核結果

持續與表現優良供應商合作
輔導績效落後供應商
終止不合格且無法改善供應商

●

●

●

合格供應商
(每年持續交易)

書面稽核
實地稽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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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考核結果

2020 年書面稽核
供應商 (家數 )

31

2020 年供應商通
過稽核 (家數 )

31

2020 年供應商
稽核結果
A：30家
B：  1家
C：  0家

除了基礎的供應商評鑑，為了創造永續經營，主原物料供應商外，倉和皆向
在地供應商進行採購，減少碳足跡與風險分散以外，同時扶植當地供應商、照顧
與關懷當地勞工與支持本國經濟，未來會持續優先選擇距離生產基地較近之供應
商。

2020 年倉和新增 1 家供應商，且該供應商完成「供應商環境管理自評表」等
環境相關指標篩選，包含汙染物、有害物質、排放是否符合法規、針對環境操作
設備是否設置專門人員等，成為合格的新進供應商。

關於包材使用，倉和致力推動紙箱、棧板、緩衝材等重複利用，並委請包材
供應商提供第三方驗證廠商進行禁用物質檢驗，確保包材的安全與品質，且每年
供應商需更新檢驗報告，若無法提供，則停止對該包材供應商進行採購。

◆  為了增加包含重複回收利用的次數，倉和開發
  「 EPP（ Expanded polyproplene ）箱 」大幅提升回收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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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索引表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備    註

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關於報告書 2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1 倉和概況 12 本公司並未有任何被禁止銷售的產品。

102-3 總部位置 1.1 倉和概況 12 　

102-4 營運據點 1.1 倉和概況 12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1 倉和概況 12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1 倉和概況 12 　

102-7 組織規模
1.1 倉和概況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12
28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102-9 供應鏈 4.3 供應鏈管理 50 　

102-10 組織或其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 - 本年度之組織與供應鏈無重大變化。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3 誠信經營
1.4 風險管理

22
23

102-12 外部倡議 - - 本公司未簽署相關倡議。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1.1 倉和概況 12

策    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的話 3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1.2 公司治理
1.3 誠信經營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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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備    註

治    理

102-18 治理結構 1.2 公司治理 16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利害關係人溝通 5 　

102-41 團體協約 　 -
本公司尚未成立工會，故無簽訂團體
協約。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溝通 5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利害關係人溝通 5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利害關係人溝通
重大議題管理

5
7

　

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關於報告書
1.1 倉和概況

2
12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關於報告書
重大議題管理

2
7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重大議題管理 7 　

102-48 資訊重編 - 本報告書為初版報告書，故不適用。

102-49 報導改變 - 本報告書為初版報告書，故不適用。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報告書 2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 本報告書為初版報告書，故不適用。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報告書 2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報告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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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備    註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報告書 2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索引表 52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 本報告書未經外部確信。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與其邊界 重大議題管理 7 　

103-2 管理方針與其組成部分 重大議題管理 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重大議題管理 7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1 倉和概況 12 詳細資訊請參閱本公司 109 年度年報。

GRI 205：反貪腐 2016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1.3 誠信經營 22 本年度無此情事。

GRI 206：反競爭行為 2016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 - 本年度無此情事。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3.3 能資源管理 42

GRI 303： 水 2018

303-3 取水量 3.1 水資源管理 41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3.3 能資源管理 42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3.3 能資源管理 42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其
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3.3 能資源管理 42

倉和之重大氣體僅排放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VOCs），不包含 NOx、SOx 等
其他氣體。VOC 以柴油存放量排放乘
以排放係數計算。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索引表

2020 CSR Report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55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備    註

GRI 306：廢棄物 2020

306-3 廢棄物的產生 3.2 污染防治 41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

307-1 違反環境法規 - - 本年度無此情事。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4.3 供應鏈管理 50

GRI 401：勞雇關係 201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
福利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401-3 育嬰假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8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諮商與溝通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 工作者健康促進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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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403-9 職業傷害 2.3 職業安全與健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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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備    註

GRI 404：訓練與教育 2016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2.2 人才培育與發展 31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1.2 公司治理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16
28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GRI 406：不歧視 2016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 - 本年度無此情事。

GRI 412：人權 2016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2.2 人才培育與發展 31

GRI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4.1 技術創新與品質管理 44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16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1.3 誠信經營 22 本年度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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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 ）指標對照表

揭露主題 指標代碼 性質 揭露指標 對應章節 頁碼

資訊安全 SV-PS230a.3 量化
（1） 資料外洩件數
（2） 涉及客戶的機密商業資訊（CBI）或個人身份資訊（PII）之百分比
（3） 受影響之客戶數

1.4 風險管理 23

員工多元化與參與度

SV-PS-330a.1 量化
（1） 領導管理層和
（2） 其他員工的性別和種族之百分比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SV-PS-330a.2 量化
（1） 自願
（2） 非自願之員工流動率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職業道德

SV-PS510a.1 質化 說明確保職業道德之方法 1.3 誠信經營 22

SV-PS510a.2 量化 因職業道德相關之法律訴訟所造成的金錢損失總額 1.3 誠信經營 22

活動指標 SV-PS-000.A 量化

依照
（1）全職與兼職
（2）臨時及
（3）合約分類之員工人數

2.1 人才吸引與留任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