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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範疇 

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對於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預防與控管，並制定相關預警措施。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

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及資訊安全議題的風險評估，並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及營運策略之參考。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 

環境議題 

本公司訂定相關因應程序，以回應與本公司業種相關環境管理議題，主要目標為降低及預防環境造成之衝擊。

本公司訂定相關環境管理辦法如下: 

環境議題 因應辦法 

資源回收及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及可回收物管理程序 

預防汙染和節約資源 環境運行管理程序 

有害物質管理 環境有害物質管理程序 

水資源管理 廢水、廠界雜訊管理程序 

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程序 

環境管理 ISO14001 環境管理手冊 

因應氣候變遷對於企業營運的衝擊，故本公司將氣候變遷及有害物質汙染列為主要風險項目後，分別訂定能源

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程序、環境有害物質管理程序及供應商/分包商管理程序，並定期向董事會及企業社會

管理委員會報告。本公司各部門針對氣候變遷進行業務盤點及風險辨識，包含因極端氣候造成直接或間接衝擊

造成之風險與機會進行分析，並依據風險管理策略計畫作為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的核心，據以估算管理成本及財

務衝擊。透過前述收集之資料，來強化公司針對氣候變遷之治理，並有系統性的評估財務關聯性，以降低風險

並掌握商機。 

董事會

功能性委員會審議

董事會議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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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

資訊安全議題

(資訊部)

社會議題

(管理部及人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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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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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氣候變遷風險

辨識 

氣候變遷機會辨識 對公司營運可能可展開的業務項目 

能源來源 政策獎勵 選用設備以配合政府節

能補助為優先。 

檢視各區域政府政策，並配合購置符合規定之

設備，彙整相關資料後向政府窗口提交補助申

請。 

產品與服務 低碳產品或服

務 

支持產品低碳及環境友

善，選用具環保低碳材

質進行製造產品。 

檢視各產品選用低碳環保材質可行性及開發

選用環保低碳材質之潛在客戶。 

 

另外，減少能源消耗及資源有效合理使用，亦能減少使用有害物質，減少對環境汙染衝擊。 

 

社會議題 

社會議題方面，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為本公司首重之目標，為確保員工身心健康及加強職場環境安全性，

訂有「社會責任管理手冊」加以規範，並透過員工健康檢查、消防演習並透過教育訓練課程宣導職場安全及重

視員工身心健康。 

 

公司治理議題 

公司治理議題方面，本公司避免因違反主管機關法令危害公司聲譽，故本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

會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且設立公司治理主管㇐職共同監督公司有無遵守相關法令之規範，落實公司治理。 

 

資訊安全議題 

資訊安全策略主軸聚焦資訊安全治理、法令遵循及科技運用三個面向來進行，從制度到科技，從人員到組織，

全面性提升資訊安全防護能力。 

有鑑於目前資訊安全新興趨勢，如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擊、勒索軟體、社交工程攻擊、

偽冒網站等，每年與國際資訊安全廠商交流，透過專案的合作，定期關注資訊安全議題並規劃因應計畫，針對

不同情境，進行 DDoS、ATM 等攻防演練，強化處理人員的應變能力，以期能在第㇐時間即偵測到並完成阻

擋。 

資訊安全風險控管政策 

資訊安全治理  精進管理制度  

 掌控風險及強化防範 

 打造聯防體系 

持續精進管理制度，包括強化教育訓練、資訊安

全基礎架構設計，並深化保護技術。 

法令遵循  定期檢視/修訂  

 建立合規循環機制 

建立合規循環機制，定期檢視及修訂內部作業規

範以符合國際資訊安全標準及個海外地區法令。 

科技運用  內外部資料收集  

 運用數據分析  

 預測威脅及決策 

運用新技術，預測資訊安全風險並及早作出安全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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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風險管理運作情形 
 
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對於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預防與控管、制定相關預警措施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司營

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及資訊安全議題的風險評估，並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及營運策略之參考，110 年

為降低相關風險實際運作情形如下: 

 

環境議題 

辨識風險 執行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氣候變遷 政策獎勵 選用設備以配合政府節能補助為優先。 

節能減碳 持續節約用電用水、提升無紙化作業、公共事務用品盡量選用環保材質產品，

以降低環境負荷以及減少不必要之資源浪費。 

透過太陽能發電系統進行發電，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10 年利用太陽能

發電二氧化碳減少量 973,534 KG，近七年共累計減少二氧化碳減少量共

5,841,204 KG。 

支持產品低碳及環境友善，選用具環保低碳材質進行製造產品。 

有害物質汙

染 

產品選材 截至 110 年與本公司簽訂有害物質限用保證書共 210 家，佔原物料類供應

商(F 類)達成率 59.7%;因不符合標準而中止合作 0 家。 

110 年度針對電子物料進行衝突礦產調查，不含有由剛果東部及其鄰近國家

所開 採出來的鉭、錫、鎢、金等衝突金屬已完成調查 6 家。 

汙 水 處 理 系 統

優化 

增設 10 噸塑膠桶酸鹼專用儲存管路，增加內部於汙水排放前擴充酸鹼池可

容納的噸數，益處為減少工業區汙水處理負荷，減少汙水排放對環境造成之

衝擊。  

 

社會議題 

執行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員工健康 提供員工每年㇐次健康檢查及異常追蹤，受檢率每年 95%以上，已於 110 年 11 月

舉辦年度健檢。 

每年辦理 8~10 場健康活動及講座及每週 E-mail 宣導健康及安全觀念 

消防演習 加強工廠內防災教育，提高人員防災警覺，防止災害發生，定期實施消防訓練，依

據消防法第 13 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每半年實施㇐次。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

全的保護措施 

設置醫務室可簡易傷病處理、生命徵象監測及緊急傷患協助就醫，平均每月 10 位

簡易傷病處理；全公司設置 35 個醫藥箱及 2 台傻瓜電擊器，使傷患能即時獲得處

置。 

教育訓練課程宣導職場

安全 

110 年度職場安全相關教育訓練外部訓練 662 小時及內部訓練 1,89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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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議題 

執行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辦理會計師與治理單位

溝通 

分別於 110 年 3 月 24 日及 110 年 12 月 28 日辦理會計師與治理單位獨立溝通，

並將溝通結果分別彙報於 110 年 3 月 30 日及 111 年第㇐季董事會。 

辦理稽核主管與治理單

位溝通 

分別於 110 年 3 月 24 日及 110 年 12 月 28 日辦理會計師與治理單位獨立溝通，

並將溝通結果分別彙報於 110 年 3 月 30 日及 111 年第㇐季董事會。 

110 年度共 8 次於審議委員會呈報實際稽核作業執行結果。 

公司治理評鑑 配合主管機關積極強化公司治理，針對公司治理評鑑項目我司致力達成相關評鑑目

標，並於 110 年公布第七屆公司治理評鑑落於上市上櫃公司 6%-20%公司中。 

爭取納入公司治理指數

型成分類股 

列為富邦台灣公司治理 ETF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 100 指數成分股。 

增設功能性委員會 除法定規定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另增設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及永

續發展委員會，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等項目，定期檢討執行成果，110 年

分別召開 2 次及 1 次。 

增加董事會召開次數 本公司優於法令每季至少召開㇐次之規定，110 年度共召開 8 次董事會且董事平均

出席率逾 90%，顯示我司董事積極參與公司各項重大議題。 

 

資訊安全議題 

執行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危害資訊安全事件處理 110年共發生三起信箱遭盜用事件，已封鎖駭客登入位址及變更公司人員信箱安全

性設定，請同仁提醒各相關廠商確認偽冒郵件真實性。 

避免公司信箱遭大量釣

魚郵件攻擊 

資訊部-資安組避免公司信箱遭大量釣魚郵件攻擊，已封鎖該信件及相關網域，並

由針對釣魚方式提供相關處置教學說明強化員工資訊安全意識。 

防範詐騙郵件 110年度針對各部門陸續收到詐騙郵件進行資訊安全教育，強化員工辨識詐騙信件

並以沙箱過濾方式找出詐騙行為模組，有效阻擋及避免公司損失。 

升級資訊安全設備 110年規畫更新防火牆、網路交換器等相關網路資安設備韌體，以強化資訊安全防

護及網路優化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