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永光化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範圍及編輯原則 
(GRI 102-48) (GRI 102-49) (GRI 102-50) (GRI 102-54)

本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全面揭露永光化學在經濟、環境和社會各層面，涵
蓋永續發展各項重大主題所做的承諾與成果之揭露，由董事長親自審核並核准。

本報告書涵蓋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永光化學經營發展與利害關係人相關的永
續議題。報告邊界的設定，相較於2018年並無顯著改變，主要涵蓋永光化學在台灣的
營運總部及桃園地區的大園、觀音四個廠區，於永續發展方面具重大性之績效揭露。
經濟面向的內容是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IFRS)；環保安全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通用的指標表達，其餘量化數據若有特殊意義，
將另行附註說明。

本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內容架構，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Initiative, GRI）永續性報導準則(Standards)核心選項編制，詳細內容可參閱
本報告附錄中的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Standards) 對照表。

本公司為珍惜地球資源，CSR報告書以網路發行為主，紙本數量儘量精簡，請利害
關係人上網查閱及下載。紙本印刷則採用FSC森林認證的紙張，並使用大豆油墨印
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報告書第三方保證及發行時間 (GRI 102-50) (GRI 102-51) (GRI 102-52) (GRI 102-56)

本報告書委託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機構(BSI Taiwan)以AA1000保證標準(2008)及其
2018年附錄進行第三方保證。永光化學未來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上一次發行日期
為2019年5月，本次發行時間為2020年5月。

發行管道及聯絡方式 (GRI 102-53)

本報告除公告於本公司網站之外，同時發行紙本供利害關係人索取參閱。報告書內容
如有任何疏誤更正或資料更新，請以公司網站公告之電子檔案內容為準。如對內容有
任何意見、建議或諮詢，歡迎利用以下聯絡資訊與我們聯絡。

聯絡窗口：

翁國彬 處長 (公司發言人) 
電話：+886-2-2706-6006 分機190  Email：spokesman@ecic.com.tw 

李明文 經理 (公司代理發言人)

電話：+886-2-2706-6006 分機125  Email：deputy@ecic.com.tw 

吳添旺 協理 (CSR執行秘書)
電話：+886-3-386-8081 分機618  Email：csr@ecic.com.tw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5-6樓

版權所有：本刊保留所有權利，文章如需轉載，請徵詢本公司同意及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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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GRI 102-14)

各位利害關係人：

2019 年是世界局勢顛簸的一年。中美貿易戰及各地區示威活動此起彼落，造成全球

經濟持續低迷。永光化學在此變動的局勢中，業績也受到影響，獲利目標未如預期。

但仍感謝上帝保守，讓我們在不安的大環境中仍能站穩腳步，繼續深化永光化學的

核心能力，為永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這本報告書是本公司第三年依照 GRI 準則 (GRI Standard) 的核心選項來編制，也繼

續委託英國標準協會 (BSI) 依據 AA1000(2008) 標準及其 2018 年附錄進行第三方查

證。本次報告書的範圍，仍然只涵蓋永光化學在台北市的營運總部及桃園市的大園、

觀音四個廠區。

ESG(Environment 永續環境、Social 社會公益、Governance 公司治理 ) 這個「字眼」

在國內，大家已漸漸熟悉且看重。以下依照 ESG 三個面向，摘要整理幾個重點，以

利各位快速了解永光在永續性議題及國際趨勢上所做的努力。

發展永續環境方面

本公司在節水及節能減碳均有顯著的成效。在水資源管理方面，2019 年總取水量較

2018 年減少 12%；「水重複利用 / 省水量」達 417 百萬公升，節水成效為 39%。

在能源管理方面，2019 年能耗量較 2018 年減少 6%，共節電 1,486 千度 ( 減少碳

排量約 793 tCO2e)；永光三廠於 2019 年啟用「蓄熱式焚化爐」(RTO)，能將製程中

產生的揮發性有機物(VOCs)完全收集處理。永光持續開發綠色化學解決方案，例如：

色料事業處在 2019 年推出節能減排的反應性染料套組 Everzol ERC Solutions，

提供客戶環境友善的染整方案：不但縮短 40% 以上染程時間，更節水 70%、節電

67%、節省蒸氣 80%，能大幅降低染整廠的 CO2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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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Dear Stakeholders:

2019 has been a tumultuous year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The ongoing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oupled with demonstr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resulted in an extended slump in global economy. Unfortunately, Everlight Chemical hasn’t 
been spared from the repercussions of such volatile times as we were not able to meet our 
profit target due to less-than-ideal sales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 we are ever grateful to 
the blessings of God that enabled us to remain steadfast in our stride despite such times 
of uncertainty as we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company’s core capabiliti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sound basis for ou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marks our third attempt at adhering to the core option standards of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Standard) as we continued to commission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 to conduct 3rd-party verif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A1000 Assurance 
Standard (2008) and it’s 2018 Attachment. The scope of this report will still only cover Everlight 
Chemical’s HQ in Taipei City and the four plants that we operate in Dayuan and Guanyin 
Districts of Taoyuan City.

In Taiwan, everyone has gradually become accustomed to and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signi!cance that the abbreviation “ESG” (i.e.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stands for. I 
will brie"y touch on a few key points that pertain to the three aspects of ESG in order to inform 
the readers as to the efforts and commitments that Everlight Chemical has put forth with 
regards to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With regar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The Company has attained signi!cant results in water conserv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or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our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for 2019 was 
12% less compared to that of 2018; our “Return Water/Water Conserved” for 2019 came to 4.17 
million liters, translating to 39% in terms of water conservation performance. With regards to 
energy management, our energy consumption for 2019 turned out to be 6% less compared 
to 2018 as we saved a total of 1,486 MW (equivalent to a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by 
approximately 793 tCO2e) of power;the RTO furnace that became operational at our 3rd plant 
in 2019 is capable of completely trapping and processing all VOCs from our processes. 

Not only that, we have also continued to develop green chemical solutions. For instance: The 
Business Unit of Color Chemicals launched the Everzol ERC Solution as an eco-friendly dyeing 
and finishing solution for customers in 2019. This solution not only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processing time by more than 40%, it also saves 70%, 67% and 80% of water, power and steam 
respectively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entire’ plant’s CO2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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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社會公益方面

永光化學以「共享經營成果，豐富生命意涵」來詮釋幸福企業，希望能讓每一位同

仁都享有安全感、歸屬感與榮譽感。本公司也於 2019 年制頒符合國際規範的「人

權政策」。此外，我們持續參與社會公益，除了捐助社區教育活動，也資助學校軟

硬體設施、產業發展及公益活動等；我們自主舉辦淨灘活動，以實際行動守護觀音

海域環境。另外，永光二廠除了繼續幫助樹林里提升社區防災能力外，更配合桃園

市環保局「水水桃花源」企業河川認養活動，認養大崛溪河段，為地球永續美麗家

園盡一份心力。

落實公司治理方面

在資訊透明化上，2019 年我們開始提供英文版年報及完整的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

冊，並在年底完成公司中英文網頁改版，讓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更便利取得公司資

訊。在本次報告書中，也特別揭露本公司在「化學品安全管理」所做的努力與成

果。除了承諾 100% 不使用「衝突礦產原料」外，我們也將「產品達成各項國際規

範要求符合率邁向 100%」作為努力的目標。（網址 https://ecic.com/csr/product-

stewardship/）

本公司積極接軌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據以決定應持續改善的環境議題之優先順序；同時也參考國際金融穩定

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發布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報告」(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做為評估氣候變遷對永光化學潛在風險與機會的架構，並研擬相關之因應措施。

2020 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全球巨大衝擊和影響。本公司在年假開

工前就召開兩次防疫應變會議，至今仍持續關注疫情及政經情勢發展，採取適當的

因應措施。雖然大環境不樂觀，但我們有信心一定能夠平安渡過這場風暴，並將各

項衝擊影響減至最低。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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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gards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welfare:

 Sharing the fruits of our success and enrich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s Everlight Chemical’s 
interpretation of what a happy enterprise ought to endeavor. We hope that each and every 
employee can celebrate this sense of security, belonging and honor that we strive to create. On 
top of that, the Company has also established relevant human rights policy that are compliant 
with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in 2019.
We have also continued to take part in the cause of welfare and charity and apart from sponsoring 
various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s, the Company has also helped schools in the purchase 
of software/hardware facilities, contributed towar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and taken part in 
charity events. We have also held voluntary coastal clean-up activiti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of the coastal ecology at Guanyin. Furthermore, our 2nd plant not only continued 
to help Shulin Village to boost its disaster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but also took part in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 Water” initiative by Taoyu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dopt 
the section of Dajue River as the Company’s way of doing its part to protect the beautiful planet 
of Earth.

With regard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he Company began publishing its annual report and 
full contents of Handbook for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English starting from 2019. In 
addition, we also completed updating our official website so that it is now availabl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is will enable our share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to have easier access to 
relevant company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we have included a special section to disclose our 
e#orts and results in the area of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pledging that we 
will never use raw materials from con"ict resources, we will also be working towards the goal of 
“100% compliance rate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all products”. 
(Website: https://ecic.com/csr/product-stewardship/)

Everlight Chemical has been actively working towards compli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as outli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dopted relevant goals as the 
guideline that determine our priority in continual impr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Not 
only that, we have also referred to the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Recommendations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as the underlying 
framework for the Company in its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climate changes may have on Everlight Chemical so that we can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Covid-19 became a full-blown pandemic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and it has already caused 
drastic impacts and repercussions across the globe. Before the Company resumes operation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we had already held two disease-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eetings and have continued to closely monitor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for the disease and 
relev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so that we can respond accordingly. Although the 
macro environment leaves little room for optimism, we are con!dent that we will make it through 
this storm unscathed and keep all potential impacts at minimum.

I hereby o#er my sincerest wishes to you all - 
Best of health and Godspee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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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總取水量 646 ML/年(百萬公升/年)，水重複利用量417 ML，節
水成效達 39%。

2019年節電2.5%（1,486千度電）；相當於減少碳排量約793 (tCO2e)。 

榮獲第一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第一廠行政大樓取得內政部綠建築標章合格級證書（舊建築改善類）。

第一廠再度通過經濟部綠色工廠標章之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定。

第三廠啟用「蓄熱式焚化爐（RTO）」，可完全處理製程中的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

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45001）之第三方驗證。

第二廠參與桃園市環保局「水水桃花源」企業河川認養活動，獲頒
「河川認養績優企業」榮譽。

2019年新增16項環境友善產品：色料事業12項；特化事業2項；電化
事業 2 項。

2019
年永續性議題績效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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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與推行組織
Ჾ

�*5,����������*5,����������*5,��������

永光化學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後於

2014 年 6 月 22 日經董事會通過，更名為「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統籌全公司永續

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方向與目標擬定，定期由主席及委員檢視各小組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

並由委員會執行秘書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推動成效與計畫。透過「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

各小組的任務分工，有效整合內外部資源，以有系統、有組織的運作方式，逐步實現永光化

學「成為對人類有貢獻的高科技化學企業集團」的願景目標。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為：「實踐企業承諾，善盡社會責任」
並採取以下 4 項策略：

1. 落實公司治理，兼顧利害關係人利益。

2. 重視生態效益，降低環境衝擊。

3. 參與社會公益，促進社區發展。

4. 推動品格教育，豐富生命內涵。

2019 年「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共召開 2 次會議，分別由各小組報告工作內

容及執行成果，並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修訂、企業社會責任執行內容及揭露

資料、報告書內容架構調整等議題，進行討論。並由委員會執行小組將當年度執行

計畫與成果向董事會報告。

「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架構

永續環境小組

負責永續發展與環
境保護相關制度推
動，並提出改善建
議。

  

主任委員：董事長

副主任委員：總經理

推動並追蹤委員會決議事項

執行小組

生產 副總

公司治理小組

財務處 處長

負責公司治理相關
制度推動，並提出
改善建議。

社會公益小組

人力資源處 副總

負責社會公益相關
制度推動及品格教
育推廣，並提出改
善建議。

誠信經營小組

總經理室 協理

負責誠信經營相關
制度推動及禁止不
誠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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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重大主題鑑別與管理 
ᵊ

��*5,����������*5,����������*5,��������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永光化學盡力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並且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對員

工、供應商、環境、社會做出具體承諾，善加照顧；並以誠信與愛心，為增進人類福祉努力

不懈。

永光化學重視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許，透過企業網站、股東大會、滿意度調查、技術服務、

參加外部協會或組織等各種溝通管道，實地了解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議題，並加以彙整歸納，

掌握重要實質性議題之排序，做為擬定營運方針策略的參考依據。

由於永光化學所處內外經營環境與 2018 年並無差異，本公司決定 2019 年沿用 2018 年之利

害關係人重大主題；並於 2019 年第四季啟動「2020 年利害關係人重大主題鑑別調查」。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分析流程：

 1. 鑑別利害關係人
   永光化學透過各事業單位及功能處室按實務運作提報，進行利害關係人鑑別；並由

執行秘書彙總在 CSR 委員會議中提報討論。鑑別結果則以股東 / 投資人、下游 / 加工

廠 / 品牌廠 / 最終消費者、員工、供應商 / 承攬商、鄰近社區、政府機關、銀行、非

政府組織、競爭同業等 9 類為我們的主要利害關係人。

 2. 議題蒐集與考量面歸納
   議題蒐集主要以 GRI 準則作為議題蒐集之基礎，再依其關聯性與永光化學產業特性

歸納出，擬出問卷設計方針。

 3. 了解關注議題
   透過問卷對各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了解各利害關係人對議題關切度，並同步對公

司廠處管理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以評估各議題對公司營運之影響程度。

 4. 重大議題分析與排序
   將「議題對公司的影響程度」、「議題對利害關係人影響程度」的得分進行矩陣分

析與考量面排序，經由內部審核並於公司經營會議中討論後歸納出重大主題，以做

為營運方針策略的參考依據，產出 14 個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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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利害關係人關心議題與溝通方式
᳇

CSR 執秘 2019 年 8 月已在董事會列席報告 CSR 工作概況；後續將增列提報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

另外，2020 年的利害關係人將只保留 7 類，免列「非政府組織」與「競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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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鑑別 
▙

(GRI 102-46) (GRI 102-47)

我們依據利害關係人重大主題鑑別分析流程，包含「利害關係人鑑別」、「議題蒐集與考

量面歸納」、「了解關鍵議題」、「重大主題分析與排序」等四大步驟，並以「議題被關

注度」x「議題衝擊度」之得分高低，決定議題之重要性排序。

重大主題調查項目

重大主題矩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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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鑑別結果 �*5,����������*5,��������
(1)  由於本公司 2019 年所處內外經營環境與 2018 年並無差異，決定繼續沿用 2018 年利害關係人重大

主題。

如下表所示

(2)  2019 年下半年，已針對 2020 年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進行調查；其調查結果已選定 2020 年重大主

題共七項：公司經營績效、研發與技術創新創造價值、面對風險衝擊的應對管理、企業經營遵循相

關法規、水資源管理及廢污水處理、職業健康與工業安全、產品品質與服務。

〔符號說明：直接衝擊★、促成衝擊●、商業關係衝擊○、不適用 NA〕

㍹ 憴⤎Ḣ栳 ㍹ 憴⤎Ḣ栳
1 Ứ㥔䵺䇆恜⾑䛟旃㲼奶 8 ⻉㢫䉐嘼䏭
2 恜⾑䒗⡪㲼奶 � 杉⯴梏暑塄㒱䙫ㆰ⯴䮈䏭
3 䵺䇆严㔯 10 㰛岮㹷䮈䏭⎱⻉㱈㰛嘼䏭
4 䟻䙣≜㖗 11 㸂⯸僤岮㹷⎱⎆䉐㖀㵯俾
5 䔉⒨⒨峑凮㛴⋀ 12 桎⮉暘䦨㫱⎱桎⮉岮㖀䮈䏭
6 偞㥔⁌⺞凮⭰⅏ 13 ⮉㈝旃ᾩ嘼䏭
7 ῄ暃⋅ⷌ㫱䚱凮䥶∐ 14 㺒⮋㰊檻⎱䩡㰊㱈㞺㍹㔥䮈䏭

重大主題與邊界說明
ᵒ

(GRI 102-46) (GRI 103-1) (GRI 103-3)

悋堿⻥
㉐ⵍ ⃧⩱撚Ẁᵸ悋⟥᳹朊 䩟䋄㑷悛㊫旰 ⫋ょ

㇅㣗
圛㎈䪂○ �㱇‣䣉ⵤ

佟㘯 ⩠ヴ ⎟ⲣ ṙょ␄ 䟼⇾

1 Ứ㥔䵺䇆恜⾑䛟旃㲼奶
㲢䏭凮䇆怲Ɲ
⎴岑儷㩆∝⟞堳
媇Ὲ䵺䇆⭯∮

*5,���� ˓ ˓ ˓ ˓ 1$

2 恜⾑䒗⡪㲼奶 㰟乳䒗⡪Ɲ
䒗⡪䮈䏭㔦䬽⎱∝⺍ GRI 307 ˓ ˅ ˓ ĉ ˓

3 䵺䇆严㔯 ⺍㖠懄䛕㨀䮈䏭 GRI 201 ˓ ĉ ˓ ˅ ˅

4 䟻䙣≜㖗 㖗䔉⒨敲䙣㴨䧲 GRI 201 ˅ ˓ ˓ ˓ ˅

5 䔉⒨⒨峑凮㛴⋀ 䔉⒨㉧堺㛴⋀ GRI 416
GRI 417 ˅ ˓ ˓ ĉ 1$

6 偞㥔⁌⺞凮⭰⅏ ⭰塂䮈䏭㔦䬽⎱∝⺍ GRI 403 ˅ ĉ ˓ ĉ ˅

7 ῄ暃⋅ⷌ㫱䚱凮䥶∐ Ứ㥔㉦嫥Ɲ
ạ㫱字栳˚䥶Ứ㥔

GRI 401
GRI 402
GRI 412

˅ ˅ ˓ ĉ ˅

8 ⻉㢫䉐嘼䏭 㰟乳䒗⡪Ɲ
䒗⡪䮈䏭㔦䬽⎱∝⺍ GRI 306 ˅ ˓ ˓ ˓ ˓

� 杉⯴梏暑塄㒱䙫ㆰ⯴䮈䏭 㲢䏭凮䇆怲Ɲ
梏暑Ṳ柬搸∌柷昙

GRI 102
GRI 201 ˅ ˓ ˓ ˓ ˅

10 㰛岮㹷䮈䏭⎱⻉㱈㰛嘼䏭 㰟乳䒗⡪Ɲ
䒗⡪䮈䏭㔦䬽⎱∝⺍

GRI 303
GRI 306 ˅ ˅ ˓ ĉ ˓

11 㸂⯸僤岮㹷⎱⎆䉐㖀㵯俾 㰟乳䒗⡪Ɲ
䒗⡪䮈䏭㔦䬽⎱∝⺍

GRI 301
GRI 302 ˅ ˓ ˓ ˓ ˅

12 桎⮉暘䦨㫱⎱桎⮉岮㖀䮈䏭 㩆⮭㕮ờ䮈䏭徍㲼 GRI 418 ˅ ˓ ˓ ĉ 1$

13 ⮉㈝旃ᾩ嘼䏭 ⮉㈝㻦ヶ⺍䮈䏭 GRI 416 ˅ ˓ ˓ ĉ 1$

14 㺒⮋㰊檻⎱䩡㰊㱈㞺㍹㔥䮈䏭 㰟乳䒗⡪Ɲ
䒗⡪䮈䏭㔦䬽⎱∝⺍ GRI 305 ˅ ĉ ˓ 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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噆 柬䛕 ㏔朙ⅎ⮠凮⯴ㆰ*5,㋮㨀

1 ⯴ㆰḲ憴⤎Ḣ栳 ��� 䵺䇆严㔯 (GRI 201-1)

��� 䟻䙣≜㖗
��� 杉⯴梏暑塄㒱䙫ㆰ⯴䮈䏭 (GRI 102-15)

��� 䔉⒨⒨峑凮㛴⋀

2 䮈䏭㖠懄䛕䙫 䟻䙣≜㖗Ə㎷ᾂℑ峑䔉⒨凮㛴⋀ƞḍ㛰㔯䮈㎎梏暑Ə㎷⌮䵺䇆严㔯˛

3 ⏫柬㔦䬽 ��� ⒨峑㔦䬽Ɲ旃㇞桎⮉Ə⅘≜⃠‣˛
��� 䇆怲㋨乳䮈䏭㔦䬽Ɲ⯍巷Ứ㥔㉦嫥Ə䢡ῄ㰟乳䵺䇆˛
��� 梏暑䮈䏭㔦䬽Ɲ⯍㖤梏暑䮈䏭Ə䢡ῄ㰟乳䵺䇆˛

4 ���� ⅞檻㖠㠯 ��� 堳択∐⟡䔉⒨䴫⏯Ə凮桎⮉⅘≜⃠‣˛
��� ㉧堺凮㛴⋀≜㖗Ə㻦嶚⮉㈝曧㰩Ə㎷⌮桎⮉㻦ヶ⺍˛
��� 敲䙣≜㖗䔉⒨Ə㎷⌮˥䇆㥔栴岉䍢⺍˦˛
��� 㓓⮁˥Ḕ檿梏暑柬䛕˦Ḳ%&0姯䕒Ə昴ἵ梏暑塄㒱˛
��� ㋨乳㔠╫Ə㎷⌮䔉⒨⒨峑㰛㹽˛

5 ���� ⺍䛕㨀 ��� 䵺䇆严㔯Ɲ䇆㥔栴㖗⏗⹊ ��⃫K˛
��� 䟻䙣≜㖗Ɲ㖗䔉⒨䇆㥔栴⍇㮻 ���˛
��� 梏暑塄㒱䙫ㆰ⯴䮈䏭Ɲ⅏⅓⏟䙣ⰼ�ờ˥Ḕ檿梏暑柬䛕˦Ḳ%&0姯䕒˛
��� 䔉⒨⒨峑凮㛴⋀Ɲ䔉⒨⒨峑㰛㹽������!ƞ桎⮉㻦ヶ⺍����� ⇭˛

6 娼㩆∝ ��� ⺍㖠懄⟞堳ㇷ㞃Ḳ⭊㪉姵˛
��� ⏫䮈䏭䳢䵘Ḳ䮈䏭⯐㟌˛

7 ㉼⅌岮㹷 ��� 䟻䙣岢䔏Ɲ⍇䇆㥔栴 ��˛

8 ���� ⺍严㔯 ��������� 㰟ℰ⋽⭟䇆㥔栴㖗⏗⹊ ��⃫K �总ㇷ䍮 ����Ə䧬⽳䍙∐ ���
⃫K˛ạ✮䇆㥔栴 ���吓K������ 䂡 ���吓K �ạ �˛

��������� 㛰 ��㔖㖗䔉⒨㎏⇡ᷱⷩƞ㖗䔉⒨䇆㥔栴⍇㮻 ���ƞ⯯∐䴖䨴
㕟 ���ờƋᷴ␒⬷⅓⏟ƌƞ����䂡 ���ờ˛

�����⏓敲 �㬈梏暑䮈䏭⦻Ⓢ㛪字Ə㍳㎎⣽✏䒗⡪孱⋽ḍ㎷⛇ㆰ⯴䬽˛
�����⅏⅓⏟䙣ⰼ �ờ %&0姯䕒Ə昴ἵ㜑Ὥ梏暑⏖僤Ḳ塄㒱˛
�����⅏⅓⏟⒨峑㰛㹽䂡 ���!ƞ桎⮉㻦ヶ⺍ ��⇭˛
�����㜓⅓⏟娔㛰䔉⒨岓Ợ嘼Ə䢡ῄ堳択䔉⒨ᷴ␒㛰㮹䉐峑ㇽ䥨∝⎆㖀Əḍ㛰

㉧堺㛴⋀嘼㎷ᾂ䔉⒨ㆰ䔏㉧堺Ə㻦嶚⮉㈝曧㰩˛����䄈˥怼⎴┭⒨
凮㛴⋀岮姱㨀䤡㲼奶⎱凑栿『奶䮫˦ḲṲờ˛

� 㪉姵凮⯴䬽 �����䇆㔝⯍严 ��⃫K˛
� ⎆⛇Ɲ�⎾∗⅏䏪䵺㿆㙖㰊ᷴ⥩柷㜆˚曧㰩昴ἵƏ怇ㇷ㥔严塗忧˛
� �⯴䬽Ɲ��忶怵㎏ⰼ䒗⡪⎲╫䔉⒨Əḍ㋨乳怙堳䔉⒨ℑ⋽Ə⅏⊂㐝㔢ⷩ⠛Ə

㓛⤎䇆㥔奶㨈Ə凮⮉㈝⅘≜曀島˛
�����㖗䔉⒨⍇㮻⯍严 ���˛
� ⎆⛇Ɲ�Ṳ㥔嘼䆘択㖗䔉⒨ⷙ嵬怵⮁侐昷凑䄝忧⽠Ə⛇㭋㜑总㨀˛
� ⯴䬽Ɲ�⏫Ṳ㥔嘼⊇怆㎏⻊㖗䔉⒨Ə⇾⅌ ����⺍㖠懄㋨乳⊑⊂˛�

10 ���� 䛕㨀 �����䵺䇆严㔯Ɲ�媲⎪斘˥凡䁊㰟ℰ⋽⭟ ���⺍⠘˦�˛
�����䟻䙣≜㖗Ɲ㖗䔉⒨䇆㥔栴⍇㮻 ���˛
�����杉⯴梏暑塄㒱Ḳㆰ⯴䮈䏭Ɲ%&06㭊⸟怲ὃ˚ḍ䙣ⰼ �ờ˥Ḕ檿梏暑柬

䛕˦Ḳ%&0姯䕒˛
�����䔉⒨⒨峑凮㛴⋀Ɲ䔉⒨⒨峑㰛㹽������!ƞ桎⮉㻦ヶ⺍����� ⇭˛

( 一 ) 經濟面

利害關係人重大主題之管理方針


(GRI 103-2) ( GRI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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噆 柬䛕 ㏔朙ⅎ⮠凮⯴ㆰ*5,㋮㨀

1 ⯴ㆰḲ憴⤎Ḣ栳 ��� 恜⾑䒗⡪㲼奶 (GRI 307-1)

��� ⻉㢫䉐嘼䏭 (GRI 306-2)

��� 㰛岮㹷䮈䏭⎱⻉㱈㰛嘼䏭 (GRI 303-1)

��� 㸂⯸僤㹷⎱⎆䉐㖀㵯俾�(GRI 302-1) (GRI 302-4)

��� 㺒⮋㰊檻⎱䩡㰊㱈㞺㍹㔥䮈䏭�(GRI 305-1) (GRI 305-2) (GRI 305-7)

2 䮈䏭㖠懄䛕䙫 恜⾑䒗⭰㲼ị㲼奶Ə⦌╫䮈䏭ᷰ⻉Ə㎷⌮˥僤岮㹷∐䔏䍮˦˚䮧僤㸂䢚

3 ⏫柬㔦䬽 ��� 䒗⡪㔦䬽Ɲ䎴ッ✗䏪岮㹷Ə恜⭯䒗ῄ奶⮁˛
��������� 䶇憸栿㙖Ɲㇷ䂡㰟乳≜㖗˚㎷ᾂ䶇剙⋽⭟姊㱡㖠㠯䙫⅏䏪⋽䥶

Ứ㥔˛

4 ���� ⅞檻㖠㠯 ��� ㇷ䪲ḍ㎏⊼˥Ứ㥔㲼恜䮈䏭⯯㠯˦˛
�����㋨乳㎏ⰼ˥����䶇憸栿㙖˦堳⊼姯䕒ƞ忶怵壤䧲㔠╫Ə㎷檿˥⎆⬷∐

䔏䍮˦Ə㸂⯸⻉㰛⻉㢫䉐䔉⇡˚㎷檿岮㹷⛅㔝∐䔏䍮Ə昴ἵ⻉㰛㍹㔥憶
⑳⻉㢫䉐嘼䏭憶˛

5 ���� ⺍䛕㨀 ��� ⻉㰛嘼䏭㍹㔥憶������0/� Ƌ��������&0'ƌ
��� ⎆⬷∐䔏䍮������˛� ṻ姯䕒䛕㨀 �
��� ⻉㢫䉐⛅㔝∐䔏䍮������
��� ⻉㢫䉐㸂憶䍮�!���
��� 㺒⮋㰊檻⮭暭⺍����NJ�&22H� 㮶〉K䔉‣

6 娼㩆∝ ��� ⺍㖠懄⟞堳ㇷ㞃Ḳ⭊㪉姵˛
�����,62������ 䒗⡪䮈䏭䳢䵘Ḳ䮈䏭⯐㟌˛

7 ㉼⅌岮㹷 ��� ⺍䒗ῄ嘼䏭岢䔏Ɲ䳫⍇䇆㥔栴Ḳ ��˛
��� ㋨乳㔠╫Ḳ岢䔏㔖⇡˛

8 ���� ⺍严㔯 ��� ⻉㰛嘼䏭㍹㔥憶⯍严 ���0/� Ƌ������&0'ƌ˛
��� ⎆⬷∐䔏䍮总 ���˛
��� ⻉㢫䉐⛅㔝∐䔏䍮 ���
��� ⻉㢫䉐㸂憶䍮 ���
��� 两⎽㰛憶䂡 ���䙥吓⅓⌮Ɲ㰛憴壮∐䔏憶䂡 ���䙥吓⅓⌮Ə䮧㰛 ��ƈ˛
��������� 䮧曢 ����� 〉⺍曢Ə䛟䕝㖣㸂⯸䢚㍹憶䳫 ���W&22Hƞ*+*㍹ 

㔥⮭暭⺍䂡 �NJ�&22H� 㮶〉K䔉‣˛
������� 䙣䔆 �ờ䒗ῄ怼⤘㠯ờƞ乳⊇⼞ạⓈ㲼ị婴䟌⎱⯯㥔僤⊂˛

� 㪉姵凮⯴䬽 �����⻉㢫䉐⛅㔝∐䔏䍮 ���˛
� 媑㗵Ɲ惏⇭ⅴ∐䔏⻇┭⛇⎾昷㲼奶⊇⚛Ə∱㸂㔝⎾憶˛
� ⯴䬽Ɲ⏫⻇⌧ⷙᾄ䶇憸栿㙖姩⮁˥⻉㢫䉐㸂憶˦堳⊼姯䕒ḍ⟞堳
�����⻉㢫䉐㸂憶䍮 ���˛
� ���� 嵞Ə弰⇾䂡㗌⸟䮈䏭Ṳ柬Əᷴⅴ⇾䂡䛊㎎㋮㨀˛
��� 㺒⮋㰊檻⮭暭⺍ �NJ&22H� 㮶〉K䔉‣˛
� 媑㗵Ɲ⛇㥔严⎾⤎䒗⡪⽘柦˚㜑总㨀Ə⇭㮴孱⯶㈧凛˛
� ⯴䬽Ɲ㋨乳㎏⊼⏫⻇⌧䮧僤㸂䢚㔠╫㠯˛
��� 䮧僤Ḳ字栳ƏṆㆰ⇾⅌⺍Ḳ䮈䏭㋮㨀ƞ᷻ㆰ姩⮁⺍䛕㨀‣˛

10 ���� 䛕㨀 ��� 䮧曢ơ ��
��� ⻉㢫䉐嘼䏭Ɲ⻉㢫䉐⛅㔝∐䔏䍮�!����˛
��� 㰛岮㹷䮈䏭⎱⻉㱈㰛嘼䏭Ɲ两⎽㰛憶������0/˛
��� 㸂⯸僤㹷⎱⎆䉐㖀㵯俾Ɲ⎆⬷∐䔏䍮������˛
�����㺒⮋㰊檻⎱䩡㰊㱈㞺㍹㔥䮈䏭Ɲ㺒⮋㰊檻㍹㔥⮭暭⺍�� �NJ�&22H� 㮶〉

K䔉‣˛

( 二 ) 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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噆 柬䛕 ㏔朙ⅎ⮠凮⯴ㆰ*5,㋮㨀

1 ⯴ㆰḲ憴⤎Ḣ栳 ��� Ứ㥔䵺䇆恜⾑䛟旃㲼奶��*5,�������

��� 偞㥔⁌⺞凮⭰⅏�(GRI 403)

��� ῄ暃⋅ⷌ㫱䚱凮䥶∐ (GRI 401-2) (GRI 401-3) (GRI 402-1)

��� ⮉㈝旃ᾩ嘼䏭�(GRI 416-1) (GRI 416-2)

��� 桎⮉暘䦨㫱⎱桎⮉岮㖀䮈䏭�(GRI 418-1)

2 䮈䏭㖠懄䛕䙫 恜⭯⅓⏟㲢䏭㲼奶Ə⦌╫䮈䏭䇆㥔䦿⮭˛
憴好ⷌ㥔⭰⅏Ə凮∐⮚旃ᾩạ⅘Ẓ䵺䇆ㇷ㞃˛

3 ⏫柬㔦䬽 ��� 恜⭯⋅⟡㲼⎱㔦⺃㈧柹堳Ḳ䛟旃㲼ị奶䫇˛
��� ⭰塂㔦䬽Ɲ⯱憴䔆⑤Ə忤㰩曝䁤⮚˛
��� 㙡ㅎ岈䔉䮈䏭㔦䬽Ɲ恜⭯㙡岈㲼奶Ə䶔孞㙡ㅎ岈䔉˛
��� 䥶Ứ㥔⮊姧Ɲ⅘Ẓ䵺䇆ㇷ㞃Ə尷⮳䔆⑤ヶ㶜˛

4 ���� ⅞檻㖠㠯 ��� ⭳ㇷ˥ạ㫱㔦䬽˦Ḳ∝姩˚柹堳凮ạⓈ姺䷛˛
��� 凰徍⭰⅏塂䔆㴢⊼⎱⯍㖤ạⓈ㕀備姺䷛Ə昴ἵ偞㥔䁤⮚䙣䔆䍮˛

5 ���� ⺍䛕㨀 �������4�⭳ㇷ˥ạ㫱㔦䬽˦柹堳凮ạⓈ姺䷛˛
��� 两⏯⮚㋮㕟 �)6,��������

6 娼㩆∝ ��� ⺍㖠懄⟞堳ㇷ㞃Ḳ⭊㪉姵
����,62������ 偞⭰塂䮈䏭䳢䵘Ḳ䮈䏭⯐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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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概況
第一章

永光化學以《聖經》所啟示的真理「愛心」，做為經營企業的最高哲理。本公司遵循「追求進步創新，

發揚人性光輝，增進人類福祉」的經營理念，定位為提供高科技化學品及服務，與顧客共創價值，以

成為對人類有貢獻的高科技化學企業集團。

一、 關於永光化學 �*5,������ ǡ *5,�������

 公司名稱：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GRI 102-1)

 成立時間： 1972 年

 上市時間： 1988 年

 資 本 額： 新台幣 55 億元 (GRI 102-7)

  2019 年營業額 ( 個體 )：72 億元

 員工人數： 1,384 人 (GRI 102-8)

 公司組織： 台北總部、桃園 4 個生產基地

 總部位置：(GRI 102-3)

  總公司 :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77 號 5~6 樓 (02)2706-6006

 各營運據點地址及電話 (GRI 102-4)Ɲ

  第一廠：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 271 號 (03)386-8081。主要生產色料化學品。
   第二廠：桃園市觀音區工業三路 12 號 (03)483-8088。主要生產色料化學品。
  第三廠：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二段 937 號 (03)483-7682。主要生產特用化學品。
  第四廠：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北路 399 號 (03)473-7366。主要生產電子化學品。
  原料藥廠 ( 設在第二廠廠區內 )。主要生產醫藥原料藥。
  電子化學品廠 ( 設在第二廠廠區內 )。主要生產電子化學品。

 公司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GRI 102-5)Ɲ

 請參考永光化學公司年報：網址 https://ecic.com/financial/shareholder/annual/er/annual/

產品類別之營業額占比及應用領域��*5,���������*5,�������Ɲ

產品銷售地區占比  �*5,�������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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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沿革 (GRI 102-2) 

 敬請參閱公司年報：網址 https://ecic.com/financial/shareholder/annual/

臺灣永光化學公司榮譽榜

公司創立，資本額
新台幣400萬元

‧

‧

1988

1993

2006

2016

‧

‧

‧

‧

‧

‧ 通過BS 25999營運持續管理
系統（BCMS）驗證

‧

‧

‧

‧

‧1995

 

2012

2019

2000

2013

2004

‧

‧

2017

2018

2017

2001

2015

2014

 2009

1994

股票公開上市

通過ISO 9002品質管理
系統驗證

通過ISO 9001品質管
理系統驗證

榮獲經濟部第三
屆優良產業科技
發展獎-優等獎

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
系統驗證

榮獲經濟部卓越
企業公民獎

榮獲經濟部第八屆優良產
業科技發展獎-傑出獎

榮獲經濟部產業創新獎

榮獲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獎

研發中心及醫藥事業處通
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TIPS）驗證

‧通過OHSAS 18001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

2010

‧

2011

入選台灣百大品牌

入選台灣企業誠信經營
故事專輯

榮獲經濟部第一屆潛力中堅
企業獎

連續第七年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

通過ISO 22301營運持續
管理系統驗證

‧榮獲經濟部國家
   發明創作獎

‧第三廠榮獲勞動部工作生
   活平衡獎

‧榮獲台灣TOP50企業永續
   獎及企業永續報告獎

‧第四廠取得綠色工廠標章

‧通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
   TIPS A級（2016年版）驗證

‧榮獲中國染料工業協會中國
   染料百年功勛獎、優秀企業
   家獎、科技貢獻獎及優秀企
   業獎

‧榮獲環保署第一屆綠
   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通過ISO 45001之第
   三方驗證

197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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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理念 (GRI 102-14) (GRI 102-16) (GRI 102-17)

  永光化學創辦人陳定川榮譽董事長始終堅持正派經營，以誠信、守法經營企業，並以《聖經》所

啟示的真理「愛心」，做為經營企業的最高哲理，從而孕育出「追求進步創新，發揚人性光輝，

增進人類福祉」的經營理念。

  永光化學對客戶、對員工、對股東、對人類、對地球，一切的作為都出於「愛」，以兼顧「正派」

與「愛心」，做為決策依據與行為準則。我們以「正派經營，愛心管理」為文化核心，以永續經

營為使命，帶動企業持續成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致力研發、生產對人類有正面價值的化學產

品。

四、公司組織圖 (GRI 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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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屬產業供應鏈 �*5,�������
  永光化學屬於特用化學品產業，特用化學品產業的直接上游，是基礎化工原料及有機化學中  間

體，再上游是石油化學、煤焦化學與天然氣化學。特用化學品產業是化學產業中，最具技術性與

創新能力的領域，也是化學產業中直接支援電子、光電、醫藥、紡織等工業的關鍵性產業。特用

化學品產業的發展，不僅需要強化上游化學產業供應鏈，有效掌握關鍵原料貨源 ，更要跨越下

游產業異業的鴻溝，發展應用技術，以建立與客戶技術溝通的橋樑。 

六、報告期間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變化 (GRI 102-10)

  本報告期間公司規模及結構並無重大改變（如公司組織圖）供應鏈大致與 2018 年無差異。

七、預警原則或方針 (GRI 102-11)

 1.  公司已頒行「9-AA-05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每年均會針對大環境變化（如：參酌「界地平線」

等資料）進行討論，選定需優先關注議題，並決定因應措施。

 2.   各廠區也依各管理系統（ISO 9001、IATF 16949、ISO 14001、ISO 45001、ISO 22301、

TIPS、GMP 等），進行風險檢視與採取應對之預防措施。

 3. 倘遇大環境之急遽變化，也會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八、簽署外部所制定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GRI 102-12) 

  永光化學支持國內外組織在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如：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

貢獻者價值鏈聯盟承諾書 (ZDHC Contributor Value Chain Affiliate“COMMITMENT LETTER”)、

臺灣化學產業協會 (TCIA) 倡議的「循環經濟宣言」、遵循國際染料和有機顏料製造商生態與

毒理學協會 (ETAD) 高道德標準的生產製造與產品安全管理、及國際化學工業協會的「責任照

顧全球憲章」、勞動部職安署共同簽訂「安全伙伴」宣言、經濟部主導之台灣循環經濟大聯盟

（TCE100）宣示等，並響應國際勞工組織四項工作場所核心原則與權利，制頒人權政策。

九、參加外部協會或組織 (GRI 102-13)

  永光化學藉由參加外部協會或組織，了解相關利害關係人所關心之實質性議題，並表達公司就此

議題之立場與看法。其中，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及其他高階主管於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

業協會、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台灣區染顏料工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等

外部協會或組織，擔任監事、理事或常務理事。

上、中游化學產業 下游製造業

石油化學

煤焦化學

天然氣化學
健康醫療產業

基礎化工原料

有機化學中間體
特用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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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與營運
第二章

一、最高決策者的聲明 (GRI 102-14) (GRI 102-16)

  本公司依據創辦人「正派經營，愛心管理」之理念，出版「永光集團經營理念與經營原則」白皮

書。守法經營企業，以誠實反應事實，恪守合約與承諾，並遵守國內外政府規定與世界性企業倫

理規範。秉持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訂以誠信為基礎的政策，以完善的董事會運作，

健全公司治理，強化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機制，並將供應鏈納入管理體系，藉以實踐企業承諾，

確保永續經營。

二、經營績效 / 組織的價值

 1. 營業收入與每股盈餘 (GRI 201-1)

 2. 環境友善產品 (GRI 302-5)

  永光化學以「更用心的化學，更美好的生活」(Better Chemistry Better Life) 之理念，開發對環境

友善的產品，配合客戶的需求提供優良的解決方案，並降低產品應用時產生的環境衝擊。本公司

秉持對環保及服務客戶之信念，2019 年共推出 16 項環境友善產品（色料事業 12 項；特化事業

2 項；電化事業 2 項）。因礙於篇幅，僅選錄 2 項產品略述如下：

 (1) Everzol ERC Solution（色料事業）

   使用 Everzol ED 產品，搭配具有「染深、環保、易水洗」等多項特點之 Everzol ERC Solution 

全新染程。經實務操作結果相較於傳統染料與染程，可幫客戶省水 70%、省蒸氣 80%、省電

力67%、更縮減47%工時；相較於傳統中溫型染料，碳排放量(CO2e)可由傳統染料染程2.31kg/

kg- 棉，2.31kg/kg- 棉，減為 1.11kg。2019 年運用 ERC 染程方案之 Everzol ED 銷量 200 噸，

對環境已減少 CO2 排放 12,000 噸，減碳效益相當於 31 座大安森林公園。
  註： 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CO2 年吸收量約為 389 (tCO2e)/ 年。

   減碳效益計算：12,000 tCO2e/ 年 ÷389 (tCO2e)/ 年≒ 31 座大安森林公園。(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

 (2) 再生矽晶圓用研磨液（電化事業）

   製造 1 片 12 吋全新拋光晶圓片，約產生 45kg 二氧化碳排放量註。本公司 2019 年銷售

38,000kg 研磨液，應用於客戶端產出 38 萬片再生矽晶圓，可減少 17,100 (tCO2e)/ 年排放量，

減碳效益相當於 44 座大安森林公園；更是「循環經濟、環保愛地球」的具體實踐。
  註： 資料來源為 " 矽晶圓製造業資源化應用技術手冊 " 第 29 頁。（網頁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iw/013409/book.pdf）
   8 吋晶圓片，約產生 20kg 二氧化碳排放量；12 吋晶圓片，推估將產生 45kg 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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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誠信經營與企業倫理

 1. 誠信行為守則 (GRI 102-16)

   本公司已制訂「誠信經營守則」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禁止從公司董事至基

層員工接受或提供任何不正當利益，讓員工的行事作為皆有明確的規則可遵行。

 2.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 GRI 102-17)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訂定「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規定」，做為員工依循的標準，並將其列

為新進員工之訓練項目。每年皆由各單位宣導本規定一次，若員工有違反之行為發生，將列

入個人考績評核；情節重大者，則依工作規則懲處。

   「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誠信經營小組」為本公司「檢舉違反誠信經營」之專責單位；

  並於官網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獨立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2019 年之受理檢舉件數為 0）

  檢舉管道：審計委員會信箱：AuditCommittee@ecic.com.tw

  檢舉信箱： informant@ecic.com.tw；檢舉專線：(02)2326-3502

四、更健全的公司治理架構

 1. 董事會與功能性委員會：(GRI 102-22) (GRI 102-23) (GRI 102-24) (GRI 102-25) (GRI 405-1)

   永光化學重視公司治理，以確保股東權益。董事會為本公司最高治理機構，各席董事（8 位

董事及 3 位獨立董事）均依法註投票產生，任期均為 3 年。2019 年共召開 6 次董事會（出席

率達 100%），依法運作及行使職權。
  註：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董事選任程序，明訂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政策且確實執行，由各領域實務專家組成，符合營運發展

需求。
    本公司訂有董事會議事規範，明訂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並於年報揭露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董事兼任及其持股、

本公司持股占前十大股東及其相互間之關係。

 董事會之相關資訊，詳見本公司年報（網址：https://ecic.com/financial/shareholder/annual/）

(1) 2019 年董事會成員名單：

註：@ 為執行董事。

 本公司具員工身份之董事占比為 27%，獨立董事占比為 27%，女性董事占比為 9%。

 1 位獨立董事已任職 5 年，2 位獨立董事已任職 8 年。所有董事會成員皆為 5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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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各委員會及成員：

本公司每年第 1 季會進行公司內部自評並提報董事會，每三年執行 1 次外部機構評鑑，並將執行結果

揭露於公司網站。除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之外，本公司自願成立提名委員會。

〔各委員會實際運作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年報或官網。網址：https://ecic.com/governance/board_of_ 

directors/

2. 股東會運作：
  本公司自 2015 年起已自願採電子投票、並逐案表決；也陸續提供英文版開會通知單、議事手冊、

財 務報告，2019 年年報將發行英文版，讓外資股東能順利參與股東會。

3. 資訊揭露：(GRI 102-28)

  2019 年，本公司完成中英文網頁改版，提升公司財務及非財務資訊透明度。也規劃投資人關係、

公 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 ( 含利害關係人 ) 等網頁專區、提供英文版財報，供利害關係人參考。

  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公佈第六屆公司治理評鑑名單，在 901 家接受評鑑之上市公司中，本 

公司與 135 家上市公司，經評鑑為前 6~20%。

4. 會計師評核 (GRI 102-45)

 董事會每年年底選任會計師，會先審查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5. 反貪腐機制執行 (GRI 205-1) (GRI 205-2)

  永光化學為降低企業貪腐風險，已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後於 2014

年 12 月 22 日更名為「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建立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委員會定期檢

討修正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並定期作誠信宣導，形成良好的誠信經營企業文化。

 「誠信經營暨社會責任委員會誠信經營小組」為本公司「檢舉違反誠信經營」之專責單位；並於官 

 網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獨立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管道如下： 審計委員會信箱：AuditCommittee@ecic.com.tw

  檢舉信箱： informant@ecic.com.tw；

  檢舉專線：(02)2326-3502

  2019 年，本公司 24 個廠處皆已進行貪腐相關風險之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未發現有高風險的作

業。全公司「誠信經營宣導」完課人數為 1,167 人，完課率 84%。「違反誠信經營之檢舉制度」完

課人數為 1,168 人，完課率 85%。

 註：完課率以當月份「在職人數」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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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宣導】

【違反誠信經營之檢舉制度宣導】

五、 完善的內控機制 (GRI 102-25) 

 永光化學已建立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執行內控制度之自行評估及高階主管查核診斷作業。

  本公司已設置稽核室，隸屬董事會；稽核主管定期出席審計委員會和董事會，進行稽核業務報告；

每月內部稽核工作報告與每季稽核追蹤報告，呈獨立董事核閱；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立即啟動專案稽核、並將稽核結果呈報獨立董事。

六、風險事項鑑別及預防 (GRI 102-15) (GRI 102-30)

 ( 一 ) 風險管理委員會運作：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由董事長召集，總經理暨生產、研發、安環、人資、財務、

採購、稽核等主管參與運作，定期召開委員會議討論有關議題；每年在審計委員會報告

已盤點有哪些經濟、環境與社會風險，以及預定 / 或已採取措施之結果。本公司主要風險

管理組織及各項風險管理執行與負責單位，請參閱本公司年報。

   （網址：https://ecic.com/financial/shareholder/annual/）

 ( 二 ) 營運持續計畫 (GRI 102-11) (GRI 102-30)

   本公司已建立 ISO 22301 營運持續管理系統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S )。

相關政策及執行，請上網參閱本公司年報。

 ( 三 ) 原物料供需風險管理 (GRI 102-10)

   由於台灣僅生產少數基礎化學原料，2019 年永光化學採購原料的進口比例達 78%。為縮

短運送原料航程，近年來我們已將進口貨源逐步由歐美地區，移轉到中國大陸、印度、

日本、韓國等鄰近國家。但因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加快改善生態環境，瞄準大氣、水、

土壤污染防治，間接提高了中間體供應的不確定性。對於中國貨源，除開發與移轉供應

國別外，輔以「避險採購」，以降低貨源中斷風險。 

   同時，為減低運送次數、提高批次進口數量，對進口比率高之中國與印度地區，運用物

流集貨機制與要求供應商等方式，提高併櫃出貨比率、儘量降低零散出貨；並透過舉辦

供應商教育訓練、訪視供應商或供應商來訪，宣導「綠色供應鏈」之 概念，與永光化學

朝節能減碳與循環經濟的目標一起努力。

2019 年無發生「不誠信事件」，受理檢舉件數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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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公司與重要供應商、供應鏈仍維持良好關係、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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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
  本公司已頒行風險管理政策「實施風險管理 ‧ 確保永續經營」；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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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氣候變遷之風險與機會 (GRI 201-2)

  本公司依據 2019 年 10 月發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簡稱TCFD）中文版，盤點氣候相關風險 (如：政策和法規風險、技術風險、

市場風險、立即性風險⋯⋯)，研議選定並發展相關之 BCM 計畫，以期將可能造成之危害衝擊降

至最低。

  本公司已盤點並列出預應氣候變遷風險之策略方案（如：減少能資源及原物料消耗、溫室氣

體減量、發展 BCM 計畫、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並訂定管理指標。2019 年，我們已節水

12%、節電2.5%、發展6件BCM計畫；同時也盡力把握因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可能發展機會(例如：

研發及推廣 16 項環境友善產品 )，不但為守護地球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更與客戶共創雙贏的

美好未來。



27  永光化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永續環境
第三章

本公司深切體認地球資源有限及「永續發展」的重要，為善盡世界公民責任、響應綠色環保活動，實

施國際標準環境管理系統，我們進行教育訓練持續改善製程、推動工業減廢、研發環保技術，以達成

環境保護的承諾。

一、環境管理政策及策略執行

本公司環境政策為「珍惜地球資源，遵守環保規定」，並採取以下策略：

 1. 實施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2. 實施教育訓練，提升全員環保意識與能力。

 3. 持續改善製程，提高資源生產力。

 4. 推動工業減廢，落實污染預防工作。

 5. 研發環保技術，提升污染處理效能。

永光化學設立安衛處，作為環安衛風險管理之幕僚單位，負責公司有關生產製造風險、環安衛有關事

務之監督管理。各廠區也均設有環保專責單位，負責空污、水污、廢棄物、毒化物等相關環保業務之

推動執行，並採取以下措施：

 1.  訂定環境、安衛目標標的與方案管理，定期掌握各項指標執行情形及檢討目標達成進度，提

升員工參與感。

 2.  對於廠址所在地之空氣、廢棄物、廢水等環境議題都非常關切，並以「零污染」作為持續改

善之目標。

 3. 舉辦或參與各項地方環境保護活動，彰顯企業對環境友善之理念。

 4.  對外界所關心的環保議題，透過本報告書之發佈，對外進行說明執行情形，並委託公正之專

業機構進行驗證。

二、重大環境議題相關執行與績效揭露

1. 環境成本投入
永光化學自 1998 年起，領先國內業界第一家導入環境會計制度 ( 又稱「綠色會計」)，藉此記錄、分析

環境相關的成本效益，建立完整的環境財務資訊。其各類環保支出，包括：企業營運成本 ( 含預防水質

污染、事業廢棄物清理、預防空氣污染、預防土壤污染及其他 ) 和管理活動成本，以因應與有效管控各

類環保法令管制加嚴之後的風險，提高自我生產競爭力，減少生產活動對環境的衝擊。

2019 年環境成本支出 272 百萬元，約佔產值 3.8%；且歷年環境成本佔產值比例都在 4%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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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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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資源利用與管理 (GRI 303-1) (GRI 303-2) (GRI 303-3) (GRI 303-4) (GRI 303-5)

 (1) 水資源管理方針：

   各廠區用水來源主要分為地下水、自來水和工業水。因考量到北部地區各主要水庫蓄水量常年

吃緊及地下水位逐年降低、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配合政府法規及行政方針，擬定相關水利用

率調查與各項節水措施、並訂定 2020 年總取水量目標 ≦ 722ML，朝“永續水資源管理”的方

向努力。

   本公司因施行水利用率調查與各項節水措施，故 2019 年總取水量為 646 百萬公升；相較 2018

年減少 12% 取水量。其中之「水重複利用 / 省水量」達 417 百萬公升，節水成效為 39%（2018

年為 38%）。

   由於永光化學各廠區皆處於經濟部劃定之工業園區，開發前即已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因此對當

地自然保護區水質及水資源保護，並不會有造成負面或不良影響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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曃䖬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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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ⷌ㥔㰛娢�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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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廠區水資源資訊 ( 單位：百萬公升 )

註 1：總取水量之依據，為各廠水費單和水錶記錄值；總排水量之依據，為各廠水錶記錄值。
註 2：工業用水，僅永光四廠使用。
註 3：總耗水量 = 總取水量 - 總排水量。

曃䖬 2016 2017 2018 2019

㰛憴壮∐䔏憶 72 77 450 417

䮧㰛ㇷ㔯 �� ��� ��� ���

【歷年水重複利用量統計表】（節水量成效） ( 單位：百萬公升 )

註： 水重複利用量項目含雨水、冷凝水、製程回收廢水和總二次利用回收水項目。
 節水成效 (%)= ﹝水重複利用量 / 總使用量 ( 總取水量 + 水重複利用量 ) ﹞ x 100

(2) 廢水排放管理方針：

  依據製程廢水源的特性，妥善規劃廢水處理設施，並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及廠區所屬位置，採取河

川放流 ( 永光一廠排放至老街溪 ) 或納入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 永光二廠及永光三廠納入觀音工

業區廢污水處理廠、永光四廠納入桃科工業園區廢污水處理廠 )，其排放水質皆符合國家放流水標

準註和各區污水處理廠之納管標準。

 註：環保署公告之放流水標準規範，如：COD<100 mg/L；S.S.<30 mg/L 等。

3. 原物料使用與廢棄物管理 (GRI 301) (GRI 306-2) (GRI 306-3) (GRI 306-4)

  永光化學屬環保署列管化學物質運作之場所及設施，皆依法取得主管機關核發文件，做好相關化學

品安全管理，且積極參與環保署列管化學物質聯防組織，及備妥相關應變器材；並依法每年辦理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演練與教學，藉以提升同仁應變處理能力及熟練防護具之正確穿戴、降低危害發

生機率與衝擊，以確保環保署列管化學物質之正常運作。2019 年無發生嚴重洩漏事件。

  而且，本公司從產品設計到生產過程，皆參照「12項綠色化學原則」，訂定「原子利用率」進行管控，

落實製程減廢及回收再利用等改善方案，促使資源再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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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可再生原物料使用資訊：(GRI 301-1) (GRI 301-2)

　2016~2019 年廠區原子利用率 ( 含目標 ) 資訊

註：  各採購原物料會使用不同度量單位，本公司盡量將原料統一以〝重量單位〞標準化計算；其餘無法量化重量者
則歸於物料，並以〝使用個數〞計算。

2019 年廠區原子利用率實績為 63%，達成當年度目標。我們持續推動綠金願景行動計畫，將生產製程

反應的效率達到最高，其損耗降到最少，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於製程上盡量使用可再生性原物料，

期使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2019 年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 有害事業廢棄物 1,764 噸，一般事業廢棄物 9,290 噸 ) 共計為 11,054 噸，

較去年減量 13%。其中經由回收再利用等資源化廢棄物量達 6,895 噸 ( 占 62%)；而其他的清理方式皆

已全數委託國內專業合格清理機構辦理 ( 無輸出入或過境清理行為 )，以提高社會環境使用資源，促進

循環經濟發展 ; 且各廠同仁亦不定期追蹤，以確保委外廠商妥善處理各類廢棄物，避免造成額外之環境

負擔與污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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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廠區廢棄物清理資訊】 

註：某些回收再利用廠商因受限於法規加嚴，2019 年無法繼續收受事業廢棄物。

� ⴲᶻ
唓丬㑷ⷍ��� 㐶悍 2018 2019

Ṳ㥔⻉㢫䉐桅∌ 㛰⮚ ᷧ刓 㛰⮚ ᷧ刓

㕟憶 ����� ������ ����� �����

⛅㔝 31 ����� 31 �����

ⅴ䔆∐䔏 0 118 0 ���

䄁⋽ ����� 547 ����� ���

㎐➲ 0 ����� 0 �����

䏥✧ℙ⬿ 54 155 24 122

䳻悍 12,687 11,054

（單位：公噸 )

對當地社區之衝擊性評估：(GRI 413-2)

本公司各廠對於所在區域之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略述如下：

(1)  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各廠員工以雇用當地居民為優先；並提供員工宿舍給遠

道之員工，促進工廠所在地之經濟發展。

(2)  在工業安全方面：各廠危險品儲存與運送，都依主管機關要求執行、做好管理。 

且各廠參與工業區工廠聯防組織，經常參與演練以提升防災應變能力。

(3)  在取水量方面：各廠積極推行「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取水量逐年下降，節水

成 效卓著。2019 年減少取水量達 90 百萬公升。 

(4)  在汙染物排放管理方面：各廠均依規定將各項汙染物進行有效處理至合乎規格

後再行排放。

(5)  在廢棄物管理方面：我們將廢棄物進行有效分類與適當處理，並委託合格處理

廠商協助清運 。我們也經常派員跟車稽查，以確保處理廠商依規定執行。

  綜觀上述各項資訊，本公司各廠都依照政府規定執行各項環保及安全衛生相關

業務、上傳申報各項資料，確保一切合法合規。本公司各項營運活動都儘可能

減少對當地社區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之影響。若有發生違規處罰事項，

本公司 也會誠實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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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資源使用與溫室氣體 (GHG) 及空污管理 
     (GRI 302-1) (GRI 302-3) (GRI 302-4) (GRI 305-1)
     (GRI 305-2) (GRI 305-4) (GRI 305-5) (GRI 305-7)

永光化學積極配合政府所頒佈實施之相關法令，並大量使用「低

污染清潔能源」、製程改善及「推動能資源整合」等方案，進行

空污防制與改善。我們也持續關注國際間氣候變遷趨勢、重視溫

室氣體減量、持續透過能源使用管理及設備效率提升等節能改善

措施，以發揮最大能源使用率，達到「溫室氣體減量」之目的。

2019 年，本公司投入能耗總計約為 569×103 GJ，與 2018 年

605×103 GJ減少36×103 GJ能耗量(減少6%)，其主因為電力、

天然氣、蒸氣之能耗量使用削減 3~9% 所致，同時持續實施各項

節能減碳措施，總計節電 1,486 千度電 ( 節能 5,352 GJ)、減少

碳排量約 793 (tCO2e)。

最近幾年之GHG排放密集度都維持在8∼9kgCO2e/每千元產值。

本公司自 2016 年起逐步汰換燃料油鍋爐、改用「低污染清潔能源鍋

爐」後，SOx 與 NOx 減量成效非常可觀（SOx 減量 97~98%；NOx 減

量 55~59%）。但因改用大量低污染清潔能源（外購蒸氣），使得

GHG Scope 2 排放值顯著增加。

（我們將上述各相關能源使用數據，彙整於下頁圖示。）

另外，本公司對於 GHG 管控是採用「營運控制權法」，直接彙總各

廠區生產基地之 Scope 1 和 Scope 2 溫室氣體排放量。

Scope 3 則因非屬“自有或可掌控之排放源”，較無法鑑別與量化，

故不在本公司 GHG 盤查範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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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2017 年總能耗量偏低之說明：
  該年度因“低耗能”之「數位紡織印花墨水 (DTP)」產品之市場需求量大增，且當年

也已不再使用燃料油所致

【2016~2019 廠區能耗量統計圖】(GRI 302-1) (GRI 302-3)

註 1：「其他」項，是指柴油、汽油、液化石油氣、綠電能源耗用量之合計。

註 2：【能源換算方式與係數源】

 (1) 1GJ=10 億焦耳 (J)。

 (2) 1 卡 =4.1858518 焦耳 (J)。

 (3) 各 GJ 換算公式：能耗熱值 ( 卡 )= 各能源使用量 x 各熱值係數 

  ( 能源局公告 / 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 )。

 (4) 2016~2019能源密集度資訊如下，以利瞭解各年度產值的能源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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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017~2019 年產線持續擴充、添購設備（如：臭氧機⋯等 )，以致 Scope 2 tCO2e
大幅增加。

【2016~2019 廠區碳排密集度資訊】( GRI 305-4 ) 

� 凮⟡㹽������㮻廪 �

註：

1. CO2e 表示溫室氣體當量。

2.  Scope 1：  直接排放源，其盤查氣體種類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

碳化物，上述已涵蓋生物源排放。

3.  Scope 2： 間接排放源，依大園汽電股份有限公司、華亞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及台灣電力公司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為主。

4.  計算溫室氣體所用係數及全球暖化潛勢 (GWP)，參閱「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和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3

版」資料。

5. 2005 年為基準年，其數據僅涵蓋永光一廠區、二廠區、三廠區。

6. 永光四廠自 2016 年營運，GHG 排放資料如下：

7.  各廠持續進行清潔生產與製程改善、並採用清潔能源。相較於 2005 年，近幾

年的Scope1溫室氣體都有減量約50%之顯著成果；但Scope 2數值也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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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廠區能耗量統計表】(GRI 302-4)(GRI 305-5)

註：1.   2018 年節能 1,154 千度，換算節省碳排為 639 tCO2e。2019 年減碳效益較
  2018 年提升〔(793-639)/639〕x100%=24%。
 2. 參照能源局公告最新「107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 =0.533kg CO2e/ 度」。
 3. 節電之 GJ 換算，請參閱 p.31【能源換算方式與係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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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廠區空污排放量統計】

註 1：上述資料來源為「各廠區空污申報」資訊。
註 2：因 2017 年有多項製程變更（增設固定污染排放源），以致後續申報值較 2016 年皆增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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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法規遵循

(GRI 307-1)

(1) 環保違失案件
  桃園市環保局 108 年 5 月 30 日稽核三廠時發現：M07 製程申請變更，尚未取得核發試車通

知即逕行操作，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4 條第 2 項」；8 月 30 日開單罰款新臺幣 10 萬元

（府環空字第 1080216653 號）。

 後續已於 7 月 25 日取得試車核准，109 年 3 月 13 日取得操作許可證。

(2)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改善執行進度說明
  永光三廠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被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依法持續進行相關

改善整治。

 2019 年執行進度如下：

   4 月提送整治計畫書，12 月通過審查，2020 年 1 月 16 日取得桃園市政府核定；續依計畫期

程執行。2020 年預計投入 5 千萬元進行整治，全案預計 2025 年 6 月完成。

6
綠色供應鏈管理 

 (GRI 308-1) (GRI 414-1)

「遵守法令，推展綠色採購，以誠信原則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是永光化學的採購政策。供應

商管理政策則為：「督導供應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以落實的安環、穩定的品質、準時的交期、

具競爭力的價格、優質的服務，供應原材料，共創雙贏」。

永光化學已完成ISO 22301、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IATF 16949及TIPS等系統建置、

驗證與登記，並督促相關供應商配合遵守。我們也建立「原料供應商評核表」，特別將環境保護

( 依據 ISO 14001 系統要求 )、職業安全衛生 ( 依據 OHSAS 18001 或 ISO 45001 系統要求 )、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風險辨識暨營運持續能力等等，列入評分項目，依評分結果做為篩選關鍵新

供應商的重要依據；並持續推行「永光化學綠色夥伴 EGP(Everlight Green Partner)」認證系統，鼓

勵供應商踴躍加入。

此外，也要求供應商簽署 HSF(Hazardous Substance Free) 無有害物質承諾書，透過風險評估、供應

商審查與管理來檢視重要供應商的社會責任與環境績效，協助供應商提升社會責任之認知及環境

管理能力。

我們透過舉辦供應商教育訓練、拜訪供應商與供應商來訪等機會，向供應商宣導建立綠色供應鏈、

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期盼與供應商共同努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供應鏈永續發展。另外

我們也藉由推行「永光化學綠色夥伴 EGP 認證系統，朝「綠色供應鏈更上一層樓」而持續努力。

1) 本公司針對 32 家重要供應商發出問卷，調查下列三項議題：

 a) 每噸成品之廢水產出量。

 b) 公司運作是否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規定。

 c) 雇用員工是否符合當地政府之相關法規。

 供應商回應資料如下：

ⴲⵤ 2018 2019
媦㟌⮝㬈 12 32

⛅奭⮝㬈 11 25

⛅奭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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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度對採購金額達台幣 5百萬元以上之供應商 ( 約佔總進貨 90%) 進行 CSR 政策
及方針調查；共調查 163 家（2018 年為 130 家），有 42% 廠商已發行或制定 CSR 政
策方針。

(3)  2019 年持續向供應商推廣 ISO14001，以推展綠色供應鏈。
 統計色料與特化 A類供應商「獲得 ISO14001」之比例：

(4) 供應鏈的風險管理：

  為確保原物料之供貨無虞，本公司將「單一供應商」之原物料品項列為風險評估的對象，每月

追蹤原物料庫存狀況。2019 年度已針對 2018 年列為「中風險」的 42 家供應商發送「供應商

評核表」，請供應商依照品質、製程管理、環境保護系統、安全衛生系統以及保護工作人員安

全等項目進行自評作業，並由各相關單位持續追蹤。

2020 年將針對 11 家「中風險」供應商與 1 家「高風險」供應商，發送「供應商評核表」，並提高

庫存、開發貨源，以降低供貨中斷風險。 

2019 年度「單一供應商」，共盤點 281 家供應商如下：

註：僅 1 家供應商有 4 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規定」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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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承諾與社會參與
第四章

一、企業承諾
永光化學以「尊重員工」為原則，遵行人性化管理；以「品格第一」為導向，將品格教育落實在員工

的日常生活與專業工作之中；以「正派經營」的理念，提供員工合理權益與福利，維持融洽和諧的勞

資關係。

本公司關切員工身心健康，藉著多元豐富的社團活動，提供員工切磋學習、休閒娛樂的機會；舉行「年

終感恩禮拜」，感謝員工的努力與貢獻，並持續推動品格教育，豐富員工生命內涵。

永光化學秉持「正派經營，愛心管理」的核心價值，一切勞動條件、管理制度與所制定之工作規則，

皆遵守國家政府相關勞動法規，以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

2019 年的重點工作在於持續營造安全、安心的工作環境，遵守工作規則、制頒人權政策、精進考核細

項、舉辦健康樂活活動，全體員工共同邁向「幸福企業」的美好願景。

永光化學除了為員工加入勞保、健保、團體保險，享有生理假、育嬰假、家庭照顧假等各項權益之外，

並實施「員工退休管理辦法」，提供穩固的退休金提撥與給付。同時，為表彰資深員工與優良員工對

公司長期的貢獻，分別贈予紀念金幣及頒發獎座。

本公司設有企業工會，2019 年工會人數 1,010 人，佔全公司員工 81 %。每季依法召開勞資會議、並

於年底舉辦工會幹部餐敘座談會，以達到協調勞資關係、並促進勞資合作。

每年舉辦員工年終座談會，也藉著發行季刊及月會宣導，讓員工充分了解公司的重大政策與發展，適

時表達意見，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確保員工權益。

定期契約之全職員工 ( 移工、實習生 )，也都依契約內容核定薪資福利。

 其他揭露事項如下：

企業工會成立於 1987 年，本公司已頒佈工作規則及定期召開勞資會議；迄今並無訂定團體協約。

2019 年已依法召開 4 次勞資會議，透過報告及提案討論，增進雙方順暢溝通，尚無爭議發生。

��� 團體協約 (GRI 102-41)

本公司對於會影響員工權益之重大營運變化及相關因應措施，定會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提前通知受

影響的員工，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依員工年資提前 10 至 30 日預告。

2019 全年，並無此情事發生。

���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GRI 402-1)

本公司全體員工皆參與退休計畫。依勞動基準法 ( 以下簡稱舊制 ) 第 56 條之規定，提撥勞工退休

準備金，每年三月依法足額提撥至專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 以下簡稱新制 ) 規定，提繳勞退新制

員工 6% 之退休金至勞保局勞工個人帳戶。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每月薪資

代扣至個人退休金專戶。本公司也設有“申請提早退休”之「60 專案 ( 年資＋年齡 )」，提供給

有需要的員工。

��� 定義福利計畫義務與其他退休計畫 (GRI 201-3)

1. 和諧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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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19 年度男性及女性員工薪資與當地基本薪資 (23,100 元 ) 比例，均為 1.23 : 1。所有員

工之薪資，均高於當地基本薪資。

���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率 (GRI 202-1)

本公司高階管理階層，100% 為台灣當地居民。

��� 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GRI 202-2)

本公司一般基層人員之男性與女性薪資 ( 相同職等 )，比例約為 1：1。

男性與女性員工之薪酬福利，也都完全相同。

���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GRI 405-2)

本公司依據 性平法、就業服務法及勞動基準法等規定晉用

及管理員工；並已訂定「性騷擾申訴及懲戒規定」及設置「申

訴處理委員會」，依規定執行。2019 年無發生歧視事件。

���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GRI 406-1)

本公司遵守各項勞動法令及「永光人權政策」，從未聘用童工。

資材處也已針對 32 家重要供應商發出問卷調查，詢問該公司運作

是否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規定及是否符合當地政府之相關法規。（調

查結果詳見「綠色供應鏈管理 (p.37)」）本公司每年逾 3,000 份的

採購合約，都要求供應商確認「不雇用童工」；供應商也都簽認。

���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GRI 408-1)

本公司遵守各項勞動法令及「永光人權政策」，絕無強迫性勞動等情事及風險。

資材處也已針對 32 家重要供應商發出問卷調查，詢問該公司運作是否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規定及是否符合當地政府之相關法規。（調查結果詳見「綠色供應鏈管

理 (p.37)」）

��� 具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5,�������

永光化學從未發生侵犯原住民權利之事件。

本公司為保障原住民員工權益，另設有祭儀假，讓員工可依其族人的歲時祭儀請假。

����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 GRI 411-1 )

人才，是持續發展的基礎。本公司配合政府經濟政策，以台灣為主要生產基地及營運總部，

持續投資並積極培養科技與各功能之經營管理人才。除重視產品品質、研發創新、產品製

造及技術服務，更將技術深根台灣，設立生產基地與研發中心，發展高科技化學產業；持

續且積極的為人類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 人才培育與發展：

(a) 最高治理單位 ( 董事會 ) 成員，詳見「2019 年董事會成員名單 (p.22)」章節內容。

(b) 本公司員工均為正職，無臨時或兼職員工。一般員工人力結構，如下表所示：

����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GRI 405-1) (GRI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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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永光化學人力結構表】

註：應聘用身心障礙人數 10 人 ( 男 7, 女 0)，不足 3 人。依法補足基本工資 3 位。

註：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統計。

2019 年新進人員共計 133 人；離職正式人員共 170 人 ( 含退休人員 7 人 )。

離職與新進人員皆以 30 歲以下，佔比較高。

���� 2019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GRI 401-1)

2. 學習與成長 
(GRI 404-1) (GRI 404-3)

永光化學長期推動員工品格教育，以品格教育為根基；在管理上，各級主管都懷抱「僕人」的服

務精神，帶人帶心，以身作則，加深員工對公司經營理念及企業文化的融入與契合。

同時，本公司以職位職能架構為基礎，進行選才、育才、用才及績效管理，依照年度訓練計畫，

對照教育訓練體系 ( 如：啟發訓練、職前教育、階層別訓練、專業訓練、專題訓練等 )，為員工

舉辦教育訓練 ( 包括：職能訓練及調職前訓練 )，以期在生產、研發、行銷、管理各領域所需的

人才，能均衡持續發展。

此外，員工如因工作任務需要，得經公司指派在國內或國外進修與研習 ( 包含：攻讀碩博士學位

或專業技術研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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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教育訓練投資、總人數及時數統計 �*5,�������Ɲ

3. 關懷與照顧 
(GRI 401-2)

永光化學秉持照顧員工生活、關心員工權益的信念，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各項福利措施；

不只是員工，也將公司的愛心擴及員工的家庭。重點揭露如下：

(1) 福委會舉辦年度旅遊：

  2019 年報名參加人數有 287 人，加計自組團 ( 約 903 人 )，總計人數：1,190 人，共有 95% 

員工享受旅遊補助。

(2) 提供員工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2019 年共補助 217 位員工，兩學期共受惠 622 子女人次。

(3) 鼓勵社團活動，並提供補助：

  永光化學目前有 18 個社團，參加人數 770 人次。除了對內定期舉辦「永光盃桌球賽」、「羽

球錦標賽」及「壘球跨年盃比賽」；壘球社也陸續參與對外比賽活動（例如：文山理事長盃

比賽、雙和聯盟夏季賽），彼此聯誼交流，共同學習成長。

(4) 關懷及協助重大傷病員工：

  永光化學對於罹患重大傷病的員工執行專案關懷與生活上之必要協助，對其工作做必要的調

整，協助員工恢復健康。另外，對於已故員工家庭，提供子女生活補助金與家庭春節慰問金，

並致電關心生活狀況。

(5) 永光低碳健康廚房：

  身心健康不只靠治療，永光化學更從飲食上照顧員工；我們在廠區推廣低碳健康廚房，並曾

榮獲桃園市低碳健康廚房標章認證。

(6) 外籍員工關懷：

  永光化學聘雇 136 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員工。為使外籍員工受到合理人性化的管理，我

們訂定「外籍員工管理規定」、並對仲介公司定期評估；同時配合政府進行外部評鑑，以提

升整體工作品質。

  每年舉辦球類活動；歲末舉辦年終感恩活動。我們也為外籍員工訂閱衛星頻道，提供最新的

時事報導及每週末準備家鄉口味的餐點，讓外籍員工能一解思鄉之情。除了照顧其生活，永

光化學更重視身心靈關懷，特別邀請了解當地文化的牧師每週到廠區進行品格教育和生活輔

導，每週安排有興趣的同仁參與查經聚會，幫助外籍員工心靈成長。

2019 年訓練費用合計 766 萬元 ; 總平均時數 75 小時 / 人。

註 1：人數之統計，包含「2019 當年度曾經在職」之所有同仁。
註 2：與 2018 之「個體數值」相較：2019 年教育訓練費用支出，低於 2018 年。
 也因 2019 實施費用控管，費用支出及訓練時數，均較為下降。

(2)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5,�������Ɲ

  本公司定訂「考績處理程序」進行全體員工績效考核，每年 5 月及 11 月實施，年度重點工作與員

工溝通評核為基準，做為職能培訓與職務升遷之依據。

 2019 年底，全體正式員工已 100% 完成績效考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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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與維護
(GRI 403)

本公司一廠、二廠、三廠、四廠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依法通過 ISO 45001 驗證。

工作者涵蓋本公司管制下執行工作活動之相關人員，包含員工 ( 占比 99.7%) 及非員工 ( 占比

0.3%)。(GRI 403-8)

本公司秉持「尊重生命，追求零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並採取以下策略：(GRI 403-1) 

 (1) 實施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

 (2) 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

 (3) 遵守安衛法令和其他要求

 (4) 消除危害和降低職安衛風險

 (5) 推動員工安衛諮商和參與

本公司對例行性及非例行性之製程、產品及服務等活動，由工作者參與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危害辨

識、機會及風險評估，並對高危害風險作業加強控管，包含列入年度安衛目標，擬定管理方案與

實施，並於管理審查檢討。工作者亦可隨時向主管反應職業危害與危險狀況，並於安全作業標準

或緊急應變計畫揭示工作者緊急處置作為，包含避難逃生。(GRI 403-2)

危害辨識、機會及風險評估流程 (GRI 403-2)

管制層級

消除

替代

工程管制

行政管制

個人防護具

製程

產品 

服務

例行性

非例行性

風險判定危害辨識
、機會及風
險評估

高

中

低/無

為避免化學品生產過程可能發生的危險，本公司首重安全。我們實施安全管理系統，維護安全的

工作環境，以保障員工、公司、社區之生命與財產安全。我們應用綠色化學 12 項原則，持續開

發低危害製程、汰除高危害性原料，以確保製程與客戶使用安全。同時推動相關安衛自主管理措

施，包含每年不同重點主題之高階主管安全巡檢、工作者之職前訓練、在職訓練及證照訓練等，

訓練科目以法定要求為主，任務導向為輔 ( 例如：緊急狀況演練 )，且併入年度教育訓練計畫實

施及檢討，有效預防重大職災發生，近四年未發生職業災害死亡、永久全失能或永久部分失能之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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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高階主管安全巡檢實施情形】 【2019 年緊急應變演練實施狀況】

【職業災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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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條款 註： 1)  2019 發生 1 件堆高機操作人員遭堆高機夾傷腳部，

損失 1 天。
 2)  2017~2019 台灣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平均失能傷害頻

率 (FR)=1.28，失能傷害嚴重率 (SR)=132，總和傷害
指數 (FSI)=0.41。

 3)  2019 無承攬商或經常性外包 / 派遣人力之職業災害
事件。

 4)  上述統計不含員工上下班交通事故。

【安衛自主管理】(GRI 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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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健康促進 (GRI 403-6)

本公司由人事 / 醫護人員、安衛、各部人員會同辦理工作者健康保護及促進事項，並規範包商應對其員

工實施健康檢查，自主控管其轄下施工人員，避免從事其不適宜作業，近四年無職業病死亡或經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判定確診職業病個案。(GRI 403-3) (GRI 403-6) (GRI 403-10)

【醫護臨場服務】(GRI 403-3)

【員工健康檢查】2019 年受檢員工達 1,293 人 (GRI 403-3)

【職業健康服務】(GRI 403-3) 【工作者健康促進】(GRI 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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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之參與、諮商與溝通】(GRI 403-4)

工作者可透過公司內部多重管道行使參與、諮詢

及溝通權益 ( 如右圖 )。安全衛生委員會 ( 總機

構之主委為副總經理，廠區主委為廠長 ) 每季開

會一次，委員包含工會推派代表至少三分之一，

討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議題。

公司對外溝通則以公司網頁、文宣廣告、參與公

益活動、地方集會或利害關係人有關之各項說明

會、登門拜訪、發行內部刊物等方式為之。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規事件】�*5,�������

桃園市勞檢處 2019 年 12 月 4 日稽核二廠時發現：

P 棟產線從事丙一類及丁類特定化學物質作業，設置之緊急沖淋設備不符標準且無洩漏處理設施。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2020年 2月7日裁罰新臺幣6萬元（府勞檢字第1080316979號）。

已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改善完成。

內部參與
諮詢與
溝通管道

安全衛生
委員會議
(1次/季) 勞資協商

會議
(1次/季)

年終座談
會議
(1次/年)

安衛不符
合事項矯
正會議

事件調查
會議

環境滿意
度調查
(1次/年)

提案
審查
(1次/月)

危害鑑別
風險及機
會評估

安衛
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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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化學秉持愛心管理的原則，2019 年持續重視人權相關的議題修改工作規則，以符合國內外

法規；並因應政府最新修訂之勞基法，將工作規則之工時、工資、休假等規則重新修訂，讓每位

員工能安心工作，且享有在工作中的保障與保護，持續營造一個友善的優質職場。

本公司遵守勞基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定等相關法令，

保障員工權益。此外，公司制定申訴制度，讓員工萬一有權益受損之情況發生時，能透過正式管

道爭取該有的權益。

本公司也依法每季召開勞資會議，資方與勞方代表充分溝通意見，以誠懇的態度處理勞資關係，

重視並正確回應員工所提出的意見，有效協調勞資關係、並促進勞資合作。每年舉辦員工年終座

談會，也藉由發行季刊，讓員工充分了解公司的重大政策與發展，適時表達意見，建立暢通的溝

通管道，以實際行動實踐永光化學「尊重員工」的經營原則。

此外，為因應國際潮流及公司治理趨勢，本公司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縮寫 ILO）四項工作場所核心原則與權利，秉持永光化學之企業文化核心、經營理

念及邁向幸福企業基礎、恪守全球營運據點在地法規，參酌業界人權政策做法，經過決策層及經

營會議多次討論後，於 2019 年 8 月 16 日制頒「永光人權政策」如下：(GRI 408-1)

執行方針： ‧尊重員工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

 ‧不強迫勞動

 ‧禁用童工

 ‧排除不法歧視

 ‧持續推動員工品格教育

並透過公司月會、人資網站及季刊報導，對全體員工進行教育訓練。如下表：

朜⃣
⇾⚝ 䳻ᵸ㐶

᳹䩟 昜᳹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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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政策宣導】

5. 人權議題與人權評估
(GRI 412-2)

註： 完課率以當月份「在職人數」為計算基準。

 全公司「人權政策宣導」完課人數 1,215 人，完課率 87%；訓練總時數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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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品格教育

7. 工作生活平衡

永光化學相信有好品格的員工，必能產生好的工作績效。為此，我們推動品格教育 21 年從未間

斷。品格是一個人能夠得到最珍貴的財產，也是永光化學向來所重視的內在特質。我們希望藉由

推動品格教育，幫助員工「具備正確決策的能力，擁有正面積極的思想，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勇於承擔重責與挑戰」。

為精進永光優質企業文化，我們以「落實品格第一實施辦法」做為持續推動依據、並確實執行：

員工是永光化學主要的利害關係人之一，除了提供完整的薪資福利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外，我們也

關心員工上班工作情形，為有效防止員工因超時加班而影響身體健康，特別設置專業系統來管理

加班時數。永光化學深信「家庭與工作需要平衡」，希望同仁為公司與家庭辛苦打拼之餘，也能

利用閒暇時刻與家人或同事相處，保持身心健康，進而達成工作與家庭雙贏的目標。

永光化學以「共享經營成果，豐富生命意涵」，做為邁向幸福企業的願景，讓每一位同仁能有安

全感、歸屬感與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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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每年都舉辦年終感恩禮拜，頒獎表揚資深及績優員工，並舉辦年終聚餐。

(2)  每年都舉辦員工旅遊與常態性社團活動；各廠區也經常舉辦健康樂活活動，例如：球類活動、

趣味競賽、音樂會、迎新踏青、郊遊烤肉、淨灘活動等，透過活動增進廠區同仁家庭互動與

公司內部團結力。

(3)  2019 年持續提供「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可透過「華人心理

治療基金會」提供的諮詢專線及個別面談，關懷及協助員工；同時也舉辦主管敏感度教育訓

練，落實對員工的關懷。

(4)  為持續推動永光為幸福企業，2019 年舉辦集團健康減重活動，希望提升集團同仁健康素質，

以個人組及團體組的方式進行報名。全集團有超過四成的同仁報名參加。活動結束後，個人

組平均減重 2.7kg；團體組平均減重 9.3kg。此外，也鼓勵同仁們參與健康活動，凡三人以上

共同參加騎車、路跑、爬山、游泳及戶外球類等運動，公司補助參賽費及提供補給品。

(5) 員工在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2019 年的統計資訊如下：(GRI 401-3)

8. 員工福利
(GRI 401-2)

曃䖬 䏵⻥ ⠱⻥ 奨㓌
���� 䬍⏯備⬗䕀⁃䔚媲岮㠣ạ㕟娢 37 18 凑 ���� �㛯 �㗌敲⦲䵘姯
����⯍暂䔚媲備⬗䕀⁃ạ㕟 3 �
���� ㆰ⾐偞两ạ㕟 �$� 0 7 ���� 媲䕀⁃Ə俳 ����ㆰ⾐偞䙫ạ㕟
����⾐偞两ạ㕟 �%� 0 6 ���� 媲䕀⁃Ə俳 ����⯍暂⾐偞䙫ạ㕟
����⾐偞䍮 �%�$���� 0 86 %‣ �$‣�ḍ㏂䭾䙥⇭㮻
����⾐偞两ạ㕟 �&� 1 8 ���� 媲䕀⁃Ə俳 ����⯍暂⾐偞䙫ạ㕟
����⾐偞⽳��ῲ㛯Ẵ✏偞ạ㕟 �'� 0 7 ✏ ����⯍暂⾐偞⽳ ��ῲ㛯Ẵ✏偞䙫ạ㕟
����䕀Ợ䍮 �'�&���� 0 88 '‣ �&‣�ḍ㏂䭾䙥⇭㮻

註：  統計自 2018/1/1~2019/12/31 期間申請過產假、陪產假者，且 2019/12/31 仍在職者。
  2019 年共有 55 位 同仁享有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資格，其中 12 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回任率

86%，復職留任率 78%。

(6) 自 2013 年起提供員工簽約合作社區幼兒園，提供員工托育服務並享入學優惠。

  為方便女性同仁上班時間哺 ( 集 ) 乳需求，設置哺 ( 集 ) 乳室。期望藉由提供員工哺 ( 集 ) 乳與

育兒照顧支援，員工能妥善安排幼兒照顧，讓同仁無後顧之憂，取得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

(7) 員工薪資 (GRI 102-38)

註：  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編訂發布之「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係指企業全體受雇員工（或常雇員工）
扣除擔任主管職務者 ( 經理人 )、海外分公司員工、部分工時員工、及符合排除豁免統計人員後之全時
員工人數（含台籍、外籍員工）。

(8)  本公司薪酬最高之個人2019年度總薪酬與其他員工2019年度薪酬中位數(680千元) 為4.38比1。

ⴲⵤ�曃䖬 2018 2019

杅㒻ỢḢ䮈偞⋀Ḳ⅏㘩Ⓢⷌạ㕟 �ạ � ����� �����
杅㒻ỢḢ䮈偞⋀Ḳ⅏㘩Ⓢⷌ喑岮✮㕟 �〉K �ạ � 720 713
杅㒻ỢḢ䮈偞Ḳ⅏㘩Ⓢⷌ喑岮Ḕἴ㕟 �〉K �ạ � 687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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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參與
「增進人類福祉」是永光化學的經營理念之一，我們相信企業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對人類福祉有

所貢獻」。因此，本公司每年至少提撥稅後盈餘 1%，做為回饋社會之預算。

除了敦親睦鄰、社區活動的參與及扶植，本公司也將鄰近的學校及員工子女列為服務對象，設立獎學

金與補助金；對於廠區所在的桃園市大園區和觀音區靠海地區多所學校，亦常幫助籌備教學活動，例如：

捐助生命教育活動、添購圖書與教學設備等。

1. 參與社會公益

2. 兒童教育推廣

3. 品格養成，從學校開始

永光化學每年至少提撥稅後盈餘至少 1% 回饋社會，主要運用於社區教育、社會教育、產業發展

及公益活動等 4 大項目。藉由實物捐贈、企業志工服務、社區服務、參與並贊助公益團體活動、

提供學校獎助學金及學術研究經費等方式，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

2019 年社會公益捐贈統計表：

永光化學多年來不僅在公司內部推動品格教育，也將品格種子散播到校園，協助孩子們奠定一生

的基礎，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樂觀進取、勤奮好學，認真負責，樂於助人。

本公司自 2005 年起，不定期為桃園市廠區附近社區的小學舉辦兒童品格營，透過創意十足的課

程設計，將品格的內涵深植於孩子的心田，期許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長大之後進入社會，能夠成

為企業值得信賴、受人歡迎的社會菁英與優秀人才。2019 年 7 月，本公司再次於桃園市觀音區

樹林國小舉辦三天的「永光兒童品格營」，以「勇敢」與「誠實」做為營會主題，教導兒童用正

確態度來學習並培養品格及品德，永光化學員工、眷屬及志工群共有 194 位大人小孩，一同承續

「永光品格活動」之推展。

本公司也長期支持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舉辦「發現台灣生命小勇士」活動。藉由表揚這群

孩子在遭遇困難或處於弱勢家庭仍能正向思考、樂觀進取、朝著夢想積極努力的成長故事，得到

社會鼓勵與表揚、並成為其他學童的生命典範。2019 年就有 30 位學童接受表揚，讓更多「生命

小勇士」的故事，正向激勵著我們社會。

二十多年來，永光化學除了在公司內部推動品格教育有成，更長期舉辦兒童品格營、協助工廠附

近十餘所小學、台北商大、長榮大學、中華大學等學校，希望能將品格的影響力深植於社會各個

層面。自 2016 年起，中華大學積極推動、實踐品格教育，為塑造學生品格力，開設微學分「決

定命運：職場軟實力」課程，得到永光化學與培基文教基金會共同贊助「品格第一」教材，作為

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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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懷環境，參與淨灘與河川認養

5. 社區關懷與回饋鄉里

淨灘是清理海岸上的海洋廢棄物。「海洋廢棄物」在聯合國定義是：「遭人為處置、丟棄或遺棄，

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的任何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體」。當人們生活中所有吃穿戴用的物品，

只要出現在海邊，就是淨灘要清除的目標。濱海遊憩區向來是民眾休閒遊憩的最佳選擇之一，但

海岸受海流及季風影響甚鉅，常年將海上的漂流廢棄物推送至岸邊，造成污染問題。永光化學身

為濱海地區的一份子，我們身體力行撿拾垃圾來維護大自然清潔，並成為環境教育的一環。

永光二廠分別於 2019 年 4 月及 9 月，在觀音海水浴場等地舉行淨灘活動，移除大量堆積的人造

垃圾、讓海岸恢復原本的樣貌。同仁及眷屬約百人踴躍參與，以實際行動支持環境保護工作，共

同守護海洋環境。淨灘活動結束時，總共撿拾 1,090 公斤垃圾，還給漁港一個乾淨的海灘。

永光二廠更配合桃園市環保局「水水桃花源」企業河川認養活動，認養大崛溪河段。

由於永光二廠對生態環境的盡心盡力，於 2019/3/29 獲頒「企業河川認養優等獎」之榮譽。

永光化學愛心社係公司同仁主動參與，個人每月捐出不定金額，金錢數量不限，同仁參與之熱心，

展現出永光化學同仁「愛心關懷」的一面。

除了長期對捐助單位之捐輸外，另外設有「急難救助金」之申請，幫助附近學校家庭、同仁轉介

案件，家庭狀況臨時出現急難、需要幫助時之申請；並採取「救急不救窮」之運作模式，幫忙需

要的家庭。

對於工廠附近的公益機構「觀音愛心家園」，主要收容身心障礙朋友，提供住宿、復建、訓練等

照顧，永光化學給予熱心協助，配合節慶、活動訂購產品，以實質鼓勵之行動，支持其運作下去。

除此之外，因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產生極端天氣，導致汛期的颱風及降雨量屢創新高，對社會環境

造成極大傷害。基於人道關懷及回饋社會，永光二廠自 2017 年起，與鄰近的觀音區樹林里簽訂

「水患自主防災合作備忘錄」參與社區水患自主防災、並榮獲桃園市政府頒發「防汛之光」獎座

（水利署將此成功案例拍攝成「家」影片）。

「家」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2_RdoD4j8

2019 年，永光二廠再與樹林里續簽合作備忘錄，繼續幫助該社區提升防災能力。

永光化學愛心社長期捐助單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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ጤΘۘᗱำԳᑵاए 

ႨᝯͼγˢዕʳڛΰЉࡎ˙͌ 2019 ϶αڊέేѾए  

ࠡᆤຊփႩႨᝯͼγˢዕʳڛΰЉࡎ˙͌(ᔴၳͼγˢዕ)ߟˈጤΘڄ˙͌çࠡᆤຊփਛʄႨᝯͼγ

ˢዕʳڛΰЉࡎ˙͌ 2019 ϶αڊέేѾएනмъ֜ފᗱ͙çႩͼγˢዕՓέщ৷ੀʕڄᘕۢé 

ʹጤΘۘᗱำԳᑵاए˃Αڄç෮ѕʓλͼγˢዕ 2019 ϶αڊέేѾए׆ߍᇷు˖ߟڄᘕՖෛනмۘ

ᗱ˃഻ቈçЩʿѕմ̧˃·௯éਛފᗱՖಏ̳ጤΘۘᗱำԳᑵاए͙çؠմ̧Αڄ˃՟·çኌᜃЏጤΘ

ۘᗱำԳᑵاएڄέщʆçࠡᆤຊփՓʿ࠷ЉዯέщЉᘕ݆ٗմ̧˃έé 

ʹጤΘۘᗱำԳᑵاएۢࠡᆤຊփᅜފͼγˢዕಏա˃ߟᘕཊ৮ѕϾ˃഻ቈçϕЏᅜފᇷుʂ੪ؠՓࡎۦϚ

ಏաڄཊ৮˖ࣅ˃˖çࠡᆤຊփეཊ৮˖ࣅ௲ݵҬዱ̝ຊᇧڄé 

ؠΰጤΘۘᗱำԳᑵاएཛྷ˖ߟࣅᘕՖෛ˃έщၝçઅΊͼγˢዕɾզϖᕒé 

 ᗱᇷుފ

ͼγˢዕႩࠡᆤຊփփᙯފڄᗱᇷు̸ݧ: 

͌˙ࡎΰЉڛᗱѕᇷᗄႩႨᝯͼγˢዕʳފʹ .1 2019 ϶αڊέేѾएಒᛎ˃ేѾᇷᗄɾࠓé 

2. ՜ຖ AA1000 ۘᗱᆤຊ(2008)˪մ 2018 ୶ڄᎨۈ϶ 1 ᏻ·ᘝܓъͼγˢዕ᎘౮ AA1000 ະڄ(2018)۱

ʹ֜ദܾçʿ̸ݧేؠѾएಒᛎڄཊ৮� ᆚየ˃̈́ۑᎋܾފڄᗱé 

ʹᑵاए̣ࠡ́ѕϾՓʵᔿᙲˀ̣́աШé 

ำԳᑵا 

Ӎᑧ഻ͼγˢዕαڊέేѾए˖ࣅçؠͼγˢዕ˃ߟᘕཡѕႩᑡं۱ಏաʄɾᝳڄͦ˙ᓭé੪ۘؠᗱ

ᇷుࡎվՖෛèͼγˢዕಏաཊ৮Ⴉᆚየ̣˪؏ᆟ˃೦༵çЏేѾएՓࡌʨ˃ʿ࠽éӍۑߟЉᘕͼγˢ

ዕ 2019 ʄͼγˢዕᗰѤಒᛎ˃ᑡंཊ৮ூᇧთϙѺéేѾएݵ˪ᐼ࿏മᑡंཊ৮ڊᐡèڄܾ϶

Ѧࣀᘕۢʆڄѫʍé 

ӍڄʳѕݵΊɾஇճЉ՜የ AA1000 ۘᗱᆤຊ(2008)˪մ 2018 ᗱʍ˃࿋්੭мç̣˪യྷ֜੭м௰ފᎨۈ϶

մ՜౮اڷಏա˃Լ੯ᗱየçͼγˢዕეéӍا৮ࣥཊऄ˪ი˃࠱ʳѕç̣ᐺદͫڄ˜ AA1000 ۘᗱᆤຊ

(2008)˪մ 2018 ୷ϐاѾ̄ٗႩбӍᑵేڄᎨۈ϶ GRI ͼᚮేຊ۱औ˻ෛۢᚙ˙˕ڄé 

 ᗱ̄ٗފ

 ੭мʄ̣ʓʳѕíᗱየçӍڄʄЂූႩѕϾ഻ቈЉᘕ

� !գб͙௰࿋ᝂڄᙯᖅߟᘕؠͼγˢዕݬയනмሾç̣ᇧეʹేѾएˀᑵاएڄϐቱ 

� !Ⴉၸږ৫ቈЉᘕѦࣀᘕۢʆႩ̄ڄϷçЩçӍՓڇ᙮͙௰Ѧࣀᘕۢʆ 

� !ሾ 10 тႩͼᚮၸèేѾएሆ˪ཊ৮ಏաЉᘕڄʳ 

� !ᅜފЉᘕஇᔶڄᘕᓉച 

� !ᅜފ˖௰ᇰऔڄച 

� !ᅜేފѾएˀѕܬѾݠ̀ڄᗱየ 

� !˙͌ేѾए˪մߟᘕ AA1000 ະ(2018)۱ˀЉᘕ̸ࣅèࡌʨèϖᏻ˪ስᐃޟ˃۱ദၸ
නмᅜފ 

഻ቈ 

 AA1000 ະࣅ̸˃(2018)۱èࡌʨèϖᏻ˪ስᐃႩ GRI ͼᚮేຊ۱ڄ༴அᅜس഻ފϨʓ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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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Pu, Managing Director BSI Taiwan 

 

 ࣅ̸

2019 ϶ܾేѾए˫̳ݳͼγˢዕʵݠᚮӶѦࣀᘕۢʆڄႩçՓܿΘࡌʨͼᚮ̟ᖅç̣ച˪ཥϾαڊ

έճЉέ̝യୖڄϖᏻéేѾएˀʵ˙ϙేѾႩಒᛎᐡèڊ֜ᐼ࿏ڄ৮ࣥçԼ̣̀ݠቱະ࠳ڄഐႩΑᆤ

׆ẹ́ӍڄำԳЩԵçΰేѾएଯႵʄͼγˢዕ˃̸ࣅᙯᖅé 

  ʨࡌ

ͼγˢዕ˙ͥஇᔶ˪մѦࣀᘕۢʆ˃ъèӿയèмੂ֜ᑡं୕ΆᅬᛏႩስᐃ˃ࡌʨ̟ᖅéͼᚮཊ৮

ಒᛎ՟Ѧࣀᘕۢʆદ̣˙͌˃ၸႩᑡंනмѥᔃẹ́ӍڄำԳЩԵçΰేѾएቱ˝ϙଯႵʄͼγˢዕ

 ᙯᖅéʨࡌ˃

ϖᏻ 

ͼγˢዕ੭мգбѦࣀᘕۢʆڄಭ݄Ⴉٗߡ˃ϖᏻéͼγˢዕʵചߟᘕལᅭݬയçѕಏաනɾӴϖᏻѦࣀᘕۢ

ʆڄጅçՓѦࣀᘕۢʆᘕ˝˃ᙯᖅѕ̳˪इϖᏻẹ́ӍڄำԳЩԵçΰేѾएଯႵʄͼγˢዕ

˃ϖᏻᙯᖅé 

ስᐃ 

ͼγˢዕʵᜋѤՓ̣ͦ፰֜Љं˃ඹ೦˪ಒᛎ̄Ϸ˙մስᐃéͼγˢዕʵܿΘၤແèඹ೦èъ֜ၸስ

ᐃ˃ޟദçનЩϚஇᔶ˖ӦЉं˃ӿയ഻֜سၸẹ́ӍڄำԳЩԵçΰేѾएଯႵʄͼγˢዕ˃ስ

ᐃᙯᖅé 

GRI ͼᚮేຊ۱ 
ͼγˢዕಏաЉᘕ՜౮GRIͼᚮేຊ۱˃бӍܬѾçႩߟະؠ”औ˻ෛ” (ӵଯႵॐ̟׆ᖅGRIຊ۱˃ࡌʨ̟

ᖅçв˲ɾॐ̟׆ᖅڄಒᛎෛΑ՜౮մη௰ేڄ࠱Ӷ)ߟڄᘕཊऄé੪ؠᅜس഻ڄފçӍᇧეేѾएˀຖGRI

ͼᚮేຊ۱ڊڄέႩͼᚮചߟ˃ᘕಒᛎෛΑʵூేѾè௰˜ేѾୖߝẹ́ӍڄำԳЩԵçЏб

ӍܬѾଯႵʄͼγˢዕڊڄέႩͼᚮ̟ᖅé 

ۘᗱമঠ 
՜የ AA1000 ۘᗱᆤຊ(2008)˪մ 2018 ᇷుႩ˃࠽ಇएˀاˀܾۘᗱമঠçϨψʹᑵएاᑵʹފᅜᎨӍۈ϶

̄ٗé 

έ 
ΰαڊέేѾएᚙέçϨψέۑˀၳܬçͼγˢዕ࠷ʆЉéӍڄέ੪ؠಇ࠽˃ᇷ

ుႩ̄ٗçಏաำԳՓಏաѦࣀᘕۢʆɾጤΘۘڄᗱำԳᑵاएé 

ʍႩጤΘ 
ࠡᆤຊփؠ 1901 ϶ϾΘçη୍ᆤຊႩᝀᗱڄᄙږéʹފᗱ࿋්ۢΊճࠌದç̝ཫϨ AA1000ASè

ISO 14001èISO 45001èISO 14064 ˪ ISO 9001 ˃ɾԦλͼᚮèᐼ࿏˪ڊമၸᆤຊڄৰሀçճЉ̟ᇰऔ

ཊत˃ϾஇϾéʹۘᗱۢ՜የ BSI ˙ͦΟأຊ۱੭мé!
 

 
 
 
 
 
 
 

 
Taiwan Headquarters: 2nd Floor, No. 37, Ji-Hu Rd., Ni-Hu Dist., Taipei 114, Taiwan, R.O.C. 

A Member of the BSI Group of Companies. 

2020-04-28 
 

Statement No:   SRA-TW-2019011

For and on behalf of 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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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㨀䷏噆 Ḣ栳㎶志 ⠘ⅎ⮠媑㗵 柨䢣

*5,����Ɲᷧ刓㏔朙�����

GRI 102-1 䴫主⏴䨘 ⅓⏟䴫主㥩㲨Ɛ旃㖣㰟ℰ⋽⭟ 17
GRI 102-2 㴢⊼˚⒨䈳˚䔉⒨⑳㛴⋀ ⅓⏟䴫主㥩㲨Ɛ䔉⒨桅∌Ḳ䇆㥔栴⍇㮻⎱ㆰ䔏柿⟆ 17
GRI 102-3 两惏㈧✏ἴ何

⅓⏟䴫主㥩㲨Ɛ旃㖣㰟ℰ⋽⭟ 17
GRI 102-4 䇆怲㓁滅
GRI 102-5 ㈧㛰㫱凮㲼⽲⽉
GRI 102-6 ㎷ᾂ㛴⋀䙫ⷩ⠛
GRI 102-7 䴫主奶㨈

GRI 102-8 Ⓢⷌ⑳⅝ẽⷌὃ俬䙫岮姱 ⅓⏟䴫主㥩㲨Ɛ旃㖣㰟ℰ⋽⭟
Ứ㥔㉦嫥凮䤥㛪⎪凮Ɛ㲢䏭▕ἴ凮Ⓢⷌ䙫⤁K⋽

17
40

*5,������ ᾂㆰ掯
⅓⏟䴫主㥩㲨Ɛ㈧ⱓ䔉㥔ᾂㆰ掯 20

GRI 102-10 䴫主凮⅝ᾂㆰ掯䙫憴⤎㔠孱

GRI 102-11 柷孍⎆∮ㇽ㖠懄 ⅓⏟䴫主㥩㲨Ɛ柷孍⎆∮ㇽ㖠懄ƞ
㲢䏭凮䇆怲Ɛ䇆怲㋨乳姯䕒

20
24

GRI 102-12 ⣽惏 字 ⅓⏟䴫主㥩㲨Ɛ䰤余ㇽ⎪凮⣽惏 字 20
GRI 102-13 ⅓⌻㛪䙫㛪Ⓢ岮㠣 ⅓⏟䴫主㥩㲨Ɛ⎪⊇⣽惏⌻㛪ㇽ䴫主 20
GRI 102-14 㱡䬽俬䙫偙㗵 㲢䏭凮䇆怲Ɛ㛧檿㱡䬽俬䙫偙㗵 21
GRI 102-15 旃捜塄㒱˚梏暑⎱㩆㛪 㲢䏭凮䇆怲Ɛ梏暑Ṳ柬搸∌⎱柷昙 24

GRI 102-16 ⃠‣˚⎆∮˚㨀㹽⎱堳䂡奶䮫
⅓⏟䴫主㥩㲨Ɛ䵺䇆䏭
㲢䏭凮䇆怲Ɛ㛧檿㱡䬽俬䙫偙㗵
㲢䏭凮䇆怲Ɛ媇Ὲ䵺䇆凮Ứ㥔‒䏭

��
21
22

GRI 102-17 ⯴‒䏭䛟旃Ḳ⻡字凮旃⇮Ṳ柬䙫㩆∝

㲢䏭凮䇆怲Ɛ媇Ὲ䵺䇆凮Ứ㥔‒䏭
婚奲⅓⏟䶙䫀˥∐⮚旃ᾩạ˦
⯯⌧ƝKWWSV���HFLF�FRP�FVU�VWDNHKROGHU�
㪉凰Ὲ䮘ƝLQIRUPDQW#HFLF�FRP�WZ

22

GRI 102-18 㲢䏭䴷㦲 ⅓⏟䴫主㥩㲨�Ɛ⅓⏟䴫主⛽ ��
*5,������� ㍯ṯ㫱岓

Ứ㥔䤥㛪岓Ợ䙣ⰼ凮㎏堳䴫主 �
GRI 102-20 檿晵䮈䏭晵ⱋ䴁⯴䵺㿆˚䒗⡪⑳䤥㛪Ḣ栳

Ḳ岓Ợ
GRI 102-21 凮∐⮚旃ᾩạ嫕┭䵺㿆˚䒗⡪⑳䤥㛪Ḣ栳 ∐⮚旃ᾩạḢ奨旃⾪字栳⑳㺄态 11
GRI 102-22 㛧檿㲢䏭▕ἴ⎱⅝⦻Ⓢ㛪䙫䴫ㇷ

㲢䏭凮䇆怲Ɛ㛛⁌⅏䙫⅓⏟㲢䏭㞝㦲 22GRI 102-23 㛧檿㲢䏭▕ἴ䙫Ḣ⸔
GRI 102-24 㛧檿㲢䏭▕ἴ䙫㎷⏴凮恛恟
GRI 102-25 ∐䚱塄䩨 㲢䏭凮䇆怲Ɛ⭳╫䙫ⅎ㎎㩆∝ 24
GRI 102-28 㛧檿㲢䏭▕ἴ䙫严㔯娼 㲢䏭凮䇆怲Ɛ㛛⁌⅏䙫⅓⏟㲢䏭㞝㦲 23
GRI 102-30 梏暑䮈䏭㴨䧲䙫㛰㔯『 㲢䏭凮䇆怲Ɛ梏暑Ṳ柬搸∌⎱柷昙 24
GRI 102-32 㛧檿㲢䏭▕ἴ㖣㰟乳『⠘⯵䙫妹剙 Ứ㥔䤥㛪岓Ợ䙣ⰼ凮㎏堳䴫主 �
GRI 102-38 ⺍两喑慓㮻䍮 Ứ㥔㉦嫥凮䤥㛪⎪凮ƐⓈⷌ喑岮 ��
GRI 102-40 ∐⮚旃ᾩạ⛿檻 ∐⮚旃ᾩạḢ奨旃⾪字栳⑳㺄态 11
GRI 102-41 ⛿檻⌻䳫 Ứ㥔㉦嫥凮䤥㛪⎪凮Ɛ⛿檻⌻䳫 ��
GRI 102-42 搸∌凮恟㒮∐⮚旃ᾩạ

∐⮚旃ᾩạ憴⤎Ḣ栳搸∌凮䮈䏭 10
GRI 102-43 凮∐⮚旃ᾩạ㺄态䙫㖠懄
GRI 102-44 ㎷⇡Ḳ旃捜Ḣ栳凮旃㳏Ṳ柬 ∐⮚旃ᾩạḢ奨旃⾪字栳⑳㺄态 11
GRI 102-45 ⏯岈⋀⠘塏Ḕ㈧⋬␒䙫⯍檻 㲢䏭凮䇆怲Ɛ㛪姯⸒娼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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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㨀䷏噆 媑㗵 ⠘ⅎ⮠媑㗵 柨䢣 憴⤎
Ḣ栳

*5,�����䵺㿆

*5,����Ɲ䵺㿆严㔯�����

GRI 201-1 䴫主㈧䔉䔆⎱⇭愴䙫䛛㎌䵺㿆⃠‣ 㲢䏭凮䇆怲Ɛ䵺䇆严㔯 21 é

GRI 201-2 㰊 孱恞㈧䔉䔆䙫岈⋀⽘柦⎱⅝ẽ梏暑凮㩆㛪 㲢䏭凮䇆怲Ɛ㰊 孱恞Ḳ梏暑凮㩆㛪 26

GRI 201-3 ⮁侐䥶∐姯䕒侐⋀凮⅝ẽ忧Ỹ姯䕒 ⮁侐䥶∐姯䕒侐⋀凮⅝ẽ忧Ỹ姯䕒 ��

*5,����Ɲⷩ⠛✗ἴ�����

GRI 202-1 ᷴ⏳『∌䙫⟡ⱋạⓈ㨀㹽喑岮凮䕝✗㛧ἵ喑岮
䙫㮻䍮

ᷴ⏳『∌䙫⟡ⱋạⓈḲ㨀㹽喑岮凮䕝✗㛧
ἵ喑岮䙫㮻ὲ 42

GRI 202-2 ⃘䔏䕝✗Ⱜ㯸䂡檿晵䮈䏭晵ⱋ䙫㮻ὲ ⃘䔏䕝✗Ⱜ㯸䂡檿晵䮈䏭晵ⱋ䙫㮻ὲ 42

*5,����Ɲ㎈峣⯍⋀�����

GRI 204-1 Ὥ凑䕝✗ᾂㆰ┭䙫㎈峣㔖⇡㮻ὲ 㲢䏭凮䇆怲ƐḢ奨ᾂㆰ┭㎈峣憸栴㮻ὲ 25

*5,����Ɲ⎴岑儷�����

GRI 205-1 ⷙ怙堳岑儷梏暑娼䙫䇆怲㓁滅 ⷙ怙堳岑儷梏暑娼䙫䇆怲㓁滅
㛰旃⎴岑儷㔦䬽⑳䧲䙫㺄态⎱姺䷛ 23-24

GRI 205-2 㛰旃⎴岑儷㔦䬽⑳䧲䙫㺄态⎱姺䷛

*5,����䒗⡪

*5,����Ɲ䉐㖀

GRI 301-1 ㈧䔏䉐㖀䙫憴憶ㇽ檻䨴
����⏖ⅴ䔆⎆䉐㖀ὦ䔏岮姱 30

é

GRI 301-2 ὦ䔏䙫⏖ⅴ䔆䉐㖀 é

*5,����Ɲ僤㹷�����

GRI 302-1 䴫主ⅎ惏䙫僤㹷㵯俾憶 㰟乳䒗⡪Ɛ僤岮㹷ὦ䔏凮㺒⮋㰊檻⎱䩡㱈
䮈䏭 32-34

é

GRI 302-3 僤㹷⮭暭⺍

GRI 302-4 㸂⯸僤㹷㵯俾 㰟乳䒗⡪Ɛ䮧僤㸂䢚ㇷ㞃 35 é

GRI 302-5 昴ἵ䔉⒨⑳㛴⋀䙫僤㹷曧㰩 㲢䏭凮䇆怲Ɛ䒗⡪⎲╫䔉⒨ 21

GRI 102-46 䔳⮁⠘㛟ⅎ⮠凮Ḣ栳恱䔳 憴⤎Ḣ栳搸∌
憴⤎Ḣ栳凮恱䔳媑㗵

12
13

GRI 102-47 憴⤎Ḣ栳塏⇾ 憴⤎Ḣ栳搸∌䴷㞃 13
GRI 102-48 岮姱憴䷏ 䄈 --
*5,������� ⠘⯵㔠孱 ∐⮚旃ᾩạ憴⤎Ḣ栳搸∌凮䮈䏭 10
GRI 102-50 ⠘⯵㜆敺 ⠘䮫⛴⎱䷏弖⎆∮ 1
GRI 102-51 ᷱᷧ㬈⠘㛟䙫㗌㜆

⠘㛟䬓ᷰ㖠ῄ嬰⎱䙣堳㘩敺 1
GRI 102-52 ⠘⯵怘㜆
GRI 102-53 ⏖⛅䬻⠘㛟䛟旃┶栳䙫偖䵈ạ 䙣堳䮈怺⎱偖䵈㖠 1
GRI 102-54 ᾄ⾑*5,㹽∮⠘⯵䙫⮊ ⠘䮫⛴凮䷏弖⎆∮ 1
GRI 102-55 *5,ⅎ⮠䴉 昫拫�ṳ�Ɲ*5,㢄㕮凮㏔朙ⅎ⮠⯴䅎塏 54
GRI 102-56 ⣽惏ῄ嬰�䢡Ὲ 昫拫�ᷧ�Ɲ䬓ᷰ㖠䍏䪲ῄ嬰偙㗵㛟 52
*5,����Ɲ䮈䏭㖠懄�����
GRI 103-1 姊憲憴⤎Ḣ栳⎱⅝恱䔳 憴⤎Ḣ栳凮恱䔳媑㗵 13
GRI 103-2 䮈䏭㖠懄⎱⅝奨䴇

∐⮚旃ᾩạ憴⤎Ḣ栳Ḳ䮈䏭㖠懄 14-16
GRI 103-3 䮈䏭㖠懄䙫娼

GRI 特定主題準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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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Ɲ㰛凮㔥㴨㰛�����

GRI 303-1 ⅘Ẓ㰛岮㹷Ḳ䛟ṹ⽘柦 㰟乳䒗⡪Ɛ㰛岮㹷∐䔏凮䮈䏭 28 é

GRI 303-2 凮㍹㰛䛟旃塄㒱䙫䮈䏭

㰟乳䒗⡪Ɛ㰛岮㹷∐䔏凮䮈䏭 �����

é

GRI 303-3 ⎽㰛憶 é

GRI 303-4 ㍹㰛憶 é

GRI 303-5 俾㰛憶 é

*5,����Ɲ㍹㔥�����

GRI 305-1 䛛㎌�䮫䕮ᷧ�㺒⮋㰊檻㍹㔥

㰟乳䒗⡪Ɛ⻇⌧䩡㱈㍹㔥憶䵘姯岮姱 32-36

é

GRI 305-2 僤㹷敺㎌�䮫䕮ṳ�㺒⮋㰊檻㍹㔥 é

GRI 305-4 㺒⮋㰊檻㍹㔥⮭暭⺍ é

GRI 305-5 㺒⮋㰊檻㍹㔥㸂憶 é

GRI 305-7 㰕㰎⋽䉐�12[�˚䡒㰎⋽䉐�62[�Ə⎱⅝⭪憴⤎
䙫㰊檻㍹㔥 㰟乳䒗⡪Ɛ⻇⌧䩡㱈㍹㔥憶䵘姯岮姱 37 é

*5,����Ɲ⻉㱀㰛⑳⻉㢫䉐������

GRI 306-2 ㋰桅∌⎱嘼何㖠㲼≪⇭䙫⻉㢫䉐

㰟乳䒗⡪Ɛ⎆䉐㖀ὦ䔏凮⻉㢫䉐䮈䏭 �����

é

GRI 306-3 ⚛憴㴐㻶

GRI 306-4 ⻉㢫䉐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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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7-1 怼⎴䒗ῄ㲼奶 㰟乳䒗⡪Ɛ䒗⡪㲼奶恜⾑ 37 é

*5,����Ɲᾂㆰ┭䒗⡪娼����

GRI 308-1 ㎈䔏䒗⡪㨀㹽䯐恟㖗ᾂㆰ┭ 㰟乳䒗⡪Ɛ䶇剙ᾂㆰ掯䮈䏭 37

*5,����䤥㛪

*5,����Ɲ⋅暮旃ᾩ�����

GRI 401-1 㖗怙Ⓢⷌ⑳曉偞Ⓢⷌ Ứ㥔㉦嫥凮䤥㛪⎪凮Ɛ㖗怙Ⓢⷌ⑳曉偞Ⓢ
ⷌ 41 é

GRI 401-2 ㎷ᾂ䵍⅏偞Ⓢⷌ�ᷴ⋬␒减㘩ㇽⅣ偞Ⓢⷌ�䙫䥶
∐

Ứ㥔㉦嫥凮䤥㛪⎪凮Ɛ旃㇞凮䅎桎
Ứ㥔㉦嫥凮䤥㛪⎪凮ƐⓈⷌ䥶∐

42
��

é

GRI 401-3 備⬗ Ứ㥔㉦嫥凮䤥㛪⎪凮ƐⓈⷌ✏備⬗⾐⽳
偞⑳䕀Ợ �� é

*5,����Ɲ⋅岮旃ᾩ�����

GRI 402-1 旃㖣䇆怲孱⋽䙫㛧䟔柷㜆 Ứ㥔㉦嫥凮䤥㛪⎪凮Ɛ⯴㖣䇆怲孱⋽䙫㛧
䟔柷㜆 �� é

*5,����Ɲ偞㥔⭰⅏塂䔆�����

GRI 403-1 偞㥔⭰⅏塂䔆䮈䏭䳢䵘 Ứ㥔㉦嫥凮䤥㛪⎪凮Ɛ偞㥔⭰⅏塂䔆䮈䏭
䳢䵘 43

é

GRI 403-2 ⍘⮚徏嬿˚梏暑娼˚⎱Ṳ㔬媦㟌 é

GRI 403-3 偞㥔⁌⺞㛴⋀ Ứ㥔㉦嫥凮䤥㛪⎪凮Ɛ偞㥔⁌⺞㛴⋀˚憒
孞减⠛㛴⋀栢䍮⎱⁌⺞㪉㟌桅∌塏 44 é

GRI 403-4 㛰旃偞㥔⭰⅏塂䔆Ḳⷌὃ俬⎪凮˚嫕┭凮㺄态 Ứ㥔㉦嫥凮䤥㛪⎪凮Ɛⷌὃ俬⎪凮˚嫕┭
凮㺄态 46 é

GRI 403-5 㛰旃偞㥔⭰⅏塂䔆Ḳⷌὃ俬姺䷛ Ứ㥔㉦嫥凮䤥㛪⎪凮Ɛ偞㥔⭰⅏塂䔆䮈䏭
䳢䵘 43-44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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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3-7 柷昙⑳㸂廼凮㥔⋀旃ᾩ䛛㎌䛟旃偖Ḳ偞㥔⭰⅏
塂䔆䙫塄㒱 Ứ㥔㉦嫥凮䤥㛪⎪凮Ɛ⭰塂凑Ḣ䮈䏭㎑㖤 44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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䳢䵘 43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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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4-1 㮶⏴Ⓢⷌ㮶㎌⎾姺䷛䙫✮㘩㕟 Ứ㥔㉦嫥凮䤥㛪⎪凮Ɛ㕀備姺䷛㉼岮⎱两
㘩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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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4-3 ⮁㜆㎌⎾严㔯⎱偞㥔䙣ⰼ㪉㠟䙫Ⓢⷌ䙥⇭㮻 Ứ㥔㉦嫥凮䤥㛪⎪凮Ɛ⮁㜆严㔯⎱偞㥔䙣

ⰼ㪉好䙫Ⓢⷌ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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Ứ㥔㉦嫥凮䤥㛪⎪凮Ɛạ㫱字栳凮ạ㫱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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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Ɲ⼞忒ㇽ⼞∝⋅⊼�����

*5,������ ⅞⼞忒凮⼞∝⋅⊼Ṳờ憴⤎梏暑䙫䇆怲㓁滅⑳
ᾂㆰ┭ Ứ㥔㉦嫥凮䤥㛪⎪凮ƐỨ㥔㉦嫥 40

*5,����Ɲ⎆ἶ㯸㫱∐�����

GRI 411-1 㵰⎱ᾜ⮚⎆ἶ㯸㫱∐䙫Ṳờ Ứ㥔㉦嫥凮䤥㛪⎪凮ƐỨ㥔㉦嫥 40

*5,����Ɲạ㫱娼�����

GRI 412-2 ạ㫱㔦䬽ㇽ䧲䙫Ⓢⷌ姺䷛ Ứ㥔㉦嫥凮䤥㛪⎪凮Ɛạ㫱字栳凮ạ㫱娼 47

*5,����Ɲ䕝✗䤥⌧�����

GRI 413-2 ⯴䕝✗䤥⌧⅞㛰桖吾⯍暂ㇽ㽂✏岇杉塄㒱䙫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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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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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16-2 怼⎴㛰旃䔉⒨凮㛴⋀䙫⁌⺞⑳⭰⅏㲼奶ḲṲ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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