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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財務資訊之重要性

年報之非財務資訊

年報揭露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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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成立於1937年，是德國最大、全
球前三大的汽車製造商，在全球有60
萬名員工，占全球汽車銷量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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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集團於2015年9月份被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查
獲，在美國出售的數十萬輛柴油車輛，所裝設聲稱能降低油耗
與污染的監控軟體，實際上是數據造假的假象，且全球各地至
少1,100萬輛裝有此軟體的車輛上路，所產生的污染遠遠超過
其顯示之數據。福斯此舉造成美國官方和歐盟的強力譴責，並
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多起訴訟案和求償，包含旗下員工也遭到
美國檢方以詐欺罪嫌起訴。

拚油耗環保 動了歪腦筋



4

May 
2015

MSCI將福斯集團由MSCI ACWI ESG
Index中剔除,主要因為公司治理的
議題

MSCI將福斯集團的公司治理排名劣
於全球72%的公司，原因包括董事
會獨立性、高階主管薪酬、會計準
則等。

€ 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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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15

自醜聞爆發後，福斯
集團的股價大跌了近
50%。

May 
2015

€ 217.6

€ 111.2



6

■ 2015年9月24日
的聯合國永續發展
高峰會中通過，共
計有17項永續發展
目標，其中再細分
169細項目標。

■ 2015年11月聯合
國巴黎氣候峰會，
各國首次達成抑制
碳排放協議，對抗
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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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SRI Assets by Region 2014–2016

Source: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 2016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
同時重視社會責任及財務報酬的投資策略，透過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標準來評量投資標的。



8Source: EY, Is your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revealing the true value of your business to investors?, 2017

92%

89%

8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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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more on long-term value creation rather than short-
term dividend payouts;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about
growth plans; and focus o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factors because they have ”real and
quantifiable financial impacts”.

…take into accou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factors, where such factors are
expected to mitigate risk and provide excess
returns in the long-term.



遵循法規(legalistic)

制式化(formulaic)

樣版化(boilerplate)

條列式的項目逐項打勾(box-t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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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A Quick Fix：移除年報中較空洞與法遵相關的
文字，必須以公司各自的情況描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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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之非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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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與利害關係人評估公司之重要工具。

•評估公司績效、獲利能力、經營策略、公
司治理、永續經營、公司資源使用等。

年報的功能

•財務資訊(過去)

•非財務資訊(未來)

年報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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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
形及採行措施

「公開發行公
司年報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9大題
 16子題

 7大題
 20子題

 6大題
 14子題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差異情形及
原因是 否 摘要說明

公司是否依
據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訂定
並揭露公司
治理實務守
則？

V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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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運作情行說明”

“遵循項目內容”

“解釋說明”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
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兩種題型



指標(Metrics) 

公司客製的敘述說明

(Company-Tailored Narrative)

一般制式性揭露(Boilerplate)

無揭露(No Disclosure)

15註：SASB(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Best



16

年報之揭露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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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
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
進行績效評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包
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供
應商等)溝通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
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條(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已明定董事會成
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外，並
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本公司現任董事會
成員十三席中：

1.女性董事成員共三席，並有一席為獨立董事，女性占全體董事成員23.07%；平

均年齡67.3歲；男性成員76.93%；平均年齡66.2歲。全體董事成員均齡64.5歲。

2.除台灣籍董事外，旅居美國及日本各有一位董事，具中、日、美等多國籍和文

化色彩。

3.一般董事成員：具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研所、美國Marymount

College、美國南加州大學化學工程、工業管理碩士、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及其他學校觀光系、廣電系等成員所組成。

4.獨立董事成員：具有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碩士、會計師及會計事務所所長資格、

中華治理協會理事；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暨研究所主任兼所長；國立台灣大學商業研究所行銷博士等專業背景、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歷等成員所組成。

董事會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的政策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18

訂定多元化方針

性別、年齡及國籍分布

學、經歷及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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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
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
進行績效評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包
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供
應商等)溝通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
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



本公司已於10X 年 XX月 XX 日董事會通過「董事會績效自我評鑑辦法」，並自 10X 年度
起，於每年12月向全體董事會成員發出績效自評問卷，除評估董事會整體運作情形外，亦
針對本身進行自評。

本公司董事會整體績效自評涵蓋以下五大構面：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內部控制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則至少涵蓋以下四大面向：

一、對公司之瞭解與職責認知

二、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三、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四、內部控制

每年 1 月問卷悉數回收後，本公司董事會籌辦單位將依前開辦法進行分析，將結果提報董
事會，並針對可加強處提出改善建議。前開辦法及評鑑結果亦於本公司官方網站揭露之。

最近一次(10X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如下：

一、董事會績效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3.75 分(滿分 4.00 分)。

二、董事成員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3.87 分(滿分 4.00 分)。
20

董事會通過評鑑辦法
執行頻率

評估方式及標準

評估結果



本公司之「XXXX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已於OO年O月O日第X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並於OO年O月O日進行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作

業。本次評估範圍及結果: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總達成率為

96%，董事績效自評總達成率為97%。其中董事對於公司目標與任務、自

身職責認知及內部控制制度等之面向之掌握，表現最好。主要未達成項

目，係董事進修時數及與會計師溝通等項略有加強空間，但整體表現仍

屬良好。報告結果已送呈OO年O月O日第X次董事會討論及改善，未來將提

供更多元課程訊息，供董監事進修。另於董事會中加強會計師與董事會

之意見溝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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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
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
進行績效評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包
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供
應商等)溝通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
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



OO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透過適當溝通方式及
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瞭解其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
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由各部門分工負責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並不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

(一)股東

關注議題:市場形象/經濟績效/環境面法規遵循/供應商環境評估/投資/勞僱
關係/顧客的健康與安全/產品及服務標示

1.每年第二季召開股東會，議案採逐案表決，股東亦可透過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充分參與議案表決過程。

2.每年發行股東會年報與經營報告，供投資人參閱。

3.每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網站公告前月營收、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
表及自結盈餘表。

(二)員工

關注議題:勞僱關係/無歧視/職業健康與安全/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團體協約(每三年修訂)、勞資會議(每月)、廠(處)定期溝通會議(每二~三個
月)、工會代表擔任董事、經理部門與工會理監事溝通座談會(每半年)…

23

利害關係人類別

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與回應方式



(三)社區及地方團體

關注議題:環境面法規遵循/供應商環境評估

透過OO公共事務處、OO工會、OO集團教育基金會、OO社團與社區、地方團
體、民意代表及意見領袖互訪與協商。

(四)供應商

關注議題:市場形象/經濟績效/環境面法規遵循/勞僱關係/供應商勞工評
估/反貪腐

參加物料採購管理、市場訊息之研討會(平均每月約20次)、拜會、互訪
(不定期)、舉辦論壇(不定期)、提供安全設計規範(不定期);供應商考核，
並頒發獎狀予成績優異之供應商(每年);於評鑑新供應商以及於每三年定
期實施『協力廠商重評作業』時，確認該供應商於人權方面皆符合國家法
規，無使用童工之情形或違反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之相關法規，督促協力
廠商雇主加強其員工之勞動條件，使符合勞動法令。

24



(五)客戶

關注議題:無歧視/無強迫勞動/反貪腐/供應商環境評估

1.產銷聯誼會(每季) 、客戶滿意度調查(每年)。

2.客戶說明會、研發聯盟、專業訓練、技術研討會、高階經營管理研討會、
市場調查、拜訪、客戶訪談等方式(不定期)，獲取客戶回饋資訊。

3.e化供應鏈系統，提供客戶業務面整體配套服務。

除了上述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外，本公司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責
單位「能源環境事務推動辦公室」，並於股東會年報、經營報告及公司網
站等經常性的揭露公司於公司治理、能源環境管理及致力社會和諧上的相
關資訊。

官網設有利害關係人及企業社會責任專區，方便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大眾點
選及閱覽，並標明利害關係人之聯絡管道，希望藉以加強可及性、透明性、
及時性、完整性及互動性，有利本公司瞭解利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並能
適度回應，參考各界的回饋意見作為持續改善的依據。每年本公司皆出版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做為進一步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一項重要工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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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二、發展永續環境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
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
營運活動之影響，並執行溫室氣
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
室氣體減量策略？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
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為善盡環境保護及照顧同仁安全健康之企業責任，且基於對環境保護的自覺，
及污染防治等管理之需求，和環保社會責任之職責，本公司於OO年依據ISO-
14001國際標準的要求事項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於當年9月通過ISO-14001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隨後於OO年通過ISO-14001：OO年換證改版認證，更於OO年將
ROHS 清潔生產納入ISO14001 TS16944系統之中，以訂定環境永續目標及定期檢
討進度。

27

藉由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運作，管理廠內生產過程所衍生空污、水污、廢棄
物等環境污染，同時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許可證件。
1.空污：取得環保機關核發「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廠內設置洗滌塔處理廢
氣，經妥善處理後以達法令排放標準，委託環保署認可檢測機構進行定期排放
管道檢測。
2.水污：取得環保機關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製程產生廢水經由廠內初級
廢水處理設備自行處理，達到OO工業區污水廠納管標準才進行排放至所在管轄
OO工業區污水廠，於105年進行廢水廠調勻池汙泥清除工程，增加廢水處理有
效容積(原100m3清理後313m3)及降低藥劑加藥量樽節成本支出，以達廢水處理
系統穩定性。
3.廢棄物管理：取得環保機關核准「廢棄物清理計劃書」，推行廢棄物減量分
類管理，委託環保署核可之清除處理業者處理事業廢棄物。

取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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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二、發展永續環境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
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
營運活動之影響，並執行溫室氣
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
室氣體減量策略？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
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年度擬定之減量目標包括：

• 調整各製程區換氣率至合理範圍使空調機降載，減少
1-2%的年度用電度數，減少約 200萬元電費支出。

• 透過監控蒸氣供應，減少5%的天然氣用量，減少約 40 
萬元。

本公司在溫室氣體排放上屬於低量，六種溫室氣體的年總
排放當量 105 年及 104 年各約21,664 公噸 CO2 及
19,078 公噸 CO2，茲說明如下：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包含固定設備之燃料(如鍋爐、餐
廳)、交通運輸上之移動性燃燒源(如公務車)等，總直
接排放量為 2,567 公噸 CO2，約佔總排放量之 11.8%。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主要為外購電力，能源間接
排放量為19,096 公噸 CO2，約佔總排放量之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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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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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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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二、發展永續環境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
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
運活動之影響，並執行溫室氣體盤
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
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環境面：於105年榮獲經濟部104年執行節電1％成效優良集團企業「節電楷模」

殊榮。

產品面：

1.設定每年執行協力廠商稽核，105年度共執行229家協力廠商實地評鑑。

2.80條食品產線通過ISO 22000或FSSC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3.105年間投入325.9百萬元於食品安全控管費用，全公司研發與檢驗設備之投

資支出為155.7百萬元。

4.至105年底，合計有177家協力廠商取得ISO22000認證。

社會面：捐贈『台南0206震災』、『衛福部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等共4,344萬。
員工面：1.簽訂團體協約。 2.勞工安全衛生投資3,639萬元。

榮獲105年台灣20大國際品牌殊榮，第三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前5%殊榮，105年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永續報告類」-《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傳統製造業 銀
獎》和「企業永續單項績效類」-《供應鏈管理獎》，105年天下雜誌CSR企業公
民獎殊榮，105年經濟部「節電楷模」殊榮，105年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
105年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業』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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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數據與
辦理情形



32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
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
象簽訂之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
款？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
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
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
理專責人員？



• …本公司於評估商業往來交易對象時，須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
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解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1.該供應商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2.該供應商是否有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3.該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4.該供應商所營業務是否屬賄賂高風險之行業。

5.該供應商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6.該供應商是否曾有賄賂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33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須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
守誠信經營納入契約條款，於契約中得明訂下列事項：

1. 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契約條款時，
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
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
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

2. 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
終止或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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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
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
象簽訂之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
款？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
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
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
理專責人員？



(一)本公司於105年XX月XX日修正『舉報獎勵作業辦法』(辦法請詳公司網站連結)並
同時下發至OO廠，詳列具體檢舉管道、獎勵制度、受理專責人員如下：

1.檢舉管道

(1)董事長信箱( XXX@*******.com)

(2)寫信到不合理信箱或發mail到其他幹部信箱。

2.獎勵制度

(1)獎金在結案時核實數額後發放。

(2)實名舉報且有舉證行為，如挽回或減少損失者，按總金額的50%獎勵之，最多不超
過台幣1000萬元；

(3)僅實名舉報但未舉證者，如挽回或減少損失者，按總金額的25%獎勵，最多不超過
台幣500萬元。

(4)對有特別重大有功人員的獎勵金額，經董事長批准，可適當超過以上限額。

3.受理專責人員

董事長確認後交法務室立案調查。

4.檢舉人之保護

檢舉人之安全應與保護，本公司承諾檢舉人不應檢舉而遭受不當之逞罰。
36

訂定並揭露檢舉辦法內容

檢舉管道

mailto:XXX@*******.com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組成應注意多元化要素，並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備之
知識、技能及素養、本公司已設置二席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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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訂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並每年定期進行績效評估。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擔任公司溝通管道。

本公司對於工廠環境保護均依政府機關規定，制訂相關辦法。

本公司了解氣候變遷可能引發天災對營運活動影響，並致力於節能減碳
之宣導。

本公司視經營狀況對社會福利機構進行捐贈。

本公司簽訂合約時，盡可能瞭解對方之誠信行為狀況，並秉持誠信交易。

本公司目前檢舉管道暢通無礙。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
標準，應加以敘明：

• 錯誤回答的範例

38

本公司通過ISO9001、ＯＯＯ材料供應商實驗室、ＯＯＯ品質管理系統優良供應
商及ＯＯＯ環保認證的紡織配料廠商之認證合格、產品通過ISO14001及汽車業
品質管理系統ISO/TS16949；大陸子公司通過中國國家環境質量檢測；越南子公
司通過ISO9001、ISO14001及OHSAS 18001認證。

（一）產品：均通過各國安規如CE、UL等認證，並符合歐盟ROHS及其他相關環
境指令之規範。
（二）企業：公司為ISO-9001之廠商。



機構投資人非常重視非財務資訊揭露品質。有
豐富ESG資訊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外資投資人青
睞。

確實理解附表的問題，避免答非所問或模糊回
答；並避免過度參考其他公司，寫出樣版化的
資訊揭露。

年報是上市公司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報告書，
若有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可將有對應於
年報中公司治理報告的內容寫至年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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