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TAISUN INT’L (HOLDING) CORP.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9



0、前言 -------------------------------------------------------------------------------------------------2
 0.1、關於報告書 -------------------------------------------------------------------------------2
 0.2、董事長的話 -------------------------------------------------------------------------------3
 0.3、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4
 0.4、永續策略 -------------------------------------------------------------------------------5
 0.5、企業概況 -------------------------------------------------------------------------------8
 0.6、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大議題分析 ----------------------------------------------------10

1、誠信治理 ---------------------------------------------------------------------------------------15

 1.1、誠信經營 ------------------------------------------------------------------------------15
 1.2、風險管理 ------------------------------------------------------------------------------19
 1.3、營運績效 ------------------------------------------------------------------------------20
 1.4、法規遵循 ------------------------------------------------------------------------------21
 
2、產品責任 ---------------------------------------------------------------------------------------22

 2.1、採購與原物料管理 ---------------------------------------------------------------------22
 2.2、供應鏈管理 ------------------------------------------------------------------------------23

3、研發創新 ---------------------------------------------------------------------------------------24

 3.1、創新管理 ------------------------------------------------------------------------------24
 3.2、產品品質 ------------------------------------------------------------------------------24
 3.3、客戶服務 ------------------------------------------------------------------------------25

4、幸福職場 ---------------------------------------------------------------------------------------26

 4.1、人才招募與結構 --------------------------------------------------------------------------26
 4.2、人才培育   -----------------------------------------------------------------------------27
 4.3、員工薪資福利 ----------------------------------------------------------------------27
 4.4、職業安全健康 ----------------------------------------------------------------------29

5、社會共榮 ----------------------------------------------------------------------------------------30

 5.1、社會參與 -------------------------------------------------------------------------------30
 5.2、未來展望 -------------------------------------------------------------------------------36

6、綠色環境 ----------------------------------------------------------------------------------------37
 6.1、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6.2、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附錄、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準則內容索引(核心) ----------------------------------39   

目  錄目  錄

1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稱「本公司」或「泰昇」) 自 2020 年起將自願性以每年一次的頻率發佈
揭露期間為上一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本報告書內容係依循全球永續性報
告協會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 發行之永續性報導準則 ( GRI Stan-
dards ) 核心選項編製，以及「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
辦法」指引，本報告書也會建立在結合泰昇業務與落實報告原則的基礎上，回
應各界所關心的議題，並呈現本公司在經濟、社會及環境層面所投注的努力。

 本報告書揭露期間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重要營運地點永續經營的管理與績效表現為本報告書主要提供的資訊範疇。大
部份揭露項目係涵蓋越南、柬埔寨及台灣分公司之營運據點，本報告書所有資
料與數據，由各部門同仁蒐集，再提交企業社會責任作業小組彙整，其後由各
部門主管及董事長審閱核定，以確保資料及數據之品質與正確性。本報告書之
財務數據係經會計師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若有特殊情形，則另
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

 本報告書於 2020 年 9 月 22 日首次發行，下次預訂發行時間為 2021 
年 9 月。

 聯絡資訊：

 若對於泰昇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有任何建議或疑問，竭誠歡迎
透過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繫，幫助我們持續改進。

電話：(+886) -2-2568-2830
 E-mail：IR@taisun.com.vn

0 . 1 、關於報告書0 . 1 、關於報告書

0、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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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昇自成立以來，專精製造高品質的嬰幼兒紙尿布、成人紙尿褲、婦女衛生棉
及濕紙巾等產品，歷經多年的努力，成為個人衛生護理產品的亞洲領導品牌。回顧
2019年，泰昇所有同仁一起經歷了許多美好的事物，同時也共同解決了不少的挑戰
與艱難。我由衷地感謝每一位泰昇同仁的努力與付出，由於大家不斷地堅守職責，辛
勤打拼，以致泰昇營運得以更加成長茁壯，營運表現再創新高。

 「Growing Together 共同成長」是泰昇企業核心精神，我們除了持續開發優質
產品，為消費者帶來更好的便利性及生活品質外，也同樣重視與當地社會、環境及人
民共生共榮，泰昇已在主要營運區域實踐此精神近二十年，這與企業社會責任之目標
不謀而合，因此我們歸納出「誠信經營」、「產品責任」、「研發創新」、「幸福職
場」、「社會共榮」、「綠色環境」六大領域做為我們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核心
精神之主軸。

 2020年是大環境劇烈動盪的一年，但也是我們企業社會責任推動關鍵性的一年
，首先是董事會重新改組，在七席董事會成員中，獨立董事席次四席已超過一半，期
望各方賢達深入參與公司董事會實際管理運作，讓公司在誠信經營及透明管理更上層
樓。另我們也經董事會通過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設置了專職的公司治理主管
，來持續規劃及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最後，在2020年9月我們也正式發表泰
昇第一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各位說明我們的執行成果及未來規劃。

 展望未來，泰昇將朝向研發更輕薄、透氣、柔軟，並具高附加價值之可
分解材質環保型紙尿褲，此革命性產品除了符合世界各國近年來對環保要求的
提升，並可幫助本公司擴大進軍高所得及高環保要求之全新高端領域市場。除
此之外，亦將持續過去一貫專注本業的態度及靈活的策略運用，加強資源整合
以創新價值，《打造卓越企業》以及《培養優秀人才》並積極貢獻社會。泰昇
一直專注於開發能改善全球環境和提高人類生活品質及安全性的新產品與新技
術，企業道德、遵紀守法、作業安全以及環境保護一直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亦
致力於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尤其社會責任是受到投資大眾高度重視的企業應
該盡到的承諾。未來泰昇亦將持續落實永續經營的理念，以達到「客戶」、
「員工」、「股東」、「合作夥伴」、「社會」共同成長多贏的目標。

 泰昇雖已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領域近二十年，但本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
泰昇初次編製，如有不成熟或待改進之處，請主管機關、股東及投資人等各方先進不
吝給予指導，感謝!

0 . 2 、董事長的話0 . 2 、董事長的話

G r o w i n g  T o g e t h e r
M r .  T a i  C h a o  R o n g

P r e s i d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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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初訂公司永續發展藍圖，未來3年內將以環保、社會
參與及公司治理為泰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三大構面，並以此三大構面訂定「誠信
治理」、「產品責任」、「研發創新」、「幸福職場」、「社會共榮」及「綠色環
境」等六大項目之具體績效目標，追求地球、社會、客戶、員工與股東互利共榮，
永續發展。

 在具體項目方面，泰昇已針對氣候變遷、公司治理資訊揭露、供應商永續管理
、產品品質、客戶服務、社會參與等多個面向，訂出具體指標，逐一落實。
在追求綠色環境方面，泰昇將積極重新打造綠色供應鏈，在越南及柬埔寨兩大生產
基地推動原物料供應在地化，以減少碳排放及縮短供應鏈，與供應商合作節能減碳
，追求供應鏈之永續發展。

 在打造幸福職場方面，泰昇保障在地勞工權益，提供安全及能夠促進員工健康
之工作環境，並落實人才訓練、個人化之員工職涯發展規劃，提供多元福利，讓泰
昇能夠成為健康企業公民（CHR）。

 在社區共榮永續方面，泰昇亦正積極擴大在越南、柬埔寨和台灣三地之在地投
入鄉力，包括照顧弱勢、產學合作、投入社區環境及產業發展，帶動社區正向循環
，在地共榮。

 泰昇秉持敬天愛人的信念，以泰昇為同心圓的中心，利用自身專業和資源，投
身同心圓外圈之員工、股東、社區、社會、地球的共榮永續，成為同心圓向上提升
的動力起源。

0 . 3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0 . 3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的話

 企業主宰全球千兆美元的經濟活動，涵
蓋全球數十億人食衣住行娛樂等各個層面的供
需；企業也是全球最大的群體，比任何人都有
資源扮演整體社會向上提昇、改變未來的關鍵
力量。

 泰昇身為社會公民的一份子，矢志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於109年成立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與內外部董事及主管，一同訂定
公司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方針，使之內化
為泰昇的企業文化，成為泰昇每一位同仁的
DNA，引導驅動泰昇所有的商業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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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
標，爰依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召開董事會訂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作為本公司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事項之依據，主要內容包含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
社會公益與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等。

 為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依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第七條規
定設置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小組，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之提出，以及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各面向之運作執行。

 本公司秉持「Growing Together共同成長」之企業精神，並在此架構下訂定
公司永續策略藍圖，並設計出泰昇永續發展主軸，分別為「誠信治理」、「產品
責任」、「研發創新」、「幸福職場」、「社會共榮」及「綠色環境」，期望以
此六大主軸發展企業永續策略，並將於未來三年依據此藍圖投入泰昇的永續經營
，並落實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等三大面向績效管理，擴大自身的企業影響力。

 聯合國2015年通過之永續發展議程的17個指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本公司將連結SDGs與企業永續策略，並設定相對應的管理措施
，以呼應泰昇長期對於實踐企業永續理念及SDGs的承諾。

0 . 4 、永續策略0 . 4 、永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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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指標  公司作法 /效益  對應章節  

2.消除飢餓  2.1 確保貧窮與弱勢

族群能取得 糧食  
2019 年捐贈米 3,300 公斤 社會共榮  

4.教育品質  4.5 確保弱勢族群接

受各階級教育  

2019投入在台之東協國家

或台灣新住民第二代學子
獎學金 新台幣 100 萬元 

社會共榮  

5.性別平等  5.5 確保女性有公平

為機會參與決策   

幸福職場  

 
誠信治理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8.5 就業與同工同酬  提供公平合理的薪資與工

作條件  
幸福職場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12.2 有效使用資源 
產品責任

綠色環境
 

12.6 揭露企業永續資訊

 

自 2020 年度起每年定期出
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關於報告書
 

13.氣候行動  13.3 提升氣候變遷減

險之教育與增

進應變能力  綠色環境

 

規劃綠建築 ： 
期許 2030年達成30%使用綠
色建築，2040 年40%，2050
年達成 50%。 

 

 

2025 年達成管理階層女性主
管比率高於35%, 
2030年達成高於40%

2023年董事會女性
成員超過1/3

源頭減廢：
- 2030年前，每年廢水排放量
較前一年減低3%
- 2030年前，每年廢棄物量較
前一年減低3%

使用綠色材料：
- 2030年占比為30%
- 2040年占比為60%
- 2050年占比為100%

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等綠能發
電系統：
- 2025年使用綠色能源達成
50%
- 2040年使用綠色能源達成
70%
- 2050年使用綠色能源達成
100%

綠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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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重視公司治理與營運績效，因此跨部門組織CSR作業小組，隸屬於
集團董事長室，最高負責人為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由高階主管擔任主任委員，
由各單位(採購部、業務部、製造部、研發部、財務部及行政部) 及柬埔寨子公
司、台灣分公司等各代表擔任委員，定期召開會議，共同規劃與執行CSR年度
計畫。CSR作業小組除定期開會外，於年底舉行CSR目標討論會，並訂定次年
度CSR的推動計畫，定期向董事長與董事會報告實施成效及改進方向，也負責
撰寫CSR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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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泰昇在越南跨出了第一步

 本公司已有十餘年相關技術經驗累積，並不定期與設備及關鍵零組件廠
商共同發展相關技術，不斷提升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泰昇持續專注原有產品
再升級，透過產品設計及新材料之試驗，開發更輕薄、柔軟及透氣之產品，期
能帶給終端消費者更優良的使用者體驗。

 提供一貫且完整的解決方案

 除生產製造外，本公司亦致力於推展全面自動化系統，包含包裝、搬運
及倉儲之整合自動化，以增加本公司競爭力。另一方面，經由掌握市場需求資
訊，開發全新產品及應用亦為研發主要目標，幫助本公司拓展全新領域市場。

 肯定與責任

 自 2001 年以來陸續榮獲多項世界性獎項，Taisun 不僅僅是公司名稱，
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品牌。這些獎項都肯定了泰昇的經營績效以及研發能力，
更激勵了所有成員向前邁進。

 全球觀點

 隨著全球衛生觀念之普及，消費者樂於接受使用更為便利之拋棄式衛生
產品，該等衛生用品屬成熟型民生必需品，市場開放程度高，競爭廠商眾多，
彼此間製程技術與產品種類差異度不大，本公司早期即於當地設廠並建置通路
，以確保對市場發展趨勢有最高的掌握度，另本於重視顧客使用經驗暨建立品
牌形象、有效區隔產品考量，爰除持續投入產品研發作業，力求提升效能、給
予使用者舒適感受外，並積極投入生產流程之改善，藉由提升良率、降低生產
成本以提高顧客滿意度及增加市場競爭力。

0 . 5 、企業概況0 . 5 、企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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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總部：Taisun Vietnam Co.,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Lot A1-6, N5 Street, Tay Bac Cu Chi IZ, Cu Chi District, HCM City, Vietnam
電話：(+84-8) 3790-8681
 模里西斯子公司：Taipoly (Far East) Corporation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Suite 802, St James Court, St Denis Street, Port Louis, Mauritius 
電話：(+84-8) 3790-8681
 柬埔寨子公司：Winsun (Cambodia) Co.,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National Road No.4, Khan Posenchey, Phnom Penh, Cambodia 
電話：(+855) (0)2372-9798
 台灣分公司：英屬開曼群島商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6號7樓705室 
電話：(+886)-2-2568-2830
 新加坡子公司：AB CARE (SINGAPORE) PTE.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10 Anson Road, #13-15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 
電話：(+84-8) 3790-8681

 泰昇集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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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稱「本公司」或「泰昇」) 自 2020 年起將自願性以每年一次的頻率發佈
揭露期間為上一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本報告書內容係依循全球永續性報
告協會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 發行之永續性報導準則 ( GRI Stan-
dards ) 核心選項編製，以及「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
辦法」指引，本報告書也會建立在結合泰昇業務與落實報告原則的基礎上，回
應各界所關心的議題，並呈現本公司在經濟、社會及環境層面所投注的努力。

 本報告書揭露期間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重要營運地點永續經營的管理與績效表現為本報告書主要提供的資訊範疇。大
部份揭露項目係涵蓋越南、柬埔寨及台灣分公司之營運據點，本報告書所有資
料與數據，由各部門同仁蒐集，再提交企業社會責任作業小組彙整，其後由各
部門主管及董事長審閱核定，以確保資料及數據之品質與正確性。本報告書之
財務數據係經會計師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若有特殊情形，則另
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

 本報告書於 2020 年 9 月 22 日首次發行，下次預訂發行時間為 2021 
年 9 月。

 聯絡資訊：

 若對於泰昇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有任何建議或疑問，竭誠歡迎
透過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繫，幫助我們持續改進。

電話：(+886) -2-2568-2830
 E-mail：IR@taisun.com.vn

 泰昇遵循GRI報導原則的利害關係人包容性、永續性、重大性與完整性四
大原則，透過鑑別、分析與確認三大階段，檢視永續議題，執行重大性分析，
以調整泰昇在永續管理上的策略與長期目標，並作為CSR報告書的編撰方針。

 階段一：鑑別

 步驟1、確立溝通對象
 由CSR作業小組依據利害關係人之定義討論，基於對泰昇產生影響或受泰
昇影響的內部、外部團體或個人，確立7大主要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員工
、客戶、供應商、社區居民、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並設立各式溝通管道收集反
饋。
 步驟2、蒐集永續議題
 自GRI準則、SDGs指標、組織內部的發展目標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四大
蒐集來源，彙整12個屬於泰昇的永續議題。

 階段二：分析

 步驟3、調查關注程度
 根據泰昇定義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除藉由內部的溝通會了解同仁的期待
，並分別於供應商或客戶間的互動及問卷，作為議題關注程度的分析基礎。
 
 步驟4、分析營運衝擊
 於考量經濟、社會與環境衝擊原則下，泰昇以獲利、營收、客戶滿意、
員工向心力、風險等五個經營面向，便是永續議題的衝擊程度。
 
 步驟5、繪製重大性矩陣
 根據步驟3及4的分析結果，繪製泰昇的重大性矩陣，
界定的關注議題納入年度規劃及日常業務管理，
並定期評估執行成效，持續改善。

0 . 6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大議題分析0 . 6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大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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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昇自成立以來，專精製造高品質的嬰幼兒紙尿布、成人紙尿褲、婦女衛生棉
及濕紙巾等產品，歷經多年的努力，成為個人衛生護理產品的亞洲領導品牌。回顧
2019年，泰昇所有同仁一起經歷了許多美好的事物，同時也共同解決了不少的挑戰
與艱難。我由衷地感謝每一位泰昇同仁的努力與付出，由於大家不斷地堅守職責，辛
勤打拼，以致泰昇營運得以更加成長茁壯，營運表現再創新高。

 「Growing Together 共同成長」是泰昇企業核心精神，我們除了持續開發優質
產品，為消費者帶來更好的便利性及生活品質外，也同樣重視與當地社會、環境及人
民共生共榮，泰昇已在主要營運區域實踐此精神近二十年，這與企業社會責任之目標
不謀而合，因此我們歸納出「誠信經營」、「產品責任」、「研發創新」、「幸福職
場」、「社會共榮」、「綠色環境」六大領域做為我們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核心
精神之主軸。

 2020年是大環境劇烈動盪的一年，但也是我們企業社會責任推動關鍵性的一年
，首先是董事會重新改組，在七席董事會成員中，獨立董事席次四席已超過一半，期
望各方賢達深入參與公司董事會實際管理運作，讓公司在誠信經營及透明管理更上層
樓。另我們也經董事會通過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設置了專職的公司治理主管
，來持續規劃及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活動。最後，在2020年9月我們也正式發表泰
昇第一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各位說明我們的執行成果及未來規劃。

 展望未來，泰昇將朝向研發更輕薄、透氣、柔軟，並具高附加價值之可
分解材質環保型紙尿褲，此革命性產品除了符合世界各國近年來對環保要求的
提升，並可幫助本公司擴大進軍高所得及高環保要求之全新高端領域市場。除
此之外，亦將持續過去一貫專注本業的態度及靈活的策略運用，加強資源整合
以創新價值，《打造卓越企業》以及《培養優秀人才》並積極貢獻社會。泰昇
一直專注於開發能改善全球環境和提高人類生活品質及安全性的新產品與新技
術，企業道德、遵紀守法、作業安全以及環境保護一直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亦
致力於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尤其社會責任是受到投資大眾高度重視的企業應
該盡到的承諾。未來泰昇亦將持續落實永續經營的理念，以達到「客戶」、
「員工」、「股東」、「合作夥伴」、「社會」共同成長多贏的目標。

 泰昇雖已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領域近二十年，但本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
泰昇初次編製，如有不成熟或待改進之處，請主管機關、股東及投資人等各方先進不
吝給予指導，感謝!

 階段三：確認

 步驟6、決定揭露邊界
 泰昇就採購、生產製造、品質管理與客戶使用的價值鏈，以決定永續資
訊揭露之邊界，藉以了解永續議題對於上下游階段之影響。
 
 步驟7、審查揭露內容
 根據鑑別的12個重大議題，對應至GRI準則的20個特定主題，依據每個
主題的報導要求與管理方針，進行永續資訊的蒐集與揭露。

1.誠信經營(G)  2.產品品質(E)   3.法規遵循(G)   4.客戶服務(E)
5.職業安全健康(S)   6.創新管理(E)  7.供應鏈管理(E)
8.風險管理(G)  9.能源管理(E)  10.人才招募與結構(S)  

11.氣候變遷(E)  12.社會參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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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重大議題確認與溝通：本公司重大議題確認與溝通：

焦點 重大議題 
主題(對應
GRI項目) 

營運重要性 主題邊界 

管理方針 公司目標 回應重點 
獲利 營收 

客戶

滿意 

員工 

向心力 
風險 上游 

組織

內部 
下游 

誠信治理 

誠信經營 
GRI 205:反貪

腐 
        

透過各式宣導

管道確保全體

人員知悉 

1.供應商簽署遵守

CSR 協議書至

2020年達100% 

1.全體員工進行誠信

經營暨防辦內線交

易宣導 

2.董事會通過「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 

風險管理 
GRI 103:管理

方針 
        

透過持續檢視

外部經營環境

及提升內部管

理程序，以建

立有效的公司

治理架構 

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提升 

1.強化董事會職能 

2.落實資訊揭露透明

度 

3.重視利害關係人權

利 

法規遵循 

GRI 419:社會

經濟法規遵

循 

        

進行內部教育

訓練確保相關

單位均了解相

關規範 

專人蒐集即時法

規並更新再進行

教育訓練 

2019年並無任何重大

裁罰情形 

產品責任 

採購與原物料管

理 

供應鏈管理 

GRI 414:供應

商社會評估 
        

強化供應鏈韌

性並進行新供

應商評估，以

完成開發分散

貨源方案 

1.建立完善的供應商

評鑑制度 

2.進行在地採購優化 

研發創新

 

創新管理 
GRI 103:管理

方針 
        

持續投入製程

或原料多元化

開發 

使用綠色材料占
比至2030 年達

30%，2040 年達

60%，2050 年
100% 

導入專案管理，以管

控開發時程與加速問

題解決 

產品品質 
GRI 416:顧客

健康與安全 
        

導入以強化品

質管理系統 

1.全面建立進料檢測

能力 

2.檢驗人員定期接受

2.董事會成員中  
女性董事人數佔
全體董事至
2023年超過1/3

1.供應商於一定
期限目標取得
ISO及MSDS認證

2.除長纖紙漿及
高分子吸水粉外
，在地採購優化
至2030年占比
達80%

全集團至2020年
取得ISO 9001 & 
GMP認證，2025
年取得ISO 
14001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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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服務 
GRI 418:客戶

隱私 
        

建構客戶服務

流程以提升客

戶滿意度 

與客戶定期以會議/

問卷方式了解並回應

客戶需求 

幸福職場

 

人才招募與結構 

GRI 405:員工

多元化與平

等機會 

        

進行人才職能

盤點，並設計
多元人才招募
管道

 

2.職務輪調率至
2025 年達5% 

3.內部晉升率至
2025 年達20% 

建立完善用人規劃，

以吸引人才留任 

人才培育 
GRI 404:訓練

與教育 
        

提供完整人才

訓練計畫 

員工線上教育訓

練、技術人員專

業訓練及管理幹

部教育訓練的完

訓率均至2023年

達100% 

健全員工教育訓練制

度，提升員工專業並

發展員工潛能 

員工薪資福利 
GRI 401:勞雇

關係 
        

規劃集團完整

的薪資福利制

度 

1.集團各公司每年

平均調薪率高於

政府公告平均調

薪率 

2.員工滿意度至

2023年高於 

75%，2025 年高

於80%，2030年

達90%以上 

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 

 

職業安全健康 
GRI 403:職業

安全衛生 
        

提供安全衛生

活動與訓練  

提供同仁安全健康的

工作環境 

社會共榮 社會參與 
GRI 413:當地

社區 
        

推動在地共進

共融，深化影

響力 

強化公益主題與本業

結合 

綠色環境 

能源管理 GRI 302:能源         

致力開發綠色

製造，以減少

能耗 

規劃年度新增節能措

施並落實行動 

氣候變遷 
GRI 305: 排
放 

        

擬定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政策 

設置太陽能之綠色發

電系統 

 

客戶滿意度調查
至2023年的滿意
以上等級提升超
過90%

1.管理階層女性
主管比率至2025
年達35%，2030
年達40%

使用綠色能源至
2025年達50%，
2040年達70%，
2050年達100%

至2030年，每
年用電量及碳排
放較前一年降低
3%

焦點 重大議題 
主題(對應
GRI項目) 

營運重要性 主題邊界 

管理方針 公司目標 回應重點 
獲利 營收 

客戶

滿意 

員工 

向心力 
風險 上游 

組織

內部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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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以零職災
為目標

每年進行生態/環
保/教育/慈善等
回饋活動，
於2021年~2025
年投入稅前淨利
達1%。
2026年~2030
年達1.5%



利害關係人 關注度高之議題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股東 
營運績效 
風險管理 
誠信治理 

公開資訊觀測站 
定期公告月營收,季
度財報與年度財報 

股東會 至少1次/每年 
國內外投資論壇 不定期 
法人說明會 不定期 
投資人關係專用信箱 不定期 

員工 

營運績效 
人才招募與結構 
人才培育 

職場安全健康 

勞資會議 至少1次/每年 
員工月會 1次/每月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至少1次/每年 
工會大會 至少1次/每年 
員工滿意度調查 至少1次/每年 

客戶 
研發創新 
產品品質 
客戶服務 

客服專線 不定期 
內銷經銷商座談會 不定期 
客戶滿意度調查 2次/每年 
公司網站 不定期 

供應商 
採購與原物料管理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評鑑及考核 1次/每年 
公司網站 不定期 

社區居民 
職業安全健康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社會參與 

工業區服務中心 不定期 

區域聯防 至少1次/每年 
公司網站設置溝通信箱 不定期 
公益活動 不定期 

非營利組織 
社會參與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1次/每年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1次/每年 

政府單位 
法規遵循 

職業安全健康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參與主管機關舉辦座談會
、法規公聽會、公文 

不定期 

主管會議宣導最新法令要
求及誠信經營等法規遵循 

至少1次/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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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誠信經營
1.1.1公司治理單位與運作

 董事會為本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並依公司章程規定已設置董事七席 (其中
3席為獨立董事、1席為女性董事)。董事會其下設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
員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

 本公司財務總部為公司治理兼職單位，負責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辦理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製作
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本公司已於2020年6月29日董事全面改選，新增1席獨立董事 (4席獨立
董事，2席為女性董事)，並於2020年8月5日董事會通過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委
員會。

1 、誠信治理1、誠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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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泰昇在越南跨出了第一步

 本公司已有十餘年相關技術經驗累積，並不定期與設備及關鍵零組件廠
商共同發展相關技術，不斷提升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泰昇持續專注原有產品
再升級，透過產品設計及新材料之試驗，開發更輕薄、柔軟及透氣之產品，期
能帶給終端消費者更優良的使用者體驗。

 提供一貫且完整的解決方案

 除生產製造外，本公司亦致力於推展全面自動化系統，包含包裝、搬運
及倉儲之整合自動化，以增加本公司競爭力。另一方面，經由掌握市場需求資
訊，開發全新產品及應用亦為研發主要目標，幫助本公司拓展全新領域市場。

 肯定與責任

 自 2001 年以來陸續榮獲多項世界性獎項，Taisun 不僅僅是公司名稱，
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品牌。這些獎項都肯定了泰昇的經營績效以及研發能力，
更激勵了所有成員向前邁進。

 全球觀點

 隨著全球衛生觀念之普及，消費者樂於接受使用更為便利之拋棄式衛生
產品，該等衛生用品屬成熟型民生必需品，市場開放程度高，競爭廠商眾多，
彼此間製程技術與產品種類差異度不大，本公司早期即於當地設廠並建置通路
，以確保對市場發展趨勢有最高的掌握度，另本於重視顧客使用經驗暨建立品
牌形象、有效區隔產品考量，爰除持續投入產品研發作業，力求提升效能、給
予使用者舒適感受外，並積極投入生產流程之改善，藉由提升良率、降低生產
成本以提高顧客滿意度及增加市場競爭力。

 本公司董事已採全面提名制度，且於2016年通過「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規定每年對整體董事會內部進行績效評估，並將該結果做為未來遴選或提名
董事及個別董事薪資報酬之參考依據。

 董事2019年進修情形：為強化董事會職能，泰昇每年為董事會成員安排持
續進修課程，2019年總進修時數為24小時。

 2019年投保董事責任保險情形：本公司每年均為全體董事及重要職員投保
責任險，2019年度由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並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39條規定，於2019年8月10日董事會提報責任保險之投保期間、金
額、承保範圍等重要內容。

董事會2019年運作情形 (共開會5次)

多元化項目 
 
董事 

性
別 

營運判
斷能力 

經營管
理能力 

領導/決
策能力 

產業 
知識 

國際觀
市場 

會計財
務能力 

危機處
理能力 

董事長：戴朝榮 男 ˇ ˇ ˇ ˇ ˇ ˇ ˇ 
董事：陳玉雪 女 ˇ ˇ ˇ ˇ ˇ ˇ ˇ 
董事：李瑞豪 男 ˇ  ˇ ˇ ˇ  ˇ 
董事：王心五 男 ˇ  ˇ  ˇ ˇ ˇ 
獨立董事：余尚武 男 ˇ  ˇ  ˇ ˇ ˇ 
獨立董事：謝朝煌 男 ˇ ˇ ˇ  ˇ ˇ ˇ 
獨立董事：陳明漢 男 ˇ ˇ ˇ  ˇ ˇ  ̌ 

職 稱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董事長 
Everlink Overseas Inc. 
代表人：戴朝榮  5 0 100% 

董事 
KT Look Int’l Inc. 
代表人：陳玉雪  5 0 100% 

董事 李瑞豪 5 0 100% 

董事 王心五 5 0 100% 

獨立董事 余尚武 5 0 100% 

獨立董事 謝朝煌 5 0 100% 

獨立董事 陳明漢 5 0 100% 
 

A.強化董事會職能
 a.董事會運作：本公司全體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落實情形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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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依法令規定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如「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等，也指定專人
負責資訊之蒐集及揭露，並依規定落實發言人制度。

 若本公司參加法人說明會，
均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讓利害關係人即時了解泰昇的營運情形。

b.功能性委員會運作：

審計委員會2019年運作情形 (共開會5次)

薪資報酬委員會2019年運作情形 (共開會2次)

B.落實資訊揭露透明度

 營運總部：Taisun Vietnam Co.,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Lot A1-6, N5 Street, Tay Bac Cu Chi IZ, Cu Chi District, HCM City, Vietnam
電話：(+84-8) 3790-8681
 模里西斯子公司：Taipoly (Far East) Corporation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Suite 802, St James Court, St Denis Street, Port Louis, Mauritius 
電話：(+84-8) 3790-8681
 柬埔寨子公司：Winsun (Cambodia) Co.,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National Road No.4, Khan Posenchey, Phnom Penh, Cambodia 
電話：(+855) (0)2372-9798
 台灣分公司：英屬開曼群島商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6號7樓705室 
電話：(+886)-2-2568-2830
 新加坡子公司：AB CARE (SINGAPORE) PTE. LTD. 
網址：http://www.taisunholding.com/
地址：10 Anson Road, #13-15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 
電話：(+84-8) 3790-8681

職稱 
   功能性 
委員會 

姓名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CSR 委員會  

(2020/8/5成立) 

獨立董事 余尚武 (召集人)   

獨立董事 謝朝煌  (召集人)  

獨立董事 陳明漢    

獨立董事 賀桂芬  
 

  (召集人) 

董事長 戴朝榮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召集人 余尚武 5 0 100% 

獨立董事 謝朝煌 5 0 100% 

獨立董事 陳明漢 5 0 100%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召集人 謝朝煌 2 0 100% 

委員 余尚武 2 0 100% 

委員 陳明漢 2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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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重視利害關係人權利

 泰昇遵循GRI報導原則的利害關係人包容性、永續性、重大性與完整性四
大原則，透過鑑別、分析與確認三大階段，檢視永續議題，執行重大性分析，
以調整泰昇在永續管理上的策略與長期目標，並作為CSR報告書的編撰方針。

 階段一：鑑別

 步驟1、確立溝通對象
 由CSR作業小組依據利害關係人之定義討論，基於對泰昇產生影響或受泰
昇影響的內部、外部團體或個人，確立7大主要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員工
、客戶、供應商、社區居民、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並設立各式溝通管道收集反
饋。
 步驟2、蒐集永續議題
 自GRI準則、SDGs指標、組織內部的發展目標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四大
蒐集來源，彙整12個屬於泰昇的永續議題。

 階段二：分析

 步驟3、調查關注程度
 根據泰昇定義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除藉由內部的溝通會了解同仁的期待
，並分別於供應商或客戶間的互動及問卷，作為議題關注程度的分析基礎。
 
 步驟4、分析營運衝擊
 於考量經濟、社會與環境衝擊原則下，泰昇以獲利、營收、客戶滿意、
員工向心力、風險等五個經營面向，便是永續議題的衝擊程度。
 
 步驟5、繪製重大性矩陣
 根據步驟3及4的分析結果，繪製泰昇的重大性矩陣，
界定的關注議題納入年度規劃及日常業務管理，
並定期評估執行成效，持續改善。

 泰昇已設置發言人制度，作為對外發表意見之管道，並設有專責人員處
理股東建議或糾紛事宜。公司股務人員隨時掌握董事及10%以上大股東名單，
並每月申報持股情形。

 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作業」，已要求內部人明確遵守，且
泰昇每年至少一次對內部人進行教育宣導，禁止內部人利用市場尚未公開資訊
進行操作，以保障股東權益。

 1.1.2誠信道德與運作
 總經理室為負責推動誠信經營之單位，並列席董事會以了解決策過程，
維護公司誠信經營之方針。本公司已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使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於執行業務時，秉持以誠信為基礎的理念負督導之責，以
創造永續經營的環境。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已規範：禁止
行賄及收賄、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提供或承諾疏通費、從事不公平競爭行
為、洩漏商業機密及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等。

 本公司規章中明訂懲戒與申訴制度，可提供利害關係人申訴與檢舉等專
屬管道，得即時回饋機制，以確保利害關係人權益能獲得保障。發現不誠信行
為可直接向相關主管或稽核室報告，相關資訊如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及結
果均保密處理，本公司對檢舉人也採取保護措施，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
本公司2019年未發生內外部重大檢舉事件。

 泰昇為強化公司治理職能，期許2023年董事會成員中女性董事占全體董
事比率超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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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風險管理1 . 2 、風險管理

重大議題 風險考量 
營運重要性 

風險管理 
策略 營運 危害 

從業道德 
同仁未能遵循公司從
業道德規範 

   
本公司制定相關規範，並教育
訓練及宣導、定期評估等，以
期深植從業道德與法規遵循 

公司治理 
未落實公司治理各項
業務 

   
強化董事會職能，並設置公司
治理事務專責人員 

法規遵循 
公司執行業務未符合
法律規定 

   
藉由對現行法令之追蹤評估與
法規遵循計畫制定與落實，輔
以教育訓練， 

供應商永續管理 
採購集中或供應商不
符合公司或法規要求 

   
持續分散生產基地與增加新供
應商評估，完成開發多元貨源
方案 

產品品質 
產品品質或良率遭受
挑戰 

   
嚴格控管進料品質，全面建立
進料與製程檢測能力 

客戶服務 客戶流失    
與客戶密切合作，定期以會議
或問卷方式了解並回應客戶的
需求 

創新管理 無法創新發展新技術    
規劃年度增加節能措施，落實
節能行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人才吸引與留任 
無法招募足夠適性人
才 

   
建立選才標準，擬定接班及代
理人計畫與增加多元招募管道 

職業安全健康 
發生職業災害或職業
疾病 

   
建構本質安全的工作環境，並
落實職業疾病之預防 

社會參與 不當公益捐贈或贊助    
與公司本業結合，並持續關懷
弱勢機構 

能源管理 電力供應短缺    
規劃年度增加節能措施，落實
節能行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排放對營運
之衝擊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持續採
用最佳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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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營運績效1 . 3 、營運績效

 最近二年度泰昇業績持續成長，主要受惠於柬埔寨市場人口持續增長、
人均所得的提升帶動紙尿褲的普及率，且本公司對於原物料廠商的價量控制得
宜，因此毛利率均能維持近30%水準。

單位: 新台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營業收入 1,373,220 1,491,841 1,500,010 1,744,175 1,977,366 

營業毛利 422,669 502,625 470,716 521,309 612,680 

營業利益 253,595 324,923 247,835 284,515 315,009 

營業外收支 9,299 16,936 44,682 51,327 65,269 

稅前淨利 262,894 341,859 292,517 335,842 380,278 

本期淨利 242,581 287,915 253,853 298,691 345,164 

每股盈餘 (元) 8.09 9.41 6.50 7.61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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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法規遵循1 . 4 、法規遵循
 本公司法遵基礎在於誠信經營，要求集團管轄之所有公司一切經營活動
均符合當地國家相關法令規章，不得一味追求營業利益而違反相關法令規章。
 
 本公司以組織功能執掌分類，依其功能所涉及法規，隨時關注不同方面
之法規動向，彙整如下：

法規名稱
 

負責單位
 

檢視法令機制
 

辦法修訂機制
 

環保、勞工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  
 
專人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

料 

依據ISO及相關法

令要求及時修正  

消費者安全、營業秘

密法、公平交易法相

關法規  

專人透過各類管道 (主管機

關、官方網站、外部顧問 ) 

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料  

有必要修訂章程或

內部辦法時，啟動

提案作業  

銀行法、資金貸與或

背書保證、反洗錢規

定 

專人透過各類管道 (主管機

關、官方網站、外部顧問 ) 

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料  

有必要修訂章程或

內部辦法 時，啟動

提案作業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稅法、取得或處分資

產 

專人透過各類管道 (主管機

關、官方網站、外部顧問 ) 

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料  

有必要修訂章程或

內部辦法時，啟動

提案作業  

勞動法令、個資法、

智財權法令  

專人透過各類管道 (主管機

關、官方網站、外部顧問 ) 

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料  

有必要修訂章程或

內部辦法時，啟動

提案作業  

台灣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上市公司相關

法規 

專人透過各類管道 (主管機

關、官方網站、外部顧問 ) 

隨時蒐集法令變動資料  

有必要修訂章程或

內部辦法時，啟動

提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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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室

內銷部

外銷部

財務總部

會計部

人力資

源室

財務

總部



2 、產品責任2、產品責任
2.1、採購與原物料管理

 泰昇生產基地分別於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邊市。本公司主要原料長
纖紙漿、高分子吸水粉及高階不織布之供應商均源自於海外國際大廠，最近兩
年度採購占比45%以上。近年來，泰昇意識到環保議題與考量運費成本下，積
極布局與拓展在地採購優化：提升在地供應商核心能力，保障在地基層勞工權
益，布局增加在地採購，並與供應商合作節電、減碳及減廢。

 泰昇對原物料供應商執行稽核與審查均經過評鑑小組之稽查作業，透過
原物料測試及四大面向(品質穩定、價格合理、準時交貨及售後服務) 評量供應
商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並督促改善，確實進行供應鏈之風險管理。

 本公司為求原物料品質，對供
應商要求日趨嚴格，期許：主材供應
商2021年100% 取得ISO & MSDS認
證：輔材供應商2023年取得認證占
比達成50%，2025年占比達成70%，
2030年占比達成100%。

權責單位  評鑑職能與權責  

採購部  供應商之篩選與評估、評鑑、評級及評鑑資料 彙整歸檔  

研發部

品保部

 
研發人員確認新素材規格、樣品試作及必要時參與供應商評鑑
 

品保人員負責供應商進料檢驗、確認及供應商評鑑  

製造總部 供應商生產能力、環境評估及供應商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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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二年度本公司供應商評鑑進行比率達94%，2019年度進行供應商評
鑑家數共計44家，評鑑程序中所發現之缺失，泰昇已將建議改善事項請供應商
回覆，雙方意見交流後，對整體評鑑結果及意見回覆作二次審查。

 泰昇為求創新管理，將於2020年達成100% 供應商完成評鑑。

2.2、供應鏈管理

 泰昇致力於推動在地採購優化，藉由多元合作經驗，以強化供應商應變
能力、持續精進製程與改善品質。2019年度除長纖紙漿、高分子吸收粉外，
泰昇的原物料在地採購占比約37%。

 2019年執行以下管理行動：
A.訂立在地採購目標，持續推動或維持在地採購比例。
B.積極提升原物料供應商技術與品質，進而提高在地採購量。

 泰昇積極與在地供應商合作與技術交流，目標將原物料 (除長纖紙漿、高
分子吸收粉外) 在地採購占比至2030年達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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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創新管理
新產品開發價值鏈

3.2、產品品質

3 、創新研發3、創新研發

 泰昇秉持對於創新研發的堅持，唯有持續投入資源並付出努力，才能達
到公司永續經營的目標。2019年度本公司投入研發費用共計15,418千元。
 
 本公司在追求原物料之創新，不斷提升研發技術，預計使用綠色材料至
2030年占比為30%，2040年占比為60%，2050年占比為100%。

 本公司推動有效實施維持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結合相互溝通，系統
管理落實執行，追求持續改善與問題預防，確認系統適切性與有效性。泰昇承
諾做到：
 A.致力建立、執行、維護與更新完善的品質安全管理系統。
 B.確實達成永續供應鏈中製造者的角色。
 C.符合法規的要求。
 D.符合與客戶相互協定的安全要求。
 E.所有各階層有效傳達、實施與維持。

權責單位 新產品開發之職能與權責  

行銷部
內銷部
外銷部

 

以新產品發想 (通路需求、市況調查、未來趨勢 )具體化，再新品

提案結合自有技術，企劃適合的產品  

獲得足夠資訊量，以定調商品設計概念與實作差異化  

研發部  研發人員依據企劃訴求搭配關鍵原料，進行產品設計與打樣試作  

採購部  對關鍵原料進行功能性驗證，並協助首批生產之原料採購及製程  

製造總部 依研保中心擬定的新品技術標準書配合生產實際狀況調整參數  

品保部 品保人員進行試製品檢驗，確保產品品質符合企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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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客戶服務

客訴處理管理流程

 本公司打造可靠與可信賴的品質體系，係自掌握客戶需求、產品設計、
製程設計、小樣試產，導入量產與售後服務等，各階段均已建置嚴謹的品質管
理制度。集團預計2020年前取得ISO 9001 & GMP認證 ，2025年取得ISO 
14001認證。泰昇持續提升製程以增加良率，目標將產品損耗率於2023年前
降至5%。

 本公司為能更積極服務客戶，每年度均進行兩次的客戶滿意度調查，作
為缺點改善、市場需求、產業環境及競爭優勢的風險管理依據，藉著客戶滿意
度調查結果，了解客戶滿意程度並採取改善對策，以提升產品服務品質。

 泰昇為能積極服務客戶，每年度均進行兩次客戶滿意度調查作業，作為
缺點改善、市場需求、產業環境及競爭優勢的風險管理依據。以客戶滿意度調
查制度，了解客戶滿意程度，並採取改善對策以提升服務品質。2019年客戶
滿意度於滿意等級以上超過80%。惟面對競爭的消費市場，預計至2023年客
戶滿意度調查的滿意等級以上提升超過90%。

客戶抱怨 → 
業務提出客

訴處理單 
→ 
品保判定

責任單位 
→ 

責任單位2日內

回覆原因分析

與防止對策 

→ 
業務7日內回

覆客戶 
→ 
品保追蹤改

善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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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才招募與結構

4 、幸福職場4、幸福職場

 泰昇近年來業績不斷擴展，人才雇用均考量組織未來發展需求，嚴謹地
恪遵當地國家的勞動等相關法令規定聘僱員工，不強迫無意願之員工進行勞務
行為。本公司透過人才招聘網站、內部同仁舉薦等的公平、公開方式，不論性
別、宗教、種族、國籍或政黨，給予員工的薪資福利為一體適用。2019年人
力結構如下：

 泰昇預計人力資源目標：
A. 自2020年到2030年逐年平均年齡維持低於35歲。
B. 2025年達成管理階層女性主管比率超過35%，2030年超過40%。
C. 職務輪調率至2025年達成率高於5%，內部晉升率高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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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才培育

4.3、員工薪資福利

 本公司為健全員工職涯發展，對於現職員工進行各項新進人員訓練、在
職專業訓練及主管管理技巧訓練等，除強化員工專長與職能，以達成組織共同
目標與創造自我成就，並作為員工績效或晉升規劃之考量。泰昇2019年度教
育訓練共計1,501人次，3,368小時。

 泰昇未來將落實人才雙軌發展制，除提供完整員工發展架構外，再藉由
強化管理職與技術專業職的訓練，讓員工依特質與專長獲得良好發展，更能專
注於專業。

 為能更有效率執行員工教育訓練，已著手建置員工線上教育訓練系統，
預計2021年線上教育訓練完訓率達50%，並規劃至2023年線上教育訓練、技
術人員在職訓練及管理幹部教育的完訓率均達100%。

 本公司為達成有效留才與激勵獎酬之雙重目的，設計具競爭力且優於同
業水準的薪資制度，透過制度設計，提升公司整體績效表現。泰昇除依照當地
政府規定提撥員工退休金外，提供多元福利，如生育補助、醫療補助、婚喪補
助、團體保險、健康檢查、生日禮金、旅遊補助、節慶或尾牙活動、加班牛奶
或物品補助、其他活動贊助等。2019年整體福利支出共計約新台幣17,016千
元。

 本公司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以維持良好的勞雇關係。且泰昇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工會不但於2019年獲得政府最佳工會殊榮，持續十餘年始終如一，
戮力成為員工引為傲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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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先進典型”工會榜樣 2015-2019

2019優秀工會
2019-2020學習和遵循胡志明的思想
、道德和風格的良好實踐工會

 泰昇近年來的成長，除經營階層的努力外，更歸功於員工，所以規劃集
團薪資福利計劃時，各公司每年平均調薪率高於各國當地政府公告平均調薪率
，並更精進於2020年建置員工滿意度調查系統，員工滿意度至2023年高於 
75%，2025 年高於80%，2030年達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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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職業安全健康

 本公司為員工打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健康友善的職場，已依ISO 
9001制定相關程序，制定實踐方向：

 2019年泰昇發生職災事件共計10件，並無人員死亡工傷，本公司最近二
年度雖發生職災件數持平，仍持續努力改善。最近年度未有員工發生職業病確
診案例。

 泰昇致力建置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每年將以零職災為唯一目標。

法規遵循  符合或超越安全衛生法規要求,以零職災為目標。  

建立系統  展開安全環境管理體系作業優化 &簡化之整合。  

風險管理  每年檢視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期望發現可能之風險
而訂定目標。  

基層培育  善盡教育基層主管人員安衛責任，以預防事故發生。  

進行安衛教育與宣導，鼓勵參與安衛活動。  

全員參與  透過改善提案等活動推動全員參與，深化 5S 及環安衛管理 文化。

 

落實稽核  落實預防管理及稽核制度，確保工作環境及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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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社會參與

5 、社會共榮5、社會共榮

 對於社會，泰昇除提供社會弱勢族群財務或學習上的捐助與支援外，更
妥善結合本業產品，透過公益活動的舉辦與參與，也使內部員工關注社會公益
並投入其中。2019年泰昇的社會參與活動如下：

在地投入  協助對象  協助方式  投入金額  
舉辦次

數 
社會影響力  

產學合作  大專院校學生  提供實習機會  VND 22,292,820 
4人次 強化在地產業人

才連結  

促進鄰里  

越南廠區周

遭鄰里  學校及機構援

助物資或財務  

VND 8 億 9千

2百萬 
71場次 

透過在地鄰里社

區一同成長  柬埔寨廠區

周遭鄰里  
USD 9,543.88 13場次 

弱勢照顧  大專院校學生  提供獎學金   NTD 100 萬 20人次 提升在地學生 學
習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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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溯莊省老人服務公益活動越南溯莊省老人服務公益活動

越南溯莊省幼童慈善公益活動越南溯莊省幼童慈善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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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寧順省關懷偏鄉孩童公益活動越南寧順省關懷偏鄉孩童公益活動

越南前江省探訪老人公益活動越南前江省探訪老人公益活動

越南富安省關懷弱
勢孩童公益活動
越南富安省關懷弱
勢孩童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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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河內市援助
物資公益活動   
越南河內市援助
物資公益活動   

越南邊和市支援
孩童公益活動

越南邊和市支援
孩童公益活動

越南胡志明市產
學合作計畫 :
提供實習機會

越南胡志明市產
學合作計畫 :
提供實習機會

越南胡志明市西北古
芝工業區送暖學

越南胡志明市西北古
芝工業區送暖學
童愛心禮物活動童愛心禮物活動

33



緬甸仰光市公益活動緬甸仰光市公益活動

越南金甌省中秋送暖慈善活動越南金甌省中秋送暖慈善活動

越南胡志明市古芝縣探訪越南英雄母親公益活動越南胡志明市古芝縣探訪越南英雄母親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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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公司新南向獎學金座談會台灣分公司新南向獎學金座談會

柬埔寨援助兒童
基金會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兒童
基金會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兒童
基金會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兒童
基金會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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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昇對於在地社會公益活動一向不遺餘力，經常帶動員工一起投入社會
公益，期許員工做一個有溫度的人，也創造一個有溫度的社會。
 
 泰昇預計目標：每年投入進行生態、環保、教育及慈善等回饋活動，
2021年～2025年稅前淨利1%，2026年～2030年每年投入稅前淨利1.5%。

柬埔寨援助弱勢
族群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弱勢
族群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孤兒院弱
勢孩童慈善活動

柬埔寨援助孤兒院弱
勢孩童慈善活動

5.2、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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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色環境6、綠色環境

 泰昇的污廢水及廢棄物大多為生活使用，非主要為生產製造系統產生。

惟本公司對於廢污水排放管理，係定期檢測水質並透過工業區管理總籌，確保

排放水質符合政府規範，同時，對新增設備或生活用水，均規畫階段性節水設

計，以降低水資源使用量及廢水排放量。

 本公司已執行廢棄物分類、收集、儲存、管理、清運，並與政府規範之

合格清運廠商簽約合作執行廢棄物處理，必要時公司環安衛人員不定期進行廢

棄物處理廠實地訪查，確保廢棄物清除及處理符合相關規定。有關危害廢棄物

部分，僅為少數使用廠車或堆高機的汽機油，均以一套管理系統管控並透過合

格廠商代為處理。

 另，本公司提倡資源再生應用政策，除進貨紙箱及包材回收再利用外，

推動辦公室電子化資訊管理：紙張雙面列印或回收紙再利用、對內公文袋重複

使用，增加使用掃描功能之影印機以減少紙張列印。

 本公司2019年未有違反環保相關法令之事件。

 泰昇預計2020年期許全體供應商簽署遵守CSR協議 。

6.1、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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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昇將氣候變遷的永續發展列入營運的重要議題，並於環安衛管理政策
中明訂本公司落實保護環境的義務。2019年度泰昇採以PDCA運作方式，規劃
與執行各項保護環境措施如下：

A. 提倡節約能源：推行辦公室節能減碳活動，提升員工環保節能意識，規
劃照明設備逐漸改用LED燈源，降低耗電量。
B. 綠色能源使用：本公司已規劃於越南廠區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預計每
年發電量為88,695度，占總用電量為0.75%，共計減少CO2排放量約22,706 
CO2e/年。
C. 推行綠色採購：本公司除規劃在地採購優化外，對於能源使用效率較差
的設備進行維護或汰換，預計採購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節水標章等之產品。

 本公司能源使用係以電力能源為主，部分使用柴油及汽油能源等，2019
年集團用電量11,851,872 度，惟係專責人員以生產產量為基礎計算能源密集
度。2019年能源密集度較2018年降低，顯示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6.2、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綜上，泰昇對於氣候變遷之能源管理目標：係能源密集度至2030年
採逐年減低用電量及碳排放，每年較前一年減少3%。

項目 單位 2018 2019 

總能源消耗量  GJ 38,381.32 42,666.74 

生產產量  KPCS  528,815 617,022 

能源密集度  GJ/KPCS  0.0726 0.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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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 GRI 準則內容索引 (核心 ) 

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一般揭露  

GRI 101 ：基礎 2016 ( 不包括任何揭露 ) 

GRI 10 2 ：一般揭露 2016 

組 織 概 況 

102 1 組織名稱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 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0.4 企業概況 8   

102 3 總部位置  0.4 企業概況 8   

102 4 營運活動地點  0.4 企業概況 8  

102 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0.4 企業概況 8  

102 6 提供服務的市場  0.4 企業概況 8   

102 7 組織規模  1.3 營運績效 

4.1 人才招募與結構  

20  

26
 
 

102 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4.1 人才招募與結構  26   

102 9 供應鏈  2.2 供應鏈管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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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無此情事。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2 風險管理  19 

策 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0.2 董事長的話  

0.3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主席的話  

3 
4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2 風險管理  19 

倫 理 與 誠 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1.1 誠信經營  15 

102-17 關於倫理之建議與顧慮的

機制 

1.1 誠信經營  15 

治 理 

102-18 治理結構  1.1 誠信經營  15 

102-19 委任權責  1.1 誠信經營  15 

102-20 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

和社會主題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2
 

13 
 

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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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

環境和社會主題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4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
成 

1.1 誠信經營  15 
16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1.1 誠信經營  15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1.1 誠信經營  16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

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1.1 誠信經營  15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1.1 誠信經營  16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1.1 誠信經營  16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

社會衝擊  

1.1 誠信經營  16  

102-30 風險管理程序的有效性  1.2 風險管理  19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2 
13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

導的角色  

0.3 永續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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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102-33 溝通重要關鍵議題  0.5 利害關係人 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4  

102-34 關鍵議題的性質與總數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0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0  

102-41 團體協約  4.3 員工薪資福利  27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0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2
 

13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4  

報 導 實 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1.3 營運績效  20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1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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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102-48 資訊重編  無此情事。  

102-49 報導改變  無此情事。  

102-50 報導期間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52 報導週期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

人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0.1 關於報告書  2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 39  

102-56 外部保證 /確信 無此情事。  

GRI 103：管理方針  

報 導 管 理 方 針 的 一 般 要 求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0.5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重

大議題分析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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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0.4 永續策略  5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0.4 永續策略  5  

經濟指標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

濟價值  

1.3 營運績效  20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

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7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

退休計畫  

4.3 員工薪資福利  27  

GRI 202：市場地位  2016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

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

率 

4.3 員工薪資福利  27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

階層的比例  

4.1 人力招募與結構  26  

GRI 204：採購實務  2016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

比例 

2.2 供應鏈管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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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GRI 205：反貪腐 2016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
運據點

 1.1 誠信經營 18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
通及訓練 

1.1 誠信經營 18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
行動

 1.1 誠信經營 18  

GRI 206 ：反競爭行為 2016 

206-1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
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1.1 誠信經營 18  

環境指標 

GRI  301：物料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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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3.1 創新管理 24  

301- 3 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7 
38 

302-3 能源密集度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GRI  303：水 2016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303-2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6.2 氣候變遷及能源管理  38  

GRI  306：廢污水和廢棄物  2016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
分的排放水量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306 -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
物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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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

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6.1 環境能源管理政策 37  

社會指標  

GRI  401：勞雇關係  201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4.1 人力招募與結構  2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 (不包含臨

時或兼職員工 )的福利  

4.3 員工薪資福利  27  

GRI  402：勞資關係  2016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目前籌畫中。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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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

全衛生委員會中的工作者

代表 

目前籌畫中。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

損工日數、缺勤等比率，以

及因公死亡件數  

4.4 職業安全健康  29  

403-3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

率與高風險的工作者  

4.4 職業安全健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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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人才培育  27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4.2 人才培育  27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

核的員工百分比  

4.2 人才培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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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人才培育  27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4.2 人才培育  27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

核的員工百分比  

4.2 人才培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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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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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誠信經營  16  

GRI  406：不歧視  2016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

善行動  

4.1 人力招募與結構  26  

GRI  408：童工  2016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

之重大風險  

4.1 人力招募與結構  26  

GRI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2016 

409-1 具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重大

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4.1 人力招募與結構  26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2.2 供應鏈管理  23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

及所採取的行動  

2.1 採購與原物料管理  22  

GRI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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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

和安全的衝擊  

3.3 客戶服務  25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

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3.3 客戶服務  25  

GRI  418：客戶隱私  2016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

客戶資料的投訴  

3.3 客戶服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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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法規遵循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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