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  風險管理之運作情形 

 

風險管理原則與方針    
風險管理是對所有利害關係人的保證與責任，更是永續經營的必要手段。飛宏科技落實遵循政府法規及公司制度，並且持續評估國內外經營環境

的變化及風險。公司風險管理組織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按風險管理程序與組織執行風險管理，以 PDCA 管理循環模式，使公司得以有效因應各種
風險所帶來之衝擊，進而達到風險管控，辨別並善用風險機會，以確保公司正常營運。2021 年度風險評估鑑別出之風險議題按經濟面、環保面、社
會面分類，進行針對營運衝擊、因應對策與對公司產生之機會的分析。 

風險分類、對策與機會管理 

面向 風險種類 對營運的衝擊 因應策略 機會 

經濟 

財務風險 

•利率、匯率變動影響財務收入與支
出，衝擊財務槓桿、通貨膨脹風險。 
•關稅壁壘造成客戶下單意願及生產成
本增加，供應鏈供貨受阻 

•評估利率曝險項目及浮動利率之影響程度• 
•匯率風險採取自然避險方式，短期閒置資金之投資則以具流
動性、本金和收益兼具安全性之銀行保本理財商品和定存為
主。不從事高風險、高槓桿的投資活動。 
•透過處分閒置資產之現金流入和向金融機構申請之融資額度
來支應營運資金和長期資本支出。 
•積極布局越南生產基地以有效彈性調動，減少貿易關稅的影
響。 

•管理利率、匯率的變動對資產及現金
流的影響，穩健公司的財務運作。 
•強化營運與生產模式之應變能、擴大
供應鏈的夥伴關係及永續經營能力。 
•配合政府投資優惠，持續強化台灣總
部研發能力與科技人才，布局中國以外
生產基地。 

法定傳染病 
•因傳染病擴散，公司員工無法上班、
材料無法準時運輸到公司，導致生產線
停線，公司無法符合客戶需求。 

•建立防疫組織機制與 SOP，以期在 短時間內有效確認人員
安全上線，重啟生產線運作。 
•分流、異地上班，以風險分擔。  
•強化供應鏈夥伴關係，互享並配合供應鏈防疫機制 

迅速且審慎計畫逐步恢復正常產出，以
展現危機處理能力，爭取客戶信任與更
多業務機會。 

供應商風險 
物料供應短缺或中斷，導致工廠停線與
無法營運危機，以致於無法滿足客戶需
求，甚至違背承諾客戶之出貨計畫。 

•建立永續供應鏈之夥伴關係，確保其原物料來源穩定，並設
立庫存機制與「供料及時預警系統」。 
•替代料供應商備援機制，以確保物料來源穩定，無供應中斷
風險。 
•要求供應商務必遵循「負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強化與供應商的永續夥伴關係，良性雙
向溝通與互動，以達成客戶需求與期
望，共同創造雙贏共榮。 

 



 

面向 風險種類 對營運的衝擊 因應策略 機會 

環境  環境與氣候變遷風險 發生氣候緊急狀態或公共服務(電、水、
氣)中斷，導致工廠停工、營運中斷。 

•檢視國際環保趨勢，制定符合公司營運需求之環境保護對
策。 
•進行災害預防監控，並演練緊急應變及復原能力。 
•衝擊或威脅與因應策略請詳見「氣候變遷因應」之附表。 

潛在機會請詳見「氣候變遷因應」之附
表。 

社會 

道德風險 

因違反誠信經營與行為準則，導致公司
損失。經 2021 年針對各飛宏廠區在各
個風險領域所做的腐敗風險評估表，所
識別出之重大風險在於採購領域的不適
當接受餽贈 、金錢，或以交際費用支
出換取供應商物品和服務投標優惠待遇
的回報。 

•公司於 2019 年開始，所有飛宏新進員工在報到之時，必須接
受「企業道德與商業行為準則」訓練，並於訓練後簽名認可。 
•不定期透過教育訓練及全員宣導，以推動誠信經營之重要與
實踐。 

全員恪守企業道德與商業行為準則，並
落實誠信經營  。 

資訊安全風險 

•因洩漏、竊取、破壞⋯⋯等人為因素，
或天然災害損害，所導致之公司、個人
資訊及內外通訊系統異常，造成公司營
運損失，甚至導致公司信譽的損害。 

•每年兩次加強資訊系統異地還原演練，模擬任何天然災害
（如地震、火災、水災等）發生，或是人為因素導致資料損毀
時，確保可以在 短時間內恢復系統運作。 
•隨時維持兩家電信業者專線備援，以確保對外營運正常。加
強系統加密能力與密碼管理。 
•落實員工教育訓練以避免發生重要資訊遺失，並強化 資安管
理及員工守法觀念。 

建構高可靠度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來防
堵任何通訊中斷、資料遺失及洩漏的可
能性，以取得所有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
信任與支持。 

職業安全風險 

職業傷害與公共安全事件會衝擊到公司
的正常營運，因嚴重程度的差異，甚至
可能導致人員、財產的損耗與工廠停
工。 

•盤點有職業病危害因素之作業，進行工程控制與防護裝置預
備以避免員工接觸危害因素機會。 
•加深日常維安意識及演練，如遇緊急災害、公安事故，立即
啟動任務編組執行救助，以管控人員安全及財物損失。 
•強化勞資協商管道，建立和諧的勞資關係。 
•貫徹健康檢查。 

降低並防範職災發生機會，確保人員財
產安全，以增進利害關係人對公司持續
營運的信心。 

 

 

 



組織風險預警 
公司相關單位進行有效控管風險，主要手段如下： 
1.內部稽核制度 :  

2021 年飛宏共執行 52 項次稽核作業，針對稽核缺失作業項目按季進行追蹤查核，直到 100%改善完成。本公司依法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及設置隸屬於董事會
之稽核室，稽核主管列席董事會報告，並且定期向審計委員報告稽核業務，協助確保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促進本公司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達
成下列內控目標達成。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 
  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稽核頻率 稽核項目 

1 次／月 衍生性商品投資作業 

1 次／季 背書保證作業、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1 次／年 

1.關係人交易管理作業 

2.預算作業 

3.對子公司監理作業 

4.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5.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作業 

6.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包括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 

7.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作業 
8.資通安全作業 
9.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 
10.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 

11.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12.銷貨及收款循環 

13.採購及付款循環 

14.薪工循環 

1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16.融資循環 

17.投資循環 

18.電子計算機處理作業循環 

19.研發循環 

2021年缺失追蹤改善達成率 追蹤改善成果 100  % 



2.營運風險控管 :  

   飛宏科技深刻認知天災與意外事件等不確定風險項目，對於公司生產營運與員工安全有著重大衝擊與影響，因此以預防管理的積極態度來面對

災害風險管理的範疇，也藉由嚴謹的風險管理計畫與安全規範的落實管理，追求達到電源產業安全 高標準。為確保公司於災難（包括火災、地

震、颱風、停水、停電、戰爭、政治動亂、恐怖攻擊、食物中毒、法定傳染病、環境污染等）發生後，能迅速恢復正常運作，減少公司及客戶財

產損失，並維護公司聲譽及員工安全。我們運用保險方式來因應及迴避風險，2021 年飛宏科技針對商業火災、貨物運輸、產品責任及公共意外

等，向保險公司投保，確保在保險期間內，能將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導致之承保財產遭受毀損或滅失等風險，透過保險規劃及固定保險

費支出，將營運風險轉移並將可能造成的損失降至 低。 

 

保險規劃 產品責任險 貨物運輸險 商業火災險 財產一切險 商業全險 

範圍 飛宏集團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越南廠區 

原幣保額 US$2 百萬~12 百萬 NT$ 11,700 百萬 NT$ 1,004 百萬 RMB$ 1,080 百萬 VND$305,693 百萬 

台幣保額 NT$ 57 百萬~340 百萬 NT$11,700 百萬 NT$ 1,004 百萬 NT$ 4,529 百萬 NT$ 388 百萬 

原幣保費 US$15,000 NT$359,354 NT$968,730 RMB$152,449 VND$446,403,724 

台幣保費 NT$426,150 NT$359,354 NT$968,730 NT$639,248 NT$566,933 

總保費 NT$2,960,414 

補充說明：因險種到期日不同，匯率依付款月份之匯率。 

 產品責任險原保額為美金，匯率以 2021/1 月(28.41)換算 

 財產一切險原保額為人民幣，匯率以 2021/6 月(4.19319)換算 

 商業全險 原保額為越南盾，匯率以 2021/7 月(0.00127)換算 

 

 

 

 

 

 



3.氣候變遷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引發之極端氣候風險不斷上升，災害發生的頻率及規模亦隨之增加，面對全球氣候會議 COP21《巴黎協定》訂出的抑制升溫 2°C 氣候行動目

標，飛宏科技積極未雨綢繆，2010 年開始於東莞部分廠區導入溫室氣體盤查，於 2016 年起將盤查範圍擴大至東莞全部廠區，因此將 2016 年訂為東莞廠區之溫室

氣體排放數據之基準年，以持續進行有效管理節能減碳。並且於 2020 年初承諾倡議「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i)」，以更積極態度與實行，進行節能減碳作為。  

2015 年建構飛宏台南新廠時，也在屋頂設置了太陽能設備，發電持續至今仍用於工廠使用。這些作為都是飛宏科技呼應氣候變遷議題，針對可能產生之衝擊與威

脅的主要行動。公司評估並列出極端氣候風險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及潛在機會如以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表」，期望是一方面減緩氣候變遷風險，另一方面為降低風

險導致可能的損害，將危機轉變成為契機，創造價值與機會。 

氣候變遷風險 衝擊或威脅 因應策略 潛在機會 

能源供給 

能源價格大幅上升 

能源中斷供給 

製程：高能源成本提升，能源需求高峰造

成生產中斷。 

供應鏈：碳價導致原物料價格上升及運輸

成本增加 

市場：營運成本增加影響市占率，高耗能

產品不受青睞。 

東莞廠區 2010 年導入溫室氣體盤查，並

以 2016 年為基準年，預計 2021 年達到排

放減量 5%以上。 

設定節約能源目標，善用政府節能診斷服

務資源進行改善措施。 

使用再生能源，於 2015 年建構台南新廠

時即設置屋頂太陽能，目前已正式服役四

年，平均每年可發電３萬餘度，減少碳排放。 

除平日節水管理外，針對限水非常時期規

劃三階段因應措施維持營運，以降低乾旱發

生時對公司的影響。 

綠色製造：嚴禁採購或使用對人體環境有

害之原料與衝突礦產，同時要求主要供應

商配合綠色製造之政策,加強相關稽核。 

導入智能型電能管理系統『需量管理功

推動綠色產品或再生能源，減緩氣候變

遷。 

發掘法規所衍生的機會，而非僅看到成本

與風險。 

將氣候變遷策略視為關鍵競爭優勢。 

天災導致產品汰換需求增加 

透過公開揭露、獲得投資人、客戶、利害

相關者支持。 

資源短缺與投入成本 

無水衝擊 

水價大幅上漲 

物料大幅漲價 

製程：水資源取得性降低，衝擊製程營

運。 

供應鏈：供應商受水資源限制，致製程投

入成本增加。 

市場：營運成本增加影響市占率。 



氣候變遷風險 衝擊或威脅 因應策略 潛在機會 

極端高溫日數增加 

冷卻系統承載加重 

電器設備過熱 

熱浪影響人員出勤 

資產：資產加速損壞、電器設備運轉效能

低、溫度敏感設備受損，額外冷卻設備成

本增加，品質受影響。 

供應鏈：產品品質受影響 

勞工：員工缺席增加，工作場所過熱，生

產力降低、勞動力維護與技能訓練困難。 

能』達到契約容量 佳化應用的目的。 

運用保險方式因應及轉移相關風險，包含

商業火險、財產一切險、貨物運輸險、產

品責任險等 

極端氣候事件 

基礎設施應付能力 

災害緊急救援 

保險是否足以支付災害所

造成的損失 

營運、資產：資產受損、能源供給不穩導

致營運中斷。 

供應鏈：原物料和貨品輸送受影響，運送

延遲。 

勞工與：額外的管理成本，員工無法上

班。 

 
 

 

 

 

 

 

 

 

 

 



4.法規遵循 
法規遵循是公司治理的根本要求，飛宏科技極其重視公司與所有員工對於各項法令法規的遵循，每年不定期於內部重申商業道德、公司治理、員工品德操守等

道德規範。並以誠信經營原則恪遵營運所在地的各項法律、法規。這是飛宏科技作為世界公民的角色與責任。飛宏台灣總部設有法務室，協助員工釐清各項法律疑

義。倘員工有違反法律、勞工安全規章或法規、勞動契約及商業道德之情形，飛宏科技亦將依相關法令及懲戒措施追訴處理。 

   

飛宏科技依照各國際法規標準及客戶要求，如歐盟 REACH、RoHS 等，符合比例 100%。對於綠色產品環境保護不遺餘力。2021 年無違反下列事項與被罰款

事件發生： 

(1) 有關產品及服務健康與安全影響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2) 有關產品及服務信息和標示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3) 有關市場推廣 ( 包括廣告、推銷及贊助 ) 與客戶隱私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 

(4) 飛宏為台灣上市公司，在報告期間內，均遵循上市公司所應遵循之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等規定，沒有任何違反或不合規之情事發生。 

 

法規遵循 

環保法規遵循 2021 年飛宏科技並無發生任何重大違反環境法規規定的事件，亦無任何環保違規受處罰或罰款等事件發生。 

勞動法規遵循 

飛宏科技遵循勞基法，2021 年並無使用童工事件發生。無涉及歧視、原住民權利及經由正式機制申訴之人權相關個

案。每位員工於聘僱時皆依法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契約並載明聘僱關係乃基於雙方合意之前提下所建立，並定時進行

檢視與控管，2021 年未有相關違規與被罰款事件發生；也無接受人權相關的審查及影響評估。 

產品標示、行

銷、客戶隱私等

法規遵循 

於產品行銷上不論是在廣告、文宣、參展、新聞稿發布，或贊助活動方面均遵守市場公平競爭法規。法務部門也針對

行銷與業務相關單位進行相關訓練，宣導同仁以正當方式進行業務行為之必要性，並提醒同仁勿用不當方式獲取銷售

業積、或以惡性併購、掠奪性訂價等行為製造非法市場障礙。除了以上法規面上的要求外，任何標示與產品資訊在公

開前必須皆經由業務、公司研發部與市場部 review 後才可以發行以確保內容正確性。此外並無任何違反客戶隱私，

或是與其他利害關係人間有違反個資法的情事發生。 

反競爭行為反托

拉斯與壟斷 
2021 年飛宏科技無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與壟斷措施之相關法律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