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
展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
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
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
管理階層處理，及董事會
督導情形？ 

V  為推動永續經營發展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飛宏科技自 2009 年，根據企業社會責任管
理程序，設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公司於 2014 年，為更加落實 ESG 實行，制定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並將原委員會，更名為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Committee)，設置主任委員(由董事長擔
任)及副主任委員(集團總經理擔任)，同時委員會設立永續發展推動辦公室，協調委員
會七個推動小組運作，進行飛宏永續經營策略的擬定，推動至集團各廠端及績效督
導。 
委員會組織架構下的七個推動小組為「公司治理」、「綠色研發」、「供應鏈管
理」、「環境永續」、「客戶服務」、「員工關懷」、「社會參與」，由飛宏總部一
級主管擔任召集人，針對這七大議題，依權責納入各廠區跨部門人員，以確保執行面
之完整。針對營運與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永續議題，以不定期會議進行討論，起始於
Top-Down 永續發展策略，整合 Bottom-Up 永續目標、營運管理方針，並將具體目標納
入相關部門年度 KPI 管理、並執行，每月進行執行成效追蹤，以確保永續發展能實化
於飛宏科技的日常營運。 
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永續發展的運作執行情形、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與
報告書揭露項目；2021 年於 5月 6日及 8月 4日納入董事會議程進行報告與討論。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
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
之風險評估，並訂定相關
風險管理政策或策略？
(註 2) 

V  1.本揭露資料涵蓋飛宏科技於 110 年 1 月至 110 年 12 月間在台灣廠區(PHT)，中國東
莞三廠(PHC、PHCJ、PHP)及越南海防廠(PHV)之永續發展作為與績效。至於風險評估
的邊界也與以上資料涵蓋邊界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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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
大性原則，以 PDCA 管理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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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評估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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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種不同風險規劃專人專責之管理方法與
危機因應步驟，期望將企業經營之不確定性降至最低。2021 年飛宏科技相關單位在經
濟面向鑑別出「財務風險」、「資訊安全風險」、「供應商風險」。環境面向鑑別出
「環境與氣候變遷風險」。社會面向鑑別出「道德風險」、「職業安全風險」。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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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面
向

風險
種類

對營運的衝擊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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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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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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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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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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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因應策略請詳見飛宏科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age38~39。請見報告書
連結如下
(https://www.phihong.com.tw/index.php?route=in
vestors/investorsqiye&zeren_type_id=4&zo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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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社
會

道德
風險

因違反誠信經營與行為
準則，導致公司損失。
經腐敗風險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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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利益
交換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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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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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

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度？ 

V  飛宏科技所有廠區皆遵循 ISO 14001:2015 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且持續通過勞氏檢驗

公司之第三方驗證。此外，遵循 ISO14064-1 規範，自 2010 年開始，每年進行溫室氣

體盤查、追蹤減排成效。2020 年所有廠區之碳盤查結果公開揭露於飛宏科技 2020 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age54。請見公司網站。

(https://www.phihong.com.tw/index.php?route=investors/investorsqiye&zeren_t

ype_id=4&zong=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V  為達到減緩地球暖化、環境永續及企業競爭力，飛宏科技透過各項能源減量措施，逐

步更換現有設備為高效節能之設備。因公司主要以設計並生產電源產品為主，除了以

遵循法規為必要開發原則，持續致力於提高產品效能、小型化、高功率密度、節省材

料與製程節能減廢。此外，公司並規畫擴大再生能源(2兆瓦光伏發電)設備之建構，預

計在2022年導入以進一步減少石化能源使用。 

2020年飛宏科技碳排減量績效為 

飛宏台灣：減排量2.7% (與基準年2017比） 

東莞廠區：減排量17.4%(與基準年2016比） 

飛宏透過管理系統的運作，廢棄物依據法規要求進行廢棄物分類標示與存放、申報、

清運與處理，廠區所產生的廢棄物具有再利用或再生價值，則交由合格之處理機構進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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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行回收再利用，無利用價值者則進行焚化或掩埋處理。此外飛宏定期審視並參照國際

環保規範(如RoHS、REACH、WEEE & …)，同時參考多方客戶管制標準，制定更嚴僅之

有害物質管理辦法以管控飛宏產品，並且符合回收比率要求。所有開發機種皆符合

WEEE 規範，總回收率皆可達到80%以上，甚至有些機種之總回收率可以達到90%以上。

提供對環境友善且安全的產品是飛宏對自己的期許與責任。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
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相關之因應措施？ 

V  飛宏科技經過評估，辨識出氣候變遷之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所帶來的衝擊，並且歸納

潛在機會與對策，羅列出「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表」。一方面降低風險所造成的損害，

二方面創造價值差異化，將危機轉為契機。並因應氣候變遷引發之極端氣候風險上升

(如導致災害發生頻率及規模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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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開始於東莞部分廠區導入溫室氣體盤

查，2016 年起將盤查範圍擴大至東莞全部廠區、2017 年盤查加入飛宏台灣，並且於

2020 年盤查加入飛宏越南廠以進行節能減碳。 並於 2020 年承諾參與聯合國科學碳目

標(SBTi)行動，進一步著手設定積極節能減碳目標。這都是飛宏針對氣候變遷可能產

生之衝擊與威脅所採取的行動。 

氣候變遷風險、機會評估與因應策略請詳見飛宏科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age38~39。請見報告書連結如下: 

(https://www.phihong.com.tw/index.php?route=investors/investorsqiye&zeren_t

ype_id=4&zong=1)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減
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
理之政策？ 

V  公司遵循 ISO14064-1 規範，自 2010 年開始進行東莞兩個廠區第一次盤查，同年且通
過勞氏檢驗根據 ISO 14064-1 標準進行之第三方稽核，之後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至 2020 年擴大至包含越南廠區，飛宏科技所有廠區都納入碳盤查與追蹤減排成效。目
前有範疇一、範疇二盤查值，範疇三部分(由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係來自於其他公司
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仍在計算中。   
                  【溫室氣體(GHG)排放表】 

類別／ 

單位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飛宏海防

2016年基準年 2019 2020 較基準年 2017年基準年 2019 2020 較基準年 2020 

直接排放 

 (Scope 1)

／T-CO2e 

1,135  581 582 (553) 13  14 15 2  103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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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間接排放 

(Scope 2)／

T-CO2e 

27,204  22,851 22,817 (4,387) 1,521  1,513 1,477 (44) 2,863 

總排放／T-

CO2e 
28,339  23,432 23,399 (4,940) 1,534  1,527 1,492 (42) 2,966 

員工人數 4,936  4,056 3,474 (1,462) 460  476 503 43  573  

排放強度 

（T-CO2e／

人） 

5.7  5.8 6.7 0.2  3.3  3.2 3.0 (0.1) 5.2  

排放強度 
（T-CO2e／
百萬元） 

2.6  2.4 2.8 0.1  7.4  NA NA NA 3.3  

2020 年飛宏科技碳排減量績效為 : 

飛宏台灣：減排量 2.7%(與基準年 2017 比） 

東莞廠區：減排量 17.4%(與基準年 2016 比） 

【水資源耗用表】 

能源類別 

（單位 ) 

2019 年 2020 年 

飛宏 東莞 飛宏 東莞 越南 

台灣 廠區 台灣 廠區 廠區 

取/用水量（噸） 14,177 556,983 12,194 396,925 13,121 

員工人數 476 4056 503 3474 573 

用水強度（噸／人） 30  137  24 114 23 

※ 廢水排放量

（噸） 
12,759 501,285 10,975 357,233 10,497 

2020 年飛宏科技持續推動改善用水設備以減量生活用水，績效如下: 

飛宏台灣：用水減量 13.9%(與 2019 年比） 

東莞廠區：用水減量 29%  (與 2019 年比）
【廢棄物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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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廢棄物類別 

 ( 噸 ) 

2019 年 2020 年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飛宏台灣 東莞廠區 飛宏海防 

生活廢棄 ( 噸 ) 23.03  1,051.20 25.60  1,861.14 87.63  

事業廢棄物（噸） 1.03  1,075.04 4.70  1,067.71 112.48  

有害廢棄物（噸） - 158.39  - 232.21  16.23  

總重量（噸） 24.06  2,284.63 30.30  3,161.05 216.33

2020 年飛宏科技廢棄物較 2019 年多的主要原因是員工人數增加與累積報廢品。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

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
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
序？ 

V  除了基本的員工政策外，重視員工的意見，希望給予所有員工得以充分發揮其才能的
空間。我們一向致力並尊重國際公認人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有
關於人權方面之目標(重申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性)，並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BA)，平等對待所有在飛宏之工作者(員工與供應商代表)與其他利害關係人。我們提
供平等的工作機會給求職者及每位員工。飛宏任何員工可隨時向公司反映個人權益、
管理及工作環境方面之意見，反映的途徑包括直屬上司、各廠人力資源單位及稽核室
之意見信箱。  
公司每年定期透過關注社會重大議題、問卷調查等方式，檢視公司營運、價值鏈等相
關活動，以辨識並評估其中是否有實際或潛在之人權風險，與其風險的利害關係人，
擬出預防、改善計畫並實行之。後續並會持續監督計畫執行成效。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
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
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
等），並將經營績效或
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
酬？ 

V  公司極重視同仁的薪資待遇及福利，以優於同業且具競爭性的整體薪酬制度，吸引優
秀人才加入飛宏大家庭。員工薪資取決於學經歷、職位、市場行情及個人的工作績效
表現以確保人員招募。以 2021 年為例，東莞廠區、海防廠區直接人員之薪資標準符合
當地基本工資，飛宏台灣間接人員最低薪資為當地基本工資之 1.12 倍，因此沒有任
何因為不符薪資規定之裁罰發生。 
此外，依每年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表現發放獎金，也藉由績效管理及獎懲制度，
將考評結果作為調薪與升遷之依據，以激勵回饋員工使其成長並開發潛能，與公司共
享營運績效成果，達到員工及企業雙贏與永續經營的目標。飛宏自 2021 年來，持續受
到中美貿易戰，及 Covid-19 肺炎襲捲全球的影響，雖然公司在營運負成長的情形
下，仍以員工福祉及照顧同仁為最優先，給予表現優異的同仁調薪升等，期望能吸
引、留任與鼓勵優秀的同仁們。公司也將薪酬、退休金、…等等福利揭露在年度企業
責任報告書內。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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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
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 

V  飛宏科技在2009年即建置了OHSAS 18001職業衛生安全管理體系，並導入於東莞廠區，
也取得第三方認證至2021。於2021年八月，公司也透過勞氏驗證進行第三方查證，成功
換證ISO 45001。該職業衛生安全管理體系包含了由勞資雙方共同組成的「安全委員
會」，藉著勞工衛生安全管理與相關培訓，以保障公司財產、員工人身安全和健康來維
護正常生產。另外針對有職業病危害因素之作業工站（如焊錫、雷雕、…等工站），進
行工程控制、培訓與配備適當的個人防護裝置，來降低作業員工與危害因素接觸之機
會，並定期安排職業病健康檢查、對該作業場所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因此，自2009年公
司導入職安衛管理體系至今，飛宏台灣及東莞廠區皆未曾出現過職業病案例。 
健康的員工是飛宏最寶貴的資產，我們重視員工的身心健康，針對新進員工實施體格
檢查，同時每年定期舉辦免費全體員工健康檢查，並聘請駐廠醫師與護理師為員工的
健康把關。將體格檢查結果異常比率較高項目定為員工健康促進活動計畫之目標，透
過舉辦健康議題講座、減重計畫和體適能檢測活動，提升同仁自主健康意識。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
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V  飛宏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更是永續成長的夥伴。除了在以上薪酬福利方面的
措施內容外，致力於創造全員學習的環境，並注重人才培訓，我們相信透過教育訓練
可確保人力資本得以持續增值。 
公司各項訓練、證照及在職訓練之舉辦皆切實遵守當地勞動法令，不僅建構一個安全
健康的工作環境，更致力提供同仁學習成長的空間，全額補助外訓、管理發展/主題式
培訓、語文課程及生活通識講座，除了執行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訓練發展體系課程
外，我們也依據公司的願景並視營運策略需求進行培訓計畫調整及安排，以提升企業
人力素質，持續加強企業競爭優勢。 
同時飛宏推動職務輪調制度，以提供員工職涯發展及自我實現的環境。這些訓練系統
除了提升員工在工作上的職能之外，也可以幫助員工在退休或終止勞雇關係時，能延
續其就業能力與生涯規劃。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
健康與安全、客戶隱
私、行銷及標示等議
題，公司是否遵循相關
法規及國際準則，並制
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或客
戶權益政策及申訴程
序？ 

V  飛宏秉持產品生命週期思維，根據「環境管理物質管制標準」，選擇符合環保法規之
材料進行產品研發，除了產品通過品質保證的測試，並且經由第三方公證單位，針對
出貨地區法規的測試與認證後，於產品或包裝標示相關安規標準及環保規範資訊。後
續銷售、製造、供應鏈以至於生命週期內之運作均須合乎法令的要求，以確保客戶使
用產品的健康及安全，並符合其對產品品質與資料隱私的期望。客戶可以透過「客戶
回饋處理程序」、客戶問卷調查、官網連結…等管道來進行申訴與回饋，以保障客戶
與消費者權益。此外，公司於產品行銷上均遵守市場公平競爭法規， 法務部門針對行
銷與業務相關單位進行教育訓練，提醒同仁不可有反競爭行為，並教育同仁以正當方
式進行業務行為之必要性，而要以正當方式獲取銷售業績。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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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註 1)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
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
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
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
關規範，及其實施情
形？ 

V  飛宏科技在供應商的管理上，除了考量品質、成本、交期、技術力、服務條件之外，
也非常關注供應商是否能符合永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與績效，以建立永續經營
與雙贏的夥伴關係。因此公司「採購管理程序」要求供應商必需遵循並符合「負責任商
業聯盟行為準則」(RBA)所規範的勞工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商業道德規範/管理
系統…等範疇的要求。同時將供應商永續管理政策(社會責任、環境政策、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無衝突金屬政策)，刊登在我們的供應商電子看板首頁，以宣導並要求供應商
都能遵循相關的政策。藉著供應商審查，稽核、輔導以確保供應商落實永續經營。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
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
編製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
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
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
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
意見？ 

V  飛宏科技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乃是採用以下標準進行撰寫與第三方確信： 
1.報告書內容架構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要求-

GRI 準則為依據進行撰寫。每年定期發行前一年度版本報告書。2020 年度報告書
(2021 撰寫)也是經過 BSI 之第三方確信，完全符合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規定。 

2.公司過去五年參加「台灣企業永續獎」的評審，總共榮獲四次銀獎、兩次金獎，其
中也包含 2021 年獲得銀獎，連續獲得「台灣企業永續獎」主辦單位的肯定。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情形相
符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飛宏科技於 105 年四月訂定本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於同年五月送董事會通過後開始實施。公司一向遵循並落實主管機關之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經過檢視，目前公司實際運作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並無差異情形。 
公司預定將於 2022 年修訂「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以反映「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內容，並於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發行。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除了在飛宏公司官網 (www.phihong.com.tw)：投資園地可以看到最新財務資訊、公司治理重大訊息與相關誠信經營運作外，也可以在飛宏公司
官網：「企業社會責任」專區中之歷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看到詳細揭露誠信經營重要資訊。2022 年飛宏科技也會將其改名為企業永
續 ESG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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