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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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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本公司 ESG政策的願景與使命，於 104年成

立「推動 CSR 小組」，110 年底更名為「推動永

續發展小組」，由管理部吳副總經理擔任組長，

與多位不同領域的中高階主管共同檢視公司的

核心營運能力，經由會議辨識攸關公司營運與利

害關係人所關注的永續議題，規劃並執行年度方

案，同時追蹤執行成效，確保永續發展策略充份

落實於公司日常營運中。管理部吳副總經理每年

度將各單位於前一年度執行有關企業永續發展

情形彙編成「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並於第三

季向董事會報告。111 年度於 8 月 9 日董事會中

報告執行情形。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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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減少及預防不利環境保護及職業  

安全與衛生衝擊之環保工安活動無絲毫懈  

怠，乃配合世界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與衛生趨  

勢，建立 ISO14001 / ISO45001 管理系統；本  

公司另訂定有「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防範內

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道德行為準  則」、「自

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優良企業安  全手冊」

等，藉由透過各管理系統及各程序的  持續運

行，本公司對於營運相關之環境、員工  安全、

客戶、供應商、各利害關人等的風險，  均能

即時予以掌握及因應。 

本公司依據「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作為本公

司風險之最高指導原則，由各部門及功能單位

最高主管組成「 風險管理小組」， 定期召開會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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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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進行辨識其所可能面對之風險因子。各功能

單位針對各項營運所面對之經濟、財務、營運、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等議題，依可預防性風

險、策略型風險及外部風險，鑑別出包括策略、

營運、財務、危害、資安、法規遵循、氣候變

遷等風險，並依重大性原則評估各項議題之風

險，篩選出風險管理範疇，據以擬訂相關風險

管理策略及預防措施，並將辨識結果予以量

化，及繼續執行各風險範疇之改善對策與預防

措施，使所產生之各項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 

111 年度依據風險評估制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

或策略如下： 

(一)  環境面： 

(1) 依 ISO14001 法規要求制訂「環境考量

面鑑別管理程序」每年進行風險鑑別及

提出因應措施，確保環安衛系統有效運

作。 

(2) 對於減廢、減排、防治汙染等制定各項

管理辦法來實施與管控，積極避免環境

汙染之風險。 

(3)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盡量減少廢棄物，

並於研發產品時考量最低廢料及可回

收率用率。 

(二)  社會面 

(1) 每年定期辦理資安訓練，提升員工對資

訊安全意識，避免公司及客戶資料洩漏

的風險。 

(2) 內部重要網站及應用系統以防火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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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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網際網路隔離，提升網路安全及避

免外部惡意侵入及攻擊的風險，並定期

作資訊系統防災演練。 

(3) 每季召開職工福利委員會、勞資會議及

職安委員會等會議與員工進行溝通，並

適時提供法令之宣導，避免發生勞資糾

紛。員工可透過會議或意見箱提出建

議，公司與員工共同創造和諧良好的勞

資關係。 

(4) 機械設備夾捲安全與職場健康衛生中

越文宣導海報，提醒員工重視作業健康

安全。 

(5) 為打造健康安全的工作場所並預防職

業災害的發生，提升工作安全減少人工

搬運抬舉，及下彎腰抬舉模具，將手推

車汰換半自動搬運工具車。 

 

(6) 依 ISO45001法規要求制定各項管理辦

法，工安人員隨時稽核各單位落實安衛

情形，並適時提出改善，以實現安全健

康的工作環境為目標。111年度定期舉

辦消防演練及工安教育訓練，培養員工

緊急應變和自我管理力。 

(7) 因應 COVID-19 疫情採取以下措施： 

a.依循「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移

工指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

注意事項」、「科學園區移工防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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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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等外部指引做為內部因應對

策，及關注 CDC 及時發佈之防疫訊

息，動態調整公司防疫強度。 

b.鼓勵員工施打疫苗，以降低公司染疫

風險。 

c.開發多元之求才管道以遞補人力缺

口。 

d.暫時停辦員工旅遊及大型聚會活動。 

e. 防疫用居家快篩試劑 111 年不易購

得，公司經多方管道協調後協助洽購

一批試劑供同仁防疫用。 

f. 每週「移工 TOCC防疫調查」。 

g. 公司非常重視員工身體的健康及職

業病的預防，防疫電子資訊衛教宣導

鼓勵員工施打疫苗防疫。 

(三) 公司治理面 

(1) 公司內部辦理公司治理相關課程，加強 

員工法令遵循意識。 

(2) 公司主管及董事至外部參加公司治理 

相關課程，以提升公司治理相關知識。 

(3) 每年定期由各部門作內控自我評估，檢

視前一年度內部控制及法令遵循之落

實情形。 

(4) 因應產業(商業)變革，含技術變革、創

新不足、商業模式改變採取下列措施： 

    a.成立產品發展決策小組。 

b.定期召開內部市場資訊交流與討論

會議。 

c.定期作產品進度開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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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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新產品開案規格及成本、市場等要明

確制定與報告。 

2.本公司於 110年 3月 26日董事會通過訂定「風   

  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並成立「風險管理小  

組」，由總經理擔任最高指揮官，各部門主管

則擔任各項業務推動小組之負責人，負責執行

風險管理之政策及策略。「風險管理政策及程

序」內容可至官網查詢： www.apexbio.com.tw 

三、環境議題 

(1)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V 

 

 

 

 

 

 

 

 

 

本公司所有廠區皆依循 ISO 14001 建立環境管理

系統及持續通過第三方驗證，111年由 SGS 查廠

驗證並核發 ISO 14001 品質證書，有效期限自

2021/10/25 至 2024/10/23。公司每年進行溫室氣

體盤查，追蹤減排成效，並在廢水處理、噪音防

制、廢棄物回收處理皆依環境安全管理系統及環

保法令規定辦理，且隨時檢討其執行成效及持續

改善，每季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執行情

形。 

相關環保資訊皆揭露於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及

本公司網站：www.apexbio.com.tw 

無重大差異 

(2)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

再生物料？ 

 

V 

 

 

本公司持續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例如公司不提供紙杯，員工需自行攜帶飲用水

杯，並鼓勵員工自行攜帶環保筷，餐廳一律使用

環保餐具﹔信封、牛皮紙袋重複使用，並作為公

文傳遞袋﹔作業人員將裝原物料之外箱收集並

請供應商利用﹔裝盛半成品之塑膠盤則於破損

後由供應商回收處理再利用。 

本公司使用原物料，均符合歐盟之 RoHS、

REACH 規範，並由生產單位積極處理物料回收

無重大差異 

http://www.apexbio.com.tw/
http://www.apexb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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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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及製造過程減少污染，以降低對環境衝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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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 

 

V 

 

 

公司對於氣候變遷相關議題非常重視，所以請員

工從日常做起，例如文書列印盡量採雙面列印，

影印機旁設置回收匣供回收紙張再利用，且公司

使用電子發票及鼓勵員工採用電子方式傳遞公

文或信件，可大量減少紙張耗用。另辦公室於夏

日將空調溫度設定在 26度，照明採用節能 LED 

T5 燈具、員工更是響應公司政策養成隨手關燈、

節約能源的好習慣，以期減緩地球暖化。 

111年底評估氣候變遷之風險因素後，提出相關

措施如下： 

(1)建立水槽將冰水機的水重複使用。 

(2)於地下室加做儲水槽,儲存平時之雨水，供生

活用水，遇旱季亦可儲存製程用水。 

(3)製程改用較省水、省電的設備。 

(4) F/C 空調清洗，加強空調換氣，降低冷氣耗

能，減少室內灰塵及病菌擴散積累，節電又防疫。 

無重大差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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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

管理之政策？ 

V 

 

 

每年工安室皆有作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

棄物總重量統計，並將過去三年來之統計結果列

表檢討，公司對環保減量政策非常重視，過去兩

年皆將溫室氣體強度、用水量、廢棄物總量及能

源耗用強度設定在年減 1%。110年各項實績皆超

過年減 1%之目標。有關環保政策相關內容可至

官網查詢： www.apexbio.com.tw 

 

1. 本公司111年範疇一、二之盤查 

最近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無重大差異 

http://www.apexb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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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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一、二資訊涵蓋新竹廠及桃園廠區) 

單位:萬噸CO2e 

年度 範疇一加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KgCO2e/m2) 

109 12,246,449 

110 11,606,223 

111 12,250,273  

 

最近 3年用水量:  

(新竹廠及桃園廠區) 

單位:公噸 

年度 總用水量 

109 58,692 

110 63,526 

111 49,573 

 

最近3年廢棄物產出量:  

(新竹廠及桃園廠區) 

單位:公噸    

年度 生物醫療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109 1.53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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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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4487 171 

111 1.511 163 

 

2.本公司環境保護，111年度持續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為達永續資源再利用，節

水回收增加再利用水，原水池儲量 72噸，增加

200噸，改善後水池儲量共 272噸儲量，本公

司廢棄物處理原則優先以廠內再使用，減少原

物料之用料, 其次以再利用回收，最後才採行

焚化或掩埋途徑。 

四、社會議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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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認同並自願遵循「聯合國世界人權宣

言」、「聯合國全球盟約」、「聯合國企業與人 權

指導原則」、「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等國際公認

之人權標準，通過「五鼎生技人權管理政策」，

尊重人權公約所訂定之保障，並公布於本公司網

站。 

已依相關勞動法規及人權公約、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訂定有「招募甄選任用辦法」、「人事管理規

則」、「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異

常工作負荷預防管理程序」、「職場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管理程序」、「母性健康保護管理程序」等，

以維護員工權益及達到保護員工健康與安全。 

無重大差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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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福利措施及薪酬政策係依據本公司「人事管

理規則」、「員工福利補助辦法」、「績效考核辦法」

執行；111 年度進行員工薪資調整，調幅為 5%左

右。另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

本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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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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淨利，應提撥不低於 3%為員工酬勞，其給

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110 年度之員工酬勞已於 111 年度發放完

畢。 

公司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每年公司提撥的同仁

福利金超過新台幣 300 萬元，為同仁規劃並提供

優質的各項福利，例如：員工旅遊補助、獎學金、

生日禮券、結婚津貼、生育津貼、喪葬津貼、住

院慰問金、年節慶祝活動等。公司提供同仁團體

保險、免費健檢、餐費補助等福利。於休假制度

上，每週週休二日，依照勞基法給予特休假，對

於同仁遇有育嬰、重大傷病、重大變故等情況，

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

薪，以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的需要。 

職場多元化與平等實現男女擁有同工同酬的獎

酬條件及平等晉升機會，並維持超過 40%的女性

主管職位，促進永續共融的經濟成長。111 年度

女性職員平均占比為 73..3%，女性主管平均占比

為 41.7%。 

本公司重視員工權利及福利，於硬體設施上，提

供有免費停車場、書報雜誌閱讀、哺乳室、員工

餐廳、咖啡吧、小型福利社及員工宿舍等，提供

員工便捷的日常所需。於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方

面，則安排有按摩師駐廠服務、年度健康檢查、

醫師臨廠服務、健康講座等等，提供員工舒壓及

健康照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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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個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是企業的承諾，也

是給員工的基本保障。所以建立一個良好的工作

環境，保障員工的職場安全與身心健康是公司首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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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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責任。五鼎平時即對員工進行相關課程訓

練，並透過實際操演模擬緊急災害發生時，訓練

員工的疏散與應變能力，在平時即做好充足的知

識與準備，以降低人員受傷的風險。並依據職業

安全衛生法設立規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持

續驗證通過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及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標準認

證。 

公司依據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針對作業

場所每半年定期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以及每年一

次優於法令為員工提供年度健康檢查，作為預防

職業病健康檢查管理，對於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屬

噪音作業，檢測值異常之同仁，進行追蹤管理並

給予必要之個別健康諮詢關懷與指導，以使同仁

掌握自身之健康狀況。 

111年職業災害發生11件職業災害事件，其中9件

為交通之事故。透過勞工代表諮詢及參與職業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於交通事故災害之預防，

於教育訓練中提醒員工遵守交通安全。作業場所

之職業災害，規範機台操作及教育訓練人員需遵

守規範之安全規則，機械設施安全防護及中越文

安全標示，遵守作業場所應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

具，以及於公布欄張貼相關機械設備夾捲安全宣

導海報，提醒員工重視作業安全。 

本公司工安人員訂有查核計畫，各項查核結果於

每季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提出報告及檢討，並追

蹤各項缺失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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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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工安查核作業 

1. 廠區工安巡查 每月查核 4次以上 

2. 消防設備巡查 每月查核 1次 

3. 安全設施查核 每月查核 4次以上 

4. 環安衛量測結果 每 6個月查核 1 次 

5. 員工健康檢查、

特殊作業檢查 

每年檢查 1次 

6. 員工健康職業病 

7. 預防健康促進 

每月查核 4次以上 

 

本公司工安人員不定期至各廠區生產現場查核

作業環境及生產設備安全，查核內容與要求包

括：(1)改善作業環境、強化設備安全護圍防護及

自動化設備、作業場所人員使用配戴適當個人防

護具、設備中越文安全標示，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率。(2)各專責操作人員視需求培訓取得資格，並

定期複訓獲取相關知識與技能。 

(4)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V 

 

 本公司對各級主管與同仁皆依職務說明書規劃

完整的職能訓練，包含新人訓練、專業訓練、主

管訓練等， 協助同仁透過多元學習方式持續學

習成長，並依據各主管提出之訓練計劃或需求，

安排相關人員至外部參加專業訓練課程，以培養

同仁之專業關鍵能力。110年度參訓共計138人

次。主管於每年定期進行績效面談，與員工共同

討論並設定個人年度能力發展計畫，透過定期檢

視與回饋，協助員工量身打造最佳職涯能力發展

計畫。 

無重大差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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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本公司設有 0800 免付費客戶服務專線，服務內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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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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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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包括客戶申訴、爭議處理及客後服務機制。對

於客戶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採機密檔案管

理，非相關業務人員不得查閱。本公司產品需遵

守 FDA / CE / ISO / GMP / TFDA / CFDA / 

ANVISA等相關各國醫療法規，除制定「客戶訴

怨管理程序」、「客戶退修管理程序」、「客戶滿意

度調查程序」以求保護消費者權益及達到消費者

對產品服務的要求，且為符合國際認證地區的法

規要求制定了「包材標示的法規要求」辦法來管

控包材的標示。為表示公司對產品安全的重視，

也制定了「產品通報管理程序」及「產品召回管

理程序」來確保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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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 ISO13485 / ISO14001 / ISO45001 / GMP / 

AEO 等法規制定「採購作業管理程序」、「供應商

評鑑管理程序」來管理供應商，嚴格要求供應商

除對品質的管控外，亦應符合安全衛生法規及勞

動相關法規，如發覺有違反事實時，會提出限期

改善的要求。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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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2016 年首次發佈「五鼎生技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公司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

準則或指引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除揭露公

司財務資訊外，亦揭露公司非財務資訊內容。 

本公司為自願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所

以目前尚未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

意見。111 年度之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將於 112

年 6月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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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04年 3月董事會通過訂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復於民國 106年 2月及民國 109年 5月經董事會通過修正該守則，以強 化企業社會責任之落

實。最近一次於 110年 12月經董事會通過修正該守則，並更名為「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本公司定期依該守則檢視執行情形並據以改進，執行至今尚無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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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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1)公司與員工秉持回饋社會，111年積極參與多項社會公益活動： 

a.持續積極參與新竹市公益團體募集「身障兒童獎助學金」，計壹拾陸萬貳佰陸拾元整。 

b.雖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111年度仍辦理兩場捐血活動，獲得員工熱血的響應，共捐血51袋。 

c.參與創世基金會愛心義賣，購買中秋文旦97箱，幫助植物人之照護。 

d.公司捐贈口罩予竹東世光教養院、竹東長安老人養護中心、竹南聖家啟智中心、嘉義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等機構共計 5大箱。 

e.進用兩位視障按摩師在公司內為員工舒壓，除了讓員工舒壓外，也鼓勵員工找合格的視障按摩師服務。 

f.員工踴躍響應「蒙恩-圓夢計劃」愛心餅乾員購。 

g.公司購買華光基金會之手工皂一批。 

h.公司員工熱烈參與新竹市政府舉辦之淨灘活動。 

i. 公司捐贈快篩試劑予竹東世光教養院、苗栗幼安教養院共2880劑。 

j. 公司餐與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1919鞋盒傳愛活動共募集79份聖誕禮物。  

 

     (2) 111年「產學合作方案」︰進用 33名光復中學及明新科技大學學生，協助其提早體驗職場及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希望能透過業界提供資源與學界合作，讓業界

的實務經驗與學界的研究能力密切合作，共創企業、學校與學生的三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