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2
公司治理

與營運成效

本 章 重 大 議 題

亮 點 績 效

經濟績效          法規遵循

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2.25 元，為七年來新高

EVA/PE 年總銷量 270,920 公噸，歷史新高

HDPE 年銷量 120,379 公噸，創歷史新高

第七屆公司治理評鑑前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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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2.1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GRI    102-18、102-19、102-22、102-23、102-26

台聚管理組織架構

關於台聚
https://www.usife.com/zh-tw/dirAbout/frmAbout4.aspx

https://www.usife.com/zh-tw/dirAbout/frmAbout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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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會選任資訊及運作情形

本公司董事會由 9 位在各專業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董事所組成，並於董事名

額中設置 3 位獨立董事。董事任期為 3 年，得連選連任，董事（含獨立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2020 年度共召開 7 次會議，詳細董事會運作情形請參閱

台聚 109 年度年報第 28 頁。
1. 董事會整體績效評估：

各大評估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8 分以上，評估結果良好。（評估分數以 0~5 分

範圍表示，滿分為 5 分。）

為使董事能確實評估、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公司已於 2020 年 12

月董事會通過「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辦法」，由總經理室每年至少一次提供董

事有關公司風險執行情形及未來風險管理計畫，使其可瞭解公司存在之風險，

進而對公司營運策略適時提出更具體的建議。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良好

評估對象 董事會

自評面向

評估結果

2020 年董事會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據 2019 年 11 月董事會修正通過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已於

2021 年 1 月完成董事會整體、董事成員個別、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績

效評估作業，評估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評估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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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董事成員個別績效評估：

董事成員自評結果，各大評估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7 分以上，整體評估結果良

好。（評估分數以 0~5 分範圍表示，滿分為 5 分。）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

審計委員會評估結果，五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9 分以上，評估結果良好。（評

估分數以 0~5 分範圍表示，滿分為 5 分。）

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

薪資報酬委員會自評結果，四大面向平均分數均達 4.9 分以上，整體評估結果

良好。（評估分數以 0~5 分範圍表示，滿分為 5 分。）

董事會整體、董事成員個別、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並已

提報本公司 2021 年度第一季董事會。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董事職責認知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

良好

良好

良好

評估對象

評估對象

評估對象董事成員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自評面向

自評面向

自評面向

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

2020 年度提升董事專業職能執行情形

為強化董事專業職能，本公司定期提供相關進修課程訊息予董事，並協助董事報

名。公司安排內部進修課程共 6 小時，分別為「從新冠肺炎看因應世界不永續風

險的商業策略與公司治理」及「企業升級與轉型之策略與管理－併購與聯盟之選

擇」各 3 小時。2020 年度各董事及獨立董事亦參與各項外部課程，進修總時數

為 66 小時。詳細進修課程與時數請參閱台聚 109 年度年報第 32 至 34 頁。



38

CH1     永續經營 CH2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CH3     創新與供應鏈服務 CH4     環境友善與資源管理 CH5     安全健康與社會共融 CH6     附錄2020 台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公司治理主管

為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本公司經 2019 年 5 月 13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委派法務主管陳雍之處長兼任公司治理主管，為負責公司治

理相關事務之最高主管。陳雍之處長具備擔任公開發行公司法務單位主管

職務達三年以上之經驗，其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

事宜。

2020 年度詳細業務執行重點及進修，請參見公司官網：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及 109 年度年

報第 47 至 50 頁。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於董事會下依職能設置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與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等三個功能性委員會，負責制定及審核與委員會職責範疇相關

之政策，以加強公司治理。

審計委員會

1.

2.

薪資報酬委員會

1.

2.

3.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1. 

2. 

3.

4.

本屆任期 2020 年 6 月 12 日 ~ 2023 年 6 月 11 日，委員 3 人，由公司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本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 1 次會議，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2020 年度共召開 6 次，

委員親自出席率達 100%。

本委員會委員 3 人，由公司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2 次會議，2020 年度共召開 3 次，委員親自出席率達 100%。

有關本委員會運作情形，請參考本公司官網、年報或連結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委員會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

準與結構，及定期評估並訂定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本屆任期自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1 日止，委員成員包括：董事長、

總經理、杜紫軍獨立董事及海英俊獨立董事，共計 4 人。

委員會職權項目：

-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議定。

-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規劃、年度計畫及專案計畫之議定。

- 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規劃、年度計畫及專案計畫之落實，並評估執行情形。

-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審定。

- 每年向董事會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執行成果。

- 其他經董事會決議指示本委員會應辦理之事項。

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2 次。2020 年共召開 2 次會議，委員親自出席率達 100%。

設置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會關係等三個任務編組工作小組，如下圖所示：

吳亦圭

王克舜

陳冲

杜紫軍

海英俊

姓名

( 召集人 )

審計委員會

( 召集人 )

薪資報酬委員會

( 副主任委員 )

( 主任委員 )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GRI    102-36

歷年委員會議紀錄：https://www.usife.com.tw/CSR/zh-tw/CSR21.aspx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https://www.usife.com.tw/CSR/zh-tw/CSR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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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主任委員：杜紫軍獨立董事

副主任委員：王克舜總經理

其他委員：吳亦圭董事長、海英俊獨立董事

以投資人、客戶、供應商及政府機關等為溝通對象，就

公司達到永續經營所面對的議題進行研討，藉此維繫公

司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信賴關係。

統籌單位：人力資源處

協辦單位：總經理室、業務處、研發處、法務處、稽核

處、財務處、會計處、企劃部、資材處、資訊處、董事

會秘書室

統籌單位：高雄廠工安環保室

協辦單位：高雄廠技術部、一廠、二廠、CBC 廠

統籌單位：高雄廠人事課

協辦單位：台北 - 人事部、台聚教育基金會

                       高雄廠 - 採購課、總務課

以公司員工、社區居民及非營利組織等為溝通對象，

故就員工照顧、社區關懷及社會參與等相關議題進行

研討，藉此為創造公平正義及安全和諧之社會盡一份

心力。

公司治理組 社會關係組

整合公司內部執行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及職業健康安全

等相關措施與規劃方案，追蹤與檢討執行成果，研討環

境保護必須考量的議題，藉此盡力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

待。

環境保護組

專案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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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繼續執行高雄廠五年計畫。

完成 ISO 14064-1:2018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完成工業局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

持續推動集團總部大樓能源管理。

發行中、英文版 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繼續執行高雄廠五年計畫。

持續推動集團總部大樓能源管理

本公司高雄廠獲得工業局選為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的示範工廠。

持續推動工業 4.0 與 AI 能力提升。

持續推動綠電發展及評估碳費因應。

參加 TCSA 或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獎項評選活動。

發行 2020 中、英文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持續投入社會公益活動。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工作小組年度工作執行重點及次年度計畫 :

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成果要點
呈報董事會 2021 年工作計畫

2020 TCSA 企業永續獎評比獲得「台灣 TOP 50 永續企業獎」及「台

灣企業永續報告書白金獎」。

其他各項企業永續相關活動，如：2020 台聚盃健康減重競賽、節能減

碳及節電計畫、社區關懷及社會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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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之維護與資訊透明

截至 2021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4 月 13 日止，台聚股東結構主要以個人與

其他法人為主，股權比例達 5% 以上之股東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

股數額及比例皆於公司公開發行的年報揭露說明。

台聚股東結構

本公司致力於提供股東透明及即時性的公司資訊，2020 年度經由 2 次法人說

明會、年度股東會、公開資訊觀測站、投資人專區、年報及 CSR 報告書提供股東

相關資訊外，並持續蒐集股東意見，回饋給經營團隊作為決策參考。

每年定期召開法人說明會及股東會，說明公司財務表現及營運狀況，同時於

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登載經營績效、財務資訊、重大訊息等資訊，並

設置中英文版「投資人服務」網頁，即時揭露公司治理狀況、營業公告、財務報

外國機構及外人，42.69%

表、法人說明會、集團動態消息等相關資訊。另本公司重視外資投資人權益及企

業國際化趨勢，自 2018 年度起於年報、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等資訊管道

加強揭露各類英文資訊。藉由各種方式積極與股東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管道，實

踐股東權益之維護。

年報揭露說明：https://www.usife.com/USIWebFiles/Meeting/MeetingP3_110.pdf

金融機構，0.01%

個人，41.89%

其他法人，15.41%

https://www.usife.com/USIWebFiles/Meeting/MeetingP3_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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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為有效執行本公司風險管理機制，本公司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總經理室、稽核處、各風險管理單位及子公司共同參與推動。

風險管理政策、流程及執行狀況請參見本報告書 2.3 風險管理。

本公司之風險管理由總經

理室負責督導，向董事會

及審計委員會負責，並由

審計委員會審核公司控制

制度有效性之考核，確保

內部控制有效實施並監督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控

管；董事會核定整體之風

險管理政策與重大決策。

負責風險管理之執行與協

調運作，並應將公司風險

管理運作情形，每年至少

一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提出報告。

本公司稽核處應對本公司

之風險管理進行查核，適

時提供管理階層掌握內部

控制已存在或潛在風險議

題，確保其符合既定規定

與控管程序。

本公司各風險管理單位，

應充分瞭解所轄業務面臨

之風險，分析所屬單位內

之相關風險，於訂定各項

作業管理規定時納入風險

管理相關機制。各風險管

理單位並負責監控所屬單

位內之相關風險，確保風

險控管機智與程序能有效

執行。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明確辨

識其所面臨之各項風險，

並遵從規定執行必要之作

業及風險管理工作，確保

所涉風險控制於可承擔之

範圍內。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總經理室 稽核處 各風險所屬單位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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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2.2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GRI    103-1、103-2、103-3 SDG    8

永續原則：團結治理

企業永續經營、持續獲利與照顧員

工、投資人與產業發展。

上中下游整合，降低主要原料與生

產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加強

客製化產品開發。

維護股東權益，公司持續獲利。

資料統計範圍 : 台聚，覆蓋率 100%

意義與策略

對台聚的意義

策略方針

承諾

1. 銷量成長

2. 提高開工率

3. 持續追求獲利與成長

4. 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1. 人員管理差異化評估

2. 生產策略系統建置

3. PSM 強化，設備更新

1. 公司年報

2. 公司治理評鑑

3.CSR 報告書

1. 新產品規格開發

2. 管控全廠開停車作業損耗

3. 提高 VA 回收，降低副產物產出

1.

2.

3.

4. 

1. 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原物料回收率

2. 量產高獲利產品

3. 供應鏈向上垂直整合

4. 工業 4.0 與 AI 能力提升

・股東會

・公司網站「投資人服務」

・法人說明會

新產線量產

每股盈餘 2.25 元，為近 7 年來新高

HDPE 年銷售量 120,379 公噸，創

歷史新高

EVA/PE 年 總 銷 售 量：270,920 公

噸，亦創歷史新高

1. 持續開發高值化產品

2. 古雷下游產品發展

3. 綠能領域發展

4. 建立整合性管理中心

1. 財務績效

2. 重大投資

實績與目標 永續經營里程碑 如何管理

2020 年目標 2021 目標 有效性評估

2020 年專案 三年目標 申訴機制

2020 年實績 五年目標 本章節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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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聚 2020 年度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2.25 元，為近 7 年來新高。本年度營 

運狀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乙烯等相關原料價格走跌。由於口罩需求大增，本 

公司積極提高 HDPE 產量因應，全年銷售量 120,379 公噸，創歷史新高。EVA 價 

格及需求在第二季來到最低點，自第三季起隨著太陽能回溫需求強勁，至年底創 

下近幾年來的新高價，與乙烯的價差擴大。EVA/PE 本年度總銷售量 270,920 公 

噸，較去年度增加 6%，亦創歷史新高。生產方面，持續改善生產流程，汰舊更 

新設備，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以降低生產成本，並積極試產利基產品，全年生產

台聚 2018 至 2020 年財務績效

註 1 ︰營運收入係指銷貨收入 
註 2 ︰營運成本係指銷貨成本 + 營業費用
註 3 ︰員工薪資與福利已包含於上述營運成本中
註 4 ︰利息費用已包含於上述營運成本中

註 5 ︰支付政府款項係指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
註 6 ︰社區投資包含回饋在地社區與捐助台聚教育基金會，已包含於上述營運成本中
註 7 ︰存留之經濟價值係指稅後淨利

量 244,162 公噸，較去年度提升 3%。本公司並積極培訓優秀人才，改善工安與

環保，執行節能節電方案，推動製程安全管理 PSM 導入，以達企業永續發展之

目標。研發方面，持續進行光學級材料環狀嵌段共聚物之生產製程優化，並配合

生醫檢測之微孔盤與比色杯、眼鏡鏡架、特殊包裝材等領域客戶進行產品認證與

導入。高 VA 之 EVA 產品持續擴展油墨、鞋材發泡及電線電纜等市場應用。高 MI 

HDPE 原料也已穩定生產，並應用於射出成型、熔融浸漬加工等製程，陸續接單

出貨。

產生之直接經濟價值

分配之經濟價值

存留之經濟價值 ( 註 7)

利息費用 利息費用 利息費用

( 單位 : 新台幣千元 )

60,326 104,366 105,041

11,763,140

11,651,003

544,564

營運收入（註 1）

營運成本（註 2）

員工薪資與福利（註 3）

10,966,471

10,263,751

585,451

10,172,220

9,263,780

608,448

356,629 594,382 1,188,763
2019 年發放 2018
年度之現金股利

2020 年 發 放 2019
年度之現金股利

董事會通過預計於
2021 年 發 放 2020
年度之現金股利支付出資人款項（註 4）

支付政府款項（註 5）

社區投資（註 6）

76,534

4,190

539,935

21,282

4,229

1,281,364

133,648

3,623

2,409,778

項目 基本要素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G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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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配

2020 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 10,172,220 仟元，繳納營所稅 ( 不含估計數 ) 133,648 仟

元，佔個體營業額比例 1.3%，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1.01 億元，擬分派現金股利每股

新台幣 1 元，本盈餘分配案尚需 2021 年 6 月 11 日股東會通過始生效。

歷年股價股利資訊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4.aspx

歷年財務報表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2.aspx 營業收入

10,172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2,000

11,500

11,000

10,500

10,000

9,500

9,000

單
位
：
百
萬
元

11,763

10,966

稅後淨利

1.19

2.25

1,281

2,410

2018 年 2020 年2019 年

3,000

2,000

1,000

-

3.00

2.00

1.00

0.00

稅後淨利（百萬元） 每股稅後盈餘（元）

0.50
540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4.aspx
https://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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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

高值化研發中心已於 2020 年 12 月開工興建，預計於 2021 年第四季完成，能

提供產品優化以及更多樣的樣品給客戶進行試樣，更能藉由研發中心的設立，提

升製程效率開發自有技術。而商業工廠待取得核准後將會進行設計評估與新建。

・高值化研發中心

配合 CBC 試量產工廠，能提供製程及產品的優化，提升材料品質及多樣化產品

送樣測試，增加附加價值及生產效率，並降低能源的消秏。

・CBC 商業工廠

台灣高端光學級塑料長期仰賴進口，目前 CBC 試量產工廠產能規模設計較小，

無法滿足國內高科技產業鏈關鍵材料的缺口，且產品競爭力較國外量產規模的廠

商低；若興建 CBC 商業工廠擴展產能，將能提供更具價格競爭力的原料，可提

升國內高科技產業關鍵材料應用的競爭力。

CBC 計畫是我國石化產業高值化藍圖項目之一，為經濟部工業局核定之第一

個「關鍵化學材料缺口鏈結計畫」，台聚於 2011 年取得 CBC 生產相關專利技術，

正積極執行中，期能成功結合產官學研各界，引領石化產業轉型升級和朝向高值

化發展。

環狀嵌段共聚物 (CBC)

在地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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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原料充足供應以擴大多方位進口乙烯料源，提升未來競爭力，

確保永續經營，台聚集團於 S14 碼頭興建華運高雄廠洲際貨櫃二期石化

油品中心新廠，總投資新台幣 52.21 億元。

華運高雄廠洲際貨櫃二期石化油品中心新廠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動土

開工，台聚投資新台幣 9.06 億元，參與 80,000M3 乙烯儲槽暨附屬系統建

設，施工進度依計畫執行，於 2020 年 6 月開始進行乙烯儲槽基樁施工，

預定 2022 年第二季達機械竣工，接續進行入料試車、性能測試，預定

2022 年第四季正式商轉啟用。

台聚持續進行各項生產製程、環保、工安設備改善工程， 2019 年投

入約新台幣 4 億 5,800 萬元，2020 年投入約 4 億 1,900 萬元。達到節電

1.67%、節能 1.28%、減碳率 1.49%、節水率 3.62%。

預估 2021 年總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2 億 500 萬元。未來將持續投資各

項節能減碳、新產品開發方案，以提供高品質與客製化產品。

外槽完成滑模爬升 28M，目前進行預力施作及內槽焊接施工。

高雄洲際碼頭乙烯儲槽工程 高雄廠設備改善投資

變頻馬達 / 高效率馬達
冷凍機 / 冰水機更新
製程尾氣回收

DCS 更新及轉換工程
塑膠包裝系統更新
馬達保養 / 更新
低中高壓配電盤更新

建置直燃式 TO 爐
增設原料卸料臂
壓縮機汽缸更新

純化觸媒更新
新觸媒系統
濾網自動更換系統
異物篩檢機

蒸氣冷凝水回收改善
廢水池改善工程

投入

              億元
2019-2023

10.82

節能節水

提升效率
可靠度

節電

提升
效率品質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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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重大投資

投資目的

近年來全球石化產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包括新興地區正在

崛起的石化工業，以及北美頁岩氣的開採，對於能源結構與石化

原料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兩岸石化工業發展亦受到內外部環境

巨大變遷的影響。

為妥善面對未來的趨勢與挑戰，台聚與亞聚公司、和桐化學、

李長榮化工、盛台石油、中華全球石油、聯華實業投資控股、中

鼎工程、富邦金控創投、紅福投資等公司經第三地區投資事業間

接投資旭騰投資公司，與大陸福建煉油化工有限公司於福建省漳

州市成立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在古雷港經濟開發區共同合作

投資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此為兩岸石化業首次擴及石化業上游

之攜手合作，並結合石化中、下游產品項目進行垂直整合。

投資項目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規劃生產石化相關產品、下游深加工裝置

及配套公用工程等，主要從事經營乙烯、丙烯及丁二烯、乙烯醋

酸乙烯酯共聚合樹脂 (EVA)、環氧乙烷 (EO)、乙二醇 (EG) 等石化

產品之產銷業務。

投資金額與效益

台聚承諾提升國內研發能力及高值化產品投資規劃與投資之產品回運台灣等事項，於相關主

管機關核准後，透過第三地區間接投資大陸福建省漳州古雷園區，依進度逐年投入資金，投資金

額將不超過新台幣 80 億元，希望未來能穩定上游原料供應，垂直整合蒸氣裂解、石化中間體原

料及塑膠產品，降低運輸成本、提升競爭利基，以利布局大中華市場，並於國際市場銷售競爭。

投資項目進展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現場施工累計完成比率已超過 90 %。

・聚丙烯裝置作為首套工藝裝置已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準時中交 *。

・淨水場、空壓站等配套工程已投產。

註：中交係指施工項目的中期交工，表示施工單位完成了工藝運行路線上的所有建設工作，工藝路線已全部貫通可進行系統試壓、水電
         聯運等工作，剩餘的項目不影響試生產的進行。

古雷投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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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發展里程碑

乙烯裂解爐整體模組搬運安裝

2014 年 2 月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5 月 2020 年 7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1 月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9 月

董事會決議通過經由第三地區投資事業

間接投資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

簽署合資合同及章程 召開福建漳州古雷煉化一

體化項目開工動員大會

項目規劃用地由古雷管

委會批覆

空壓裝置中交投用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獲

得福建省發改委核准

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

正式設立

福建漳州古雷煉化一體化項

目總體設計獲得正式批覆

項目基礎設計獲得批覆 淨化水場中交投用聚丙

烯裝置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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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2.3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GRI    102-11、102-15

風險管理流程

本公司各風險管理單位審視本身業務及經營特性，辨識公司營運可能面對之

風險因子，發展出完整的風險類別框架，並訂定適當之衡量方法，作為風險管理

的依據。

本公司以健全誠信之經營理念，為確保公司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降低營運

可能面臨之風險，積極推動落實風險管理機制，於 2020 年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訂

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辦法」，由總經理室負責監督各風險管理單位的執行運

作，每年定期評估風險，依照公司整體營運方針定義各類風險，建立及早辨識、

準確衡量、有效監督及嚴格控管之風險管理機制，在可承受之風險範圍內，預防

可能的損失。隨時注意國際與國內風險管理制度之發展情形，據以檢討改善本政

策，並依據內外環境變化，持續調整改善最佳風險管理方式，以提昇本公司風險

管理執行成效，俾保障公司、員工、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每年至少一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當年度之風險管理運作情形，並將

相關資訊揭露於年報及公司網站。

完整政策包含風險管理組織、風險管理流程及風險管理類別與機制，詳細資

訊請參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辦法。

各風險管理單位應持續監控所屬業務之風險，並提出因應對策，定期向高階

管理階層報告風險狀況以供管理參考，確保管理架構及風險控管功能正常運作。

風險辨識

風險衡量

風險監控

風險報告與揭露

風險回應

http://www.usife.com/CSR/CSRFiles/Report/CSR23_%E5%8F%B0%E8%81%9A%E9%A2%A8%E9%9A%AA%E7%AE%A1%E7%90%86%E6%94%BF%E7%AD%96%E8%88%87%E7%A8%8B%E5%BA%8F%E8%BE%A6%E6%B3%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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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整合企業經營主要風險源，同時考量實務上運作之可行性，訂定風險類

別，每年由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小組作問卷調查，2021 年鑑別出運輸安全風險及環

保事件 2 項新興風險，與 2020 年 12 項風險，進行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與影響衝擊

度進行鑑別，各風險管理單位視內 ( 外 ) 部營運環境變化，定期調整管控機制。

風險管理運作情形

2020 年 12 月由總經理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本年度公司面臨的各項風

險、控制措施及風險管理之運作情形。詳細運作情形請參見本公司 CSR 專區風險

管理運作情形。

2020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風險，集團人資處遵照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編訂之「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持續營運指

引」，即時展開各關係企業防疫措施，並依指揮中心發出之公告適時更新相關防

疫措施。

企業風險管理

財務風險

法律風險

研發風險

科技風險

策略及
營運風險

環保事件
風險

原料價格與
供應鏈風險

運輸安全
風險

氣候變遷與
環境風險

嚴重傳染性
肺炎（COVID-19）

風險

職業安全
風險

人力資源
風險

災害事故
風險

資訊安全
風險

高

高

低

低

衝
擊
程
度

風險管理矩陣圖

發生可能性

運輸安全風險（地下管線）

資訊安全風險

科技風險 財務風險

策略及營運風險

職業安全風險研發風險

法律風險 人力資源風險

災害事故風險

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

環保事件風險
原料價格與供應鏈風險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風險

註：氣候變遷財務面影響機會與風險詳見 4.3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其餘風險與應變措施請參閱各章節。

http://www.usife.com/CSR/CSRFiles/Report/CSR23_%E5%8F%B0%E8%81%9A109%E5%B9%B4%E9%A2%A8%E9%9A%AA%E7%AE%A1%E7%90%86%E9%81%8B%E4%BD%9C%E6%83%85%E5%BD%A2.pdf
http://www.usife.com/CSR/CSRFiles/Report/CSR23_%E5%8F%B0%E8%81%9A109%E5%B9%B4%E9%A2%A8%E9%9A%AA%E7%AE%A1%E7%90%86%E9%81%8B%E4%BD%9C%E6%83%85%E5%BD%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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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強化－建立縱深防禦

源起：舊系統強化

製造業的核心是工廠的維運管理，工廠的生產流程或工序主要是由工控系統 (Operation Technology，

OT) 所管理控制，例如：分散式控制系統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資料蒐集與監控系統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 等，這些 OT 設備基於生產的穩定性等要求，往往作

業系統或程式本身，皆經多年的未升級與更新，成為所謂舊系統 (Legacy System) 後，其資安防護程度相

對於一般的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例如：ERP、CRM、OA 等軟硬體設備，是明顯不足

的，基於此本公司制定縱深防禦機制對 OT 進行強化。

資安政策與人員管理

1.

2.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駭客（Threat）利用（Exploit）系統漏洞
（Vulnerability）入侵

潛伏了解集團架構與提升權限
制定客製化加密程序

病毒攻擊為漏洞、漏洞利用、駭客威脅等三要素

竊取資料後，派送加密程序，即便復原系統，
也將面臨資料外洩議題。

台聚集團自 2015 年 5 月建立 ISO 27001:2013 資安管理

系統起，每年持續固定召開管理審查會議，亦敦聘外部

公正單位進行集團 ISO 27001 資安制度運行審查，迄今

已連續 6 年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台灣分公司 查核認證。

另沿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 所發展之網路安

全框架 (Cybersecurity Framework，CSF)，針對該框架

之識別、保護、偵測、因應與回復等五大方向，建立本

公司實務上可具體執行之事前、事中與事後等 3 階段防

禦體系。

(1) 事前階段：

進行全面性風險評估，以風險導向架構，建立資訊安全

控制措施，提升安全系數。例如：訂定資安緊急應變措

施與演練、社交工程演練 ( 一年 2 次 )、OT 設備管理、

每日資安回報、資安月報、資料保護與資訊生命週期管

理、資安意識宣傳與資安教育訓練、法規遵循、客戶安

全交易網、數位風險分析 ( 例如弱點掃瞄 ) 等。

(2) 事中階段：

透 過 美 國 國 土 安 全 部 下 轄 之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CERT)、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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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落實對 OT 之管理，全面針對工廠 OT 設備進行資產管理作業，包括生產商、

維護商、軟硬體版本、保管人員等進行登錄，目前共納管 70 套。

系統安全參數強化檢視：

以最佳管理實務進行廠區網路設備與資安設備 ( 如：交換器、負載平衡設備、

防火牆 ) 之組態強化檢核。

網路縱深防禦部署：

對於近年屢造成重大損失的勒索病毒攻擊，提出整體性的持續防禦流程

(Continuous threat protection process)，以 ISO 27001 資安管理系統為主，輔

以 NIST CSF 資安管理框架，強化對風險的管控，提昇企業資安韌性並具備對

資安事件承受、遏制與迅速恢復的能力，以持續提供關鍵營運服務。

人員管理：定義團隊人員的角色和職責，建立抵禦網路風險的安全陣線。

(1) 對 OT 設備使用者進行 OT 網路風險教育。

(2) 撰寫 OT 資安標準書，定義安全作業流程。

(3) 建置 OT 設備管理平台，協助人員進行管理。

(4) 組建 OT 安全工作團隊，明確溝通管道。

調中心 (TWCERT) 及防毒廠商的通報，即時取得最新威脅情資與改善方案，深

化威脅預警能力並縮短反應時間，建立預警機制。例如：資安外部威脅、日誌

搜集與使用者數位足跡監控。

(3) 事後階段：

執行危機應變管理，縮短復原時間及減少衝擊，持續營運監控。例如：資安事

件應變、營運持續管理、數位證據保全機制。

・損害評估與控制
・資源協助
・關聯方通報

・業務或系統恢復
・證據保全

・後續改善

強化對外防火牆系統
拒敵於外

建置跨廠防火牆
防止病毒橫向擴散

建置網路偵測系統
偵測不合理行為

強化關鍵系統
確保重要主機之營運安全

設施與實體管理實務

1.

2. 

3. 
事中 事後事前

・監測及預警
・應變計畫
・應變演練

預防 回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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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縱深防禦架構評估 ： 六道防禦實務作業 ：

檢視單點故障最大衝擊與風險承
擔能力。

檢視對於持續營運所採取相關措
施之妥適性。

檢視架構配置及機制有效性、
網段切割與邏輯設計與各網段
隔離有效性，評估可能資訊安
全風險。

4. 5. 

持續從物理安全、網路安全、設備安全、作業安全、資料安全等各方面落實工

控安全運行管理。

逐步完善工控安全防護措施，包括上線前的安全檢測、安全能力部署、安全運

行三個階段，使工控系統安全防護由原則性的部署向安全技術能力、安全管理

能力的全面提升，實現管、控、防一體化。逐步從系統上線、系統運維、系統

檢測等，實現工控系統安全的循環管控。

持續管理

1.

2. 

主動防禦：3 道 被動防禦：3 道

第一道防禦

強化防火牆

第二道防禦

惡意行為偵測

第三道防禦

關鍵系統防護

第四道防禦

資安事件管理系統

第五道防禦

321 備份

第六道防禦

關鍵資料加密

網路縱深防禦架構評估

檢視配置、資訊設備安全管理規
則妥適性等，評估可能風險，採
取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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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運作與舉報管道

稽核運作

設置獨立內部稽核單位直接隸屬於董事會，協助管理階層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與衡量營運效果及效率，依已辨識之風險擬訂並執行年度稽核計畫。稽核主管具有

國際內部稽核師證照，秉持客觀及誠信執行業務，並定期列席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針對稽核重大發現提出報告，並追蹤後續改善情形。內部稽核為受理審計委員會信

箱以及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檢舉專線之專責單位。

2020 年內部稽核單位業依年度稽核計畫執行，並完成 53 份稽核報告及 12 份追蹤報告，衡酌摘要如下：

舉報管道

台聚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經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通過，制訂「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明訂舉報處理程序與相關保密機制，舉報管道包

含親身舉報、電話檢舉、投函舉報等管道，並指定受理專責單位。

一、親身舉報：面對面說明。

二、電話檢舉：02-26503783。

三、投函舉報：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7 號 7 樓稽核處。 

對於檢舉人、参與調查之人員及其內容，本公司全力保密及保護，使其免於遭受不公平對待或報復。檢舉人為同仁者，本公司保證該同仁不會因為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

截至目前無接獲任何檢舉事項。

GRI    102-17

採購付款循環及法規遵循事項

生產循環及法規遵循事項

工業安全衛生作業

子公司查核作業

部份作業流程未依規定執行，建議應落實執行

部分作業表單之確認紀錄未完整及未使用到最新版本等。建議應落實督導

部分許可作業應落實督導

部份生產作業與教育訓練未依規定執行，以及建議工程採購時將保險項目納入報價單或

評估報告中先行確認等。建議應落實執行及適時新增審核點

依建議改善

依建議改善及加強宣導

依建議改善及加強宣導

依建議改善

稽核項目 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

https://www.usife.com/USIWebFiles/Others/USI_Illega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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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與法規遵循2.4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GRI    102-16、102-17

GRI    103-1、103-2、103-3 SDG    16

正派經營，恪遵法規為台聚永續經營理念

嚴格遵守法令規定

台聚，覆蓋率 100%

1. 定期進行法規查核

2. 隨時查詢法規更新與修改方向

3. 參與公協會討論適法性作為

4. 內部法規宣導與教育訓練

1. 勞動事件法暨勞動檢查企業因應措施培訓 1 場次

2. 參與政府機關法規宣導

3. 專案教育訓練 9 場次

4. 工安及環保法規鑑別

1. 無違反產品標示相關法規與罰款之事件

2. 無違反經濟領域之法律與規定

3. 智慧財產管理

・公司網站「聯絡我們」

・利害關係人聯絡資訊

・環安衛訊息登錄一覽表

意義與策略

對台聚的意義

策略方針

承諾

資料統計範圍

無違反法規事項 裁處公文

實績與目標 如何管理

2020 年目標 有效性評估

2020 年專案 申訴機制

2020 年實績

誠信經營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訂定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與誠信經

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制定以誠信為基礎的政策，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

法規遵循
永續原則：團結治理

公司網站查詢路徑：http://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http://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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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說明 

落實誠信經營為台聚重要核心，同時亦重視各領域之法規遵循，透過內部各單位，依其職責定期

進行法規查核，以確保台聚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並時時注意法規動向，提早因應其變動所帶來的影響。

管理方法

為使全體員工瞭解法規遵循議題，公司藉由員工教育訓

練與例行會議宣導最新法規訊息和趨勢，使員工獲得法規新

增、法規修訂等資訊，同時由法務處提供法律諮詢建議。此

外，除透過內部訓練或不定期參與外部培訓課程，更邀請外

部法律專家舉辦講座，強化員工業務相關之政策與法規知識

及能力。

針對不符合法規的部分，即予以調查鑑別，了解其原因，

並採取措施加以控制和矯正，減少負面衝擊，以避免其再發

生。另台聚為督促員工確實遵守法令規定，亦將環保與工安

事件列入生產獎金評核項目，如有裁罰事件發生即不給予員

工獎金發放。

2020 年台聚無違反產品標示相關法規與罰款之事件或與

經濟領域之法律與規定，環保事件裁罰共 5 件；工安事件共

1 件，針對違反法規事項，公司均已立即採取改善措施，並

通過主管機關複核核備。未來台聚將持續推動強化環安衛管

理，以期達「零污染、零排放、零事故、零職災、零故障」

之五零目標。 

遵守環安衛及能源法規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污染管制與廢棄物管理
安全與災害預防
ISO 14001、ISO 50001、ISO 45001
及 ISO 14064 系統驗證
工安教育訓練與宣導

產品標示
產品品質安全
公平交易
尊重智慧財產權
ISO 9001 系統驗證

尊重人權
保障集會結社之自由
遵守勞動法令
職場安全衛生法規

強化董事會職能
功能性委員會
資訊透明
風險監督
內控與內稽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

產品

公司治理

員工

GRI    307-1、419-1

公司網站查詢路徑：http://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http://www.usife.com/zh-tw/dirInvestor/frmInvestor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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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環保事件裁罰及改善說明 2020 年工安事件裁罰及改善說明

件數 / 罰鍰總額 件數 / 罰鍰總額
＊年度裁罰依裁處書發文時間 ＊年度裁罰依裁處書發文時間

違反原因及改善措施 違反原因及改善措施

未依核定之廢氣燃燒塔使用計畫內容操作

・

設備元件洩漏不符 2 件

・

・

・

貯留水量超過原核准量與登記事項不符

・

懸浮固體不符合放流水標準

・

・

・

加裝隔離閥及定期清理，避免設備阻塞造

成類似事件發生

洩漏元件立即鎖漏檢修改善，並完成複測

核備

加強易洩漏設備元件檢測

全面檢視類似元件，更換為不易洩漏元件

型式

・公布欄公告警示，防止事件再發生

・全廠檢視與評估同類型設備並均已完成改善

・本質安全改善並加強防護裝置

・加強人員教育訓練

・推動安全衛生管理

【詳見環安衛教育訓練、安全衛生管理及總體檢】

調整流量計位置，以符合實際量測貯留水

量位置，並於 2020.09.16 取得水措許可

變更核備

加強原水及放流水懸浮固體檢測頻率

若有異常事件立即應變處理

新增污泥濃縮槽，強化廢水處理設施，提

升廢水處理效能，2020 年自行檢測及環

保稽查，檢測數據均符合排放標準

環保事件 工安事件

空氣污染
3 件 65 萬元

水污染 工安事件
2 件 30 萬元 1 件 6 萬元

進行機械相關作業，未停止機械運轉及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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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智慧財產管理執行狀況 

專利管理

1. 創新專利發明申請平台：

台聚在內部網站上建置的申請平台，研發處同仁登錄之後可以將工作中所產出

的創新想法、實驗成果詳實的記錄並儲存於保密資料夾中。資料完備後並經相關

主管審核，即可依程序進行專利申請。 

2. 專利：

營業秘密管理

研發處每一個研發計畫所產出的報告、文件或相關的智財；均分別儲存於台聚

內部的加密網站資料夾中；設定存取權限加以控管，系統並主動稽核異常存取狀

況和即時提出警訊給權責主管進行查核，以確保營業秘密的妥善管理。 

HYDROGENATED BLOCK COPLYMER 

AND COMPOSITION THEREOF

氫化嵌段共聚物及其组合物

MULTILAYER SHEET STRUCTURE FOR 

DENTAL APPLIANCE( 牙用矯正材料 )

防火複合結構 ( 新型專利 )

US 10,450,455 B2 (application no.15/914,878)

I660975

US-2020-0237478-A19383-A26025-US( 冠群編號 )

M597795

2019/10/22 取得專利權 (~2038/03/07)

2019/06/01 取得專利權 (~2038/03/05)

2019/04/11 送件 ( 審理中 )

2020/07/01 取得專利權 (~2030/03/12)

美國

台灣

美國

台灣

名稱 案號 備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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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管理2.5
公司治理與營運成效

2020 年台聚與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工安影像辨識系統，透過 AI 影像識別技術，

於台聚高雄廠的作業場域實際驗證，即時鑑別攝影機的監視畫面，有效偵測作業

人員相關安全護具是否妥善配戴，以符合廠內安全防護具規範。本案將於 2021 年

導入，用以提升廠內工安巡檢的強度，加強承攬商作業管理，降低工安意外風險。

2020 年全球飽受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為促進全球疫苗開發進程，使民眾能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史丹佛大學潘德實驗室 (Pande Lab) 號召全球電腦用戶，展

開分散式運算專案 Folding@Home，協助蛋白質摺疊及運算式藥物設計。台聚 AI

團隊得知此消息後，立即響應該計畫，利用閒置運算資源，加入臺灣隊貢獻一己

之力，幫助臺灣與全球共同攜手抗疫，協助 COVID-19 藥物研發，期盼能早日遠

離疫情。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台灣隊排名全球第 14 名，台聚 AI 團隊在台灣隊內

排名第 1061 名。

用 AI 影像識別技術，加強工安防護 ( 預計 2021 年正式導入 ) AI 團隊參與史丹佛大學分散式運算計畫：協助 COVID-19 藥物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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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團隊參與史丹佛大學分散式運算計畫：協助 COVID-19 藥物研發

台聚 AI 小組延續 2019 年「高壓反應器預測保養」專案，經 AI 模型精進與驗證後，擴大部屬至廠內其他高壓反應器。其成果不僅大幅降低非計劃性停車之發生機率，

亦可減少檢驗工程師及維修工程師進入高壓防爆牆之次數，以降低工安事件發生之風險。本年度更利用視覺化工具之精進，使工作人員可快速了解各反應器的健康狀

態，以制定更精確的因應措施。

模型計算資訊可從網頁視覺化工具直接監測 反應器頻譜資訊可借由網頁視覺化工具分析

高壓反應器預測保養，提升工安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