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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中我們進行了組織的重整、企業文化的更新、生產及營運流程的改

造、資訊系統的全球化、廠內垂直整合能力的提升等等的內部改造工程，也在

歷經去年金融海嘯所引爆的全球經濟衰退潮中，當許多優秀跨國企業的營運紛

紛面臨前所未有的挫折中，佳世達卻繳出了本業由虧轉盈的成績單。 

在積極轉型的同時，亦致力於企業的永續發展。2009年我們在人權方面取

得了SA 8000的全球驗證，證明了公司對於員工的重視。在環保議題上，朝向

減碳的目標邁進；產品設計更輕薄精緻，以降低原物料的使用；材料挑選時，

考慮廢棄階段之可回收性；產品耗能上更重視節能的考量；於製造過程中，

作了簡化工序與節能減廢的措施；公司更於2007年即獲得ISO 14064的全球驗

證，以上這些例子都展現我們永續發展的決心與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過去一年多來，我們證明了佳世達已成為一個具有高度執行力的團隊，請同仁

們以同樣的執行力及團隊精神，將佳世達推升至「Next Level」並持續朝企業

永續經營的康莊大道前進！

熊暉
Hui Hsiung
總經理 & 執行長
President &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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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簡介

佳世達科技成立於1984年，總部設於台灣-桃園，為一跨多領域之全方位電子設計代工公司，提供創新、高品質、具市

場需求時機的產品及服務。產品與技術涵蓋電腦、通訊、消費電子、車用電子、醫療電子等5C產品，產品線則包括了液

晶顯示器、投影機、多功能事務機、數位相框、迷你相片掃瞄器、手機、無線通訊模組、手持式數位電視、車用電子，

以及其他移動式消費電子產品。 

 

佳世達在台灣及中國設有四個研發中心，生產線遍及中國、捷克、墨西哥、台灣。全球營運據點包括有台灣、中國、日

本、捷克、墨西哥以及美國。身為專業之設計電子代工公司，佳世達服務之客戶遍及亞洲、歐洲、美洲..等全球市場。 

佳世達具備印刷電路板打件(SMT)、金屬沖壓 (metal stamping)、塑膠射出成型(plastic injection)、液晶面板模組組

裝(LCD module assembling)等垂直整合能力，並可與其關係企業形成垂直整合供應鏈(如友達光電為全球前三大液晶

面板製造商)。佳世達擁有國際知名之工業設計實力，歷年獲得多項國際設計大獎，此為佳世達在產品設計上獨特的競

爭優勢。 

目前佳世達全球員工人數約6,400人，2008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1,113億元。集團企業包括了友達光電、明基電通、達方

電子、達信科技、明基逐鹿、明基醫院、達運精密、瑞鼎科技、達虹科技、威力盟電子、達興材料。



1984年 4月 公司設立登記，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以下同)140,000仟元，實收資本額為35,000仟元。

1989年 4月 開始生產監視器，由生產個人電腦主機轉換為個人電腦週邊產品。

1992年 1月 投資馬來西亞子公司Acer Technologies Sdn. Bhd., (ATSB)100%普通股股權。

4月 投資成立美國子公司Acer Peripherals Labs, Inc. 以開發美國市場及產品之售後服務業務。

1993年 4月 蘇州明基電腦有限公司成立，獲投審會核准於大陸製造電腦週邊產品。

1994年 12月 CD-ROM Driver 研發成功並上市。

1995年 10月 平台式高解析度掃描器研發成功並上市。

11月 設立本公司總部及主要生產基地，地址為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157號，土地面積4,480坪。

1996年 7月 股票正式上市掛牌。

11月 發行海外第一次可轉換公司債美金110,000仟元。

1997年 7月 饋紙式掃描器研發成功並上市。

10月 液晶顯示器研發成功並上市。

12月 數位式行動電話GSM900研發成功並上市。

1998年 1月 明基蘇州科技園區奠基。

2月 多用途數位影音光碟機研發成功並上市。

5月 數位投影機研發成功並上市。

12月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公司債2,000,000仟元。

數位式行動電話GSM1800研發成功並上市。

2000年 3月 併購皇景科技，進入寬頻網路技術領域。

4月 發行自行研發數位光學投影機。

6月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4,000,000仟元。

11月 PDP電漿顯示器研發成功並上市。 

2001年 2月 發行海外第二次可轉換公司債美金175,000仟元。

2002年 1月 創立自有品牌BenQ，公司英文名稱變更為BenQ Corporation。

5月 董事會推選李焜耀先生為董事長。

6月 發表新產品「LCD TV」液晶電視。

桃園雙星新廠正式啟用。

2.2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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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月 和心光通加入明基集團。

2月 明基與Philips合資成立「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月 發表第一支可外接數位相機之摺疊式彩屏行動電話。

5月 H200液晶電視與M770GT手機獲得台灣國家產品形象銀質獎。

領先推出全球最快四倍複寫速度內接式DVD+RW燒錄機。

2004年 1月 發表首創3D變臉影像技術手機。

2月 推出12毫秒(ms)全球最快的17吋液晶顯示器FP756(12ms)。

3月 推出12毫秒全球最快反應LCD顯示器。

4月 FP783 獲得美國消費電子協會(CEA) 頒發「2004最佳創新獎」。

5月 推出全球最亮B5尺寸行動商務投影機。

推出全球第一台支援「雙層燒錄」(Double Layer)技術的可複寫燒錄機。

6月 國家產品形象金質獎揭曉，BenQ以智慧型手機獲頒最高榮譽。

FP783榮獲「IDEA 2004」銅牌獎且躍升Business Week封面。

7月 全球第一台14吋寬螢幕筆記電腦上市。

8月 全球首部雙規16倍極速、雙層DVD燒錄器上市。

9月 推出全球首部五節點色輪DLP投影機。

10月 發表配備獨家技術「Senseye™ 神彩科技」四款新液晶顯示器。

推出全台第一部3,000流明度DLP投影機。

93年十大台灣國際品牌揭曉，BenQ品牌價值大躍進35%成長率位居第一。

獲頒九項日本G-Mark設計大獎。

11月 推出全球首部「灰階8毫秒」19吋液晶顯示器。

合併本公司100%持有之子公司達宙通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發表第一款16:9入門級高規DLP家用投影機。



  

2005年 1月 推出400G 硬碟式DVD錄放影機。

3月 推出反應速度灰階5毫秒及6毫秒液晶顯示器。

家庭劇院投影機及智慧型行動電話等，共計十項產品贏得素有國際工業設計領域奧斯卡之稱的德國漢諾
威「iF設計大獎」。

4月 BenQ與BMW美國設計中心（BMW Group DesignworksUSA）共同設計的鍵盤滑鼠產品，流體力學造
型、專利鍵盤調整技術、BenQ X架構TM創新科技外，更有多媒體熱鍵與高感度滑鼠的設計。

5月 推出DVD燒錄器雙層燒錄8倍速、利用獨家專利「雙效散熱系統」（Dual Cooling System）」，燒錄的
容量加大至8.5G。

設計開發彩色多功能事務機可支援相機直接列印，獨家設計的噴墨技術，為台灣第一家在多功能事務機
從噴墨技術到整機系統完全自行開發的廠商。

6月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公司債4,000,000仟元。

10月 以品牌價值大幅成長27%，蟬聯入圍十大台灣國際品牌，從去年位居第六的排名攀升至第四名。

本公司與西門子手機部門的合併正式於十月一日生效，總部設立於慕尼黑的BenQ Mobile行動通訊公
司，也於同日開始運作。

11月 推出台灣市場上第一台反應速度可達「2毫秒」的19吋液晶顯示器。

發表全球最迷你的600百萬像素名片型數位相機。

12月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150,000仟股。

8第二章  佳世達科技 



2006年 1月 全球手機產業掀開新的一頁BenQ-Siemens及首款雙品牌產品上市。

3月 國際設計界奧斯卡最高榮譽直立式掃描器獲iF金獎，iF總得獎數全球第三、通訊產品全球第一。

4月 與建興電子進行光儲存產品製造整合，未來將更專注於3C與光儲存品牌經營。

7月 品牌投影機產品市佔率躍升為歐洲第一、全球第二。

9月 「2006台灣十大國際品牌調查」獲第五名佳績；2003至2005年品牌價值複合成長率名列第一。

獲頒24項「2006 iF China設計大獎」。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停止對BenQ Mobile Holding B.V.增資 。

10月 獲頒9項「G-Mark 設計大獎」。

兩款液晶顯示器機種獲得微軟Windows Vista Basic認證，領先業界成為全球第一家取得Windows Vista
認證的廠商。

2007年 1月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可交換公司債4,500,000仟元。

3月 移動式液晶電視獲國際設計大獎iF最高榮譽金獎，計總得獎數蟬聯台灣第一。

獲頒六項德國Red Dot設計大獎。

4月 董事會決議提請股東會通過進行品牌分割、減資彌補虧損及更名。

7月 公司名稱「明基電通」變更為「佳世達科技」獲經濟部商業司核准。

9月 公司進行減資。

公司股票以佳世達（2352）重新掛牌上市。

2008年 3月 佳世達以代工公司之姿，榮獲五項德國Red Dot設計大獎。

4月 私募普通股增資金額50億元，應募對象為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月 股東會決議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2009年 3月 榮獲五項德國iF設計大獎及十項德國Red Dot設計大獎，得獎數繼續蟬聯全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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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組織

股東大會

創意設計中心

前瞻技術中心

策略規劃室

量測暨安規

認證處

行銷推廣部

技術文編部

全球製造

蘇州廠區

上海廠區

墨西哥廠區

捷克廠區

Business
Operations

顯示器

事業部

投影

事業部

應用系統

事業部

掃描列印

事業部

移動通信

事業部

時尚生活

事業部

全球業務與

客戶服務

全球供應鏈 垂直整合營運

財務中心

人力資源中心

資訊技術

服務處

法務室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稽核室

董事長

總經理

10第二章  佳世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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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司治理

3.1.1 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佳世達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以及其他相關法令，制定公司治理架構與執行實務。佳世達的公司治理組織模

型分為兩個單位：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其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而所有董事（含獨立董事）均為股東投

票產生。大體而言，董事會的職責包括依照相關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並監督公司管理階層，

負責公司的整體的營運狀況。審計委員會則負責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以及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維護股東權益，一直是佳世達長久以來所重視的課題之一。佳世達除了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經理人所組成的經營團隊

外，董事會成員亦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並致力於股東權益極大化。董事會成員，請參閱 

表3.1，董事成員共計九名（含獨立董事三名）。董事長由董事推選產生。所有董事均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所需業務之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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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獨立董事 王弓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產業經濟及運輸經濟博士

台灣大學運輸管理碩士

台灣大學土木與運輸工程學士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所長

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台塑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中國科技大學董事暨講座教授

獨立董事 蘇慶陽 政治大學企研所企家班

成功大學機械系

裕隆企業集團總管理處副執行長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順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中華環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獨立董事 藍敏宗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計算機工程博士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士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顧問

NxNet Systems Inc. (開曼)總經理

宏遠育成科技(創投)資深副總

元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美商Cirrus Logic大中國區總經理

AT&T中國區(北京)副總經理/副首席代表

AT&T貝爾實驗室資深研究員(蜂巢式通訊系統)

Voxbone S.A.(比利時商)顧問

董事 李焜耀 瑞士IMD企管碩士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宏碁產品規劃室副總經理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施振榮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碩士

宏碁集團董事長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智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董事 李錫華 政治大學企研所企家班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

宏碁美國行銷部協理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達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熊暉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物理博士 

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佳世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佳世達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彭雙浪

HERIOT-WATT企業管理碩士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董事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曾垂紀

美國德拉索大學財務碩士及會計博士

台灣大學國貿系

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暨

發言人

資料截止日：2009年8月30日

表3.1 佳世達董事會成員



事的報酬具有關聯性。

3.1.3 與投資人之溝通

致力為股東創造利潤進而回饋社會一直是佳世達的基本

信念。佳世達支持並倡導營運透明化及資訊傳遞的公平

性，讓股東等利害關係人有統一的管道可即時獲得公司

業務、財務相關資訊。為強化公司資訊揭露之品質與正

確性，本公司對於對外的資訊揭露，將依資訊層級判

斷，陳報公司相關單位。

針對與投資人之溝通，佳世達建置了多項的溝通管道與

機制，並定期或不定期與投資人報告與互動，以充分且

清楚的與投資人溝通目前經營結果、未來經營策略與營

運展望。投資人溝通管道與機制，請詳見表3.2。

表3.2 投資人溝通管道與機制

3.1.2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佳世達董事會以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為最優先考量，進

行營業評估及重大決議；審計委員會扮演監督之角色，

以謹慎的態度審視公司及董事會執行業務情形。

董事會運作情形：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3第8項規

定，佳世達訂有「董事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內

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均依該規則規定辦理。佳世達董事會至少每

季召開一次，董事會成員以股東權益極大化為方針，

盡善良管理人及忠實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

度行使職權。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本公司已於2008年，依證券交

易法及股東會決議，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並由

董事會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維持更健全的決

策及執行組織，持續提高公司經營效率並以實際行動落

實公司治理。佳世達審計委員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討

論，會中邀請會計師、內部稽核、風險管理、法務、財

務會計等單位，向審計委員報告及備詢最近期財務報表

查核情況、內部稽核結果、重大訴訟案件、財務業務概

況等資訊，使審計委員亦能夠協助投資人確保公司在公

司治理及資訊透明等方面的可信度，以保障股東權益。

此外，佳世達董事會主席依公司法第208第3項規定，

由董事長李焜耀先生擔任，董事長本身並無在佳世達兼

任任何職務。於2007年9月1日佳世達進行品牌事業分

割後，總經理暨執行長職務改由熊暉先生擔任。對於董

事會中進行議案討論與表決時，如遇董事對該議案有自

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均依公司法第

20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78條利益迴避之規定，不參與

該案之討論及表決，且必要時，董事長將指示會議之主

席由其他董事代理之。

公司董事會將參考指標公司及相關同業經營績效，擬具

公司章程修訂案或盈餘分配案（包含員工紅利、董事酬

勞等），呈報股東會決議，由股東承認及議決董事會之

經營績效，此可做為衡量公司最高管理單位的管理績效

方式。依目前佳世達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酬勞不得超過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一，顯示公司營運績效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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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管道之設置 發言人與代理發言人制度；

投資人關係（Investor Relations）專責單

位；

投資人信箱：Investor@Qisda.com，並指

派專人答覆及向上反應投資人來信；

公司官方網站（Qisda.com）之投資人園

地，包含公司治理專區、董事會重要決議、

財務資訊、股東會資料、有價證券專欄、有 

價證券交易市場、活動訊息、營運說明會 

簡報、投資人服務窗口、問答集等查詢。

定期或不定期

報告

定期：每月營收新聞稿、每季營運結果說明

會、每年股東會致股東報告書；

不定期：重大事件新聞稿、投資人電話會

議、投資人訪談。



3.3 協會

佳世達主動參與和電子科技產業有關的各種協會。下表

列出了公司參與的協會。佳世達的會員身份可視為公司

營運策略的一環，為我們的未來發展帶來良機。也提供

了佳世達很好的機會以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舉例來說，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為佳世達提供機器人

技術交流及異業聯盟之平台，GCF (Global Certification 

Forum) 是由網路系統商與終端製造商等共同組成，以進

入國際市場之國際認證組織，GCF提供佳世達展示手機

相關產品製造能力並獲得客戶認可的關鍵；此外，3D互

動影像顯示產業聯盟 (3D Interaction & Display Alliance)

也提供了佳世達很好的機會以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表3.3 佳世達參與的協會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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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員工行為倫理準則

3.2.1 誠信

誠信是企業的生命。

隨著佳世達的成長與發展，我們在追求企業成長的同

時，必須對誠信有堅決不移的決心！

誠信是貫穿我們企業經營活動中的唯一因素。

我們要以佳世達的核心文化來作為工作上的行為準則，

以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及服務，並與客戶和供應商之間維

持坦誠透明的關係。

佳世達更有誠信守則(Integrity Handbook)與員工舉報誠

信相關問題的信箱：Integrity@Qisda.com

3.2.2 佳世達誠信守則

A. 個人

堅持誠信、正直的品格操守，呈現事實真相。

說到做到，承諾的事必定竭盡全力完成。

B. 團隊 

團隊溝通，開誠佈公，充分發揮團隊競爭力。

團隊合作，真誠實在、相互尊重，共同發揮最大效益。

C. 供應商

以公司最大利益為優先，選擇誠信可靠的合作廠商。

與供應商建立誠實可靠的關係，進行透明化的公平合作

及交易。

D. 顧客及社會

真實傳遞經營管理、產品服務等企業訊息給顧客及社會

大眾。

盡力維護社會倫理道德，提升企業經營的美譽度。

3.2.3 總經理信箱

佳世達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誠信。如果發現身旁有些人、

事並不符合誠信的精神，或是違反誠信守則中的規範，

員工都可以經由這個信箱將訊息傳達給總經理，以維持

佳世達人正直誠信的原則。

3.4 風險管理

佳世達的風險管理著重於公司自理的風險管理系統及風

險轉移規劃，其中包含財務、營運及危害風險之管理，

並明文訂定佳世達風險管理遠景及政策，以有效管理超

過公司風險容忍度的風險，並運用風險管理工具使風險

管理總成本最佳化。        

協會名稱

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wan)

3D互動影像顯示產業聯盟 (3D Interaction & Display Alli-
ance)

Global Certification Forum (GCF)

Memory Stick License (Sony Corporation)

USB Implementers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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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監督單位 審查頻率

策略風險 董事會 每季一次

營運風險 風險管理委員會 每季一次

財務風險 風險管理委員會 每季一次

危害風險 風險管理委員會 每季一次

A. 風險管理遠景：

.承諾持續提供產品及服務以創造顧客、股   

東、員工、社會長期價值。

.風險管理需有系統化的風險管理作業程序及

組織，以及時且有效的辨識、評估、處理、

報告、監控影響公司生存能力的重大風險，

增強所有員工風險意識。

.風險管理並不是追求「零」風險，而是在可

接受風險的狀況下，追求最大利益以使風險

管理成本最佳化。

B. 風險管理政策：

.確保公司永續經營，應成立風險管理委員

會，每年定期對於可能造成公司營運目標負

面影響的風險，加以辨識、評估、處理、報

告、監控。

.於事故發生前應辨識、控制風險，事故發生

時抑制損失，事故發生後迅速恢復產品及服

務的提供。並對於經風險管理委員會認定的

重大風險情境訂定營運持續計劃。

.對於未超過風險容忍度的風險，得考量風險

管理成本，採用不同的管理工具加以處理，

但下列狀況不在此限。

   I. 對員工生命安全有負面影響。

   II. 對公司商譽有負面影響。

   III. 導致違反法令規範。

C. 風險管理之架構與權責：

   I. 風險管理之架構    

 
評量風險

.與風險基準比較.設定優先順序

 
背景資料建立.外部背景

.內部背景.風險管理背景

接受風險？

 
分析風險.確認既有控制機制

.找出發生的機率.找出事件的影響.評估風險等級

 
處理風險.列出可行風險對策.評估風險對策

.選擇風險對策.準備處理計畫

.執行處理計畫

 
辨識風險.會發生什麼嗎？

.如何、何處、何時發生？

溝

通

與

協

商

監

控

與

審

查

是

否

風險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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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ESH
部門
主管

ITS

部門
主管

Legal

部門
主管

SCM

部門
主管

Proj.

部門
主管

Opto-
Elect.
部門
主管

PCBA

部門
主管

FIN

部門
主管

HR/
ESH
部門
主管

ITS

部門
主管

Legal

部門
主管

SCM

部門
主管

GCS

部門
主管

RM

部門
主管

QTY

部門
主管

QZB

部門
主管

QCH

部門
主管

HQ RMC
主委 CEO

總幹事
RM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II. 風險管理委員會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風險管理委員會(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RMC)為有效控制風險管理，落實建置、推行、監督、維護風險管理

計畫，風險管理委員會透過風險自評報告、風險改善計畫的具體改善方案，有效監控風險，並藉由風險管理年度報告，

分析風險分布擬定風險改善方針。

定期審查風險移轉工作之有效性及合理性，包含合約風險管理、保險管理並落實教育訓練、監督管理作業及損害防阻作

業安排，針對廠商之信用風險，定期評估其授信狀況，降低壞帳風險及斷料風險所可能造成的企業危害，並建置即時通

報程序，異常風險藉由系統發佈，即時通報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完成了桃園廠、蘇州廠及上海廠之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計畫，包含緊急應變、危

機溝通管理計劃及營運持續計畫，避免發生重大事故時，造成營運中斷。

QCS

部門
主管

TV/
Info.
部門
主管

Disp.

部門
主管

FIN

部門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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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佳世達本業合併營收為新台幣1,113.4億元，單計台灣母公司營收為新台幣754.8億元，稅後損失新台幣31.5億

元，每股虧損1.7元。2008年佳世達台灣母公司各產品別營業額比重及銷售地區，請參閱表3.4及表3.5。更詳細的公司營

運績效及財務資訊，請參考本公司2008年年報。（可於佳世達官方網站查詢：Qisda.com/投資人園地/股東會資料）

佳世達自2007年9月起專注於產品設計及製造服務後，即致力於改善財務結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並對產品線進行

策略性的調整，以提升本業獲利能力。2008年對存貨的重點管理，成功拉昇了逾60億元的現金水位，使得全年營運活動

產生約50億元的淨現金流入，超越了近幾年來的水準。這些努力，不僅讓2008年本業虧損幅度逐季縮小，且在面臨下半

年全球金融風暴及經濟衰退的嚴峻衝擊時，公司仍能以健康的體質因應，以至於第四季本業得以轉虧為盈。

過去一年多來，佳世達並未依循電子代工大廠長期以來以單純產品線放大量的營運模式，我們憑藉著多年累積的液晶

顯示、光機電、通信等核心技術，加以世界級的工業設計能力，朝向5C多元產品線發展，包括電腦(Computer)、通

訊(Communication)、消費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車用電子(Car Electronics)及醫療電子(Care-Medical 

Electronics)，以「科技結合設計」為產品的定位，要求創造出有質感且毛利佳的產品。在業界競相以低價勝出的環境

中，佳世達要開創出自己的藍海。

佳世達過去五年，平均每年投入約佔營業額3%的研發費用，並擁有各國專利約3,000件。2008年迄今在國際上屢獲產品

設計大獎肯定，包含德國Red Dot獎五項、日本G-mark獎四項、德國iF獎五項，如此殊榮在設計代工業界是僅見的。我

們深信，優秀的產品設計與研發能力，將是佳世達的核心競爭力。

2008年，佳世達在製造能力及廠內垂直整合能力也獲得進展。公司在2007年開始推展「六標準差」手法，這一年又加

上「精實」流程，除了產品品質及成本得到改善外，工廠的生產力也在一年內提高了兩成以上，全球人力因此得以大幅

縮減26%。至於廠內垂直整合能力，除原有的電路板打件、機構鐵件沖壓、液晶面板模組組裝外，第四季又增加了塑膠

件射出成型，預期對於改善產品材料成本及製造效率都將有所貢獻。

展望2009年，全球性、持續性的經濟衰退恐難避免，佳世達除將繼續改善本業獲利列為首要目標外，也將現金流量及財

務風險管理列為執行重點。新產品線可望陸續推出，製造、營運效率也可望持續提昇。相信佳世達過去這一年多來所進

行的企業改造工程，不僅為安然度過眼前的經濟海嘯做了好的準備，更為佳世達的未來札下了穩固的根基。在2009年，

經營團隊必將努力不懈，為公司及股東爭取最大利益。 

3.5 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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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項目 2008年營業淨額 營業比重(%)

顯示器事業部 47,740,579 63

投影事業部 8,579,262 12

掃描列印事業部 9,173,839 12

應用系統事業部 1,519,329 2

移動通信事業部 1,467,367 2

其他 6,997,786 9

合計 75,478,162 100

銷售區域
                 2008年度                  2007年度

銷售金額 % 銷售金額 %

內銷 5,205,108 7 4,402,415 4

外銷：美洲 14,355,792 19 42,148,216 34

      歐洲 33,033,608 44 43,665,706 36

      亞洲 19,956,603 26 27,972,228 23

      其他 2,927,051 4 4,064,871 3

合計 75,478,162 100 122,253,436 100

佳世達就歷次辦理增資或進行機器設備、研發等投資，得依法適用享有免稅或投資抵減之租稅優惠。

表3.5：銷售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表3.4：產品別營業額比重

3.6 反貪瀆

佳世達了解貪瀆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並會嚴重影響公司的商業誠信，因此佳世達嚴格禁止任何貪瀆、賄賂及

勒索等行為。我們特別訂定誠信手冊，並於公司規範中納入與反貪瀆相關的準則，管理階層及HR不定期對內公告宣達公

司對誠信的重視，並提供員工相關的教育訓練，以確保每個人都了解有關的約定與規則。此外，公司HR並設有「總經理

信箱」，開放給所有員工及合作夥伴，任何對於貪瀆及誠信相關問題都可以直接反應。公司之稽核單位並依據董事會及

審計委員會之指示，不定期安排相關查核主題，並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查核結果，讓管理階層了解並達到管理之

目的。佳世達經營團隊始終秉持誠信的核心價值觀，公司將持續落實此核心價值觀於日常營運中，並做為公司治理與行

事原則。





第四章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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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會責任觀點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焜耀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是創造價值，以一種可持續性的價值，為人類社會貢獻心

力，發揮正面的影響力。所謂永續經營，追求的就是這種可長可久的價值。要成為一個具有深厚累積性、經得起時間考

驗的企業，唯有將歷史觀與文化思考帶進企業經營模式裡，並以「誠信」作為企業經營最高的道德原則。

佳世達科技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勞工管理、環境保護、員工健康與安全以及道德管理等構面，因此，佳世達除了取得

SA 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各項認證外，已於2007年

起將EICC電子行業行為準則導入公司管理系統，使管理系統包含勞工、環保、安全衛生以及道德層面而更趨完整，並

同步推廣至海外製造區，成立跨廠區之EICC推行小組，訂定勞工、道德、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管理程序及改善目

標，以期於各方面皆能符合國際標準。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溫室氣體

SA 8000社會責任標準 OHSAS 18001安衛管理系統

EICC電子行業行為規範
供應商/客戶

企業員工 社會/利益關係者

   Qisda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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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高階主管認為，在企業社會的責任與義務上我們必須持續努力。因此，在勞工方面，強調員工權益與道德規範；

在安全衛生健康方面；特別重視同仁的安全與健康；在環境保護方面，致力朝節能減廢方向努力。佳世達整合社會責任

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成立跨部門之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及推行組織負責系統推動及運作，其委

員會組織圖與運作方式如圖4.1、4.2、4.3所示。

為使社會責任及環安衛管理系統要求之事項皆能順利達成，各部門的推行委員負責推動社會責任及環安衛管理系統推行

之相關業務，再由總幹事統整推行業務之結果。（如圖4.2所示）為了讓管理系統能有效運作，其委員會勞方代表約佔委

員會人數1/3以上。

主任委員

總經理/各Site最高主管

推行小組

設總幹事（1名）

委員

事業群 / BU
R&D, PM

委員

HR
委員

ITS
委員

Finance
委員

製造單位

委員

全球供應鏈管理

管理代表

SR & ESH
風險評估

鑑定人員

R & D
環安衛

人員

溝通

人員

稽核

人員

資材

人員

營繕

人員

法規

鑑定

人力

資源

總幹事

圖4.1 社會責任及環安衛管理委員會組織圖

圖4.2 各部門推行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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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之運作模式由源頭管理開始，首先透過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影響源及危害風險鑑別，鑑定出重大之環境考

量面及重大性危害風險，針對這些重大考量面及重大性風險，透過訂定目標、管理計畫及作業管制方式加以改善及控

制，此外，針對在此重大風險下工作之人員，本公司依照相關之管理程序給予適當之教育訓練及防護，以期避免對環境

造成污染或對人員造成生理或心理傷害。圖4 .3為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方式。

此外，在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架構下，我們建立了法規鑑定管理程序，定期鑑定公司必須遵守之勞工、環

保、安全衛生及道德法規並進行法規符合性評估，以期能做好源頭管理。在2008年，佳世達各製造據點均符合當地政府

法規要求，並無任何違反勞工及環安法令所產生之罰款。

圖4.3 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方式

（符合法規）

社會責任環境安全衛生危害風險

 
政策

 
管理審查

 
活動產品服務

（重大環境安全衛

生危害風險改善）

 
訓練認知

 
管理計畫

 
績效

 
目標

 
全球議題

人員（員工/

訪客/承包商）

 
作業管制

 
緊急應變

 
內部稽核

 
管理系統

據以執行及維持社會責任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之管理系統、
包含組織、計畫活動、責任、

程序、步驟、發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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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各製造據點均依上述內容建立推行委員會

及推行組織，並整合全球製造據點之社會責任

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程序，以確保社會責任及環

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在全球各地推行模式一致，

全球製造據點已於2007年ISO 14001（環境管理系

統）及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取得全球驗證證書如圖4.4所示。此外，台灣總部

已於2006年取得SA 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

証書，其他製造據點預計於2009年全數通過

S A  8000外部驗證。

佳世達科技整合各項管理系統，所制定之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如下：

1. 誠信經營，遵守道德規範

2. 持續改善經營管理，以保障員工權益

3. 強化綠能產品設計，降低環境關聯物質之使用

4. 防污減廢、節約能源、安全健康、改善再改善

5. 輔導供應商，要求其達到標準

6. 遵行社會責任標準，並符合法規與客戶要求，達到企業永續經營

為因應國際趨勢及客戶要求，在產品設計方面，公司一開始就考量綠色產品及生態化設計，減少或不使用對環境或人體

有危害之物質。公司並於2008年起每年定期出版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公開公司各方面之社會責任管理績效，使其更

加完整及透明化。而平時之運作活動除符合法令規章所訂定之標準外，更訂定優於法令規章標準之目標及標的，成效斐

然，榮獲國家各種獎項之鼓勵，更加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圖4.4 SA 8000 、 OHSAS 18001及ISO 14001證書

OHSAS 18001:2007 ISO 14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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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害相關者

佳世達一向重視與利害相關者的溝通並確保溝通管道的透明與暢通。由於我們的利害相關對象很多，在經過內部相關部

門的討論之後，提出主要五個利害相關族群：員工、投資者、供應商、客戶與社區。我們列出他們的主要關切的議題與

溝通管道的說明如表4.1所示。

利害相關者 涵蓋對象 希望了解之資訊 溝通管道 溝通內容

員工 現職員工 ● 公司政策與未來發展

  方向     
● 福利/薪資 
● 績效管理制度 
● 人才發展議題 
● 教育訓練 
● 公司財務與營運狀況 
● 新產品線規劃與發展 

● 總經理信箱 
● HR信箱 
● Town Meeting 

● 總經理信箱：透過直接給總經理的郵件，表達自己

  的看法與建議，或是提出對公司經營上的疑問。

  由總經理親自進行回應。
● HR信箱：透過直接給HR最高主管的郵件，表達自己

 的看法與建議，或是提出對於各項人力資源政策上

 的疑問。由HR最高主管親自進行回應。
● Town Meeting：每年舉辦兩場，由總經理主持，

 直接面對全體同仁，報告公司財務與營運狀況，

 並針對全公司性的問題作直接的回應與說明。

投資者 股東

投資人

● 財務業務狀況 ● 溝通管道之設置
● 定期或不定期報告

● 發言人與代理發言人制度。
● 投資人關係（Investor Relations）專責單位。
● 投資人信箱：Investor@Qisda.com，並指派專人

  答覆及向上反應投資人來信。
● 公司官方網站（Qisda.com）之投資人園地，包

  含公司治理專區、董事會重要決議、財務資訊、股

  東會資料、有價證券專欄、有價證券交易市場、

  活動訊息、營運說明會簡報、投資人服務窗口、

  問答集等查詢。
● 定期：每月營收新聞稿、每季營運結果說明會、

  每年股東會致股東報告書。
● 不定期：重大事件新聞稿、投資人電話會議、投資

  人訪談。

供應商 供應商 ● 綠色環保規格與社會

  責任政策
● 產品規格與品質政策
● 各項合約與協議
● 零件產業分析

● 供應商評鑑調查表

  以及實地訪廠品質

  稽核會議
● 不定期採購與研發

  會議
● QBR (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 供應商大會
● 內訓課程

● 企業社會責任符合性，商業道德符合性，環境保護

  等目前做法與未來做法。
● 研發創新的能力，製程、品質與交貨能力。
● 產品不良率追蹤改善，退換貨服務與問題解決能

  力。
● Product Roadmap Update
● 策略供應商之交貨穩定性與品質評鑑。
● 佳世達供應商政策宣達，環保規格教育訓練。
● 提供該項零件的專業介紹與產業分析

客戶 一般消費者 ● 維修據點
● 產品保固條款服務

  與維修聯絡方式
● 線上維修服務
● 產品使用手冊

● 客戶服務專線
● 產品報修專線
● 台灣區客戶服務

  經理信箱

● 教客戶如何使用產品，與正確操作方式提供維修據

  點與聯絡方式給客戶。          
● 了解客戶需求，聆聽客戶意見。
● 說明產品特性與保固期間。

 

品牌客戶 ● 維修據點
● 產品保固條款服務

  與維修聯絡方式
● 線上維修服務
● 產品使用手冊

● 專屬對應窗口，以

 電話或電子信箱聯繫
● 定期/不定期的主題

  報告

● 視廠商所需或所要求之服務模式，儘可能符合廠

  商所有之需求。
● 是否提供維修手冊,成品及製具。
● 即時提供零件備料出貨。
● 有無提供維修廠商的教育訓練。
● 定期/不定期與客戶檢視服務模式

表4.1 與利害相關者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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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者 涵蓋對象 希望了解之資訊 溝通管道 溝通內容

社區 一般大眾 ● 公司簡介
● 公司產品線與服務
● 經營團隊　
● 公司新聞與活動
● 職缺公告　 

● 企業網站 ● 企業網站：包括關於佳世達、企業社會責任、產品、新聞

  中心、投資人園地與人力招募等所有企業相關資訊，均呈

  現於企業網站

機關組織 ● 公司簡介
● 公司產品線與服務
● 經營團隊
● 公司新聞與活動

● 企業網站
● 企業參訪

● 企業網站：包括關於佳世達、企業社會責任、產品、新聞

  中心、投資人園地與人力招募等所有企業相關資訊，均呈

  現於企業網站

媒體 ● 公司業務狀況
● 產品線發展資訊
● 公司新聞與活動
● 經營團隊訊息

● 企業網站
● 企業簡報
● 定期法說會
● 定期新聞稿　
● 不定期之記者會
● 不定期之媒體專訪
● 不定期之新聞發佈

● 企業網站：包括關於佳世達、企業社會責任、產品、新聞

  中心、投資人園地與人力招募等所有企業相關資訊，均呈

  現於企業網站
● 定期法說與新聞發佈：每月營收新聞稿、每季營運結果說

  明會、每年股東會致股東報告書。
● 不定期公司活動與新聞發報：新聞事件稿、產品發表會、

  公司活動
● 依據媒體所需了解的內容進行溝通

表4.2 與利害相關者的溝通

第四章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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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採購

.原物料使用

   錫 (膏、棒、絲)：138.8噸

   助焊劑：33噸

   紅膠：1噸

   鐵件：2.1萬噸

.直接能源使用

   天然氣：676千立方公尺/年

   汽油：3.5萬升 (Liters)

   柴油：500升 (Liters)

   生活用水量：47.7萬噸

.間接能源使用

   外購電力：8.3萬 MWH

.廢棄物產生

   生活污水排放：38.2萬噸

   無法回收分類廢棄物：460噸 

生產製作

相關作業活動
出貨交予客戶

圖5.1原物料採購、作業活動及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廢棄物排放量圖

5.1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5.1.1 原物料管理

佳世達為電子產品專業組裝代工工廠，所有原物料均為外購，我們首次運用生命週期概念將各製造所投入之原物料、能

資源使用、廢棄物排放、廢水排放進行數據之盤查，以應未來環境衝擊分析與改善機會，2008年所投入原物料採購、作

業活動及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廢棄物排放量如圖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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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廢棄物管理

佳世達的廢棄物管理是採取主動式管理方式進行管理。

在整體減量作為上持續推動節能減廢活動，在源頭管理

方面積極落實資源回收分類，大幅減少廢棄物產生及增

加資源回收量，以達到廢棄物減量之目標。

廠內所產生之廢棄物種類為一般事業廢棄物、醫療廢棄

物、廢溶劑及無法分類之廢電子零組件廢棄物。

在作業活動及生產製程中並未產生巴塞爾公約定義之有

害廢棄物。

在推動節能減廢活動之後，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量

則是逐年增加，無法回收廢棄物量則是逐年下降；2007

年全球之資源回收比約為70:30，2008年之資源回收比

約為77:23。

2008年全球製造Site產出廢棄物總量為2,336噸，可資源

回收之量約為1,800萬噸，無法回收之廢棄物量約為536

噸(多為一般生活垃圾)。 

5.1.3 污水管理 

佳世達從產品設計之初就考量到清潔生產及環境保護，

各製造據點所生產之各項產品，在製造過程中均無廢水

產生，只有生活污水產生。2008年全球製造據點生活污

水排放約為38萬噸。

針對生活污水之管制方面，設置有水污染防治設備，並

由專業人員操作維護。

佳世達產生之生活污水均是納入政府所設污水下水道管

理系統，並不會因用水產生污水而影響水源與土地。

在台灣區除每季委託環保署認可之廢水檢測公司採樣檢

測放流水水質以瞭解放流水水質情況外；如表5.1所示，

同時政府單位每個月亦會監督公司排放之放流水水質，

採定期不定時進行採樣分析；政府檢驗放流水水質分析

及進廠標準結果如圖5.2所示。

由表5.1與圖5.2顯示我們對污水之防治頗具績效，除大

幅優於工業區納管之進廠標準外，2008年度放流水平均

值：SS排放值低於進下水道標準之90%以上、COD排放

值亦低於下水道標準之80%以上。

圖5.2 與進場現值水質標準比較圖

檢測項目 下水道標準 2006 2007 2008

BOD 400 18.2 4.9 9.7

COD 600 98.3 117 47.4

SS 250 19 23 7.5

表5.1 近三年委外採樣檢測放流水水質分析表

Data：採檢測之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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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氣候變遷 

     
全球氣候的變遷源於數千萬年來自然事件的發生，人類的活動嚴重的影響地球氣候，尤其是電力的使用，更是排放二氧

化碳的大宗。

二氧化碳迅速排放至大氣，強化溫室效應發生、導致地球平均溫度的上升；而全球溫度的上升使得海平面升高、改變降

雨量及某些區域的氣候；甚至造成整個生態系之改變，這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隨著地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及主動滿足客戶關注事項之關係，佳世達於2007年進行溫室氣體

盤查與查證計劃並參照ISO 14064-1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要求，已建立全球製造據點完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建立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機制。全球製造據點2007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結果已通過ISO 14064-1第三者查證，證書如圖5.3所

示。

依據2008年之統計資料，佳世達科技之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為公司營運所需之外購電力在發電過程中所產生之二氧

化碳，及公司內部作業活動中使用的瓦斯、汽油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有關外購電力排放源佔公司整體排放量之比重高達

90% 以上。能源之直接與間接使用皆影響到溫室氣體之排放量，表5.2為全球製造據點能源使用及GHG排放量之關係表

有關溫室氣體減量相關績效成效如下，2008年比2007年總排放量約減少11%左右，以平均每人每小時排放量比

較，2008年與2006年之比較值約下降15.6%左右。 

佳世達科技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之下，擬定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方案，以配合國際社會都在消減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議題。在GHG (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排放量之計畫中我們透過下列之管理方式予以節約能源，並間接減少溫室氣體

之排放：

5.1.4 生態管理

佳世達的製造據點台灣廠、上海廠、蘇州廠、捷克廠及墨西哥廠均座落於工業園區內，為單純之組裝作業，製程上並未

使用柴油、重油等燃料當成我們生產流程之間接材料，故不會產生對環境衝擊之SOx、 NOx及相關氣體排放。

我們的各廠區都在工業區內，沒有擁有、租賃或管理任何位於生態保護區或水資源保護區內之廠區，我們亦不從事任何

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負面影響的活動，產品製造及服務過程中，亦不會對環境生態造成影響。

 



圖5.3 ISO 14064-1確證證書 表5.2 2008年全球製造據點能源使用及GHG排放量表

直接能源使用 數量 GHG 排放量

天然氣 676千立方公尺/年 8.2萬噸 CO2-e

汽油 3.5萬升

柴油 500升

外購電力 8.3萬Mwh

1.廠辦照明燈具使用省電燈管              7.獨立區域特殊空調需求管理          

2.冰水主機設備改善提升效能              8.依流量管理與停用用電設備            

3.空壓機、冰水主機運作管理              9.辦公室節能活動

4.提升製程效率                          10.夜間能源管理

5.逃生指示燈更改為LED                   11.生產安排集中，減少局部加班

6.宿舍與地下停車場排風定時管理控制      12.空調主機配合生產開啟及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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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環境安全衛生績效

有良好的管理，才有綠色企業的產生，佳世達科技每一

年皆投資相當多的環保人力致力於環保業務上，在結果

論裡我們可以看出來，全球各製造site之可回收廢棄物

比例逐年增加，污水回收再利用率亦逐年提升，2008年

在環境相關之投資金額30萬美金左右，約佔全年營業額

之0.019%。

5.3.1 水資源管理績效

35

年度/
Site

QTY QCS QCH QMX QZB

2008 61,413 386,880 18,249 4,488 4,455

表5.3 2008年全球各Site用水量統計 (噸)

圖5.3 各Site用水量統計

本公司全球製造據點2008年總用水量約為47萬噸，各製

造據點使用量分布如表5.3所示，圖示如5.3所示。我們

在全球各製造廠區皆有設置污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回收

之生活污水多用於噴灌廠區植種之綠色植物，回收率約

為20%左右。總計2008年約有7.64萬噸廢污水回收再利

用。

5.3.2 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佳世達有健全之社會責任暨環安衛管理委員會及推動組

織，以及落實執行各項安全衛生健康要求。截至目前為

止佳世達各製造據點並未發生因工作上原因而引發健康

職業病之實例，在工傷方面多以手工具切割傷，不需請

假之輕傷害為主。但少部份之工作傷害需經請假並予以

休息，工傷嚴重度超過1天者納入工傷率及損失工作日之

計算範圍內，經計算 2008年平均之工傷率為1.5件/百萬

工時；職業病發生率為0；損失工作日約為40天/百萬工

時；缺勤率約為353天(包含交通意外)。皆比2007工傷

率為1.63件/百萬工時；缺勤率約為707天…等為低(以上

皆包含交通意外事故)。由數據顯示，安全衛生管理之績

效有逐年提升之趨勢。

在化學品管理方面，生產製程中使用化學品一向是環安

衛管理工作的重心，而且也必需有效管理，造成化學溶

劑的洩漏，可能會對廠區員工的安全、健康以及廠區的

環境造成負面影響。2008年，佳世達全球製造Site所有

廠區皆沒有發生洩漏事件，由上述工傷率、損失工作

日、缺勤率等記錄，印證了佳世達科技在保護員工安全

與環境方面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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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得獎記錄

時間 獎項名稱 評審單位

2007 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績優單位 國防工業儲訓制度審查委員會

2006 健康推動鑽石獎 桃園縣政府 衛生局

工業標竿 經濟部工業局

2005 第一屆人力創新獎 勞委會職訓局

第六屆 工業精銳獎 經濟部工業局

2004 安衛楷模 經濟部工業局

2003 重視女性人力資源優良事業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1 90年度工業區綠美化績優廠商 經濟部工業局

2000 工安楷模 -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實務觀摩會績優單位 桃園縣政府

1999 87年全國性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社會關懷熱心公益單位 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 

1998 86年全國性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海鷗計畫 熱心環保 海鷗計畫環保救地球系列活動執行委員會

1997 人力培訓績優獎 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工業楷模 勞工教育優良單位 桃園縣政府 

勞工教育績效卓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人力培訓積效卓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工福利績效卓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95 工業減廢優良單位 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 

第五章  環境與安全





第六章 客戶



39

.客戶滿意

客戶真誠的意見回饋，為佳世達進步與保持領先的來

源。佳世達公司定期蒐集客戶即時反應，檢視並評量交

貨、品質、服務、技術四個主要指標，針對優點繼續保

持並發揮，可調整的部分則回饋相關部門，予以改善，

以期符合客戶要求及潮流變化。

6.1 行銷推廣

佳世達行銷推廣主要工作為1.企業識別系統之規劃管

理、2.企業公關計畫之擬定及媒體關係的維護，以及

3.企業形象行銷之規劃與管理。本部門最主要的職責，

是透過各式對外溝通的管道，如企業網站、展覽活動、

公司活動、記者會、新聞發佈…等，與所有和公司的相

關的人包括客戶、股東、投資人、媒體、一般社會大

眾、組織機關..等溝通，提供相關人所需要的公司相關

資訊。

佳世達所有採取的對外溝通管道皆以合法之形式與內容

推廣企業及產品服務，文宣完全尊重智慧財產權。

6.2 客戶承諾

佳世達專業服務團隊以提升客戶及事業夥伴的滿意度為

首，承諾品質、規格、成本、及交期之滿意度，同時提

供迅速與強力的支援，解決複雜且專業的問題。佳世達

期待藉著產品技術與真誠服務來滿足客戶需要，與客戶

共同精進，維繫彼此之永續經營關係。

.客戶服務

為了服務廣大的顧客群，佳世達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

秉持著創新的精神，提供多元化的產品，資訊及技術支

援服務。我們持續抱持著“誠信 精實 說到做到”的宗

旨要求同仁們透過傾聽客戶的聲音，用心了解顧客真正

需求以達成所需。以客戶角度作為整體服務模式，全球

客戶服務處更以精益求精的態度要求自己，落實與客戶

的良好關係。

承諾

交期

成本

品質

規格

6.2.1 客戶滿意度調查流程

本公司固定於每年六月與十二月針對客戶做全面性客戶

服務滿意度調查，由GCS(Global Customer Service

全球客戶服務)負責發送客戶滿意度調查問卷給客

戶，請其針對本公司整體產品與售後服務之評估與建

議。GCS再將客戶所給予之調查結果統整並傳達給相關

部門，相關部門及高階主管可藉此整體檢閱客戶需求，

與相關單位澄清事項後，進而適當調整流程以改進產品

與服務品質。

價值觀

誠信

精實

說到做到



圖示列舉西元2006年至2008年佳世達從各產品線之合作

客戶那所得到的評價，可得知客戶所給予佳世達的滿意

度都是相當正面且有競爭力的，佳世達一直以客戶為第

一優先，目前仍繼續整合改良，希望能建立一個更有效

率的客戶服務平台，並迅速確實的解決客戶所有問題，

提供最完善與健全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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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調查流程圖

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2006~2008）

客戶服務部將向相關部

門確認改善之狀況，並

回報給客戶。

相關部門了解、澄清事

項，以提出改善方案並

確實執行。

客戶服務部針對每份回

收之客戶滿意度調查表

中作績效評估。

由客戶服務部發放客戶

滿意度問卷調查表給客

戶，再經由專案管理部

門/業務回收調查表並回

傳到客戶服務部，客戶

服務部負責蒐集資訊。

END

Feedback to
customer

Activate
Improve action

CS report

GCS collect
result

START

Customer receive
Questionnaire

目前，佳世達對於客戶服務繼續致力於公司之內部流程

的改善作業、外部良好企業形象的建立，期盼未來能夠

擴展更大的客戶版圖，更為精進客戶服務管理，佳世達

公司以達成100%滿足法規及客戶所有需求為最終目標。

6.2.2 維護資訊安全

重視資訊安全，是佳世達給予客戶的承諾，商業行為進

行的同時，能確保客戶隱私。除企業內部宣導資通安全

的必要性，針對機密文件的保護與以權限限制，除相關

作業人員，非密切職掌的同仁需待直屬主管同意認可，

方可開放部分權限。下載機密文件之際，文件背景以浮

水印標示confidential及下載人員姓名，作為提醒文件

之敏感性及機密性，再次為客戶隱私及公司資產把關，

杜絕資料不當複製及外流。佳世達當持續宣導資安重

要，為客戶提供安心、專業的服務。



6.3 綠色產品

為了延續並落實公司的環境政策，秉持「保育自然」、「落實環保」的文化價值觀，與企業的公民責任和社會責任，在

乎產品與服務品質，更在乎價值承諾與社會責任，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兼顧社會以及整個地球的利益。 

  

我們將綠色產品的企業責任，全面落實到零件採購、產品研發設計、生產及行銷，以及廢棄產品的回收﹑再生再利用的

行動上，包含

(A)綠色設計 (Green Design)

(B)綠色採購 (Green Purchasing)

(C)綠色生產 (Green Process)

(D)綠色產品 (Green Product)

(E)電子電機廢棄品回收及再生再利用

  (Recycling, Recovery & Reuse of WEEE)

 等一連串綠色活動，串鏈成綠色價值鏈

 (Green Value Chain)

佳世達於2007年由各產品線之主管組成綠色產品委

員會，透過定期之會議及各製造區的合作以統籌並

落實執行佳世達的環保政策。所有佳世達員工都將

遵守環保法規、佳世達環境政策，以及配合佳世達

推動的各項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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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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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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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Green
Design

Green
Product

Green
Process

Green
Purchasing

Recycling
Recovery

Reuse

Green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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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害物質管理

因應國際法規對化學品使用日漸嚴格之趨勢及加強管制產品零組件及製程中各類化學品之使用，尤其是已列為有害化學

物質者。自2008年初，佳世達之台灣、蘇州、捷克及墨西哥之生產工廠已陸續通過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之驗證，並取得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管理系統之證書。

佳世達並依據國際法規及客戶之要求，制訂「有害化學物質管制清單」，對於產品可能使用或生產過程可能使用，且具

影響環境安全的化學物質皆嚴格管控，遵守各相關對於特定化學物質的規範，嚴格地要求所有供應商依階段限用或禁用

列管之有害化學物質。並定期對所有供應商進行稽核，經由對零件材料承認之嚴格管控及成品之檢驗，以系統化管理  

機制來確保產品能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之要求。並擬定有害化學物質減量計劃，期望逐年降低有害化學物質之使用。

自歐盟RoHS指令公告以來，佳世達即成立專責團隊，一方面蒐集並掌握各國相關法規與相關資訊，一方面針對各產品

線與主要零件供應商進行溝通宣導、製程原物料清查與確認。所有佳世達之產品皆已符合歐盟 RoHS 指令。

(二）環保標章取得情形

自產品之研發設計到製造階段，皆以綠色產品概念為出發點，對延長產品生命週期、能源節約、易回收、低毒性、減少

環境危害….等加以考量，並落實綠色供應商環境面之輔導與管理，確保產品皆能符合環境法規與客戶之要求，並協助

客戶取得各項綠色產品之相關認証，包含以下認證：

1.臺灣環保標章 (Taiwan Green Mark Certification)

2.中國節能產品認証 (China CECP Certification)

3.TCO Certification

4.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5.電子產品環境評估 (EPEAT)

環保標章取得結果 :

（三）產品生命週期思維管理

從產品設計時就納入原物料的使用、使用階段的能耗與廢棄物階段的再回收性是生命週期思維著重的要點。2008年導入

了EuP計畫，挑出一個標的機種來試行。計畫大致分為三大部分：從國際環保規格的蒐集研擬出一份評估表來界定這個

產品的現況與未來改善的方向；從產品的拆解研析過程來評估產品的回收率與是否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來回饋到下一代

產品；從供應商與系統廠所盤查的生命週期評估表與資料庫的選用來評估此產品對於環境的衝擊，進而思考如何降低下

一代或是同代產品的環境衝擊，進而回饋到生態化設計方案及與績效評估的結果。再將上述的結果整合在生態化特性說

明書(Eco-profile)中。

在試行過程中我們也在思考未來佳世達如何建置公司各部門的能力與內化，並進一步建立生態化設計的良性迴路並結

合現有的系統都是未來我們努力的目標。未來我們也會將溴化阻燃劑 (BFRs)、聚氯乙烯 (PVC)、REACH的15種高關注

物質(SVHC)等納入公司限用物質的規劃範圍之內。

Product Taiwan Green Mark China CECP TCO Certification Energy Star EPEAT

LCD Monitor 10% 50% 95%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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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供應商篩選  

7.2.1 供應商晉用程序

佳世達的供應商晉用程序，是依據公司未來產品趨勢需

求及採購策略，調查潛在供應商之產能、技術創新能

力、品質及服務等管理系統是否符合佳世達之要求，以

作為未來晉用的依據。當我們評估全新供應商的時候，

必須由採購，品保，研發與零件承認單位組成一評估小

組，針對供應商的各項能力提出問卷，最後再由評估小

組確認最後的審查結果。審查的層面涵蓋：公司基本資

料，產品資訊，主要客戶與財務狀況，與佳世達採購責

任義務等相關合約，以及供應商的綠色管制程序與綠色

產品承諾，與供應商社會責任與環境安全衛生調查。其

中環安衛的調查，仔細涵蓋了幾個基本構面：(1)持續改

善以保障員工權益，(2)ISO 14001，OHSAS 18001，SA  

8000與EICC的符合性，(3)供應商是否遵行以上標準、

政府勞動、環保、安全衛生法規、客戶要求及其它相關

規定，(4)是否考慮防汙、減廢、節約能源、安全再改善

等原則。

唯有通過供應商晉用程序的廠商，才能成為佳世達的合

格供應商並展開新產品的驗證。另外，針對現有合格供

應商，佳世達亦謹慎進行供應商風險評估，階段性調查

現有供應商的財務狀況並關注高風險族群，避免無預警

倒閉影響出貨或造成糾紛。在新型流感的高峰時期，亦

階段性對有感染案例的地區供應商進行相關調查，並全

面性調查供應商的應變能力，或對供應商溝通事宜的應

變方式，讓佳世達在供應鏈上能採取最適當的預防措施

避免對同仁健康與營運上的危害。

7.1 供應商管理原則

佳世達的供應商評選政策是依據供應商組織架構、經營

績效、產業排名、競爭性、財務狀況、佳世達需求與交

貨能力等各項進行評估。由於各事業體系的產品特性，

定義出各產品線的關鍵零組件與策略供應商，並定期舉

辦供應商表現評鑑以定期檢討並調整供應商策略，在供

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方面，2008年開始供應商評鑑

時需評檢ISO 14001，OHSAS 18001，SA 8000與EICC

等符合性，並提交綠色產品宣告書，承諾歐盟禁用物質

的不使用。2008年下半年，召集部分重要供應商導入

EuP第三類環境宣告的資料揭露，透過教育並輔導供應

商在直接材料，間接材料，能資源使用的盤查，廢棄物

排放以及運輸能耗的自我揭露，讓供應商了解其產品生

命週期的運算方式，以及對生態的可能衝擊，讓供應商

為環境衝擊的審查未來性預作準備。

因應公司產品策略的調整，與各事業部關鍵材料的特殊

性不同，2008年佳世達共有近1000家的直接材料供應

商，大部份的供應商就近在佳世達組裝廠附近的城市設

廠，我們也盡力落實當地採購，部分由客戶調配指定的

採購，也與客戶協談以提高當地採購的比重，節省運輸

能源與時程的消耗，降低對環境的汙染。由2008年的採

購比例來看，大陸廠採購佔72%，台灣以及其他亞洲地

區佔17%，歐州(以捷克為主)則佔10%左右。超過九成

以上的供應商於台灣，以及中國大陸設立總部或營業部

門，因此重視這些供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每年定期舉

行關鍵供應商的QBR，要求供應商的反饋與改進，為佳

世達供應商管理最重要的一環。

80%

60%

40%

20%

0%

Mainland China

Taiwan & Rest A
sia

Europe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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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供應表現評鑑辦法

供應商成為合格供應商後，還須定期評鑑。在每次供應

商表現評鑑後，其結果將應用到採購策略並確實執行，

採購會與設計部門共同討論，建立關鍵零件策略性供應

商列表，並於每半年更新。針對關鍵零組件供應商制定

各產品線之策略廠商，未被選擇為策略廠商者，則稱一

般合格供應商，成為策略廠商將能被優先使用或提高佳

世達採購量。

7.3 綠色供應鏈

打造佳世達的綠色供應鏈是持續且非常重要的工作，我

們持續關注環保議題與法規的更新，在過去除了跟上客

戶與法令的要求，在未來還要超越要求的時間點為企業

的把關提前做好準備。2006年我們召開供應商大會宣導

佳世達的RoHS準備，於2008年啟動EuP第三類環境宣告

的推動，未來的管理作法，以我們的一階供應商為主要

的教育訓練以及資料提供審查的對象。而這些一階供應

商再往上游要求第二，三階供應商的管理與把關，藉由

強化一階供應商的實際作為，往上打造出一條綠色的供

應鏈。另外在產官學界合作方面，亦與台灣區電機電子

同業公會，產業發展基金會等保持合作與輔導關係，定

期接收環保議題與法規的發展，確保佳世達環保政策的

更新與同步，並奠定打造綠色供應鏈的根基。

2008年佳世達參與工業局輔導的EuP能耗產品的第三類

環境宣告，並輔導關鍵供應商與企業內部同步學習宣

導，產生關鍵產品之生態性評估報告，為未來可能的

法令與客戶要求預做準備。佳世達各產品線的供應商當

中，以面板類與半導體，主被動元件的材料結構最為複

雜，資料蒐集困難度亦高，但今年輔導的供應商當中，

策略性全面輔導所有的面板廠商，與幾家半導體製程廠

商，除了提高供應商的環保意識與企業責任，並藉由拋

磚引玉的宣導，讓供應商與佳世達一起走在製造業的環

保需求前端。

  

至於運籌考量面，有許多可行有效的作法可降低環境的

負擔。我們與許多供應商訂有最小採購量，以求每次材

料運輸的最大化。自2008下半年，佳世達更加速蘇州

主要生產廠區的機構材料內製化，避免佔據許多體積空

間的機構材料運輸過程所產生的油耗與汙染。需要使用

緩衝包裝材料與外箱的材料，也與廠商訂有平均包材回

收次數，並配合廠商做好包材回收，近年來由於供應商

的配合獲得不錯的成效。於國際運輸航線的實際作法，

則與主要運輸航線承包業者，提供佳世達亞洲與歐美製

造廠間點對點各航線，含內陸運輸以及海運，空運等平

均里程以及所使用的能源耗用。藉由推行運輸業者的重

視，期望未來更有效航線的談判節省企業成本並降低環

境衝擊。

在非銷售性材料的採購上，自2008年開始佳世達亦逐步

設立節能設備的採購目標，於主要營運廠開始部分替換

節能燈具，根據應用的實際電費節省再制定下一階段的

實施目標。總而言之，綠色的競爭力能帶來降低企業經

營成本的實際效益，綠色供應鏈應由裡而外，由企業開

始推動才能各方面獲得最大的效果。

潛力供應商名單

初審評審檢查及相關文件

供應商實地訪查

審查小組審議是否為

策略性供應商？

合格供應商

資格通過？

成為供應商候選人（資料庫）輔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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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職6%

捷克15%

碩士38%

大專6%

高中1%

國中2%

大陸79%

大專61%

高中92%

墨西哥3%

台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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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力素質 (Manpower Qualification)

佳世達擁有高素質的員工。從學歷資料顯示，全公司在

高中職(含)以上的直接雇用員工高達98%。在間接人員

的學歷分部方面，大專(含)以上的員工達99%以上。

(圖8-4，8-5)

8.1 員工概況

 
8.1.1 人員聘任原則

佳世達徵募員工，視實際業務需要遴用，力求機會均

等，適才適用及內部優先於外部任用為原則。不會因種

族、社會階級、國籍、宗教、殘疾、性別、性別取向、

懷孕或政黨等方面的原因採取歧視行為，且不得雇用童

工。佳世達在員工招募與任用上亦提供本籍勞工就業機

會。其他地區，便有99%為地當員工，而在管理階層也

有60%以上為當地員工。

8.1.2 人力概況

2008年佳世達科技員工，全球人數達9,062人，分佈於

台灣、大陸、捷克、墨西哥等地。(圖8-1，8-2，8-3)

 .圖8-1 人員分類

.圖8-4 間接人員分類

.圖8-5 直接人員分類
.圖8-2 間接人力分佈

.圖8-3 直接人力分佈

直接員工70%

捷克4%

墨西哥1%

其他1%

台灣51%

大陸43%

間接員工24%



30歲以下77%

男56%

30-40歲19%

女44%

40歲以上4%

.年齡與性別分佈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全球佳世達員工的年齡分佈有77%低於30歲，23%為30

歲以上。佳世達對待員工的方式不因年齡或性別而有所

差異。(圖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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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習發展

佳世達科技重視員工的訓練與發展，為提供明確的生

涯發展藍圖，公司投入充足資源，除整合實體及網路

學習平台供員工進行相關的課程研習，並引進內外部

resource，發展Qisda Academy來培訓員工。同時，

為傳達員工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除開設綠色產品相關

課程外，有關EICC/QC 080000/ESH...等相關課程，都

納入為Qisda 全體同仁必修的部分。

佳世達的訓練課程主要分為四大學院，分別為學習成長

學院、領導管理學院、持續改善學院及創新工程學院，

針對不同學習需求提供完整的訓練規劃。

Qisda Academy

佳世達科技重視員工的訓練與發展，為提供明確的

生涯發展藍圖，公司投入充足資源，並發展Qisda 

Academy來培訓員工‧此外，在學習的管道方面，除

了實體的課程外，Qisda也有內部的e-learning訓練管

道，供員工進行相關的課程研習。

.圖8-6 間接人員分類

.圖8-7 性別分佈分類

School of
Leadership &
Management

領導管理學院

School of
Innovative

Engineering

創新工程學院

School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持續改善學院

學習成長學院

School of
Learning &

Growth



A. 學習成長學院

.完善的新人訓練

從員工入職及提供新進員工訓練計畫，除集團Win Camp訓練營外，更發展新人90天培訓計畫；課程內容涵蓋公司企業

方針與企業文化、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與相關政策、環境安全衛生相關政策、工作/時間/壓力管理…等，旨在協助新人順

利適應環境。

.Change Program

為協助工作/任務/職務轉換，Qisda更推出一系列Change Program，範圍從第一線的領班/助理領班人員，到新進員工/

秘書/新任主管/外派人員，皆有相關Program涵蓋，協助員工培養工作所需相關技能，並協助工作提前上手。

.多元的inUniversity Program

配合政府產學專案，公司與外部資源合作，推出inUniversity Program，提供員工在self-development/學分班/證照課

程/專業課程…方面更多的選擇性。

.內部講師TTT Program

內部講師的培育，一直是公司重要的政策。為此，Qisda內部成立內部講師分享會，開設內部講師訓，協助公司內部講

師提升講授技巧；此外，為感謝內部講師的辛勞，除提供內部講師相關incentive外，更利用公司town meeting公開表

揚所有內部講師。

 

2009 Qisda Academy

Leadership Program
‧FLP (Group)
‧ALP (Group)
‧SLP (Group)
‧VLP (Group)
‧TDC (Group)
‧Qisda Leadership 
   Package

Change Program
‧New Comer Orientation
  Package (M1~ M3)
‧New Manager Orientation
   Packages
‧Expatriate Orientation
   Packages
‧Assistant Orientation
   Package

Inuniversity Program
‧Self Development
‧Learning Channel

TTT Program

CIP Program
‧CIP Basic Package
‧CIP Advanced 
    tools  package

Qisda Form
‧Technical Forum
‧GP Forum
‧Quality Forum

Engineering Program
‧RD Common Packages
‧RD Functional Packages
‧Mfg Common Packages
‧Mfg Functional Packages

Innovation Program
‧Innovator Experience
   Sharing
‧Innovation Thinking
    TRIZ

領導管理 學習成長 持續改善 創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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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領導管理學院

.Leadership Program

除依據職階不同，參加集團主管訓練課程外，Qisda內

部更發展相關Program，除自我領導力測評/多元回饋/

主管好讀/主管competency …等課程之外，更邀請總

經理講授，公司策略與方向課程，讓主管更了解公司未

來的走向，及發展目標。

C. 持續改善學院

.CIP Program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gram)

公司從2007年初，開始導入六標準差，從全體員工必修

的DMAIC Awareness training，到Advanced Tools

課程，以及專精的DFSS黑帶課程，提供員工在工作改善

中所需的基本concept及工具。並藉由一連串的機制，

協助員工將所學轉換至工作改善。至今全球已經進行

16Loop，超過500CIP專案，改善效果卓著。

此外，為涵蓋各種不同類型改善所需concept/

tools，CIP範圍涵蓋5S/QCC/DMAIC/CMMI/DFSS/

Lean不同手法，旨在提供員工，使用最適合改善手法進

行工作改善。2009年，除了個人/部門的改善利用CIP手

法進行，更將CIP的手法應用到公司整體的改善。

D. 創新工程學院

.Qisda Forum

每月定期針對technical/Quality/Green Product 主題，

邀請內外部專家學者，進行講座課程。

.Engineering Program

與各 funct ional committee緊密合作，針對不同

的專業，提出相關的訓練藍圖，提升員工相關專業

能力。2009年度，RD Engineer ing Program課

程超過70門課，100場次以上 。

.Innovation Program 

提供管道讓同仁分享創新經驗、開發創新思考力，並開

授創新研發管理、創意思考、Triz理論課程，期能讓佳世

達同仁更能利用創意解決問題，提升思考力。

員工對於Qisda來說，一直是很重要的資產，為使員

工能與公司一同成長，公司也持續投入足夠的資源來

推動訓練。未來公司將持續發展Qisda Academy，

並結合內外部的資源，增加訓練的管道，使員工能有

更多元、更有效的訓練，並協助員工應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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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世達科技制定有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及相關管理程序，所有勞工權益均符合當地法規、國際性規範與相關利

益團體的需求，以保障員工權益，並持續改善。台灣總部已於2006年通過SA 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認證，其餘製造據點

計劃將於2009年全數取得SA 8000證書，足以證明公司於勞動條件方面已獲得國際性之肯定，並且於2007年導入EICC電

子行業行為規範，加入道德管理系統，以期使勞工管理更臻完善。

公司不雇用童工，若發現不慎僱用童工，將依據公司制定之拯救童工處理辦法處理。所有員工均簽署聘僱合約，依其意

願達成與公司約定之工作，絕無強迫性勞動，不受生理或心理之脅迫，並且不因任何種族、性別、年齡、國籍、宗教或

政治傾向而受到歧視。新進員工於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時必須接受EICC及公司制度簡介，受訓率達95%以上，並不定期接

受SA 8000教育訓練，以了解員工自身權益。公司重視與同仁之雙向溝通，員工可於每季舉辦之Town meeting與高階

主管進行面對面之溝通，除此之外，員工亦可透過總經理信箱、HR信箱、部門會議、勞資會議以及SA 8000員工代表等

管道針對公司制度及福利措施向管理階層表達其意見。公司另設置有性騷擾防治及不當對待之申訴管道，員工可透過該

管道反應不當對待事件，公司將對於檢舉者之身分機密性予以保障，近年來並未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或不當對待之案例。

針對供應商管理，公司已訂定供應商社會責任及商業道德同意書，正逐步要求供應商簽署並遵守EICC電子行業行為

準則及SA 8000標準，亦將此規定列入採購合約中。另外，公司並制訂有供應商社會責任及環境安全衛生調查表，自

2007年起依時程逐步調查供應商通過社會責任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之比例，截至

2008年底，通過SA 8000驗證之供應商僅有6%，公司積極鼓勵尚未認證之供應商申請相關認證，儘可能提供支援及經驗

分享，並持續追蹤供應商驗證通過比例。預計2009年將增列詢問供應商GHG溫室效應氣體盤查之比例，以符合國際趨勢

及客戶要求。

8.3 人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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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員工關係

佳世達秉持著打造幸福健康工作職場的概念，將福利資源集中並建立多項福利計畫及措施，讓所有同仁感受到優質的企

業福利，並使同仁在健全的工作環境中體驗健康幸福的企業文化。

8.4.1 員工基本保障

目前佳世達提供給所有員工的主要福利措施如下：

(一)公司依法提供

1. 健康保險、勞工保險。2. 提撥退休準備金。3. 提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4. 提撥職業災保險。

5. 醫護室、特約駐廠醫生。

(二)公司特別提供

1. 年終獎金∕績效獎金 。 2. 團體保險 。 3. 免費健康檢查 。 4. 員工分紅 。 5. 陪產假（男性同仁）

6. 伙食用餐補助 。 7. 員工進修計劃 。 8. 教育訓練 。 9. 撫恤制度 。 10. 特約醫院 。 11. 企業產品員工價

12. 婚喪喜慶、傷病賀奠慰問補助。13. 提供宿舍∕制服。

8.4.2 強化組織溝通與關係建立

(一)勞資溝通

為維護企業與員工良好之勞資關係，鼓勵同仁以參與的方式，對企業整體運作及發展提出建議案，供決策單位參考。公

司提供許多溝通管道讓員工反應問題，如Town Meeting、Multi feedback、部門會議、新任主管會議、主管談話會、

秘書/助理座談會、內部網路資源即時反應問題、員工福利委員會、電子報、企業文化改造(Kuma 3Q)等，使得公司成

立以來與勞資雙方關係合諧、溝通管道暢通，充分瞭解員工需求與問題，讓公司能改善再改善，以達到更符合員工需求

的工作職場。

佳世達依據勞動法律及SA 8000標準要求組織勞資雙方代表與定期召開勞資會議，由員工選出代表，就SA 8000標準相關

事項進行與管理高層進行溝通。透過每季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可提出有關勞資關係、勞動條件、勞工福利之建議，以及

負責與資方代表溝通與決議員工勞動權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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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溝通管道

多元開放溝通是佳世達優良的企業文化，力求勇於面對問題、追根究底徹底解決問題的態度，讓公司不斷改善進步，好

還要更好。透過下列勞資溝通的信箱，直接傳達員工心聲：

1.總經理(Kuma)信箱

對佳世達經營策略、事業發展、企業文化、組織架構、研發創新、品質管理等公司議題，員工皆可透過這個信箱直接與

總經理溝通建議及看法。

2.人力資源(To HR)信箱

對公司HR政策、策略有疑問或建議，或對於人才招募、人才培育發展，薪酬福利、員工關係、等HR制度議題，員工皆可

透過這個信箱，直接與人力資源中心的總處長溝通，提出不同的見解。

3.2885立即反應，追蹤處理

若為員工行政服務類問題(公共服務、宿舍、環境維護、電燈、飲水機、餐廳、停車位等)可透過內部網站提出問題，HR

將可迅速地處理，並公開改善進度，確實執行。

8.4.3 促進同仁幸福健康

創造同仁豐富的事業生涯是本公司堅定不移的理念之一。不僅要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待遇外，還要不斷改善工作環

境，開創福利措施。期使同仁們能無後顧之憂，奮勉從公，共享努力成果。為促成幸福健康的工作職場，佳世達福委會 

針對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員工需求，打造一系列休閒健康企劃：

  

(一)福委會特別規劃

1. 樂活健身：棒球、慢跑、羽球、籃球及保齡球等活動。

2. 綠光手護：綠光守護樂活遊。

3. 藝饗拼圖：天燈祈福之旅、星光大賞歌唱比賽。

4. 健康維力：糖心篩檢、癌症篩檢。

5. 公益關懷：我的一畝田企業稻田認養。

6. Pay Easy【福利&旅遊點數】：提供給員工優厚的福利點數，讓同仁選擇自己喜歡的商品及旅遊方式。

7. 其他規劃：年節贈禮、聯誼活動、員工休閒服裝、獎助學金、特約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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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硬體福利設施

生活無外乎食衣住行，佳世達透過貼心的服務與完善的生活設施，讓員工享有舒適的生活環境。

1.生活飲食商圈：有餐廳/自助咖啡吧/便利商店/水果吧，多元完善的飲食選擇。

2.健身活動設施：有健身房/室外籃球場/韻律教室/迴力球場，讓同仁無時無刻都可以運動與減壓，保持身心健康。

3.維力中心：有醫護中心/哺乳室/按摩室，工作之餘可享有專屬貼心的醫療保健照顧。每週一、三、四下午，提供伊甸

視障按摩服務，讓同仁工作之餘，可以放鬆筋骨與釋放壓力。

4.環境綠化：全公司植栽品種多達24類，總計500多株，環境綠化美不勝收。

5.其他設施：室外吸菸區/汽機車停車區/孕婦、殘障車位/訓練教室等。

8.4.4 員工健康管理

維力中心以同仁健康為目標，全方位依據同仁健康需求推廣相

關活動，如：門診中心、職場母乳計畫、疾病追蹤與關懷、減

重活動等健康計畫及醫療協助。

圖8.1 Qisda健康管理模式

新人體檢 主管體檢
維力中心

維力門診

急傷患處置

防癌/樂活

推廣

健康管理

追蹤

職場母乳

推廣

疾病防治/

通報

員工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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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駐廠醫師及專任護士的服務外，為了讓佳世達員工能隨時掌控自己的健康狀況，本公司結合現有的廠內醫療資源在

公司入口網站建構了電子化的健康管理系統。基本上佳世達員工健康管理系統的概念是以e-Platform(電子平台介面)為

基礎，以Database(資料庫)、Information(資訊)及Interaction(互動)三大要素作為管理系統的核心，進而發展出一

系列符合員工需求的應用模組。

1.歷年健檢資料查詢： 

員工歷年的健康檢查紀錄與資料皆會完整規檔在系統的資料庫中，透過公司內部網路的連結，員工可隨時在家中或辦公

室進入系統查閱個人的健檢紀錄。健檢資料庫除提供歷史資料查詢外，尚有以下功能：

（1）異常狀況分析：健檢報告中屬於異常項目者，可在系統中以Highlight方式提醒員工注意。

（2）健檢追蹤系統：針對員工檢康檢查中異常部分，安排員工與駐廠醫師進行諮商面談，協助員工了解身體狀況，並

提供後續醫療諮詢之服務。

（3）樞紐分析功能：健檢資料系統可利用其分析功能，依據年齡層、性別、工作性質及部門單位篩選出佳世達員工常

見疾病分佈及異常狀況。此外，藉由系統的分析功能，可協助安衛部門在員工健康管理上針對公司內常見疾病或慢性

病，展開宣導或治療工作，以達到集中資源、對症下藥的目的。

2.就診/問診記錄查詢

系統資料庫可完整紀錄員工在保健中心中的就診問診記錄，除可讓員工暸解自身健康狀況外，最主要的目的即在於記錄

員工的相關病史，以提供駐廠醫生及專任護士在為佳世達員工提供醫療服務時做為診斷之參考依據。

3.健康小百科

提供常見慢性病的預防、治療常識及醫療新知。

圖8.2 Qisda電子管理介面

e-Platform 電子平台介面

Database
資料庫功能

Information
資訓傳遞

Interaction
互動介面

 .歷年健檢資料查詢 .就診/問診記錄查詢

 .健康小百科 .緊急救護站 .健康分享

 .網路掛號 .線上醫師諮詢 .個人待辦事項提醒



4.緊急救護站

提供常見一般疾病(如抽筋、流鼻血)及意外事故(如切割

傷、溺水、休克)之急救訓練方式。如：新人教育訓練、

急救執照認證課程、緊急事件處理課程等。

5.健康分享

提供員工健康資訊、課程等相關經驗的分享使同仁不但

擁有健康的概念及行為更能提升個人的健康管理能力。

6.線上醫師諮詢

針對因業務繁忙而無法親至保健中心看診的員工，提供

線上與醫生諮詢的功能，利用網路系統或內線通話模

式，隨時達到服務員工的目的。

7.個人待辦事項提醒

針對員工待處理的相關醫療需求或健康活動的提醒，可

利用系統首頁的個人化視窗及系統電子信功能達到通知

員工的目的。

8.時事健康宣導

與社會國際健康議題接軌，讓同仁能安心工作外也能迅

速了解目前當紅健康議題。

整體而言，健康管理的目的就在於確保員工的健康，透過

Qisda健康管理系統的運作，我們已成功地在公司內提供

員工一套全方位的醫療保健系統，也獲得員工的好評。

2009年維力中心舉辦健康體位1824減重計畫共720人體

會到健康1824的飲食運動觀，參與健康體位1824比賽共

92位同仁，共減去230公斤。

從2007推廣職場母乳至今2009年共有75位職場媽媽能成

功完成3-6個月職場母乳天職哺餵之計畫。為了讓職場媽

媽能兼顧於職場工作並也能安心集乳，維力中心擴增更

方便及隱私的集乳環境讓職場媽媽們安心使用。

高科技產業員工的長工作時數在業界已不是新聞了，而

面對長時間坐在電腦前且缺乏運動的生活型態，健康問

題變成為員工及企業最關心的課題之一，畢竟有了健康

的員工，公司才能有充沛的戰鬥力。所以在每天忙碌的

工作中，公司如何幫員工的健康做好把關的工作，是佳

世達集團始終關切的重心。所以維力中心所舉辦之定期

健康檢查與活動主動為同仁把關並持續推廣，一同打造

更理想的健康的職場。

圖8.3

Qisda健康管理系統首頁

圖8.4

Qisda健檢資料庫介面

圖8.5 Qisda集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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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金會

明基友達集團始終相信，經營企業的目標，不只為了獲

利，不只是為了走上全球舞台，更代表對這塊土地、人

民的一種堅定承諾。

2003年11月，明基友達集團成立「明基友達基金會」 

(BenQ Foundation)，希望將集團內部「傳達資訊生活真

善美」的企業願景，向外延伸到整個台灣社會；明基友

達基金會在當中扮演觸媒的角色，從核心價值觀「關懷社

會」的精神出發，集合眾多的小我，擴張為影響社會群我

的向上、正面力量，傳達真實、親善、美麗的感動。

誠如明基友達集團致力提供全人類愉悅生活的使命，明

基友達基金會的長遠願景，是用心發揚台灣之美，更是

企業回饋社會的具體實踐。舉辦過許多相關活動，如以

下所列：

9.1.1 縮小數位落差
 
為了讓人人皆有機會親近科技、享受資訊社會的便利，

明基友達基金會長期致力於弭平社會中的數位落差，減

少因為經濟背景或個人特質，造成使用資訊的不平等現

象，尤其是部份家庭隱然成形的親子關係的疏離，因

此，特別透過生動有趣的數位應用學習，將科技自然而

然融入生活，讓 e 媽咪 e 爸爸和時代一起成長。

1.BenQ e 媽咪

2.《資訊小尖兵》國民電腦學習營

3.山城光點 ─ 苗栗數位機會中心 (DOC)

4.司馬庫斯文化生態數位體驗

9.1.2 培養老實聰明人

數位時代以十倍數快速演進，唯有道德和知識的淬鍊，

才能讓心靈更為飽足、走得更長遠，也讓數位演進的趨

勢，帶給人類更多喜悅和幸福。深信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才是年輕人建立競爭力的關鍵，未來的世界需要既

有誠信觀念（老實），又有無限創意（聰明）的「老實聰

明人」，明基友達基金會致力於對新世代傳遞理念，讓

好觀念從小扎根。 

1.BenQ eKIDs 光電未來營

2.老實聰明體驗營

3.老實聰明獎學金

4.希望閱讀



9.1.3 提昇原創文化的價值

培養對藝術的創造、欣賞能力，是先進社會的重要指

標，明基友達基金會長期鼓勵原創藝術，並期許透過科

技與創作力的結合、激盪，帶給原創文化更豐富、與時

俱進的時代面貌，形成鼓勵創作與文化影響的平台，紀

錄台灣最真實、親善、美麗的感動。 

1.BenQ 真善美獎

2.台大明達館公共藝術

3.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9.1.4 關懷大地

有斯土才有斯民。太平洋環繞的群山，季風吹拂的福爾摩

沙，孕育出全世界最有科技活力的一塊土地，最勤勞純

樸的一群人民。作為企業公民一份子，崇尚自然，回饋大

地，是榮譽也是責任，舉凡歷史遺跡維護、生態保育美

化，明基友達基金會正積極展現關懷大地的具體行動。 

1.中科「西大墩窯」遺址維護

2.玉山步道認養

明基友達基金會網站
http://www.benqfoundation.org

9.2 員工參與

佳世達除了對於企業本身內部同仁的照顧外，也不忘對

社會賦予及時的關懷與貢獻。

透過企業認養稻田/農產品特賣/員工樂捐/捐血活動/環

保綠化/敦親睦鄰、社區清潔維護/同仁愛心關懷等相關

活動，以員工參與作為主角，一同關懷社會，發揮企業

的一小份心力，以喚起台灣人民對社會的關懷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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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關於報告書



10.1 關於報告書

佳世達一向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從2005、2006年的環境報告書至2007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不同於之前每年所

出版的報告書，2008年的報告書參照GRI G3來撰寫，為佳世達第一本企業責任報告書。資料內容包含全球的四個主要

製造據點，呈現方式以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大構面及相關績效呈現。報告書的資料內容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

31日為原則。報告書出版的日期為2010年2月。報告書資訊揭露以永續性主題、管理策略、目標、現況及未來方向展開

撰述。

聯絡人資訊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安部

郭倩彣 Wendy Kuo 

333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157號

TEL: 03-3598800  ext 2917

FAX: 03-3599000

EMAIL: Wendy.Kuo@Qis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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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參數

報告概況

3.1 報告出版的日期 10

3.2 上一份報告出版的日期 10

3.3 報告出版之週期 10

3.4 報告回應之聯絡窗口 10

報告範疇

3.5 界定報告內容的過程說明 10

3.6 報告範略與界線 10

3.7 報告範略與界線之侷限性說明 10

3.8 其他合資/附屬機構之報告基礎 2.1

3.9 數據資料量度方法與計算基準 5.2;5.3

3.10 重整過往報告之原因及結果 5.2;5.3;3.5

3.11 範疇、量度與過往報告之差異 10

內容索引 3.12 表列GRI Index之內容索引 10

保證/證明 3.13 報告經外部認證之政策與措施 10

公司治理

4.1 公司的管理組織架構 3.1.1

4.2 董事會人員兼行政職概況 3.1.2

4.3 董事會之獨立/非獨立董事人數 3.1.1

4.4 股東/員工向董事會建言之機制 3.1.3

4.5 管理階層薪酬與組織績效關聯 3.1.2

4.6 董事會利益規避之機制與程序 3.1.2

4.7 任命為董事會成員所需之專業 3.1.1

4.8 使命/價值觀/內部行為守則 3.2

4.9 董事會對組織CSR績效之管理 3.1.2

4.10 評估董事會CSR績效的程序 3.1.2

10.2 GRI對照表

面向 類別 項目 GRI Index 內容 對應章節 備註

策略與分析
1.1 企業永續發展願與策略聲明 1

1.2 主要衝擊、風險及機會之陳述 3.4

組織概況

2.1 組織名稱 2.1

2.2 主要品牌、產品及/或服務 2.1

2.3 企業營運之組織架構 2.3

2.4 企業總部座落地點 2.1

2.5 業務活動涉及之國家與數量 2.1

2.6 所有權的性質法律形式 2.1

2.7 所服務的市場與市場價質 2.1

2.8 組織規模 2.1

2.9 組織規模、架構與所有權變化 2.2

2.10 獲得之獎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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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外部承諾

4.11 組織是否/如何提出預防措施 3.4

4.12 組織對CSR原則的相關參與 4.1

4.13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員 3.3

  利害者議和

4.14 利害相關者參與名單 4.2

4.15 說明選定利害相關者之依據 4.2

4.16 說明利用相關者的參與方式 4.2

4.17 利害相關者所關切的重要事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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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原物料
EN1 原物料的總使用重量或用量 5.1.1

EN2 回收再生料的使用比率 缺 無法統計

能源

EN3 直接能源消耗量 5.2

EN4 間接能源消耗量 5.2

EN5 因節約或效率提升節省的能耗 5.2

EN6 高能效與可再生能源產品/服務 缺 無法統計

EN7 減少間接能耗量的計畫與成效 5.2

水
EN8 總用水量 5.3.1

EN9 因用水而受嚴重影響的水源 5.1.3

EN10 總用水量與相關回用水量比例 5.3.1

生物多樣性

EN11 座落或鄰近保護區的土地概況 5.1.4

EN12 組織對生物多樣性之重大影響 5.1.4

EN13 棲地保護與復育 5.1.4

EN14 管理影響生物多樣性之行動等 5.1.4

EN15 位於受經營活動影響的物種別 5.1.4

產品與服務
EN26 減輕產品與服務對環境的影響 6.3

EN27 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缺 無法統計

法令遵行 EN28 違反環保法令之罰款及次數 4.1

交通運輸 EN29 營運運輸產生的重大環境衝擊 6.3

整體情況 EN30 按類別區分的環保總投資/支出 5.3

績效指標 
經濟面

經濟績效

經濟效益

EC1 產生和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3.5

EC2 因氣候變遷所導致的財務影響 無
並無影響

EC3 企業明確承諾的福利及賠償 8.4

EC4 政府給予之經濟補貼/援助 3.5

市場定位

EC5 主要營運處新進員工薪酬比較 缺 不揭露

EC6 主要營運處採本地供應商概況 7.1

EC7 主要營運處本地高階/員工聘任 8.1.2

間接經濟影響
EC8 為大眾利益提供服務的影響 9.1 、9.2 

EC9 說明重大間接經濟影響與程度 3.4

面向 類別 項目 GRI Index 內容 對應章節 備註

環境面
面向 類別 項目 GRI Index 內容 對應章節 備註

污染物排放

EN16 直接與間接GHG排放總量 5.2

EN17 其他相關之間接GHG排放量 5.2

EN18 減少GHG排放量的計畫與成效 5.2

EN19 損害臭氧層物質的排放量 5.1.4

EN20 SOX、NOX及重要氣體排放量 5.1.4

EN21 按水質及目的區分之廢污水量 5.1.3

EN22 按種類及處理法區分之廢物重 5.1.2

EN23 化學品等溢漏的總次數及體積 5.3.2

EN24 依巴塞爾公約定義之有害廢物 5.1.2

EN25 受廢污水及逕流嚴重影響之地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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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

勞工
守則
績效
指標

員工聘雇

LA1 按類型/合約/地區分類的員工數 8.1.2

LA2 按年齡等分類的員工流失數 缺 不揭露

LA3 只提供給專職員工的福利 8.4

勞資關係
LA4 勞資談判達成協議的員工比例 8.4.2

LA5 明訂勞務變更的最短告知期限 8.4.2

職業健康
安全

LA6 職安衛委員會勞方代表的比重 4.1

LA7 工傷、損失工作日、缺勤率等 5.3.2

LA8 嚴重疾病的教育、預防計畫 8.4.4

LA9 與工會訂定健康、安全的協議 8.4.4

訓練與
教育

LA10 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 8.2

LA11 員工職涯與能力相關課程培訓 8.2

LA12 接受定期績效考核的員工比例 缺 不揭露

多元化與
機會

LA13 管理階層組合與員工類別 8.1.2

LA14 男/女員工的基本薪資比率 缺 不揭露

人權
績效
指標

投資採購
守則

HR1 載有人權條款的重大投資協定 8.3

HR2 通過人權審查的供應商比率 8.3

HR3 員工接受人數相關培訓與比率 8.2

非歧視 HR4 歧視個案數與組織採取之行動 8.3

結社與
勞資

HR5 保障工會與勞資議價自由 8.3

童工 HR6 發現雇用童工與採取避免措施 8.3

強迫勞動 HR7 發現強迫勞動與採取避免措施 8.3

安全保障
實務

HR8 捍衛企業人權培訓之保安比率 8.3

本地員工
權益

HR9 侵害本地員工權利與避免措施 8.3

面向 類別 項目 GRI Index 內容    對應章節 備註

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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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績效
指標

社區 SO1 與社區事務有關的評估、管理 9.1

貪污

SO2 為降低貪污所設立之部門數/比 3.6

SO3 為降低貪污受訓的員工比率 3.6

SO4 為因應貪污事件所採取的措施 3.6

公共
政策

SO5 公共政策立場及相關參與說明 4.2

SO6 政治獻金/實物總值 無

反壟斷行為 SO7 涉及反壟斷行為訴訟數及結果 無

法令遵行 SO8 違反法令之鉅額罰款及次數 無

產品
責任
績效
指標

消費者
健康與
安全

PR1 產品進行LCA評估改善之比率 缺 2007年尚無資料

PR2 產品/服務產生不良影響事件數 無 並無案例產生

產品與
服務標示

PR3 通過商標註冊之產品比率 6.3

PR4 未進行商標註冊的產品比率 無 並無案例產生

PR5 客戶滿意度的調查與結果 6.2.1

行銷傳播
PR6 行銷行為符合市場行銷法令 6.1

PR7 違反市場行銷法令的案例數 無 並無案例產生

客戶隱私權 PR8 客戶隱私侵犯/資料遺失投訴數 6.2.2

法令遵行 PR9 違反相關法令之鉅額罰款總值 無 並無案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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