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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本報告書 

1.1 敦陽科技社會責任報告書簡介 

敦陽科技自 103 年起，開始學習努力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希望呈現本公司在經濟、環境、

社會等永續發展面向的努力與成效，並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規劃及決心。 

1.1.1 報告書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依據財務合併報表的原則，設定組織邊界，報告範疇包括母公司及子公司，但不包括轉

投資事業，若有數據調整或推估之處，將另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 

1.1.2 報告書發行日期與週期 

本報告書發行日期為 104 年 12 月，揭露 103 年度(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公司在勞資關係，員工照護、公司治理、環境保護與社會公益等之績效，本公司每年定期持續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上一份報告書的發行時間為 103 年 11 月， 我們同時於敦陽公司網站

上公開發表。 

1.1.3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的內容與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簡稱 GRI) 於 2013 年

發佈的第四代綱領(GRI G4) 撰寫，並於報告書末附有架構內容及 GRI 指標對照索引。 

1.1.4 聯絡方式 

若您對於本報告書有任何疑問及建議。歡迎您聯絡我們，聯絡資訊如下： 

地址：新竹市東大路二段 83 號 12 樓之 1 

電話：886-3-542-5566 

公司網站：http://www.s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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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我們衷心感謝長期來員工們對公司的貢獻，與客戶、供應商、股東等利害關係人對敦陽的支持和

認同。在面對科技發展與市場脈動的變化，公司透過深厚的技術實力持續創新，提供市場所需的

產品及解決方案，不斷提升服務，獲得客戶的信賴。一○三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達44億，稅後淨利

2.67億，EPS2.01元。未來公司仍秉持一貫的永續經營理念，務實的精神致力系統整合服務業的

發展，發揮核心競爭優勢，與股東、員工, 客戶、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共享經營成果。茲就一○

三年度之營運狀況及本年度營運計劃報告如下：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合併 

本公司一○三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44.13 億元，較一○二年度 36.51 億元增加 20.86%；一○

三年度合併稅後淨利 267,686 仟元，較一○二年度 266,911 仟元增加 0.29%，稅後每股盈餘 2.01

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2 年 103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3,651,486 4,413,234 761,748  20.86  

營業成本 2,532,987 3,265,107 732,120  28.90  

營業毛利 1,118,499 1,148,127 29,628  2.65  

營業利益 301,437 323,434 21,997  7.3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9,902 4,369 (35,533) (89.05) 

稅前淨利 341,339 327,803 (13,536) (3.97) 

稅後淨利 266,911 267,686 775  0.29  

 

2、個體 

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42.73 億元，較一○二年度 35.13 億元增加 21.64%；一○三年度

稅後淨利 267,686 仟元，較一○二年度 266,911 仟元增加 0.29%，稅後每股盈餘 2.01 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2 年 103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3,512,528  4,272,751 760,223  21.64  

營業成本 2,427,282  3,159,243 731,961  30.16  

營業毛利 1,085,246  1,113,508 28,262  2.60  

營業利益 300,707  330,935 30,228  10.0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9,860  (4,190) (44,050) (110.51) 

稅前淨利 340,567  326,745 (13,822) (4.06) 

稅後淨利 266,911 267,686 775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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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一○三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 項目 102 年 103 年 

財務收支 
利息收入 7,550 7,640 

利息費用 620 430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76 6.54 

股東權益報酬率(%) 9.82 9.75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例(%) 25.67 24.66 

純益率(%) 7.31 6.07 

每股盈餘(元) 2.01 2.01 

 

2、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 項目 102 年 103 年 

財務收支 
利息收入 4,615 4,649 

利息費用 620 430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80 6.57 

股東權益報酬率(%) 9.82 9.75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例

(%) 

25.62 24.58 

純益率(%) 7.60 6.26 

每股盈餘(元) 2.01 2.01 

 

(四)研究發展狀況 

藉由『SMAC-I』：社群、行動裝置、巨量資料分析、雲端運算、物聯網的整合，各行各業無不從

中開發創新應用增加商機。本公司持續多年的專業技術研發及應用軟體研發都已經廣獲客戶好評，

同時技術團隊更從客戶專案開發經驗中學習到產業知識更進而研究並設計出合適架構在

『SMAC-I』、雲端運算平台上之各類服務。在本年度繼續數項新產品的研究和既有產品新功能之

開發。茲列舉本公司研發重點如下： 

 

1.製造業： 

(1)從基礎架構提升行動應用開發效率、縮短上市時程之技術研發。 

(2)大數據空間資料運算與分析之研究。 

(3)研究商展智慧微定位互動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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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業： 

反洗錢動態、多維度風險加權之可疑交易偵測器。 

 

3.電信業： 

(1) 行動通信網路自動化資源管理雲端平台研發計畫。 

(2) V2(VDSL2) Vectoring 高速銅纜寬頻接取系統技術研發。 

4.所有產業： 

(1) APT 攻擊分析自動化之研究。 

(2) 以物聯網為核心之照護雲服務系統技術研發及模型創建。 

二、一○四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除了持續從九十八年開始對雲端服務、移動智慧型裝置相關解決方案研發的投資，因應各式雲

端服務及動智慧型裝置應用已然產生的大量的資料，我們可以預期的是會有更多樣化的巨量資料

分析應用伴隨不同產業被提出並實際被利用。我們將會以公司在高科技製造業、電信業、金融服

務業的經驗針對巨量資料分析應用提出適用於產業的解決方案，包含顧問、平台、分析工具等。 

 

2.推動異業結盟 

在雲端服務裡面的應用軟體與硬體會儘量採取共享的機制，才能達到節能減碳，才能進一步降低

成本。因此，異業結盟將會是雲端服務的成功要素之一，找到適當的商業模式則是異業結盟的成

功要素之一。本公司將推動異業結盟及開發適當的商業模式，以成就加值鏈為主的獲利模式。(例

如與購物媒體及實體店面、物流共同架構出 O2O – 虛擬/實體商城之 B2C 服務運營模式)。 

 

3.擴大兩岸與國外服務 

透過雲端服務很容易造成跨國服務、無國界服務的 IT 服務，跨國服務也是擴大雲端服務規模的要

素之一。本公司在中國已有幾個營運據點，加上本公司自有的應用軟體適合賣到國外，同時配合

近年金融服務業的西進，擴大兩岸與國外服務將會是本公司的重點之一。 

 

4.推動節能、軟體定義軟資料中心(GreenIT、SDDC) 

全球對溫室效應的關注，企業的機房將朝 Green IT 的方向走，新一代的硬體(主機與週邊)皆以節

能減碳為訴求，企業將加速汰換舊型電腦，尤其是大型電腦主機及大型電腦中心，本公司已經開

始為客戶做 Green IT 的規劃與服務。而從政策面來看，因應電價上漲更會加速 Green IT 的需求。

另外由於軟體定義資訊架構技術的成熟，對於資料中心的軟、硬體組成及利用率將發揮更大效能

進而對節能產生重大的貢獻。 

 

5.擴大核心業務的應用軟體開發 

本公司的核心業務在：製造業、金融業、電信業、政府機構及教育研究單位的大型 IT 整合案，我

們已經在這些核心業務開發應用軟體，未來將持續擴大開發更多種的應用軟體，擴大對客戶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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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面，同時因應 BYOD、『SMAC-I』的趨勢發展下協助本公司各產業的客戶將應用軟體轉換成行

動 APP 及創新服務。 

 

6.電信產業如火如荼地從 3G 演進到 LTE，更快的數據服務，更大的頻寬使用，近期的十年內,整

個行動產業正式進入大數據(Big Data)的時代，本公司早在幾年前因應此一趨勢，開始進行大數據

(Big data)相關應用研發與建置。相關指標專案包含各大電信業者以大數據解決方案進行客戶核心

系統妥善率的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而使整體核心系統妥善率提高，加速各項障礙查修與系統效

能規劃等效率，此亦是 2015 年發展之重心。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及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已於去年十二月，經全體主管與同仁的努力，完成一○三年經營規劃： 

1.政府機構： 

今年政府持續推動雲端服務，陸續將有各部會相關的雲端服務開始執行。因應資安威脅日益嚴重，

相關資安專業健診服務亦成為政府部會必須進行的 IT 預算項目，因此在 IT 投資將會保持增加。

另外針對物聯網應用如車載系統、家庭自動化等新興議題也挹注產官學資源加速進行。 

 

2.製造業： 

因應行動化 BYO 的趨勢， Mobile Worksapce 將是 IT 計畫佈署的投資之一，因成本/效能考量，

一體機加上虛擬化已是資料中心更新的主要投資，儲存虛擬化則是接下來被列入的優先導入計

畫。 

 

3.金融業： 

在金融資訊服務方面，本公司近年來積極與國際大廠合作，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開發台灣及大

陸金融相關市場，頗有斬獲。其中，在洗錢防制系統的成果最為顯著，繼完成第一大民營商業銀

行的導入，去年又陸續承接公營龍頭銀行以及其他具代表性銀行國內及海外分行洗錢防制系統的

專案。在布局多年後，陸續開花結果。事實上，本公司在洗錢防制系統是國內領導地位廠商。近

期恐怖組織活動猖獗，世界各國政府無不認為加強金融管制，斬斷其金流是防止恐怖活動與其擴

張的最有效辦法。近期金管會為了符合國際趨勢及標準，已加強化洗錢防制相關法規，並且限期

要求國內銀行務必嚴格遵守執行。因此，洗錢防制系統的需求大增，本公司已對多家銀行完成提

案，有信心於今年在台灣金融相關市場，取得相當的市場佔有率。可預期洗錢防制系統銷售金額

將倍數成長，對本公司的營收必有挹注。 

 

4.電信： 

LTE 得標電信公司從一○二年第三季至今積極進行 LTE 開台所需之相關建置包含:機房、基站、交

換設備、PTN/MAN、OTN 建置或升級。智慧型行動裝置爆炸性的成長，各式行動 APP 包含資料

處理、多媒體應用等舉凡涉及食、衣、住、行、育、樂相關的 APP 也會是爆炸性的成長。而經由

個人（電信公司的客戶）、智慧型行動裝置、行動 APP 的組合下，可以預期的是巨量資料的產生。

電信公司對於此得天獨厚的客戶經驗資料，勢必需要藉由 CEM（客戶經驗管理分析平台）的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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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升客戶滿意度進而增加銷售電信產品之商機。展望 2015 年，為配合主要電信客戶 CHT 建置

更寬頻的環島及接取網路，將引進新的 OTN(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核心光傳送網路設備及

光世代 NGPON(Next Generation Passive Optical Network)寬頻接取技術，以期導入客戶中進行

全省的佈建，以掌握此一寬頻網路市場中長期商機。另外將配合客戶電話語音網路化之長期更換

需求，規劃引進國際大廠 NGN SVG(SIP Voice Gateway)/AG(Access Gateway)，以協助客戶將

上千萬門傳統市話交換機逐年汰換成為網路交換機技術，以降低客戶長期 OPEX 成本，以期讓客

戶達到較高的語音服務營運效益。 

5.教育業： 

除了持續在 1.校園雲端建置：將協助學校建置私有教育雲，讓師生可以借由雲端的技術產品及本

公司的服務，達到行動化學習使用的目標。2.校園網路建置：協助校園提升整體有線網路頻寬，

及提升無線網路頻寬及涵蓋率，以配合雲端的使用環境需求。3.校園資安建置：針對傳統及雲端

建置產生的資安需求，尤其是個資需求，協助規劃新一代防火牆及防止駭客入侵，以提升資安鑑

別率及個資安全發展外，將著重於 OpenStack 的發展及雲端管理(Cloud Management)的需求、

大資料(Big Data)儲存及分析系統的商機開發，同時協助校園導入動化功能。 

6.醫療： 

藉由政府對遠距居家照護的補助，醫療院所結合終端健康監控設備商提供以各院所為主之遠距醫

療照護系統，且由於虛擬化技術的成熟，醫療院所也從過往僅在應用虛擬化的投資外增加諸如儲

存設備及資料庫虛擬化相關投的資項目。 

 

7.所有產業： 

隨著行動應用與雲端服務之日趨成熟，電子化資料儲存與應用需求將快速大幅成長，大量結構化

與非結構資料的管理與搜尋使用為重要的資訊技術發展方向。目前各產業有關文字、影像、聲音…

等非結構化資料之使用已相當普遍，資料量亦已快速增加，資料之搜尋與後續應用需求也已大幅

出現(OLAP@BigData)。由於 SmartPhone、Pad 的普及化且功能日趨強大，過往侷限於桌上系

統的應用皆能夠完善的在這些高性能的手持裝置上使用，因此企業正面臨員工在工作上使用私人

的手持終端設備(BYOD)的需求。而在如此多樣化(e.g.SmartPhone、Pad)及多品牌的環境下，裝

置的管理及安全上的控管將是一大挑戰！由此可以預期相關的行動裝置控管系統（MDM）、行動

APP 管理系統(MAM)必將產生可觀的商機。另外一個正在資通訊產業發酵的改變『SMAC-I』:由

社群(Social)、行動裝置(Mobile)、巨量資料分析(Analytics)、雲端(Cloud)、物聯網(IoT)所組合，

可以預見未來 ICT 產業因應而生的各式創新的發展。最後在 IT 架構逐漸複雜及雲端架構化，資訊

安全、用戶管理與隱私(個資保護)將仍然是未來產業的焦點。 

 

三、未來公司永續發展與策略說明  

本公司的永續發展與策略說明，秉持根基於人才、速度、紀律、分享的理念，努力追求經營績效，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期使尊重員工、股東、客戶，促進全體成為最佳夥伴關係。致力成為優質的軟

硬體系統整合商，成為資通訊產業解決方案和顧問服務的領導楷模。並保有創業的精神及追求客

戶的滿意，發展更多的加值與應用軟體，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滿足企業客戶對大型整合系統

的需要，並且召募及培育優秀 IT 人才。全力開發『雲端服務』、『Green IT』、『巨量資料』，以及

mailto:OLAP@BigData)。由於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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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倍於現今 internet 產值之上的物聯網『IoT – Internet of Things』產業中開發新的商機。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不論就營收、獲利或是公司規模來看，目前本公司是國內最大的系統整合公司之一，對於受到外

部競爭環境的影響反而是正面的，因為我們在系統整合業務上比其他競爭者財務更穩健、人才更

多、產品更多、更受客戶歡迎。同時我們更持續在內容供應及服務上開發新的商機。 

產業面來看，各電信公司已經開始 LTE 相關的建置、國內各大銀行到國外設立分行(洗錢防制系

統需求)、資訊安全威脅日漸嚴重、巨量資料技術及應用更加實務化、先進 IC 封裝技術 (3D-TSV、

SiP) 的成熟、物聯網（IoT）的迅速發展（如：穿戴式裝置、車載系統、家庭自動化等）等都明

確說明本公司所受到的影響是正面的，我們仍然有許多新機會、新市場可以開發。 

 

 五、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與推動 

本公司在即將步入 23 歲月之際，一向重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並積極的行動推展企業社

會責任及永續發展的決心，聆聽利害關係人意見，努力學習參與國內外 CSR 相關制度與成果，

我們也成立 CSR 專責執行委員會，擴大企業責任治理實績，並持續調整企業責任策略與推動成

長方向，照顧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同時對企業實踐承諾，包括勞資關係、

員工照顧、公司治理、環境保護與社會公益等，共同發展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 及企業社會責任

的承諾與推動。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敦陽科技董事長    梁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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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及運作說明 

 

1.3.1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落實公司治理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

度，以及檢討實施成效？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

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

處理，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將

員工績效考核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結合，及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與懲戒制

度？ 

 

V 

 

V 

V 

 

 

 

 

 

V 

  

(一)本公司已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隨時配合法令修正。 

(二)每半年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三)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為人力資源管理中

心。本公司遵循董事會通過之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各單

位依各自負責之範疇，落實執行於日常運作中。定期或不定

期收集相關議題，各單位再依議題評估分析後，將重要議題

納入執行計劃及日常運作中。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四)本公司訂有工作守則及薪資管理辦法明確規範薪酬及獎懲標

準，視公司營運狀況發放獎金，讓員工薪資與公司營運共同

成長，符合企業社會責任。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

 

V 

  

(一) 推動辦公室省紙，以E-Mail代替紙張。於每日午休時，關閉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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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

管理 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

響，並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制定公司節

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V 

 

 

 

 

 

 

V 

部份照明設備，節約用電，減少電力浪費。設計公務車共乘

制，需要用車辦理公務時，提出需求，由專人管理統一接送，

節約用油並發揮效益，減少搭乘計程車之浪費能源。與合作

之餐飲業者要求禁止隨餐贈送筷子湯匙，要求員工自備環保

筷及湯匙。 

(二) 本公司所營事業不會造成環境污染，一般廢棄物確實分類，

保麗龍、大型棧板等由專門回收環保公司處理。更換部份辦

公室LED照明燈具，亮度增加，用電節約。對電力節省並照

顧員工的眼睛。部份寫程式軟体工程師，或需求訪談，或駐

點工程師，可在彈性上班時間制度下，到用戶端工作，避免

舟車勞累，花在交通不必要的時間上之浪費。 

(三) 購置辦公機器設備時，皆考量環保議題，多數辦公機器設備

皆設有自動關機或休眠機制，同時每日中午熄燈及關閉空調

一小時，儘可達到節省能源及減少排放二氧化碳之目的。夏

令季節，同仁服裝，以舒適排汗、整齊、端莊、清潔為原則，

不要求穿西裝、禮服，間接使空調溫度不致過低，同時也達

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三、維護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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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配合法令規定制定相關勞動管理辦法，以保障勞工基本權

益，同時不定期宣導相關勞動法令。已訂定女性同仁新增產

檢假5天及男性同仁陪產假5天。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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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

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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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是否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並

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

響之營運變動？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

展培訓計畫？ 

（六）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

服務流程等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權益政

策及申訴程序？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公司是否

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 

V 

 

 

V 

 

 

 

V 

 

 

 

 

 

V 

 

V 

 

 

V 

 

V 

(二) 本公司設有專責單位人力資源中心處理員工申訴問題，並依

分層負責授權規定陳保處理。同時保障申訴員工的個人資

料。 

(三)配合國家政策宣導辦公室內全面禁菸，且為維護員工人身安

全，特為全體員工投保定期險及意外險，每年安排一次免費

健康檢查。各辦公場所亦定期辦理公安消防檢查，以增加員

工安全與減少健康危害。 

(四)定期每季召開勞資會議，有重大影響以E-mail通知員工及內部

網站公告。公司每年定期與醫院合作，為全體同仁在上班工

作日全方位實施健診活動，標準檢查項目，完全免費。因個

人需要加強項目，則另依作業方式予以優惠收費。總務不定

期巡視公共區域、廁所、茶水室…等。如有不潔的地方，會

要求清潔人員加強清掃。 

(五)本公司設有教育中心，專責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

及培訓計畫。 

(六)本公司設有專人及電子郵件信箱，處理有關客戶服務之相關

問題。 

 

(七)本公司為IT系統整合公司，依公司規定以綠能有環保節能標章

產品優先採購為原則。 

(八)本公司非常重視環境與社會的保護，亦選擇與公司同樣誠信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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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八）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是否評估供應商

過去有無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九）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是否包含供

應商如涉及違反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且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得隨時

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V 

之供應商，並定期評估供應商產品對環境影響，期達到永續

環境保護政策。 

(九)本公司供應商都須簽屬廉潔承諾書，內容涵蓋供應商應遵守

本公司之誠實政策，不收禮金，不收回扣並禁止關係人交易，

若有違背即斷絕往來，並求合理報價及最佳的品質及最好的

服務，達到公司及供應商共同致力提升企業責任的目的。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等

處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資訊？ 

 

V 

  

(一)本公司網址: http://www.sti.com.tw，已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

區，已編製民國10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放置於公司

網址之企業社會責任專區中。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公司已訂定，

無重大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一)社區参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及社會公益方面：本公司於104年4月舉辦十八尖山淨山活動，為鼓勵推展社會公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將以當天參加活動員工人數,每位以NT$1,000捐贈給社會弱勢公益團體，本次參加活動員工人數共55人。 

(二)捐贈：贊助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ISAC活動經費新台幣9,900元，贊助成功大學「下世代超級電腦挑戰百萬兆級運算系統-The 

Exascale Challenge國際研討會」新台幣5,000元，捐贈振興醫院新台幣25萬元，東海大學103年大專校院資訊主管研討會贊助費新台幣10萬元。 

(三)資訊安全事件頻繁，與供應商共同協助規劃資安建置工程及服務，提升企業及大眾資訊安全度，並從中回饋新電腦威脅及新知予供應商，

使之技術精進有效維持企業及民眾高度資訊安全層級。 

(四)將供應商銷售高品質暨綠能環保設備納入銷售產品線，促使廠商加強研發高品質、可信賴並能節能減碳之產品，以共同致力企業社會責任。 

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http://www.sti.com.tw，已設置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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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

營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

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諾？ 

（二）公司是否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

各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

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實執行？ 

 

（三）公司是否對「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第七條第二項各款或其他營業範圍內具較

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採行防範

措施？ 

 

V 

 

 

V 

 

 

 

V 

  

(一)已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同時積極配合法

令修正，期許並要求敦陽成員包含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

實誠信經營之政策。 

(二)建立專責單位由隸屬董事會之稽核單位為窗口，搜集、接

受、檢舉不誠信的案例。依據法令規章落實執行並定期教育

及宣導，並責成人力資源中心定期實施教育訓練。 

(三)為防範任何不誠信行為，本公司除了要求供應商、承包商或

其他合作者允諾，不能從事任何違法之商業行為及不能向

敦陽員工提供不當利益及賄賂等書面之廉潔承諾。如遇較

高不誠信行為之廠商，除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外，情節

重大者將通報司法單位。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並於

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訂誠信

行為條款？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信

經營專（兼）職單位，並定期向董事會報

 

V 

 

 

 

V 

 

  

(一)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會先行評估其合法性、誠信

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充分瞭解對

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誠信經營納入契約條款，明

定不得從事之違法事項。 

(二)本公司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為稽核單位，並定

期向董事會報告。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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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告其執行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適

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會

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

位定期查核，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之

教育訓練？ 

 

V 

 

 

 

 

 

 

 

V 

 

 

V 

 

(三)本公司已訂定道德行為準則規範，供全體同仁做為遵循之依

據。同時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

利害衝突時，本公司應以不危害全體股東權益為考量，盡

力防止利益衝突之情事發生。定期召開勞資會議，讓員工

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有一定之了解及表達意見

之權利。定期舉辦教育訓練課程及宣導事項，並依據相關

辦法，結合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與員工績效考

核連結，確實執行獎罰制度。 

(四)本公司已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誠信

經營之落實，並由稽核單位定期查核遵循情形。 

 

(五)公司不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部之教育訓練。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並建

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

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作

 

V 

 

 

 

 

 

  

(一)針對檢舉制度及管道，本公司不受限書面、口頭、專線及檢

舉信箱方式，本公司於內部、外部網站亦設有檢舉通報管

道，提供員工及相關人員舉報任何不正當的從業行為，公

司指派高階管理層級為受理專責人員親自處理。獎勵制度

可透過書面方式，由受理專責人員親自處理。 

(二)本公司對於受理檢舉事項，會依照調查標準作業程序來瞭解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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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業程序及相關保密機制？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

不當處置之措施？ 

V 

 

 

 

 

 

V 

及查明舉報內容之真實性，並嚴加管控不得有對外洩密之

行為發生。 

本公司訂有道德行準則，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一

律負有保密之義務，如發生不當行為將受到公司懲處，情

節重大者將解僱處分。 

(三)本公司採取嚴格的保密措施，並盡全力保護檢舉人之人身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其所訂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V 

 (一)針對誠信經營守則，本公司對外網站( http://www.sti.com.tw)

已設置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已上傳並定期教育及宣導道德行為準

則，並責成人力資源中心定期實施教育訓練，持續養成以推動成

效。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規定，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並訂定與公司誠信經營相關之「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無差

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1.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根基。 

2.本公司於「董事會議事規範」明訂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3.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管理作業程序」明訂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

簽署保密協定；若知悉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內部重大資訊予他人，並不得向知悉内部重大資

訊之人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內部重大資訊，對於非因執行業務得知本公司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亦不得向其他人洩露。 

http://www.s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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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 

本公司重要資訊皆依主管機關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網址： http://mops.twse.com.tw、公司網址:http://www.sti.com.tw。 

 

(十一)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無。 

 

1.3.3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圖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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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4 年度重要成果與肯定 

1.4.1 成立教育訓練中心 

在 2015 年初，公司本著重視及培養人才的理念，正式成立了教育中心，延續著人力資源中心已

有的經驗及公司 21 年來大家努力的累積成果，更基於電腦系統整合商的我們，期許新的組織、

新的策略，促成大家同仁通力合作，期盼再創敦陽光輝的榮景，完成董事長交付的任務。 

我們全力以赴為公司培育人才，提高員工及顧客的滿意度，達到全員銷售的目標。在規劃教育訓

練計劃期間，為求能滿足員工在工作上的學習成長需求，我們也秉照同仁的建議，依據行銷、工

程師、行政後勤支援等九大職類，並公佈實施 18 類共同及專業課程，每季區分不同課程梯次與

內容，我們全年全公司教育訓練計劃的時程內容執行共完成 2400 人次的訓練成果，希望員工的

參與與建議，期能獲得最好的課程及服務，並期盼面對激烈的競爭與挑戰，能有充分的學習準備

與長足的進步。 

我們完成申請並榮獲民國 104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審核通過個別型及<企業人力資源提升

計畫>，敦陽科技本著政府<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輔導員工教育訓練的美意與指導，成功的加

強落實公司營運計劃內容如下： 

1. 加強主管和員工的創新管理知識與領導能力，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 

 

2. 培養主管和員工問題分析與創新思考能力，確保公司競爭優勢和成長動能，帶領公司永續發

展。 

 

3. 精進員工業務開發專業能力，創造顧客滿意度，強化中大型客戶的最好選擇資訊服務整合商，

帶動公司營收穩定成長。 

 

並藉由此次的<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及<TTQS 訓練品質評核系統>審核通過，提供本公司更好

的訓練發展遠景及目標，積極促進訓練單位落實訓練課程優化及強化未來的產官學的理想合作模

式及契機。 

 

本公司榮獲民國 104 年度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審核通過為協助事業單位辦理在職員工進

修訓練，擴展訓練效益，持續提升人力素質，累積國家人力資本，提升競爭力之<企業人力資源

提升計畫> 並獲得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

稱(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表—企業機構版，評核等級為通過。証書如下： 

     

 



 
 

17 

 

 

 

 

 

 

 

 

 

 

1.4.2 敦陽科技教育中心 7/23 邀請清華大學科管院副院長，金聯舫博士蒞臨新竹總

公司親自講授〝企業成長策略〞專題 

敦陽科技教育中心 7/23 邀請清華大學科管院副院長，金聯舫博士蒞臨新竹總公司親自講授〝企業

成長策略〞專題，金博士深入淺出的實務介紹，及有關美國 FORTUNE 500 大型企業及現今高科

技製造業種種成長歷程， 鉅細靡遺、分門別類， 並配合金博士 40 多年的豐富的實務經驗與擅長

的行銷策略，為本公司所有主管開啟新視野， 此次專題演講非常成功， 獲得所有參加主管高度評

價及肯定， 也希望再有機會能邀請金博士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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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5 年度目標與承諾 

1.5.1 環境 

持續增加綠色電力使用量及比例 

加強宣導電腦材料回收分類及再使用 

推廣供應鏈使用再生能源 

1.5.2 員工 

加強持續提昇員工教育訓練品質及專業能力 

重視加強員工各項需求，促進身心健康平衡 

保障關心員工權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1.5.3 社會 

加強持續推動社會公益活動及節能減碳的目標 

鼓勵公司全員推廣志工活動，加強勸募並聯合慈善機構，照顧社會弱勢團體 

推動照顧社區環境保護及清潔衛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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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簡介與營運發展 

2.1 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二、公司沿革 

1.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成立，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目前

主要營業項目為電腦主機及其週邊設備、零件、電腦書籍之經銷，電腦軟體、硬體之設計研究開

發銷售，電腦主機及其週邊維護，公司電腦化之設計，前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代理國

內外前各項有關廠商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業務，電腦設備安裝業，圖書批發業，事務性機器設備

批發業，國際貿易業，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資訊軟體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租賃業，仲介

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等。 

三、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主要內容 

A.電腦系統﹝伺服器主機、網路伺服器、工作站、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網路伺服器、Thin Client

視窗終端機等﹞之規劃、整合與銷售。 

B.電腦週邊系統﹝列印裝置、顯示裝置等﹞之銷售。 

C.網路產品﹝路由器、交換器、集線器、網路介面卡及網路管理軟體、頻寬管理軟硬體等﹞之規

劃、整合與銷售。 

D.資料儲存系統﹝磁碟陣列、磁帶機、磁帶櫃、資料備份管理軟體、儲域網路相關軟硬體、異地

備援軟硬體等﹞之規劃、整合與銷售。 

E.電腦軟體﹝作業系統軟體、辦公室自動化套裝軟體、資料庫管理軟體、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

製造執行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機台維護保養系統、企業資源管理系統、服務導向式架構系

統、雲端運算系統、系統及網路安全軟體、網路管理軟體、資料備份管理軟體、儲域網路管理軟

體、出版及電子文件編輯軟體與電子商務軟體、電信業用戶網站、智慧手機軟體商店網站、電信

業資料處理軟體、網路設備監控告警、企業商機交易平台、內容管理軟體、搜尋引擎軟體、單一

帳號管理等﹞之開發與銷售。 

F.行業應用軟體開發﹝製造業、電信業、政府機構、金融服務業等﹞。 

G.資安產品﹝防火牆、駭客入侵防禦、弱點掃描、認証加密系統、文件保全系統、資訊安全端點

管控、上網行為控管系統、應用程式管制防火牆（新一代防火牆）、郵件安全暨生命週期管理系統、

企業安全政策防禦系統、及無線網路安全產品﹞之規劃、整合、銷售與諮詢服務。 

H.維修服務與諮詢顧問。 

I.耗材之銷售。 

J.通訊工程業。 

K.其他特殊應用程式之開發，以配合電腦系統、電腦週邊系統、網路產品、電腦軟體之銷售。 

2.營業比重（一０三年度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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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內容 營業比例 % 

工作站及伺服器主機 12.85 

儲存設備 15.03 

個人電腦  1.13 

電腦週邊產品  5.56 

網路產品 24.82 

電腦軟體 11.84 

諮詢與維修服務 27.89 

其他  0.55 

工程  0.33 

合計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及服務項目 

A.伺服器主機：資料庫伺服器主機(Oracle, IBM)、檔案伺服器主機(Oracle, IBM)、網路伺服器主

機等(Oracle, IBM)。 

B.資料儲存設備：磁碟陣列(Oracle, IBM, HDS, Infotrend, NetApp)、磁帶機(Oracle)、磁帶櫃

(Oracle)、儲域網路相關之介面卡(Brocade)、集線器、交換器、路由器(Brocade,Juniper)及管理

軟體(Symantec)等。 

C.個人電腦、網路伺服器：有桌上型、筆記型、工業用等機種。 

D.電腦週邊設備：各類噴墨式印表機、雷射印表機、高速雷射印表機等。 

E.網路產品：網路卡、路由器、集線器、交換器(Brocade,Juniper)、網路管理軟體(bmc)、網路列

印裝置等。 

F.電腦軟體：作業系統軟體(Solaris, Linux, NT)、辦公室自動化套裝軟體、資料庫管理軟體(Oracle)、

跨平台整合(VMware)、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PLM）、製造執行系統(MES)、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ERP)、機台維護保養系統(PMS)、企業資源管理系統(ERP)、服務導向式架構系統 ( SOA )、

雲端運算系統 ( Clound Compuiting )、系統及網路安全軟體、資料備份管理軟體(Symantec)、儲

域網路管理軟體、出版及電子文件編輯軟體與電子商務軟體、電信業用戶網站(user portal、智慧

手機軟體商店網站(App Store)、電信業資料處理軟體(CDR)、網路設備監控告警(NMS)、企業商

機交易平台(Business Trade)、內容管理軟體(CMS)、搜尋引擎軟體(Search Engine)、單一帳號

管理(SSO)等。 

G.資安產品﹝防火牆、駭客入侵防禦、認証加密系統、文件保全系統、無線/認証系統、企業安全

政策防禦系統、垃圾郵件及無線網路安全產品﹞之規劃、整合、銷售與諮詢服務。 

H.維修服務：保證期內免費維修服務、付費維修服務、簽約維修服務等。 

I.教育訓練：客戶之免費及收費教育訓練。 

J.耗材：軟碟片、磁帶、墨水匣、碳粉匣、自動送紙器等。 

K.工程：光纖網路工程及大樓電信機房工程。 

4. 持續開發中及計劃開發之新商品及服務 

A.全國性雲療雲之捐供血的服務平台。 

B.App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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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開發執行於四螢一雲環境理的數位內容(影音、應用軟體等)交易平台。 

D.光纖到府(FTTH)所用新型機械式光纜接續盒。 

E.客戶經驗管理分析(CEM)平台。 

(二) 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IT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有幾個重點： 

 主要製造商已經推出雲端服務。 

 各式雲端服務(IaaS／PaaS／SaaS)供應商相繼營運。 

 主要製造商陸續推出”End-to-End”資料中心解決方案。 

 主要製造商陸續推出整合式應用商品(Appliance) 。 

 主要製造商紛紛推出低耗電的伺服主機，及相關的軟硬體，NAND Flash、SSD 開始取代傳

統硬碟，讓客戶未來在 IT 的使用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軟硬體大廠持續購併。 

 移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普及率持續攀高。應用軟體轉換為行動 APP 的需求增加。 

 資訊安全的威脅與日俱增，新的 APT 攻擊方法已造成全球多國巨大損失。 

 IoT(物聯網)的時代已然成形。 

 BYOD 需求興起，裝置管理及行動應用管理因應而生。 

 巨量資料(BigData)分析在國際市場上的案例與日俱增。 

 電信業 LTE 開始建置，客戶經驗管理需求升溫。 

 Industry 4.0 的概念被提出。 

未來幾年，不論系統整合公司或企業用戶會更聚焦在以下八大領域： 

（1）雲端服務 

四螢一雲，無線及寬頻存取已是整個 ICT 產業發展的目標。各式新興的雲端服務則是加速此產業

鏈向前邁進的重要推手，ICT 產業的快速發展，我們幾乎可以任意的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裝置(e.g.

智慧型手機，電腦，Pad，或是家用電視)做任何事：e.g.瀏覽網頁，收發電子郵件，下載音樂等；

而這些應用及資料則都是存在於雲端。 

（2）綠色環保電腦 

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大會喚起全球更加重視地球暖化效應，要求節能減碳。過去，電腦設備耗電量

很大，未來，各大電腦原廠都必須研發節能新產品。企業在汰換電腦或添購電腦時，都會考慮該

設備是否符合節能減碳規格。 

（3）新世代資料中心轉換(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Migration)  

隨著各項資訊軟、硬體技術的虛擬化走向成熟，取得成本相較於傳統集中式或是分散式的資料中

心大幅下降。同時過往多樣的資訊軟、硬體管理系統也朝向整合式單一管理系統發展，對於企業

降低成本、效能提升、管理單純化都有非常顯著提升。隨著雲端服務市場的成熟，與公有雲介接

(Hibrid Cloud)亦成為新世代資料中心轉換的一大考量。 

（4）進行儲存設備整合(Storage Consolidation) 

據我們 IT 產業的估計：『大型企業的資料量每年大約增加 40%~60%，但是 IT 預算才增加 4%~7%』。

我們就開發出一些系統化的規劃方法，經過幫客戶做評估之後，提出建議報告，來協助客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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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建置儲存設備以便彌補這段的差距。將儲存設備整合(Storage Consolidation)就是方法之一。

把零零散散的儲存設備及資料庫予以整合不但從 IT 管理上可省很多錢，在資訊的取用上更是滿足

企業經營的即時需求。讓他們在 IT 的採購節省了很多錢，在公司規模持續擴大時不用再多花錢。

同時在節能減碳的考量下，NAND Flash、SSD 的需求亦將大幅增加。 

（5）行動應用(SMAC-I) 

面對未來的競爭，各大企業無不在企業機動性、員工效率上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而藉由智慧型

行動裝置的普及化，以及裝置效能持續提升下，企業核心系統行動化已然成為下一波轉換的潮流。

同時從小伴隨著網際網路、行動通訊成長的新世代人類即將進入職場，新世代的工作空間(Next 

Generation Work Space)也將會以高度行動化、高度協同化的方向來發展。同時，正在資通訊產

業發酵的改變『SMAC-I』:由社群(Social)、行動裝置(Mobile)、巨量資料分析(Analytics)、雲端

(Cloud)、物聯網(IoT)所組合，必將促使 ICT 產業產生的各式創新的發展。 

（6）物聯網 – IoT (Internet of Things) 基礎建設及服務開發 

繼 Internet 成為資訊社會生活必備工具之後，美國諮詢機構 Forrester 便預測，以「智慧地球」、「感

知生活」為概念所衍生出來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包括智慧電網、智慧交通、

智慧物流、智慧家居、環境安全偵測、工業自動化升級、智慧醫療、智慧農業行動商務等業務，

2020 年產業規模將可超越現有網際網路達三十倍，成為全球下一個兆元新興產業。而台灣為世

界 ICT 相關產品的主要供應國家之一，政府將扮演推手的任務主導物聯網的基礎建設，進而提供

台灣 ICT 產業的各軟，硬體廠商從事關鍵性硬體產品及軟體服務的生產及開發。如今，3D-TSV IC

封裝技術已達成熟量產規模，可以預期的是利用 3D-TSV 封裝技術將過去需要靠電路板互連不同

功能晶片所組成的系統，封裝成一顆體積微小的單一 IC，讓 M2M 或是穿戴式裝置都可以做得很

小且具備完整功能，如此，物聯網的時代將大舉向前邁進，驅動雲端服務、巨量資料、創新服務

等蓬勃發展。 

（7）巨量資料 

智慧型行動裝置爆炸性的成長，各式行動 APP 包含資料處理、多媒體應用等舉凡涉及食、衣、住、

行、育、樂等相關的 APP 也將會是爆炸性的成長。而經由個人、智慧型行動裝置、行動 APP 的

組合，可以預期的是巨量資料的產生。同時，IoT 的持續發展，同樣可以預見經由 M2M、穿戴式

等應用所產生的巨量資料。接下來如何利用 ICT 技術儲存如此巨量的資料，藉由高速的分析平台、

分析工具，以及創意無限的分析模型來產生新的商機將是各行各業進行探索之領域。 

（8）資訊安全 

在網際網路應用普及的年代，企業為了加強本身的競爭力，充分運用 IT 技術並結合網路無遠弗屆

的力量。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大量運用，伴隨便利性而來的便是「資訊安全」的議題。就趨勢來看，

這些應用在架構上會越來越趨向複雜化，而在使用上必然會更加普及化。因此，未來各產業必定

要注重以下「資訊安全」的議題： 

1.雲端化的安全 

雲端化的應用已經十分普及，相對資訊安全也倍受重視。其實，雲端化所需的安全架構與一般 IT

環境並無太大差異。換言之，一般的 IT 環境所需要的資安機制，在雲端化後也都不可少。而其中

主要的差異點如下： 

(1)資料量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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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化之後，所需處理的資料量必定倍增，「Big Data Solution」亦可能伴隨其中，如何在大量的

資料中找出資安問題並加以修正是重要議題。 

(2)架構複雜 

由於資料量龐大，必定需要有更複雜與彈性的環境來因應。虛擬化的需求往往會因此產生，而虛

擬化的安全需重於： 

A.Host OS Security 

B.Guest OS Security 

C.Security Between Host & Guest OS  

D.Security Between Guest & Guest OS 

(3)服務集中化 

雲端畫室採集中式服務，一旦發生資安問題，影響的層面便非常廣泛，而分散式阻斷攻擊（DDoS 

Attack）更是其中最大的威脅，如何因應這樣的風險是極為重要的課題。 

 

1. 企業內網惡意程式分析與防禦機制 

（1）外部對內部攻擊 

目前的攻擊行為是越來越針對性、客製化與長期性，也就是大家所說的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攻擊。過去一般的防禦機制在面對這種攻擊時，往往難以有良好的防禦成效。因此，APT 

Solution 必定要有所著重。 

（2）內部惡意網路行為偵防 

由於網路應用程式越來越多，應用範圍越來越大。內部人員的網路行為越來越複雜，傳統的Firewall

已經無法有效管理這些行為。要做好這些管控，必須要能做到： 

A.各類網路應用程式（如 Facebook, Youtube…等）的辨識 

B.使用人員的辨識 

C.對各類網路應用程式的管理與保護措施 

要做好這些防禦機制，次世代防火牆（Next Generation Firewall, NG Firewall）是重要的課題。 

（3）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資安攻擊往往無孔不入，沒有任何防禦機制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所以，萬一發生資安事件時，如

何快速找到事件根源與佐證，並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正常營運來降低風險是重要的課題，而這課

題牽涉到兩個層面： 

A.資安鑑識（Security Forensic） 

將重要的 IT 行為相關的 Logs 與 Packets 都進行集中化保存與管理，萬一發生狀況，將俾利於事

件的查找與證據的保存。 

B.資安事件分析與管理平台（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 

將資料量龐大的 Logs 和 Packets 根據組織的需要進行交叉比對分析，找出對企業可能有威脅的

資安行為進行管理。 

 

 

2. 行動裝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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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化，而且運算能力也越來越趨近於個人電腦，在上面的應用也越來越龐大。

因此，針對行動裝置的攻擊行為也必然會大量增加，行動裝置的安全也就非常重要。而這課題需

著重在幾個層面： 

（1）MDM（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2）MAM（Mobile Apps Management） 

（3）MIM（Mobil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專業的資安服務 

任何的防禦機制必定少不了”人”的參與。因為機器設備終究有其限制，必定要結合人的專業才能

趨近於完善，重點如下： 

（1）資安設備的調校 

攻擊手法瞬息萬變，資安弱點也不斷被揭露，資安設備與一般 IT 設備最大的不同就是：上線後才

是開始。它需要不斷的 Policy 調校來因應環境與科技的變化，而這必須要相當專業的資安人是方

能做好，這是所有企業必須要充分認知的。 

（2）定期資安測試 

定期進行資安演練與檢視（如弱點掃描、滲透測試、Logs 與 Packets 定期檢視…等），方能了解

既有的防禦機制有和不足之處，並根據測試結果進行補強，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3）資安政策的訂立 

資安要能做好，永遠都是管理與技術層面兼具方能成功。因此，必定要找相關的專家訂立適合自

身環境的資安政策，並嘗試通過國際的資安標準（如：ISO27001），並利用資安技術層面將這些

Policy 加以落實。如此一來，便可以將資安做的更加完善。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資訊產業之上中下游的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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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資訊軟體等。就其行業特性而言，以其專業的技術能力搭配完整的行銷通路，取得上游產品

的代理及行銷權利，並整合下游客戶對產品的需求，向上游廠商採購，從而獲取較大的價格優勢，

再透過靈活的存貨管理及行銷策略，將產品售予下游客戶。該行業乃是整體資訊產業中之專業通

路經營商，其上游主要為著名硬體/軟體成品的製造商，下游則有從事銷售資訊相關產品之系統整

合商、經銷商、專賣店與資訊顧問公司等。總而言之，目前資訊產業之上游廠商主要專注於研發、

製造專業的資訊相關成品，中游通路商以推廣市場和建立行銷通路為首要經營目的，下游業者則

提供終端使用者(End User)送貨、維修、技術支援等服務，藉此由上、中、下游的專業分工下共

同創造豐富的利潤。本公司目前兼具中游通路商及下游系統整合經銷商的雙重角色。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本公司業務範圍包含以下主要項目：伺服主機及工作站、儲存設備、個人電腦、電腦週邊產品、

網路產品、資訊安全產品、電腦軟體、諮詢顧問專業服務及維修服務與工程，成為主要提供整體

解決方案的高科技資訊服務業，茲就目前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前六大類，針對其發展趨勢及競爭

情形作以下說明： 

 (1)伺服主機 

我們除了對用戶購買的設備提供持續的服務之外，我們分別銷售 Oracle 的伺服主機及 IBM 的伺

服主機。 

這些產品分別有 Oracle SPARC CPU、AMD CPU、Intel CPU 及 IBM Power CPU。機器種類從

高性能的入門主機、高擴充性的中型主機到超大容量的即時交易用主機都有，非常完備的滿足企

業用戶的需求。 

企業在規劃整合方案的時候，效能的提昇以及成本的降低，固然是重要，但若是一昧的追求低成

本，而導致整合後目標環境沒有辦法達成企業的要求，那省了再多成本也是沒有用。因此企業必

須深切體認，進行伺服器整合有不可避免的風險，但伺服器整合確實可以為企業降低管理成本並

增加設備使用率。 

企業資訊架構進行整合之後，好處不止是管理更容易以及資源利用率更高，而且整體 IT 運作的效

率會更好，更不容易出錯。整合不是放棄舊有的系統，而是依照企業的需求，淘汰多餘的，留下

最穩定且重要的系統，並讓這些系統在新平台上以更好的速度執行。 

(2)儲存設備 

儲存設備佔 IT 預算支出有上漲態勢。究其原因，除了企業本身業務對資訊科技的依賴，所帶動的

軟硬體購買意願、各種資訊法規的落實，也會是企業追加儲存週邊採購原因之一。 

就異地備援設備而言，天災人禍頻仍，企業在第二個地方建作資料的備援，成為確保資料不流失

的作法。不過備援設備的投資意味著必須有二套對等的儲存架構，這也代表企業從伺服器、交換

器、一直到底層的硬碟設備，都必須雙倍採購。由於硬體建置所費不貲，使得企業對於異地備援

的建置感到猶豫。但其實，對於儲存架構沒有這麼複雜的企業，以軟體來建置災難復原系統

（Diaster Recovery），也是另一種選擇。雖然可採精簡的方式，為企業的資料買保險，但並不是

每個企業都適用於軟體異地備援的解決方案，尤其當企業的主機數量多，資訊系統又是多平台（包

括 Windows、Linux、AIX、Solaris），而且散於各地時，還是須採對稱式架構的的硬體解決方案，

才能讓異地備援系統發揮最大的效果。 



 
 

26 

 

此外，企業 IT 架構複雜化，為了讓各項 IT 設備的效能充分發揮，廠商紛紛提出虛擬化概念，以

達到整合管理、分配資源的效益，因此對於一些大型企業來說，儲存虛擬化是為了讓管理者工作

更有效率。探究另一個驅動儲存虛擬化的因素，則是大型企業的設備採用多元化，導因於企業儲

存設備往往兼容各個廠牌，使用者希望用簡單的方式管控各種產品。為了讓 IT設備可集中化管理，

虛擬化的風潮漸漸吹向伺服器以及儲存設備。 

儘管把儲存設備虛擬化，可減少儲存資源浪費，亦能使前端管理更為順暢，但以台灣現階段市場

來看，真正有這麼大量資料的企業實屬少數，因此現階段還沒有看到顯著的儲存虛擬化需求。 

 

(3)網路產品 

新 IP 網路將興起, 從過去經驗看來，運算轉移必然趨動網路進化。新運算模式就象徵著未來，例

如行動、雲端運算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而這些將帶動網路的重大演化。傳統網路建立

在「表面開放但實質專屬」的協定之上，並且是以非任務關鍵應用為設計目的，未來勢必一定要

支援這些新技術趨勢。我們將在 2015 看到這些轉變確實地發生，並且帶動新 IP 網路（New IP）

的興起。新 IP 網路能夠更緊密的配合其餘 IT 技術的進化，並且採用開放平台和軟體驅動

（software-driven）與硬體優化的高延展特性。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和網路功能虛擬化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NFV）確切的演變成為未來的網路基礎。我們已看到一些初

期採納者運用這些技術，也預期將在 2015 看到 SDN 與 NFV 真正在影響整個網路界。業界正

快速朝向開放性和開放源方向靠齊，而資料中心將走向軟體定義並高度的虛擬化，許多網路服務

與應用程式會在網路邊緣或終端就已執行。 

未來的網路將具備多重服務、多租戶、硬體加速和軟體控制等特性。業界了解為了確保企業的資

訊基礎能夠真正與商業需求相配合，必須讓客戶能夠自由選擇最符合他們需求的方案，而不受限

於是那些廠商建構的。客戶要求更大選擇與彈性，使得開放標準有了最大的動能，真正開放且互

通的標準將在 2015 更大為普及。 

同時，在 2014 年看到物聯網已開始漸漸成形，而這個趨勢將在 2015 快速增加。Frost & Sullivan 

預測 2015 亞太地區的物對物（machine-to-machine）連接數將達到 1.166 億，企業將需做好

準備面對不斷成長之連網裝置所產生和擷取的資料。這些物連技術有很多將進入企業內或公共網

路，因此投資網路基礎以支援這些發展是絕對必要的。這些新增的資料量大都為非結構化

（unstructured），而企業很快就需要更彈性和動態管控，以管理物聯網。 

近年來隨著行動裝置應用興起，擴大無線網路的佈建規模，成為當前企業 IT 基礎架構中不可或缺

的組成元素，卻也帶來整合管理與安全政策配置的困擾。因此近年來可發現網路解決方案提供者，

開始強調有線、無線環境整合控管方案，藉此解決管理複雜度過高的問題。 

企業 IT 環境欲發展行動化應用，首要必須簡化有線與無線網路的統一設定管理及安全政策配置，

若有線、無線、資安，皆由不同廠商提供，要能夠透過管理平台辨識與管控，以往多數得仰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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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標準協定 SNMP 才能達成。因此近年來可發現網路解決方案提供者，開始強調有線、無線環境

整合控管方案，藉此解決管理複雜度過高的問題。 

許多 MIS 與 IT 人員在升級公司既有防火牆時，已經開始規劃要採購整合式威脅管理（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UTM）設備，除了 UTM 已經將常用資訊安全功能整合在單一設備當中之

外，其尚可有效降低管理複雜性，並且透過 UTM 多樣化功能設計的架構，有效減少網路閘道器

會碰出現的電腦病毒、垃圾郵件、間諜軟體與駭客攻擊。 

傳統的防火牆只能應付一些基本的網路攻擊，包括阻斷服務攻擊、網路漏洞入侵等等。然而這些

種類的攻擊已開始減少，現在新興的網路攻擊，就是 OS 漏洞入侵、網路蠕蟲攻擊、間諜程式嵌

入與垃圾郵件散佈等等。倘若公司既有的防火牆功能不錯，在處理網路攻擊的能力也維持在一定

水準以上，新添購的 UTM 設備可以擺放在防火牆的內側使用。這種架構的優點是，原來的防火

牆設備不需捨棄，且透過雙重防火牆的架構，不僅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網路攻擊數量，也能讓 UTM

設備可以專心處理其他的資安保護功能，不需要耗費不必要的系統資源來處理網路攻擊。 

「新世代防火牆 - Next-Generation Firewall」一詞，隨著 Gartner Inc. 在 九十八年提出之後，

開始出現在各種資安閘道上，各家廠商紛紛自稱其設備為「新世代防火牆」。「新世代防火牆」

擁有下列的功能與特性： 

應用程式的識別:無論使用任何 TCP／UDP Port，甚至是具有規避行為的應用，都能正確識別與

攔阻。 

使用者身分的識別:不管用戶使用任何 IP 位址，都能透過整合使用者資料庫，正確無誤的確認用

戶身分。資安政策能同時以應用程式與使用者身分做為控管條件輕鬆的做到依據部門及使用者身

分，給予不同的網路使用權限，完善的控管網路使用行為。 

周全的威脅防護能力:整合入侵偵測防禦、病毒防護與惡意程式控管等功能，可以對所有網路流量，

進行資安威脅的偵測與阻檔。同時，更能將隱藏在應用程式內的惡意威脅，正確的加以攔阻，做

到最嚴密的資安防護。 

 

資安事件的關聯式分析能力:利用關聯式分析引擎，可以迅速的將各類資安事件，整理收斂為清楚

的資安事件分析報告，明確指出資安事件的「摘要敘述、攻擊者、受害者」等資訊，加快解決問

題的速度。 

優異的效能表現:傳統防火牆最讓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在啟用入侵偵測、病毒防護等功能後，效能

會衰減得奇差無比，常常是只剩下原有效能的十分之一不到。新世代防火牆必須具有優異又穩定

的效能，才能滿足實際應用的需求。 

針對虛擬化資料中心規畫的新網路架構，企業為了要滿足對於簡化 IT 架構和降低成本的需求，必

需提供協助客戶建構最佳化資料中心網路，以支援虛擬伺服器、應用與資料的簡化管理。儘管伺

服器虛擬化提供了一些成本效益，但卻會增加網路層和網路管理的複雜性，因此協助企業在新資

料中心網路架構的規畫現階段必須採取循序漸進，才能保障客戶在伺服器、儲存、網路硬體和軟

體上的既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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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訊安全產品 

互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物聯網等技術為個人生活帶來便利，為企業發展提供技術上的支

援。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全球互聯網安全也發生不少大事,個資洩露事件似乎已經成為家常便飯，

APT 攻擊事件層出不窮，DDoS 駭客活動的頻率與手法不斷提高、複雜，甚至出現了史上流量最

大的攻擊。 

 

一○三年根據行業調查研究，預測了主要資訊安全行業發展趨勢： 

趨勢一：消費者成為駭客攻擊目標  

駭客不再將目標局限於企業與政府。例如今年多起支付寶或網路銀行帳戶被盜，駭客已經直接危

害到了消費者，而這一現象也將持續至一○三年。更多複雜的新技術將會影響消費者以及家用科

技。藍牙和無線網路通信等私人設備成為進入私人家庭系統和通訊的入口。例如，如果全球定位

系統（GPS）被駭，就可能會引來一場悲劇。此外，缺乏防禦的“智能居家”（SmartHome）會將

個人資訊及往來居住者資訊洩露給駭客。  

 

趨勢二：整合多層次的安全架構  

採用單層安全架構或多個供應商提供的單點解決方案的防禦效果並不佳，並且已經是落後的安全

性原則。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供應商正在通過發展、合作以及收購等方式來獲得所有需要整

合的必要安全元素，從而提供整合、多層次的解決方案。 

 

趨勢三：持續的大數據  

供應商與企業都在尋找關於大數據的魔法公式。供應商們正在嘗試設計和構建一個可以被稱為

“turnkey”的大數據“解決方案”，該方案可被不斷重複，並且可以為用戶群增添價值。企業們在尋

求可實施的“turnkey”解決方案，希望在企業內打造更堅固的防禦、更通暢的資料環境以及更強的

安全意識。  

 

趨勢四：悄無聲息的攻擊活動  

預計會有更多持續不斷且更為複雜的攻擊活動來竊取用戶的 IP 位址和金錢，不留任何蛛絲馬跡。

這一現象只會持續增加。因此將安全作為整體 IT 基礎架構中重要環節則至關重要，分層部署進行

安全保護，做到第一時間主動抵禦安全威脅，防止攻擊活動有機可趁。  

 

趨勢五：APT 攻擊與檢測  

 APT 攻擊的範圍將變得更廣，針對性更強，新型攻擊技術和手段層出不窮使得隱蔽性更高、潛

伏期更長，因此，對於 APT 攻擊的檢測與防禦則愈發困難。供應商會緊密跟隨全球資訊安全的

發展動態，不斷對其解決方案進行改進，並且定期説明企業進行資訊安全培訓，增強整體防禦意

識，以及建立更進階的驗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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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六：行動安全  

企業內員工隨身攜帶設備（BYOD）數量將繼續增長，許多設備都無法被管理，暴露與資料洩露

及丟失的風險之中。對行動裝置的安全防護，已經成為安全領域新的焦點。有效的行動資安策略

將聚焦於，如何在眾多的裝置上保護企業資料，並隨時隨地針對資料和程式的使用實施適當的安

全管控。  

 

趨勢七：個資安全與隱私  

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將繼續面臨個資安全與隱私問題，個人及其資料會逐漸成為資安威脅的目

標。然而，企業在多數情況下仍須對其 IT 系統上所存放的個人資料負起最終責任。而這些風險和

威脅，則必須透過教育訓練和技術的結合，才得以使企業組織保障他們的資料、業務和員工，免

受資料外洩的風險以及造成可能的傷害。 

長久以來，網路上的惡意程式及各式攻擊所造成的災情不但愈鬧愈兇、愈演愈烈，各式攻擊之間

甚至彼此截長補短、相互發明，而有所謂的混合式攻擊的出現，再加上雪上加霜的漏洞問題，遂

使得資安問題愈形嚴重，也愈形重要。在此時空背景下，人們根本無法避免所謂的資安議題。 

隨著企業電腦作業系統的多樣性不斷增加，一○○年網路犯罪者利用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s, APT），進階持續性攻擊針對大型企業進行有組織且有目的性的滲透，以取得商業機密資

料進行獲利，造成多家大型企業商譽與賠償的損失。科技威脅研究員評估，一○一年 ATP 攻擊蔓

延到中小企業，企業資訊安全即將面臨重大挑戰。 

一○一年另一資安問題是隨著行動通訊的大幅成長，駭客利用行動式裝置(包含智慧型手機、平板

電腦等)的潛在漏洞或利用開發應用程式嵌入特製惡意程式等手法，植入或引誘使用者下載惡意軟

體到裝置中而導致使用者的資料外洩，或是讓駭客存取裝置上的攝影機、使用通訊網路，以及竊

聽使用者的通話等。 

雲端運算和虛擬化雖然能為企業帶來大量效益並且節省成本，但卻也將伺服器外移到傳統的安全

邊境之外，因此反而讓網路犯罪者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同時也加重雲端服務供應商的資訊安全責

任。 

對於資訊及網路安全的配備而言，整合型多功能會是今後最主要的發展方向之一，導致該走向及

發展的原因，大致有網路攻擊類型多樣化及應用層化、管理介面集中化、硬體與專屬處理器製程

及效能有所突破，以及建置難易度及成本考量等多種因素。 

各組織網路重要的資安閘道，會是落實資安政策的理想位置。不過因為傳統防火牆仰賴連接埠和

通訊協定來分類傳輸流量，今日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可以輕易繞過它們。失去應用程式控制的結

果，將面臨高度的資安風險，包括網路頻寬資源被無止盡的耗用、網路服務品質下降、內部主機

中毒與被駭的機率大增、涉及法律問題的風險（下載盜版資源、個資外洩），造成組織有形（金錢）

或無形（名譽）上的重大損失。 

有鑑於此，應採取全新的資安政策管理思維（針對應用程式、資安威脅、病毒防護），主動掌握與

管控各種應用程式之使用、網路行為之規範及保護，以獲得不當行為之管理、加密連線（HTTPS）

之管理、提高資安政策彈性及管理效率、掌握應用程式使用狀況、完整並符合法規的報表。 

 

 



 
 

30 

 

所以為了有效因應混合式攻擊與應用層攻擊，而又要兼顧管理及成本因素，遂有「整合」訴求的

產生。所謂整合，一方面是將各類型防護配備的功能整合於一爐，一方面是整合管理介面，以便

集中控管，而最重要的，是為了將新舊軟硬體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多層次主動防禦網。為了反應

上述的聲音及需求，不論是資安軟體或硬體配備型產品，遂漸漸朝向整合型多功能的方向發展。

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集合防火牆、入侵偵測、頻寬管理、內容過濾及防毒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設

備型產品，不但節省了大筆的採購及建置的費用，而且在佈署、管理方面又可節省不小的開支，

可謂一勞永逸的做法。 

因應 iOS, Android，行動設備風潮，員工及訪客大量使用自有的行動裝置，在安全確

保情況下使用單一平台管理及存取任何企業網路。  

1.為每一位使用者提供個人化內容，提高員工工作效率：  

工作環境行動化使員工可以存取所有應用程式、資料和個人化桌面——可提供最佳性能，

可滿足每個人的安全性、性能、個人化和行動性要求。  

 

2.為所有員工提供自服務應用程式存取：  

工作環境行動化可提供統一應用程式商店，將 Windows、Web、SaaS 和行動應用程式

統一傳遞到任何設備上。這套完整的行動性解決方案還包括多種原生行動應用程式，

支援安全的電子郵件、行事曆和瀏覽，幫助行動工作者最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

性。  

 

3.實現使用任何網路的高性能使用者體驗：  

工作環境行動化可實現使用任何應用程式或桌面的最佳體驗。利用所有平板電腦、智

慧手機、PC、Mac 或精簡型用戶端上的通用用戶端， IT 部門可以透過低頻寬高延遲

WAN、多變的 3G/4G 行動網路或可靠的 LAN 安全地傳遞內容，確保原生體驗。  

 

4.保護雲端和設備中的企業內容安全：  

工作環境行動化可提供企業級安全性，確保資料和應用程式始終安全合規。員工可使

用任何設備存取資料並使所有資料同步，並與同事及客戶安全地共用資料。透過設備

上的資料加密、密碼驗證、安全鎖定和擦除，或透過應用程式和桌面集中化（將所有

內容保存在資料中心內），企業可以最大幅度減少智慧財產權和敏感保密資訊丟失。  

 

5.適合行動、應用程式和桌面基礎架構的單一行動性解決方案  

工作環境行動化是靈活、可簡化應用程式和桌面部署及生命週期管理以降低 IT 成本的

解決方案。透過集中管理並傳遞按需求標準鏡像， IT 部門可以提高應用程式和桌面鏡

像更新成功率，為企業設備和員工個人設備提供基於角色的管理、組態設定、安全保

護和支援。  

 

IT 部門將可有效降低行動設備管理及服務的成本，同時具備高度彈性以因應快速成長

的攜帶自有裝置 ( bring - your - own device ; BYOD ) 及能夠在相同的平台之上增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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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功能授權。  

1.自動化裝置識別及服務配置：自動設定 VPN 、電子郵件和網路安全性，推播企業應用程式，

以及選擇性的取消裝置存取權。 

2.自助式行動裝置網路組態：為裝置的 802.1X 網路安全設定提供以雲端為基礎的自助組態。 

裝置特性( device profiling )：正確的裝置識別可用於決定安全需求，以及根據裝置類型與所有者

而實施適當的政策。 

3.裝置風險管理：評估行動裝置對網路的風險影響性，根據風險等級設定存取限制，以及修正未

遵循政策的裝置。 

4.訪客存取：以全自動化的註冊流程、詳細報告和目標廣告，提供安全的訪客管理。 

另ㄧ方面，資安委外服務之所以會興起，當然是市場有其需求的結果。面對層出不窮的資安攻擊

事件，再加上多元化的混合式攻擊及各式各樣的入侵途徑，常使得個人及企業遭受到莫大的損失。

此時企業必須成立一群具備相關專業技術及知識的人才，而且還要定期進行教育訓練，以熟悉新

配備、新功能或新的威脅。更重要的是，企業必須具備承擔相關人員流動所造成的管理空窗期及

訓練白費的風險，並具備隨時替補人員及相關訓練的能力。對於人財資源充沛的大型企業而言，

當然可以維護及負荷，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卻是難以承受的負擔，因此將資安防護委外給具備

專業團隊及技術 Know-how 的資安廠商，的確不失為有效節省人力、訓練、管理、維護及相關設

備成本的最佳方案。 

展望一○三年，許多企業仍無法忽視法規遵循的重要性，一○二年二月一日修訂施行的營業祕密法

修法，和施行滿一周年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後續的效應仍將持續到一○三年。 

 

(5)電腦軟體 

較諸於硬體產業，台灣軟體產業向來能見度偏低，軟體企業規模普遍不大，在資源或人才取得方

面亦相對顯得弱勢；受制於諸多不利因素，致使軟體業面臨發展瓶頸。然而，伴隨 IT 硬體產業逐

步邁入微利化境地，如何透過軟體及應用之開發，提升硬體產品附加價值，已成為眾所關切的焦

點。 

台灣擁有極佳的硬體產業基礎，若能軟、硬體產業相互配合，藉以帶動軟體發展，絕對可讓硬體

廠商競爭力更上層樓，促使產值攀升。除外界常提及的應用系統（Application）外，包括使用者

介面(UI)、嵌入式系統或驅動程式等，發展前景都不容小覷。 

台灣硬體供應商早已投入國際化、全球化的經營佈局，規模相對壯大，此一利基非但未壓縮軟體

產業，反倒提供予小型軟體業者莫大生存利基。此外，台灣由於資訊化時程相對較早，經濟及商

業相對發達，而工程師所具備的系統整合能力亦相對突出，擁有較高的創造力，此皆為台灣軟體

產業走向國際化的優勢所在。 

台灣軟體產業優勢除了已具備不錯的「整合」能力外，「品質」亦為不容或缺的環節。若將應用

軟體、工具軟體、基礎架構軟體乃至於資訊服務，通通含括在內，其實軟體產業的價值鏈非常之

長，換言之，該產業實屬需要步步堆疊的踏實型行業，惟有充分善盡價值鏈中的每一步角色、培

育每一步能力，方能造就綿延的續航力，繼而讓客戶放心使用且獲致效益，再循本地化、區域化、

國際化的發展步調漸次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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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諮詢顧問專業服務與維修服務 

伴隨全球企業合併或系統整合之浪潮風行，致使企業營運模式日趨複雜化，企業面臨的挑戰更顯

艱鉅，在此前提下，IT 部門如何伴隨企業體規模之快速擴充，進而在安全管理的基調下進行資訊

架構的彈性調整，已嚴然成為大勢所趨，特別是伺服器整合（Server Consolidation）與高可靠度

（High Availability）之資訊架構平台，更成為提振企業競爭力的重大關鍵。 

傳統上，台灣是以製造業起家，著重的是產製能力，時至今日，所謂的競爭力不單單係指生產管

理及成本控制，尚包括運用競爭力所創造的經濟附加價值及新型應用，要發展台灣 IT 產業的新型

商業模式，就需要從軟體技術、內容及硬體設備製造能力一併著手。 

就現今科技發展的進程而言，以及軟體撰寫方式的精進度而論，均會提升伺服器整合系統專案的

執行成功機率，因此企業若極欲尋求人力、設備暨管理等 IT 成本的降低，則必須將原本分散式的

處理架構予以整併，此著實勢在必行之趨勢。而整併可行方案有二，一是單一系統架構整合，將

既有應用程式全部或部份改寫，讓它們全都被歸併至同一架構，雖然前置作業負擔偏重，但最能

獲致長期效益。二則可採行應用系統隔離方式，透過一台或少數的高效能、高彈性的中大型主機，

將屬性不同的應用程式作有效區隔。 

此二種整合模式，皆可仰賴兼具大型主機穩定度、開放性架構及多重運算處理架構等特色的主機，

繼而搭配其步驟嚴明的導入方法論與顧問服務，一併獲致解決，此亦即系統整合廠商諮詢顧問專

業服務與維修服務商機所在。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究發展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金            額 

103 年度 93,884 

1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2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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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時間 研發計畫書名稱 說明 

103 年度 以物聯網為核心之照護

雲服務系統技術研發及

模型創建 

本計畫以物聯網為出發點，建構一個以個案為主體之物聯網末端

架構，透過網路之連結，逐步為個案之生理資訊變化、居家生活

舒適、照護服務品質、親友關懷互動、人際關係連結等等，完整

勾勒一個適合台灣老人生活之物聯網居家照護服務新願景。 

從基礎架構提升行動應

用開發效率、縮短上市

時程之技術研發 

本專案嘗試以基礎架構面向找出可以加速開發行動應用程式的

方法。 

反洗錢動態、多維度風

險加權之可疑交易偵測

器 

以資料自動化彙整、規則檢核之工具為基礎，建立一套專屬金融

可疑資料庫分析系統，並設立規則評分機制。當資料，若符合警

示標準，則系統將自動發出通知，提示分析人員確認是否成立可

疑金融犯罪案件。 

行動通信網路自動化資

源管理雲端平台研發計

畫 

本計畫研發了一套針對網路設備與電路，提供統一集中化之資源

管理與電路開通服務系統，做為電信、寬頻業者現有網路的供裝

與管理依據，我們稱之為行動通信網路自動化資源管理雲端平台

(N-ARM)，該平台提供 Inventory 系統來收容 Carrier Ethernet / 

Metro Ethernet 以及 IP-RAN 之網路服務、網路設備等資訊，

並以相關資料來分析及產生後續所需應用。 

大數據空間資料運算與

分析之研究 

Spark on Hadoop 的興起，大大的衝擊了 Map-Reduce Hadoop

架構，這可能讓原來的程式碼都要再重製。而在在 Spark 

ecosystem 中，卻尚未有空間運算的相關套件與模組，這是一

個新的應用技術與機會。 

研發商展智慧微定位互

動導覽系統 

本計劃以商展導覽科技為核心主體，研發雲端服務、雲端儲存、

大數據運算及行動科技和室內定位的技術，藉由結合五大趨勢技

術，重新詮釋次世代商務展示應用的格局，打造以人為本的文藝

科技新體驗。 

APT 攻擊分析自動化之

研究 

企業或組織遭受到 APT 攻擊後，最令人困擾的便是惡意程式在

內網恣意的亂竄！本計畫便是希望將惡意程式的軌跡找出，讓惡

意程式無所遁形，並將其自動化。讓企業或組織能夠在最短時間

內找到惡意程式，並且將之移除。 

V2(VDSL2)Vectoring高

速銅纜寬頻接取系統技

術研發 

因應全球網際網路高速頻寬發展及電信業者加速寬頻網路之建

置需求，如何使用既有已鋪設之銅纜提供更高頻寬傳輸能力，已

成為寬頻市場競逐焦點。 

本計畫即開發 VDSL2 Vectoring 新技術，以達到利用現有銅線

傳送更高速率及更遠供裝距離，以滿足電信公司長期寬頻網路建

置需求,並降低其設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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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短期計劃發展方向 

A.投資行動應用軟體研發、進入雲端服務、巨量資料分析領域 

IDC 台灣研究副總監江芳韻表示，雖然企業仍將增加 IT 預算，但市場與技術的快速變動迫使企業

在 IT 規劃上須更策略性聚焦，她提出預測，一○三年台灣 ICT 市場成長達 2.4%，而一○三年市場

將受到十大趨勢影響：其中行動化、IoT、巨量資料、雲端服務、BYOD 等都是行動化、雲端服務

相關議題， 本公司也將持續投入這個領域。 

B.提供企業客戶成長需求的資訊系統 

本公司的客戶都是大型企業客戶，他們對資訊系統的需求已從過去的帳務處理需求成長到現在的

『任何人、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任何工具』都可取用資訊的服務需求，未來將再進一步成長到

以資訊系統為企業成長的核心策略需求。本公司因應客戶的複雜需求將投資更多人才、引進新工

具平台、開發新產品及承包更多大型專案。一來滿足客戶的需求，再來可以擺脫低毛利市場中眾

多同業的競爭，讓公司進入己更高附加價值的利基市場。 

C.協助企業將應用軟體行動 APP 化 

企業無時無刻地在企業機動性、員工效率上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而藉由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

化，以及裝置效能持續提升下，企業核心系統行動化已然成為下一波轉換的潮流。而本公司在行

動 APP 的上的開發經驗已經超過七年。 

D.加強引進新產品，讓客戶一次購足 

目前我們為提供給企業客戶的需要所代理的世界一流軟硬體已達三十多種。今年度將再增加幾種

軟硬體代理，讓客戶在敦陽科技就可以一次購足，增加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E.持續增加技術支援人力 

目前除提供現有產品三十多種的安裝及維護之外，今年持續會增加代理經銷的產品，相對的也必

須建立足以支援的技術人員，要提供完整、專業的資訊服務，技術人員的成長與本質學能的提升

也是本公司重要的方向之一。 

F.培養各產業專精顧問諮詢人力 

系統整合廠商除提供完整 IT 工具及完善維護等售後服務外，如何站在企業營運面角度協助創造更

多商機也格外重要，因此今年將持續培養各產業及各需求領域專精顧問諮詢人力，藉以了解產業

趨勢及企業所需，期許更能貼近企業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及需求，給予更全面完整的專業建議，共

存共榮。 

G.建立網路資安研究中心 

網路影響力無遠弗屆，然而網路基礎建置仍是最根本的一環，良好並穏定的網路環境能帶給企業

良性的 IT 建置與發展，反之亦然，因此今年為更加強網路基礎建置與服務能力，將架設網路研究

中心，透過各產業不同網路架構需求具體而微於研究中心作調整與實作，用以確實符合各種產業

不同的網路狀況與需求。企業在架設網路基礎建設同時，資訊安全也是同時須考量的任務之一，

因此將再進一步延伸網路研究中心成為網路資安研究中心，除平日可因應各種新型態資安議題作

技術研究外，更能根據不同企業所提供的企業服務，演練可能遇到的各種資安威脅，協助客戶降

低風險及避免導入資安工程所帶來的不便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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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在巨量資料的議題中開發敦陽的整合服務商機 

我們將會以公司在高科技製造業、電信業、金融服務業的經驗針對巨量資料分析應用提出適用於

產業的解決方案，包含顧問、平台、分析工具等。 

(2)長期計劃發展方向 

A.厚植軟體建置及整合能力 

本公司已成功開發ERP軟體、證券業網路下單及銀行業之網際網路軟體，以因應近年來國內金融、

資本市場規模擴大及 Internet 發達，未來商機無限。本公司亦藉由現有人力及經驗，積極發展製

造業、金控、電信相關軟體，以擴大營業規模。 

此外，本公司藉由整合災難備援(BC/DR)、網路專業服務(Networking)、電信寬頻網路

(telecommunication)、JAVA/J2EE 專業服務、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網路管理(Network Management)、資料庫專業服務(DB)、巨量資料分析、儲存管

理專業服務(Storage Management)、整合入口網站(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績效管理

(Balanced Score Card)、客服中心(Call Center)等功能，展現出絕佳的整合能力，以創造公司更

高之附加價值。 

B.以專業服務來領導系統整合業務 

資訊服務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傳統軟硬體銷售因競爭者加入分食市場大餅而使得利潤受到壓縮

而降低，本公司轉以高利基市場為經營重點，除銷售高階、高效能之軟、硬體產品外，更藉由提

供完整解決方案及良好之售後服務等專業服務，加強客戶依存度及信賴度。並且以 Total Solution

專業服務帶動 Server 銷售為重要經營策略，以專業服務來領導系統整合業務，俾使同時兼顧硬體

銷售與加值服務的業務版圖。 

C.提供差異化服務，獲取策略性委外契機 

資訊服務業在我國發展行之有年，也在國際資訊服務業大廠環伺之下有其特殊的服務定位，本公

司利用國內資訊服務差異化與利基市場的特點，進ㄧ步獲取在策略性委外發展下的市場機會。 

當國際大廠積極深耕國內策略性委外市場的同時，基於本公司與國外大廠既存之長久友好聯盟型

態與合作關係，加上本公司專案支援能力，與不同於其他競爭者的垂直產業知識特長，都增加本

公司獲得轉包服務的機會。 

D.發展雲端服務的委外服務與共用中心業務 

愈來愈多的產業其中的小型公司將採用委外服務與共用中心業務來達到使用最新的資訊科技服務，

拜寬頻之賜，小型公司可以方便的取用共用中心的電腦資源。本公司中長期的目標之一便是提供

委外服務與共用中心業務，我們擁有設備、軟體、解決方案、資金、人才與客戶，有相當好的競

爭優勢。 

E.擴大研究中心成為 Total Solution Center 

大多營利企業皆以營運及持續獲利為目標，非營利企業也以提供某服務為目的，然而術業有專攻，

許多企業在本業上十分專精，但如何建立完整 IT 環境並利用此協助企業創造最佳商業價值、提高

服務效率便較無概念，因此透過完整 Total Solution Center，運用敦陽對於系統儲存、網路資安

等各種 IT 軟硬體工具之建置經驗，再配合對各產業 Know-How 了解及企業政策，依據不同需求

事先架設各種系統軟硬體作實作，如此才能協助企業創造對 IT 投資之有效性，避免投資浪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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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投資 IT 建置便是協助企業永續營運及持續獲利為目標。 

 

F.在物聯網的議題中開發敦陽的整合服務商機 

繼 Internet 成為資訊社會生活必備工具之後，美國諮詢機構 Forrester 便預測，以「智慧地球」、

「感知生活」為概念所衍生出來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包括智慧電網、智慧

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家居、環境安全偵測、工業自動化升級、智慧醫療、智慧農業行動商務等

業務，2020 年產業規模將可超越現有網際網路達三十倍，成為全球下一個兆元新興產業。而台

灣為世界 ICT 相關產品的主要供應國家之一，政府將扮演推手的任務主導物聯網的基礎建設，進

而提供台灣 ICT 產業的各軟，硬體廠商從事關鍵性硬體產品及軟體服務的生產及開發。本公司將

借由在系統整合領域中的完整經驗下來協助基礎架構的建置及創新物聯網服務的開發。 

    

四、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本公司之各項商品及服務之銷售與提供地區大多為國內佔 94.39%。 

(2)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是國內最大的系統整合廠商，為客戶提供最完善的資訊系統整合服務，現已有 3,300 多家

客戶，國內 1,000 大企業有半數是敦陽客戶，上市櫃公司有 390 多家是敦陽客戶。本公司名列台

灣地區服務業 500 大企業之一，以代理世界性領導品牌的產品、最先進的資訊技術與專業服務，

為各行各業規劃完整的資訊系統解決方案。其主要服務項目是以本公司所代理各領域知名資訊產

品，為企業組織、規劃、建置資訊基礎架構(IT Infrastructure)，並且提供相關的專業性諮詢服務，

協助其建構最有利於業務發展的資訊平台，讓其能夠利用、整合、分享組織所有的資訊資源，充

分發揮整體的資訊系統效能，最終目的在於協助企業發揮最大的營運效益。 

本公司二十多年來專注於主要行業，這些行業已經包括了整體行業的 80%，不斷的累積這些行業

的專業知識來提升對顧客服務的深度與廣度，含括產業有製造業、金融服務業、電信業、政府機

構、教育與研究機構及其他工商業、醫療院所等。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及成長性 

敦陽科技成立初期以開放式為主從架構切入市場，八十三年度營業活動即以經銷代理 SUN 工作

站及伺服器為主，由於公司經營團隊皆為深耕工作站銷售市場長達二十年以上之經驗人才，在累

積多年之技術與經驗下，目前已是 Oracle 及 IBM 等工作站及伺服器之重要代理商，且提供軟體、

網路規劃及週邊產品等服務，目前累積客戶已超過 3,000 家，深受國內各大廠商之肯定。茲就占

本公司營收前六大主要產品類別說明其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及成長性： 

A.伺服器及工作站市場 

工作站（Workstation）無論在媒體曝光度、行銷活動頻率，乃至於市場胃納量等面向，鋒頭皆未

若個人電腦或伺服器強健，惟對於工程運算、科學運算等諸多應用而言，工作站依然佔有重要地

位，更是專業設計者不容或缺的生財利器，舉凡是 IC 設計業難以或缺的 EDA 應用，抑或是汽車

零件、模具製造業需求殷切的 MCAD 設計，乃至於愈發熱力四射的 3D 動畫、線上遊戲、視訊剪

輯、數位內容，財務運算工程需求暢旺依舊，基於影像編輯處理的先天優勢，對於多數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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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工作站仍具有不可被取代的特性。 

在「前有 PC、後有 Server」雙重夾擊下，定位漸趨模糊的工作站，其發展前景開始受到質疑，

儘管如此，仍有業者為工作站發聲，認為在 MCAD、MCAE 應用需求不減，輔以數位內容製作（DCC）

大行其道，工作站的潛在買盤源源不絕，並無失去舞台之虞。不可諱言，金控整合議題嚴然成為

眾所矚目的焦點；在金控整併架構下，勢必將隨之衍生出核心帳務系統重整、再造等工程，企業

將其列為最重要的 IT 需求，在金融商品趨向多元化的前提下，交易員所需面對的財務運算、風險

分析等事務，都將變得更加複雜，值此時刻，運算能力較強、且支援多重顯示器的工作站，料將

成為交易員不可或缺的好幫手，由此所孕育而出的 IT 採購需求亦屬可觀。 

挾帶大量模擬運算需求的 EDA 應用，向來是台灣 IC 設計不可或缺的生財利器，伴隨科技日新月

異的演進，公用運算（Utility Computing）浪潮席捲，也順勢將伺服器推上 EDA 應用之要角，根

據美國「VAR Business」雜誌的調查顯示，有關 2005 年主導市場的 IT 技術七大發展趨勢及產品

中，刀鋒伺服器獲選為榜首。 

刀鋒伺服器的優點，相較於傳統伺服器其具備「節省空間」、「管理方便」、「易於擴充」、「適合特

殊應用」等多重效益；展望未來二∼三年，刀鋒伺服器料將輕易維持逾 100％年增率。 

受 Green IT(環保電腦)及雲端服務的影響，各大原廠將會推出新一代伺服器，刺激企業客戶汰換

舊機。 

B.儲存設備市場 

一般來說，被企業採用的儲存架構，可分為三種，第ㄧ種是 DAS，在數位資料尚未大量暴增的早

期，比較簡單的儲存架構就是採用直接附加儲存（Direct Attached Storage；DAS），第二種為

NAS，NAS 係運用乙太網路所建構的區域網路，來串連公司內部的儲存設備，亦即是網路附加儲

存（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的基本精神，第三種係 SAN，即所謂的儲存區域網路

（Storage Area Network；SAN），透過光纖通道，以及光纖交換器（switch）、HBA 卡、和儲存

設備的串接，自成一個網路。 

大部分的企業受限於 IT 預算，還是以傳統 DAS 為主要架構，一些高度需要知識交換的產業，則

傾向用 NAS 架構取代傳統的檔案伺服器；至於 SAN，基於建置成本考量，則多用來負責一些大

型跨國企業任務為主。不過當中、小企業的作業系統多元化，有異質平台整合的需求時，伺服器

以及儲存設備的整合就相當重要。另一方面，企業儲存工作日趨複雜、網路化的架構，在管理上、

未來設備擴充上、甚至是災難因應上，都需具有較多的彈性。這也促使規模較小的企業，也開始

考慮要導入 SAN 架構。 

一般認為，網路化的儲存架構將是未來的趨勢。SAN 成立後，資料及作業系統可整合到災難備援

機制當中，提供企業對資料作有效的管控。由此觀點切入，SAN 架構的確有可能成為未來的主流

架構，而包括光纖和乙太網路的方案都在順利進展當中，相對建置成本將日益降低，可以預期未

來的 SAN 架構，將會相當普及，甚至由於價格的考量及管理上的簡單，讓擁有五台伺服器規模的

企業也能夠導入。 

因應 SDDC (Software defined datacenter)儲存市場，虛擬化廠商 VMware 在 2014 年也推出了

Verturial SAN 架構，這個是改變了當前儲存運行方式，Virtual SAN 不僅簡化儲存配置和管理，

從基礎開始打造更靈活的操作模式，降低整體持有成本(TCO)。Virtual SAN 具有企業級儲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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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和穩定度，在硬體發生故障時可靈活有效地防止資料遺失。Virtual SAN 非常適用於多種

虛擬環境，包括虛擬桌面基礎架構、測試開發、災難回復等。 

C.網路產品市場  

由於企業對於行動辦公的需求越來越強烈，無論是 VoIP 的應用，還是行動化視訊會議，或是行

動式的 ERP 等資料擷取，網路的傳輸品質都影響到企業商務的應用效率。故建置企業內部的無線

網路環境，也成了 IT 人員的一向挑戰。 

在傳統的遠端存取架構下，大部分的 IT 人員都會設計走虛擬私有專線（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的方式，可是當網際網路不斷進步，網路環境日益複雜，傳統 VPN 連結遭遇到被阻擋的

情形日益嚴重，所以可直接透過瀏覽器連回公司伺服器的加密網路封包 VPN（SSL VPN）便成為

新興解決方案。在遠端存取應用架構當中，SSL VPN 近來的確相當熱門，因為幾乎所有知名品牌

網通大廠，紛紛都推出支援 SSL VPN 功能的設備。因為在部份網路應用環境當中，SSL VPN 的

確提供不少使用上的方便性，SSL VP 特色包括不需要在用戶端安裝或設定特定軟體、跨硬體設

備的相容性及跨作業系統的相容，均是吸引 IT 人員的重點。 

此外，時代在改變，網際網路也不斷演化，傳統的防火牆只能夠達到防範基本網路安全的需求，

並沒有辦法應付日益複雜的網際網路。舉例來說，網路蠕蟲的攻擊、電腦病毒的入侵，都是防火

牆所無法處理的問題，更遑論因為垃圾郵件所引發的電子信箱塞爆的情形。再加上網路設備五年

的汰換時間已經到來，因此不少 IT 人員才會開始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 

就網路應用而言，防火牆的確可以應付一些網路攻擊，但是不斷推陳出新的新興網路攻擊已讓傳

統防火牆招架不住；在網路攻擊不斷推陳出新當中，曾經一度有人認為 IDS 或 IPS 這類的裝置，

能夠解決用戶需要的問題，然而在垃圾郵件的氾濫、電腦病毒的普及，再加上間諜軟體不斷增加，

IE 又頻頻出問題多重壓力之下，單純的 IDS 或 IPS 亦已無法應付日益複雜的網路安全問題，因此

整合式威脅管理 （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UTM）設備，已經成為新興的網路設備添購趨

勢。因為 UTM 不僅能將常用功能整合在一起，單一設備可簡化管理複雜性，並且確保一定的處

理效率。 

然而，目前防火牆市場及角色定位因應 Web 2.0 時代及 Mobile User 的來臨，朝向更多元化發展，

整合式威脅管理 NGFW(Next Generation Firewall)設備更進化到以”人”及應用系統管控為目標，

針對不同身份族群利用不同的終端裝置，在不同的時間使用不同的應用系統來作資訊交換及處理

時，均能正確有效管控，並且能提供更精確完整的即時分析及監控，更完整記錄及流向軌跡記錄，

已成為新一代整合性防火牆所不可或缺的功能需求。 

 

D.資安產品市場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及寬頻的普及，網路遂成為個人、企業，乃至國家之間互通有無的重要平台，

但目前網際網路上卻充斥著病毒蠕蟲、垃圾郵件、阻斷攻擊、駭客入侵、網路釣魚及間諜軟體等

各式各樣的可怕威脅及目標：身份認證（Authentication）、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

（Integrity）、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及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市面上不斷推陳出

新的密碼學及演算法，就是為了達到這五大安全標準應用而生的。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提供了數位憑證（Digital Certificate）的機

制來確認對方的身份、透過一組不同而成對的公鑰及私鑰來進行資料的加解密、運用數位簽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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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料是否在傳送過程中遭到竄改，以達到資料完整性的安全目標、使用數位簽章功能來解決

不可否認性的問題，並且藉由數位憑證的發放，來驗證身分及屬性，從而做為授權的基本依據，

故 PKI 可說是目前唯一同時符合並達到上述五大安全原則的解決方案。 

長久以來，電子商務雖然在 2000 年網路泡沫之際應聲不支倒地，但如今拜寬頻及網路購物風氣

盛行之賜，電子商務也愈炒愈熱，也因為如此，安全性頗佳的 PKI 也隨之水漲船高而受到業界的

青睞；展望國內 PKI 的發展，已漸漸從電子公文、網路報稅、安全郵件／網站、VPN 及電子商務，

擴展到上、下游供應鏈層面，由此益見 PKI 發展的熱絡。 

根據調查，企業在導入虛擬化及需端運算時最為重視的是資訊安全，無論企業自建私有雲或是使

用公眾雲服務，資料存放的方式在企業導向雲端化後與過去明顯不同，企業最大的疑慮便是資訊

從自家改放至雲端後，等同將機密資料公開於網路上，如何安全無虞享用雲端的便利性成為企業

最重要的課題，對此許多國內外知名資安廠商已提供相對應虛擬雲端化資安產品與服務，從虛擬

防火牆、虛擬入侵偵測系統、虛擬應用程式防火牆、雲端防毒、雲端網頁及郵件安全服務、到雲

端身份認證存取控制及資料保全一應俱全，透過虛擬化及需端建置時同時納入建置需求，如此才

可免除企業對於安全上之疑慮。 

E.電腦軟體市場 

台灣擁有軟體產品品牌的不多，而能依靠軟體產品站穩市場的更少，趨勢、訊連、鼎新是外界熟

悉的極少數個案。許許多多擁有軟體開發技術的人，由於自持本身技術能力，對於創辦軟體企業

懷抱美麗憧憬，但最後能站穩市場的卻是少之又少，「軟體沒有進入障礙，只有成長障礙」，光擁

有技術並不足以形成公司成功的關鍵，要成長還是得往外看，了解客戶及需求走向，這樣技術才

能為市場所接受，創造獲利的來源。 

軟體產品要成功，第一要務就是了解及貼近客戶需求，其產品概念才能被客戶所接受；第二要提

供在地及多樣的服務。像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每個企業都有本身獨特的經營訣竅及行業特性，

對完全不能修改的軟體產品接受度不高，因此軟體產品除了在設計上必須具備彈性，以滿足不同

客戶的需求外，也要能量身訂做，進行二次開發，而這些都是屬於戰術層次的調整。 

目前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環境比過去嚴峻許多，大環境不比從前，印度在軟體產業已取得關鍵地位，

而大陸的企圖心、豐沛人力資源及低廉成本，也成為另一個潛在對手，台灣軟體產業正面臨強大

的內外競爭壓力。台灣軟體包山包海的垂直整合發展模式必須徹底改變，企業應依據本身優勢及

地位，在產業價值鏈中找到立身之地，朝專精化發展，並以全球領先者為追求目標。至於與此目

標無關的資源則應釋出，讓企業得以集中發展，而產業的垂直分工及水平整合也得以逐步實現。 

就台灣軟體市場來看，電信業、金融業、政府標案、高科技製造，這四塊餅每年會釋出的商機最

為龐大；從軟體市場應用面來看，第一大仍是網通相關產品，其次則是 RFID，基本上這兩個領

域的重點都跟嵌入式軟體有關；至於遠距醫療照護、數位教育則是另外兩個具潛力的發展領域。，

資訊及網通安全遂成為全球一致關注的課題。 

為了確保資通安全，市面出現了許多從個人防毒軟體、企業網安設備，到電子商務交易安全機制

等相應的解決方案。不過整體而言，目前業界導入的資安防護措施，大致可分為消極被動，像是

防火牆、VPN、入侵偵測等資安配備，以及積極主動常見的有資料加密、身份認證、存取授權等

控管方式兩種類型；對於資訊安全，尤其是電子商務而言，必須力求達到五個最重要的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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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以在這幾個相關領域中，鎖定與自身競爭優勢相關的利基市場全力耕耘，絕對可以找到發

揮的空間。另外所謂兩岸三地模式，即是由客戶負責系統設計及整合，而當中部份軟體開發及品

管則委由台灣負責，至於實際撰寫程式的部份交給成本低廉的大陸。台灣在這個過程中主要負責

需求分析、接單、PM、品管、人員管理等工作，而這些工作也是未來台灣最有機會的領域。 

由於ERP在中大型企業市場趨於飽和，中小企業近來成為廠商競逐的焦點，但中小企業分佈廣泛、

市場難以聚焦，也使得經營倍感吃力。 

F.諮詢與維修服務市場 

拜全球 e 化潮流之賜，系統整合因而成為企業提升整體競爭力的熱門法寶之一，隨之而起的系統

整合服務遂成為熱門業務。目前市面上的系統整合服務，其內容大致包括企業資源管理、行政流

程 e 化、系統主機、應用程式、網路架構、備援機制與資訊安全的整合規劃與建置服務。顧問服

務亦為目前委外服務市場上的熱門項目，尤其隨著政府法令的強制要求、新巴賽爾協定的導入風

潮，以及舊式大型主機因民國一○○年時序問題的解決，甚至是企業面臨勞退新制所帶來營運成本

衝擊等因素影響下，安全委外的需求不但在政府機構與金融業界開始熱絡起來，就連一般企業也

開始體認到安全委外可能帶來的效益。 

安全管理服務是目前企業 IT 委外中的大熱門，該服務原屬資訊科技系統委外中的一環，但隨著資

訊安全問題日益嚴重，以及全球安全意識高漲潮流的帶動下，遂獨立成現今最熱門的 IT 委外項目

之一。雖然台灣一直以世界資訊產業重鎮自居，但實際上，資訊服務的概念與市場卻仍處於剛起

步的階段，由於大多數的企業一直難以接受服務有價的概念，使得相關資訊服務的業務推展困難

重重。 

目前市面上對於安全管理服務類型的定義皆有不同，大致上可分成安全防護設備、防毒、郵件、

儲存與異地備援等安全管理服務，而現存於市場上安全管理委外服務之中，均提供許多不同的服

務項目供使用客戶選擇，其中最基本的是安全防護設備的監控或代管，常見的設備包括防火牆、

入侵偵測／入侵防護或防毒。 

郵件安全代管可說明是目前十分熱門的安全委外服務項目之一，其不只提供郵件安全而已，而是

包括整個郵件系統與安全的代管服務，所以企業不用自行購買方案，也不必管理，只要監督服務

供應商是否達成目標即可。 

隨著數位犯罪手法精進，一般性的資安防護設備仍然存在著少許的風險及漏洞，換言之，高度自

動化的資安設備亦然存在著經由駭客持續挖掘下的資安漏洞，而此時則必須借由同樣具被駭客技

術能力的”白帽駭客”利用定期的滲透測試演練來協助補強這些漏洞以降低風險。 

  

(4)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有利因素 

a.產品代理種類齊全 

本公司代理的資訊產品多達三十多種，廠商包括世界知名大廠如 IBM、Brocade、A10、PaloAlto、

HP ESP、RSA SA、HDS、ORACLE、SYBASE、CheckPoint、Symantec、NetApp、VMware 、

Citrix、Juniper…等等，提供完整產品線以滿足客戶的需要，讓客戶能一次購足。 

b.佈建完整的客戶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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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提供完整的客戶服務、提供代理產品的功能展示及應用效益展示，並讓客戶瞭解到本公

司系統整合與專業加值服務的能力，讓客戶簽訂專案之前獲得實證，並且讓客戶能獲得就近且即

時的服務與問題解決、徹底了解產品功能與實際效益，以俾規劃最佳解決方案，故分別在台北、

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甚至美西地區及大陸地區建置完整的客戶服務網，

經由實際驗證，本公司客戶可獲得可靠的建議架構、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可行性的雛型驗證，並且

進ㄧ步確保專案建置時程、品質與經費預算，以達到強化雙方合作關係，促進專案建置圓滿成功

的目標。 

c.經營團隊經驗豐富，強調研發技術能力 

本公司目前擁有約 150 位的軟體開發技術人員，已為各大企業客戶完成數十個大型軟體建置案，

並且致力於研發多種軟體產品，深獲客戶信賴與喜愛，提供之研發軟體系統及專案服務有： 

1.敦陽 ERP，含跨買賣業 ERP、製造業 ERP、化工材料業 ERP、汽車業 ERP、財團法人 ERP

及國際貿易業 ERP 等。 

2.敦陽入口網站(Portal)，包括供應商 Portal、員工 Portal、顧客 Portal、B2B Portal 及企業資訊

整合 Portal 等。 

3.敦陽知識管理系統(K-Pro)。 

4.電腦整合製造專案(CIM)。 

5.軟體開發專案，包括 PLM 及 BPM 等。 

6.敦陽電信業應用軟體，包括 CEM、AppStore、CDR DataWarehouse 等。 

7.資安專業服務，包括網路弱點稽核服務、滲透測試服務、資安紀錄分析服務、安管中心建置服

務、資安產品客製化服務及資訊安全顧問服務等。 

d.員工向心力強，素質優良 

本公司目前擁有超過 600 位的員工，包括軟體研發、業務行銷、工程維修及行政管理等領域之各

式人才，大學、研究所以上學歷即佔了超過 95%，員工年輕化又充滿活力、創造力，再加以專業

人員擁有國外知名大廠專業證照，包括 Oracle 的 SCNA、SCJP、SCSSE、SCSA 等：Symantec；

Microsoft 的 MCP、MCDBA 等；Brocade 的 BCLE、BCNE 等；Check Point 的 CCSA、CCSE；

Citrix 的 CCA; Juniper 的 JNCIS、JNCIA 等;PaloAlto 的 ACE、CNSE;IBM 等等。 

e.公司獲利穩定，財務結構健全 

公司已朝向銷售高毛利、高貢獻度產品方向，本公司獲利穩定，財務結構健全，請参閱第 91 頁

至第 105 頁財務概況。 

B.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a.企業縮減 IT 支出 

企業受金融海嘯影響，在 IT 的軟硬體、服務等支持有可能減少。 

因應措施： 

公司將致力於擴大目標客戶群，增加在服務業、醫療、軍方等等客戶的經營。 

b.市場競爭激烈 

系統整合業的競爭市場極為激烈，有些生意機會不易維持想像中的毛利率。 

因應措施： 

公司將致力於新軟體研發，進入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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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發成效顯現耗時較長 

系統整合業者朝軟體研發簇擁，實屬為正確之舉措，然而動輒以新台幣數千萬元規模計算的大型

專案，建置期皆需耗時一∼三年，導致系統整合業者難在短期內建到開花結果的成效。 

因應措施： 

雖然研發成效的展現耗時較長，但研發能力代表公司未來競爭籌碼與利基點，故仍應不間斷投入

研發計劃，並於研發建置大型專案同時，亦可延伸其他中小型專案所需之技術與能力。 

C.發展遠景 

傳統性產品，因市場競爭者削價競爭的結果，致使產品毛利縮小，本公司有鑑於此，發展策略性

產品，積極投入資安設備、資安軟體、網路服務、網路整合應用及巨量資料等高附加價值市場，

分別闡述其未來發展遠景如下： 

a.資安設備市場 

無線網路的興起，不但突破了實體線路的束縛，無線訊號可穿越辦公室隔間屏風、牆壁，乃至樓

層、建築物的特性，更打破了建築實體內外的籓籬，使得資料的傳輸與網路的建立，變得更加方

便、更具彈性。但是，就駭客入侵與惡意攻擊方面來說，無線網路也同樣帶來比過去有線網路時

代更加便利、機動與隱密的特性。 

關於無線網路的安全問題，目前已逐漸浮現檯面，並成為許多企業網路安全的新隱憂，尤其相對

於有線網路而言，企業對於無線網路的安全與管理知識仍顯不足。企業無線路環境的安全管理，

以AP的管理與安全最為重要，光是一家企業內部，就可能同時佈建高達上百台乃至上千台的AP，

因此，AP 的運作、效能問題，乃至故障的排錯等管理與安全問題，自然相當棘手。 

為了進一步偵測不明的無線網路入侵，並有效對抗上述可能的安全風險，市面上愈來熱門的無線

入侵偵測產品即在此背景需求下應運而生。企業可以透過該產品來監管分析企業內部無線流量的

封包狀態，並依據入侵事件的類型，來檢測各種可能的非法行為，一旦網路流量出現異常，即會

自動發出警告並加以阻擋，上述皆為資安設備市場未來發展重點項目。 

b.資安軟體市場 

企業用戶對於資訊安全議題的關注，已從外部防禦延伸到內部控管，在大家過去耗費鉅資所建置

的防火牆、入侵偵測、防毒系統…等機制，已逐漸收到成效之後，如今便將焦點轉移到企業內部

的身分識別與存取管理上。 

資安解決方案已進入百家爭鳴的景象，除了加速企業廣域網路應用程式的傳輸速度之外，加速SSL

流量的解決方案亦是目前市場上的熱門議題。企業為了成本與安全問題，多不會將伺服器主機放

在遠端的分公司，但卻增加了應用程式流量與佔用頻寬等問題，導致應用程式效能不彰。再加上，

企業傳輸 SLL 以及視訊的需求不斷提高，更需要應用加速設備，亦造就了資安軟體市場的商機。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實施，各產業對於資訊設備存取記錄、資料庫稽核、網頁安全、內部人員

上網行為控管、滲透測試、弱點掃描等解決方案產生高度需求。 

c.網路服務市場 

雖然電子郵件依舊是網路安全威脅的主要管道之一，不過，隨著瀏覽器、Web Mail、即時通訊（IM）、

P2P 共享軟體、RSS 閱讀器等各式各樣 Web 應用的盛行，使得駭客、垃圾郵件發信者與病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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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開始將目標轉移到 Web 應用上，也因為如此，Web 攻擊成為網路上成長最快的威脅來源，

對於企業而言，豈可不審慎規劃相關的因應之道。 

對於企業用戶而言，Web 伺服器與各種 Web 應用及服務，已不可避免地成為對外接觸的主要管

道之一，因此，Web 安全防護遂成為今後企業營運上的首要目標，其中，Web 伺服器系統與 Web

應用程式的定期漏洞安全更新，無庸置疑地應列為首要達成的基本項目。除了漏洞更新之外，企

業內部的網管人員不僅要確保網站不致當機以及效能問題，更需要加強安全設計與防護能力；再

者，企業最好能透過高階防火牆或入侵防護等安全設施的建置，來保障網站的安全性，並阻擋駭

客不當的存取或連外的可疑動作，故網路服務市場仍是未來熱門議題，帶來無限商機。 

d.網路整合應用市場 

電話費是各企業每個月的必要支出，網路電話由於具備節費的優點，因此吸引相當多的企業主願

意花錢建置，使得企業網路電話市場的發展愈來愈蓬勃，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Gartner Group 提出

的報告指出，未來五年，全球有高達 80％的企業將導入網路電話。 

網路電話在未來五年內，將成為企業必備的通訊應用，由於相關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產品亦日趨

多元，VoIP 建置趨勢已從大型企業轉往中小企業，未來，歐洲以及亞洲地區的需求將會持續提升，

台灣市場也不例外，根據 IDC 的預測，到了九十七年，台灣 VoIP 市場的產值將達 3.6 億美元。

而台灣 VoIP 市場之所以如此興盛，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經濟部推動的中小企業 e 化計畫中，將

VoIP 列為基礎 e 化的應用服務之一，因此透過網路整合加強企業溝通能力，實為將 VoIP 應用從

大企業轉進中、小企業最重要契機。 

e.雲端服務 

未來有愈多的應用是不用把電腦伺服主機放在自己公司內部，放在外部就是所謂的雲端，這將給

我們帶來新的商機，不論是在硬體、系統平台、應用軟體或相關的服務都會因為雲端而改變。例

如：原來放在自己公司內部的 ERP 系統因為改放在雲端由一百家或更多的企業共用，軟體需要做

相當程度的修改，對本公司來說就是一種商機。 

在 App 將取代許多以人為主的應用議題上，以手持行動裝置、及 SmartTV 裝置為操作平台，可

以預期更多樣化的雲端服務將會伴隨著資訊產業對不同產業的深入下，界接產業、學術研發單位

而發展出另一塊以軟體(雲端)服務為主的商業供應鏈。 

f.巨量資料 

智慧型行動裝置爆炸性的成長，各式行動 APP 包含資料處理、多媒體應用等舉凡涉及食、衣、住、

行、育、樂等相關的 APP 也將會是爆炸性的成長。而經由個人、智慧型行動裝置、行動 APP 的

組合，可以預期的是巨量資料的產生。同時，IoT 的持續發展，同樣可以預見經由 M2M、穿戴式

等應用所產生的巨量資料。接下來如何利用 ICT 技術儲存如此巨量的資料，藉由高速的分析平台、

分析工具，以及創意無限的分析模型來產生新的商機將是各行各業進行探索之領域。而本公司將

以此為基礎來導入及開發相關解決方案，爭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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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產品線 主要產品 主要用途與功能 

伺服器主機 部門級伺服器主機 

企業級伺服器主機 

電子設計自動化〈ECAD〉工作電腦 

工廠自動化機台控制器電腦 

網際網路主機 

部門級計算、檔案與資料庫伺服器主機 

企業級計算、檔案與資料庫伺服器主機 

儲存設備 磁碟機、磁碟陣列系

統、儲存體區域網路

〈SAN〉、網路連結儲

存體〈NAS〉、磁帶機、

磁帶櫃、光碟伺服器裝

置 

整合各平台的儲存系統 

提高企業內部檔案存取的效率 

提供企業資料備份的整體解決方案 

提供企業異地備援、災難復原及永續經營之整體解決方

案 

個人電腦 桌上型個人電腦 

筆記型個人電腦 

精簡型電腦 

提供個人資料處理、連線網際網路及資訊流覽之電腦設

備及企業辦公室自動化〈OA〉環境、區域網路所使用之

個人電腦 

精簡型電腦提供終端畫面、由主機集中控管、個人端共

享主機資源之辦公室新流行趨勢 

電腦週邊產

品 

印表機 

監視器 

不斷電系統 

提供電腦使用者擴充或更新週邊設備所需之周邊商品 

網路產品 網路卡 

集線器 

路由器 

交換器 

網路管理軟體 

無線區域網路設備 

電腦網路設計規劃 

電腦網路連線設備 

電腦網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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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 主要產品 主要用途與功能 

電腦軟體 作業系統軟體 

系統及網路安全軟體 

辦公室自動化套裝軟體 

網際網路軟體 

電子商務軟體 

生產線自動化軟體 

無限解決方案軟體 

資料庫管理軟體 

機械設計自動化軟體 

資料備份軟體 

檔案和容量管理軟體 

叢集和複製軟體 

提供電腦硬體設備所需之軟體 

提供各種領域應用所需之軟體 

 

 

提供入口網路 EAI 及 B2B 建置所需之軟體 

提供生產線自動化相關軟體，包刮 MES，機台維

修，機台連線，…等等 

提供 PDA 及手機連線之軟體 

諮詢與維

修服務 

諮詢服務維修服務 依客戶的需求提供不同等級的服務提供相關產品售

後維修 

工程 光纖網路工程 

大樓電信機房工程 

依客戶的需求規劃及建置光纖網路 

提供大樓電信機房之規劃及建構 

 

2.產製過程：本公司以銷售開發資訊產品為主，並提供商品之附加價值予客戶及經銷商，故無產

製過程。 

(三)主要進貨商品之供應狀況： 

本公司係電腦相關產品的資訊服務業，主要進貨項目包括工作站及伺服器、儲存設備、個人電腦、

電腦週邊產品、網路產品、電腦軟體等，主要進貨廠商請参閱第 84 頁，關係穩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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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近二年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之名稱及其進銷貨金額與比率： 

1.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截至第一季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進

貨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進

貨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當年度截

至前一季止

進貨比率

〔%〕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群環科技 251,719 10.21% 非關係人 聚碩科技 371,442 10.83% 非關係人 

台灣斯達康

電信 
127,209  18.42% 非關係人 

2 
聚碩科技 247,997 10.06% 非關係人 

台灣國際

標準電子 
356,237 10.39% 非關係人     

3             

 其他 1,965,303 79.73%  其他 2,702,059 78.78%  其他 563,427  81.58%  

 進貨金額 2,465,019 100.00%   進貨金額 3,429,738 100.00%   進貨金額 690,6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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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資料之產品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截至第一季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比率

〔%〕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當年度截

至前一季止

銷貨比率

〔%〕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無   無 亞太電信 652,072 14.78% 非關係人 

中華電信南

區 
124,459  11.72% 非關係人 

2 
        

中華電信北

區 
112,827  10.63% 非關係人 

 其他 3,651,486 100.00% 其他 其他 3,761,162 85.22%  其他 824,562  77.65%  

 銷貨金額 3,651,486 100.00% 銷貨金額 銷貨金額 4,413,234 100.00%  銷貨金額 1,061,8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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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減變動原因 

A.進貨增減變動原因說明：主要因市場變化及進貨考量，向供應商進貨情形略有變化。 

B.銷貨增減變動原因說明：本公司為因應不同客戶需要，代理銷售之產品種類相當多樣化，銷售

對象亦涵蓋一般企業、財團法人、政府機構、學校及醫療院所等，跨足行業極為廣泛，103 年有

一家客戶占銷貨金額百分之十以上，主要因客戶有大型專案進行所致。 

(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表 

本公司屬資訊服務業，故本表不適用。 

(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表 

本公司屬資訊服務業，以電腦系統及其週邊產品之規劃、整合、銷售並取得相關維修服務為主要

業務，由於其所經銷代理之產品種類繁多，且數量單位不一，本公司僅依性質加以歸類，較無一

致之數量統計單位，故僅依產品類別之銷售值統計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銷售值 

主要商品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工作站及伺服器主機 386,354 31,522 521,717 45,236 

個人電腦 38,466 523 38,970 10,855 

電腦週邊產品 280,331 1,784 241,723 3,561 

網路產品 472,135 41,927 1,052,225 42,919 

電腦軟體 440,006 20,346 493,010 29,698 

諮詢與維修服務 1,242,956 56,594 1,164,037 66,681 

儲存設備 575,371 26,832 637,725 25,800 

其他 9,576 8,825 16,335 8,012 

工程 0 17,938 0 14,730 

合計 3,445,195 206,291 4,165,742 24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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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統整合業關鍵績效指標 

(1)客戶滿意度指標 

老客戶繼續與公司保持交易關係的比例，亦為客戶的忠誠度及滿意度，公司為資訊服務業，客戶

滿意度是業績延續關鍵。 

項目 本公司實績值 

客戶延續率即客戶保持率 92% 

 

(2)整合能力指標 

公司系統整合服務的能力，整合性服務業務的毛利高，指標比率愈高對公司毛利貢獻度愈大。 

項目 本公司實績值 

整合性服務比率 28% 

 

五、從業員工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人數、平均服務年資、平均年齡及學歷分

布比率：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截至 104 年 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業務人員 146 135 140 

技術人員 300 325 317 

行政人員 107 106 107 

研發人員 63 63 59 

合計 616 629 623 

平均年歲 35.63  42.29 42.77 

平均服務年資 6.18   8.24 8.6 

學 比 

 歷 

分 例 

佈 % 

博士 0.00  0.00  0.00 

碩士  19.16  20.97 20.87 

大專  77.75  76.24 76.08 

高中   3.08   2.78  3.05 

高中以下   0.00  0.00  0.00 

 

六、公司治理 

敦陽科技重視營運透明度及公司治理，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以及其他相關法令擬訂有

效的公司治理組職架構與執行實務面規範，持續有效提升管理績效、保障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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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因污染環境所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處分總額及未來因應

對策(包括改善情形)及可能之支出(包括未採取因應對策可能發生損失、處分及賠償之估計金額):

無，本公司係從事電腦產品之測試、安裝及行銷，不會產生污染，更不致破壞生態環境，故並無

防治污染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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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練、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

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a.各項運動比賽等休閒活動 

b.國內、國外團體旅遊活動 

c.生育補助 

d.交誼廳 

e.年節禮券 

f.慶生會 

g.特約商店 

h.年終晚會摸彩 

i.書報雜誌(借)閱覽 

j.勞、健保、團保 

k.教育訓練補助 

l.員工分紅入股 

m.婚喪賀奠金補助 

n.模範同仁表揚及獎勵 

o.13 個月保障底薪 

(2)員工之進修及訓練情形: 

 a.本公司訂定「教育訓練辦法」，每年提供教育訓練補助經費，讓同仁自由選擇與自身工作相關之

內部或外部訓練課程，同時依職能及專業技能之需求規劃相關培訓課程，以加強員工知識及技能，提

升員工整體素質。一０三年度相關教育訓練支出經費 3,126 仟元；內部及外部教育訓練人數合計約

555 人次，總訓練時數合計 3,176 小時。 

 b.公司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其取得主管機關指明之相關證照情形：財會中心人員取得高考會計

師執照二名。 

(3)退休制度: 

本公司自民國八十七年三月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並同時對正式聘用員工訂有退休辦法，員工退休金之

支付係依據服務年資及退休時之平均薪資計算。本公司按薪資總額之一定百分比提撥退休準備金。該

退休準備金係委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管理，並以該委員會名義存入臺灣銀行。 

因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國九十四年七月ㄧ日起施行，並採確定提撥制。實施後員工得選擇適用「勞動

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或適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並保留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對適用該

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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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資協議情形: 

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本公司為科技資訊產業，人員素質非常整齊，公司理念明確，經營管理制度健

全且能落實執行。本公司一向重視員工意見，除正常組織系統外，為加強勞資雙向溝通，定期舉行勞

資會議，建立雙向溝通管道。希望藉由本公司的努力，勞資雙方能取得共同認知，使員工與公司之利

益相互結合。 

(5)員工行為或倫理守則 

本公司編製有員工工作規則，訂有員工從業道德行為規範，做為員工平常工作及行為之遵行依據。 

本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是為追求高度之道德行為標準，使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各級主管及員工皆

能有所遵循，防止不當行為發生，促使其行為符合下列標準： 

a. 防止利益衝突。 

b.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c. 保護營業祕密。 

d. 以公平的方式對待客戶、廠商、供應商及競爭廠商。 

e.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f. 遵循法令規章。 

道德行為準則相關內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www.sti.com.tw 公司治理專區/道德行為準則。 

(6)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A.工作環境安全的保護措施: 

編號 目標/標的 方案 現況說明 執行情形 

1 

防止物體儲存

電荷成帶電體

及鄰近帶電體

附近的物體産

生靜電感應  

改善及降低靜

電效應 

現況工作桌採用木製及不銹鋼材質，因無法

將靜電導到大地或導電速度太快，而傷害設

備電子元件，所以必須鋪設防靜電桌墊，其

表面阻抗值在 10( 6) ~10( 8) Ω(上層) ，底

層則為 10( 4) ~10( 6) Ω，並且各別接地。 

1.增設靜電接地線       

2.鋪設防靜電桌墊       

3.人員配帶防靜電

手環 

2 

依消防法規定

均設置消防安

全設備 

甚防火災發生

及措施 

二樓以上樓層每 100 人以下均設置緩降機

具一台，每 100 人增設一台，每樓層清楚

標示逃生出口及滅火器裝置，10 樓以上均

設有自動灑水頭設備 

每年消防安全檢查 

3 
廢棄物分類回

收 

一般、保麗

龍、棧板 

廢棄物確實分類，保麗龍、大型棧板由專門

回收環保公司處理 

環保局認可之環保

公司 

4 

工作環境的保

險 

火險、商動

險、公共意外

責任險 

屬於敦陽科技所有的租賃及自有的工作場

所 

每年投保 

http://www.s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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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a) 本公司為全體員工人身安全，特為全體員工投保定期壽險及意外險，以維護員工因疾病或職業災

害時，即時給予必要協助。 

(b) 本公司每年提供員工健康檢查。另於新流感期間，迅速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於總公司各樓層及各

辦事處發放防疫物品，同時製發「H1N1 新流感防疫手冊」予全體員工，以達到保護員工身體健康。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 

 

九、重要契約                                                          104 年 3 月 31 日 

合約種類 對方立約人名稱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合約內容 
重大限

制條款 

經銷商代理合

約 

美商甲骨文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015/3/08 2017/03/07 

FULL USE PROGRAM 

DISTRIBUTION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美商甲骨文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015/03/08 2016/08/31 

FIELD DELIVERY SUPPORT 

PROVIDER ADDENDUM to the 

ORACLE PARTNERNETWORK 

FULL US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Hitachi Data Systems 

Limited 
2007/04/01 無 Channel Partner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Hitachi Data Systems 

Limited 
2004/08/01 無 

Partner Authorised Service 

Provider (PASP)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1/01/28 無 HP Agreement Amend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荷蘭商聯想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012/06/27 2015/06/30 

經銷代理 IBM Business Partner 

Agreement Reseller Profile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13/09/27 2015/09/26 

經銷代理 IBM Business Partner 

Agreement Solution Provider 

Profile(RS6000/SSD/GTS 

Services)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 
2013/11/01 無 

Alliance Partner Network, 

Partner Participation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Symantec Asia 

Pacific Pte Ltd 
2009/05/13 無 

Authorized Reseller Agreement 

(APJ)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NetApp B.V. 2014/01/31 2017/01/30 

NETAPP PARTNER 

AGREEMENT  
無 

經銷商代理合

約 

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 
2014/12/01 無 

IP-Reseller-Elite 

SAN-Reseller-Select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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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營運發展 

2.2.1 董事會 

本公司董監事之選舉遵循「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現行董事成員共十席，所有董事均為股東投票產生，董事成員多元化，具備不同專業背景及工作

領域，有效地承擔其職責，其職責包括建立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監督、任命與指導公司管理階

層，強化管理機能，並且負責公司經濟面、社會面及環境面相關整體的營運狀況，致力於利害關

係人權益極大化。 

董事會成員之背景資料、學歷、兼任其它公司職務及董事會、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之揭

露，皆已公佈於公司年報，並可在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網站(http://www.sti.com.tw/)中查詢到公

司年報資料。 

 

 

 

 

 

 

 

 

 

 

 

 

 

 

 

 

 

 

 

 

 

 

 

 

董事會成員 性別 

董事長 梁修宗 男 

董事 李大經 男 

董事 陳國鴻 男 

董事 蔡新傳 男 

董事 曾義舜 男 

董事 陳星州 男 

董事 楊宗益 男 

董事 劉先民 男 

董事 瞿瑞華 女 

董事 周進益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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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主要股東 

停止過戶日：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8,211,000  6.18% 

梁修 4,764,198  3.58% 

丁靜 3,000,000  2.26% 

國泰人壽 2,890,000  2.17%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次元新興市場評估

基金投資專戶 
2,259,200  1.70% 

陳星州 2,186,559  1.64% 

蔡新傳 1,925,642  1.45% 

楊宗益 1,634,548  1.23% 

余明長 1,528,718  1.15% 

唐桂珍 1,500,000  1.13% 

2.2.3 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一）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公積

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及另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餘額加計以前年度未

分配盈餘後，除保留部分外，得依下列比率分配： 

1.董事監察人酬勞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2.員工紅利不得低於百分之三。 

3.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東紅利及員工紅利之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股利總

額之百分之十，董監事酬勞以現金方式發放。其中員工股票紅利分配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本公司經營高科技事業，屬企業生命周期之循環期。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

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

每年依法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 

前項盈餘之分配得全數或保留部份，應由董事會提請股東會同意。 

（二）本年度決議股利分配情形 

本公司一０三年度盈餘分配，經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通過，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 元，本次現金

股利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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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請參閱股利政策說明。  

2.本年度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配

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以民國一０三年度之稅後淨利考量法定公積等因素後，依本公司章程所定盈餘分派政策，估計

員工紅利金額為44,000,000元，董監酬勞金額為0元，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

差異且其差異金額非屬重大時，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3.本年度董事會通過之一０三年度配發員工分紅等資訊： 

自民國九十七年起實施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費用化，本公司一０三年度財務報表已將員工紅利及董事、

監察人酬勞費用估計入帳，故設算之每股盈餘與財務報表帳列數相同。 

本公司一０三年度盈餘分配，經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通過，配發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44,000,000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0 元。董事會決議分配金額與 2014 年度財報表估列金額並無異。 

4.前年度決議員工分及董監事酬勞資訊 

本公司一０二年度盈餘分配，經一０三年三月二十日董事會通過，配發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44,000,000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0元。董事會決議分配金額與一０二年度財報表估列金額並無異。 

 

2.2.5 薪酬委員會 

主席：王怡心委員 

成員：詹毓玲委員、周康記委員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敦陽科技依法於100年12月19日經

董事會決議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利遵循。 

敦陽科技薪酬委員會成員共三名，依法聘任具備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之專業人士擔任，以維持薪酬委

員會之獨立、專業與公正性，並避免委員和公司間利益衝突的風險。薪酬委員會監理範圍包含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等。 

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本公司之薪酬政策及計劃，以確保可以吸引、激勵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

本委員會每年審議關於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及員工分紅。 

依敦陽科技「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薪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2014 年度薪酬委員

會共召開 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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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敦陽科技與環境   

3.1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本公司皆代理國際知名品牌的領導產品。而且團隊在這領域耕耘多年，累積豐富的導入經驗，能為客

戶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本公司所代理的產品，功能更完整，整合性擴充性更佳。在地化服務團隊，提供比國外團隊服務品質

更佳、更貼近的及時服務。 

全省設有8個服務據點，包含總公司新竹、台北營運中心、辦事處有桃園、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及東部花蓮辦事處，8個服務據點涵蓋全省服務範圍，拉近與客戶距離，提供全方位的就近即時服務，

追求客戶的滿意度，正是本公司的精神指標 ”保有創業的精神，追求客戶的滿意度” 。 

3.1.1多元的叫修服務窗口 

隨著 IT 變化快速多元有各種多元化的溝通管道，本公司亦提供各式多元化的叫修服務窗口，以提供

快速多元主動的叫修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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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Help Desk System客服系統 

本公司自行開發的客服系統提供系統整合商專屬的客服系統，包含0800客戶諮詢叫修系統、設備安

裝資料及客戶系統、備品管理暨壞品送修系統、維修零件系統及客服資料查詢等系統，支援客戶維護

服務之系統程序化，以確保維修服務穩定的流程運作以支持加強客戶的滿意度。 

 

 

3.1.3 各地叫修服務標籤讓客戶方便叫修 

各地區均有就近即時服務的業務及工程人員，明確的地區化。免付費服務窗口以方便客戶隨傳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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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平時維修服務隨時追求客戶的滿意度 

（一） 銷售人員隨時反映客戶滿意度 

平時第一線的銷售人員在客戶有任何狀況或不滿意時，均會即時反映給相關部門改進檢討或調整。 

（二）客服中心在客戶叫修維修服務完成後再次主動確認客戶結案 

每一客戶叫修案件，除工程師回覆叫修解決結案外，0800客服人員會就叫修案件再去電客戶確認客

戶結案，以聽取客戶的反應回饋意見，確保每件叫修維修服務的滿意度。 

 

3.1.5 客戶滿意度調查 

以全省各地客戶為調查對象，以網頁為調查工具，採年度性調查，以mail通知客戶調查訊息，也藉以

感謝客戶長期支持與愛護本公司的相關各項產品。  

本公司將保持一貫優質的全面服務，並本著不斷學習不斷改善的精神，來配合客戶的需求，以提供盡

善盡美之服務，為了提供更迅速、更完滿的服務，本公司實施客戶滿意度調查，期待客戶能提供寶貴

意見，期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一）客戶滿意度調查分3大類及細類： 

1.設備類(主機/網路/資安/儲存/虛擬化等)。 

2.人員(銷售/協銷/客服接聽人員/客服技術諮詢/服務工程師)。 

3.整合整體滿意度(整合方案/人員/設備)。 

（二）客戶滿意度調查評分細項分類 

1.人員評分： 

服務態度/專業知識/服務品質/約定到達時間之準確性等。 

2.設備類評分： 

機器穩定性/機器操作的容易度/交貨品質(如短缺,瑕疵...)/系統軟體支援環境/此套設備對您工作上的

助益等。 

3.整體費評分： 

解決問題的專業性/工程師整體服務滿意度等。 

 

（三）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客戶調查回饋之資料，經過整理分類統計，針對客戶反映的意見及評等為很不滿意及不滿意度調查結

果，轉到相關單位及個人檢討，並進而由負責該客戶的銷售人員主動拜訪關懷客戶瞭解情況，針對不

滿意問題確實檢討改進符合客戶需求，努力追求達成客戶的滿意度，以下為年度滿意調查結果分類，

有效回收問卷190件，茲統計部份滿意度圖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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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應鏈管理  

3.2.1供應鏈溝通與管理 

敦陽科技以「合作共生」的理念，期冀與供應鏈建置一個互助、合作、互惠的關係，願與合作夥伴一

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的新趨勢。 

互助：資源分享並輔導供應鏈執行綠色管理 

合作：相互交流與學習，共同提升競爭力 

互惠：成為企業標竿，一同邁向永續發展 

 

3.2.2健全的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我們嚴格執行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每年訂立目標及行動方案持續改善環安衛績效，並致力於

減少營運對全球環境及社區所帶來的影響。 

敦陽以系統整合及諮詢服務經營模式運作，總部坐落於新竹市，緊臨竹科園區外圍，是一般商業辦公

大樓。除了總部辦公區外，其他辦事處及發貨中心營業據點皆屬於一般商業辦公大樓或一般工業用廠

房。我們全面遵循敦陽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徹底執行敦陽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以幫助我們達成對於環

境、安全與衛生的承諾與目標，包括管理對人員與環境的潛在風險、降低公司營運的衝擊及產品對環

境的影響、定期監督法規的符合性與敦陽標準的執行情形，以及確保員工擁有舒適的工作環境及重視

健康與安全維護的各項措施。 

 

3.2.3 採購供應商溝通 

 
溝通內容 溝通方式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供應商評鑑、 

供應商考核、詢價、採購、發包等。 

 

公司網站、ISO 9001/14001、 

OHSAS 18001 制度、傳真、email 

或電話聯繫、巡檢等。 

3.2.4 供應商的篩選與綠色採購 

（一）衝突礦石（金屬）採購政策： 

宣導供應商必須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並確保產品不使用該類衝突礦區金屬材料。 

（二）揮發有機物(VOCs) 的管制與供應鏈水風險管理： 

鼓勵供應商應主動針對各項逸散源採取有效處理技術，減少揮發有機物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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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本公司屬於資訊服務業並無產品製造，我們秉持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責任，持續地推動再生資源的使

用，售出產品選用及要求環保材質，督促供應商使用環保材質及減少包裝量，以促進資源分類回收與

再循環利用，其回收比例高達 95%以上。 

 

3.2.6 交通運輸，營運運輸產生的重大環境衝擊  

本公司並無運輸車隊，故不會造成對營運運輸產生重大環境衝擊，但本公司持續地推動節能減碳措施，

善用科技減少油料使用，降低 CO2 排放量，例如規劃交通運輸最短行程減少繞路耗油，使用環保節

能車輛純電或油電混合車，並善用大眾運輸降低車輛使用頻率以減少排放量。 

 

3.2.7 供應商管理 

本公司經銷代理國外知名廠商產品，在尋求配合供應商的準則中，除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品質、交期

及價格外，力求符合各項國際標章及法規，協助客戶建構及使用資訊架構時減輕對環境的衝擊。 

（一）綠色環保 

1.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Inc.公司取得 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認證及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  

2.思科系統公司取得 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落實 Life-Cycle Assessment  

3.美商甲骨文公司產品符合歐盟 CE 法規，並實施 TW-RoHS 規範 

4.NetApp 公司符合 WEEE、EU RoHS 及 REACH 規範，通過 ISO 9001、ISO 14001,  落實 North 

America Recycling Policy 

5.惠普科技公司 Server 獲得能源之星(Energy Star)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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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電磁檢驗 

1.日立數據系統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2.Citrix Systems, Inc 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3.美商甲骨文公司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4.NetApp 公司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5.Palo alto Networks 公司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6.惠普科技公司產品取得經濟部 BSMI 標準檢驗認可 

 

   



 
 

64 

 

   

 

（三）保護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不銷售具有爭議性及侵權之產品，並與合作廠商簽署保密合約。 

 

 

3.3 客戶隱私權保護 

本公司視客戶隱私權為重要財產,且保護客戶隱私權具社會性責任,關於業務處理上所涉及之客戶隱私,

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制定了以下客戶隱私權保護政策。 

（一）客戶隱私權保護政策之目的 

本公司為獲得客戶永久信賴,必確實保障客戶隱私權。 

（二）我們對客戶保護隱私權的承諾 

本公司為重視客戶的隱私權,使客戶更易於瞭解本公司對客戶提供客戶隱私資料時,所採取之使用及保

護客戶隱私保護政策,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以維護客戶隱私資料的安全性、完整性及正確性及確

保資料使用的合目的性,乃敦陽科技對客戶的承諾。 

（三）關於客戶隱私資料之蒐集 

本公司於搜集客戶隱私資料時,將對客戶明確說明使用目的,並在基於達到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合法公

正使用。 

（四）客戶可能提供的客戶隱私資料 

本公司為因應與客戶往來業務之實際使用需求,將要求客戶提供客戶隱私資料（諸如地址、電子郵件

信箱、電話號碼、傳真號碼，身分證字號，往來銀行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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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回應社會現況的產品與服務 

3.4.1 環境與能源管理 

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等異常現象，衝擊企業獲利、增加企業風險；人類大量消耗造成自然資源耗竭；

過度的燃燒煤炭及石化燃料導致空氣污染；使用複雜的化學物質更危害人體的健康。這些現象對我們

的生活及工作造成重大的影響，甚至危害到下一代的生存權利。有鑒於此，我們秉持企業永續發展的

環境責任，持續地推動節能減碳措施與再生能源的使用，不僅從自身做起，更廣邀供應商夥伴共同參

與，持續地提昇能源管理的績效並增加環保材質的使用，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並促進資源的循環再利

用。透過這些努力，一方面提供顧客安全無虞的產品服務，另一方面更可以發揮創新能力，協助節能

減碳，積極掌握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朝向成為一家環境友善企業的目標邁進。 

3.4.2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我們嚴格執行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每年訂立目標及行動方案持續改善環安衛績效，並致力於

減少營運對全球環境及社區所帶來的影響。 

3.4.3健全的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敦陽以系統整合及諮詢服務經營模式運作，總部坐落於新竹市，緊臨竹科園區外圍，是一般商業辦公

大樓。除了總部辦公區外，其他辦事處及發貨中心營業據點皆屬於一般商業辦公大樓或一般工業用廠

房。我們全面遵循敦陽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徹底執行敦陽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以幫助我們達成對於環

境、安全與衛生的承諾與目標，包括管理對人員與環境的潛在風險、降低公司營運的衝擊及產品對環

境的影響、定期監督法規的符合性與敦陽標準的執行情形，以及確保員工擁有舒適的工作環境及重視

健康與安全維護的各項措施。 

 

3.4.4綠色採購管理 

將採購之綠色要求、供應商之控管，皆透過電子化採購系統 ，隨著訂單一併發送給供應商，以執行

綠色採購管理。 

敦陽採購評選以供應鏈產品碳足跡為訴求，要求供應商須將供應鏈產品碳足跡納入管理中；特別在遵

循歐盟RoHS 環保指令，要求供應商使用的原料、包裝或污染排放中不得含有有害物質。 

1.減少整體供應鏈庫存負擔 

2.提升供貨速度與客戶即時服務 

 

3.4.5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本公司對內及對外均設置申訴網站，提供投資人、員工、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進行各種問題(含環境

問題)申訴之管道。申訴管道網址：www.s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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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敦陽科技與員工 

4.1 員工政策 

敦陽科技，自成立以來，始終秉持著「我們要一直保有創業之精神」、「我們要一直追求客戶之滿意」

為公司核心信念的價值體系，建立敦陽科技企業文化「人才」、「速度」、「紀律」、「分享」，透

過核心價值及企業文化，為客戶創造更大的商機與更高的利潤服務，使敦陽科技能成為贏得股東、客

戶和員工永遠信賴，永續經營的優質公司。 

為實踐敦陽科技的核心價值信念與永續經營願景，敦陽科技將員工視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因為員工

才是使公司能持續保持優質成長、不斷地擁有進步動能的最重要關鍵。敦陽科技嚴格遵守各項勞動法

令要求，訂定相關規章與規範具體保障員工權益，持續推動多元的員工培育關懷專案，促進員工身心

健康，為員工創造一個和諧良善的工作環境，透過各項人力資源的制度與施策落實執行，積極從工作

面、生活面及健康面切入全方位照顧員工。讓員工熱情地投入於工作中，並且充份發揮卓越的表現，

得到客戶、長官及同事的肯定，於工作中獲得成就感，進而帶動公司持續地成長；同時更能進一步使

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中獲得身心平衡，期許每位員工都是快樂的敦陽科技人、讓公司與員工共同創造未

來卓越的藍圖並擁有幸福和諧的人生。 

 

4.1.1反貪瀆 

敦陽科技承諾並遵守法律及道德標準來維持商譽及從事業務活動；制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並依照政府制定的廉政倫理規範，訂定「員工工作倫理反貪腐反行賄暨商業活動規範」，使全體員工

了解公司日常營業活動之各項作業流程，反貪腐、反行賄之規定，俾使員工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 

公司另訂定獎懲辦法並請每位員工(含新人報到時)簽署「員工具結廉潔承諾書」；廠商資料建檔時，

採購也會要求廠商簽署「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廉潔承諾書」，要求廠商必須遵守敦陽的廉潔規定，

不廉潔的廠商，採購將列為拒絕往來戶。 

每年不定期實施教育訓練，對全體同仁加以宣導至少一至二次；俾能維持本公司之信譽及法律、道德

標準。本公司「員工工作倫理反貪腐反行賄暨商業活動規範」就反貪瀆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禮物與招待： 

人才 

速度 

紀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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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社交禮俗之餽贈(包括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退休、離職等活動)，一般人社

交往來市場不超過新台幣3,000元。 

2.受邀或邀請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應拒絕參加。 

3.受邀或邀請與職務「無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可參加，但宜注意場合及對象。 

4.受邀或邀請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時，僅得接受茶點及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不得款待或接

受、受邀之相關單位的飲宴及其他應酬活動。 

5.與受邀者應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 

6.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 間之廠商，不得捐獻政治獻

金。 

二、業務上之商業活動： 

1.員工不得基於獲取或留住業務，或確保任何不當圖利之目的，向任何政府或公共國際組織官員、政

黨或政治職位候選人、或任何有商業往來之客戶或供應商的公司董事、主管、員工或代理商，直接或

間接提供或承諾提供金錢或任何有價物品而構成賄賂之行為。 

2.員工不得對任何人，包括公務員、企業人員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3.員工禁止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金錢、餽贈、服務、優待、款待、應酬及其他利益於

任何人。 

4.員工不得借用廠商名義或證件投標、亦不得將公司文件、印章、工程師認證資料、憑據等提供給他

人。 

4.2 員工概況及結構 

4.2.1 員工的概況 

截至 104 年底，敦陽科技全球員工總數為 592 人，其中男性員工比例為 70.95%，女性員工比例為

29.05%，台灣員工總人數為 582 人，其餘地區為 10 人。 

去年 103 年底，敦陽科技全球員工總數為 611 人，其中男性員工比例為 71.52%，女性員工比例為

28.48%，台灣員工總人數為 605 人，其餘地區為 6 人。 

一、地區分布圖表 

    

 

1% 

48% 

3% 

30% 

5% 
2% 

3% 
4% 

1% 
3% 

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地區分布人數圖 

PRC

台北 

桃中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北 

47% 

新竹 

30% 

桃中 

3% 

台中 

5% 

嘉義 

1% 

台南 

3% 

高雄 

5% 

花蓮 

1% 

大陸 

1% 

駐點 

4% 

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地區分布人數圖 

台北 

新竹 

桃中 

台中 

嘉義 

台南 



 
 

68 

 

 

103 年 104 年 

台灣 大陸 越南 美國 台灣 大陸 越南 美國 

男 70.70% 0.82% 0.00% 0.00% 69.43% 0.84% 0.68% 0.00% 

女 28.31% 0.00% 0.00% 0.16% 28.89% 0.00% 0.00% 0.16% 

 

二、依聘僱合約之員工組成 

104 年 

地區 

男 女 

全職 約聘 身障聘用 小計 全職 約聘 身障聘用 小計 

台灣 392 18 1 411 163 8 0 171 

中國 5 0 0 5 0 0 0 0 

美國 0 0 0 0 1 0 0 1 

越南 4 0 0 4 0 0 0 0 

合計 401 18 1 420 164 8 0 172 

103 年 

地區 

男 女 

全職 約聘 身障聘用 小計 全職 約聘 身障聘用 小計 

台灣 418 13 1 432 167 6 0 173 

中國 5 0 0 5 0 0 0 0 

美國 0 0 0 0 1 0 0 1 

合計 423 13 1 437 168 6 0 174 

 

三、有無管理職的人數組成 

 

104 年 
男 女 

有管理職 沒有管理職 有管理職 沒有管理職 

台灣 94 317 28 143 

中國 3 2 0 0 

美國 0 0 0 1 

越南 0 4 0 0 

合計 97 323 28 144 

103 年 
男 女 

有管理職 沒有管理職 有管理職 沒有管理職 

台灣 99 333 26 147 

中國 3 2 0 0 

美國 0 0 0 1 

合計 102 335 2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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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員工的結構 

一、學歷結構組成 

 

二、職位角色分配 

類別 男 女 總人數 

行政 22 3.72% 72 12.16% 94 15.88% 

業務 83 14.02% 37 6.25% 120 20.27% 

SE 105 17.74% 29 4.90% 134 22.64% 

PS 56 9.46% 16 2.70% 72 12.16% 

PM 6 1.01% 10 1.69% 16 2.70% 

CE 129 21.79% 0 0.00% 129 21.79% 

PT 19 3.21% 8 1.35% 27 4.56% 

合計 420 70.95% 172 29.05% 592 100.00% 

 

三、年齡級距 

 

年齡 男 女 總人數 

不滿 30 歲 48 8.11% 32 5.41% 80 13.52% 

30-39 歲 138 23.31% 87 14.70% 225 38.01% 

40-49 歲 189 31.93% 43 7.26% 232 39.19% 

50-59 歲 42 7.09% 9 1.52% 51 8.61% 

60-69 歲 3 0.51% 1 0.16% 4 0.67% 

合計 420 70.95% 172 29.05% 592 100.00% 

 

 

 

 

學歷 男 女 總人數 

博士 1 0.16% 0 0.00% 1 0.16% 

碩士 107 18.10% 29 4.90% 136 23.00% 

大學 242 40.90% 106 18.00% 348 58.94% 

專科 59 9.90% 33 5.50% 92 15.40% 

高中 11 1.80% 4 0.70% 15 2.50% 

合計 420 71.00% 172 29.10% 5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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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員工留任 

（一）員工離職率 

敦陽一貫秉持員工是企業重要的資產，有完善的晉升管道及員工福利制度，促進員工不斷向上自我提

升，以成就員工個人職涯發展；而在離職管理上，一旦員工提出離職需求，人力資源單位隨即會視需

求安排與當事人進行離職面談，務求瞭解員工的離職原因，並盡全力進行員工慰留與關懷。 

2015 年度(1 月~10 月)~累計離職率- 以性別區分 

性別 男 女 Total 

離職人數 78 33 111 

 

2015 年度累計離職率- 以以年齡區分區分 

年齡 <30 歲   30-40 歲 41-50 歲  >50 歲  Total 

離職人數 26 51 28 6 111 

 

（二）員工育嬰留停 

敦陽針對有育嬰需求之員工，給予實質之關懷與照顧，包含留職停薪之安排、工作職涯再規劃或轉調。

也因此2013 年度迄今申請留職停薪者達到91％的復職留任率，可見敦陽提供完善員工照顧之機制，

且亦獲得員工之肯定。目前正在育嬰留職停薪的人數共 3 位： 

 

2013 年度~2015 年度 育嬰留職停薪分析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人數 備註 

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人數(A) 11  

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 

且復職人數(B) 
10 

1 位員工在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請離職 

回任率(B/A) 91%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人數(C) 10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繼續工作人數(D) 8 
2 位員工在 

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即自請離職 

留存率(D/C)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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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人員招募 

敦陽科技依據營運策略及員工職涯發展，透過各種管道、招募各方優秀人才，創造公司無限可能的人

才價值。本公司人員招募皆依當地法令規定並遵守規範。為保障兒童身心發展健全，敦陽秉持應有的

社會責任從未雇用童工，並且在招募程序中嚴格審查與執行，未來亦同。而除了保護兒童身心發展健

全，不聘用童工之外，公司為了照顧身心障礙者，也積極在招募上，給予身心障礙者一個機會。目前

公司內部有聘用一位身心障礙者。 

此外，本公司建置 IT 系統，以做好員工勞動時間及應休假日期之管理，以保障員工身心平衡。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敦陽基於時代潮流的快速演進，科技產業競爭激烈，而教育訓練則是確保人力資本得以持續增值的重

要方法。敦陽根據訓練與發展模型與公司現有制度，定義各職等之能力基礎，同時透過公司內外部資

源的整合與運用，對全體員工無分性別，依據工作類別提供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欲以完善健

全之教育訓練，達成留才與育才之目的。 

 

4.3.1 依不同職能發展設計訓練課程 

敦陽對各階層主管及同仁皆有管理職能或核心專業能力的設定；內部訓練課程設計，係依據職能模型

來規劃相對應的發展課程，除必訓課程外，同仁亦可依個人需求與未來發展考量，參與各項選訓課程，

提早為下一階段職涯規劃與發展預先做好準備。 

4.3.2 專業工程師培訓學程 

依據各工程單位之專業人才需求及專業職能盤點，規劃專業工程師內外部培訓學程，透過紮實的專業

訓練體制，提昇整體工程師專業水準及工程服務品質。 

4.3.3 專業技能評鑑 

在專業技能鑑定之強化、客戶專業要求、工程師專業知識提昇等方面，藉由配合國際大廠的專業認證

鑑定，有效評定同仁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以提高工作品質，進而達到不同屬性的客戶需求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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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供應商教育 

敦陽提升供應鏈管理品質，並請供應商簽核廉潔承諾書或宣傳及溝通敦陽推廣之供應鍊管理作法。 

並希望針對供應商品質、財務、價格、環保各面向評核，符合敦陽要求條件者，方可成為敦陽供應商。

會確認遵照各面向及「電子行業行為準則4.0」(簡稱EICC) 之綱要標準經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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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員工權益保障 

4.4.1 員工薪資 

員工薪資依據其職位及學經歷、巿場行情來決定整體薪資，不因年齡、性別、種族、宗教、婚姻狀況

等因素而有所差別待遇。敦陽亦保障員工享有高於勞基法基本工薪之規定。 

 

4.4.2 公平績效考核制度 

為落實公司營運計劃與個人及組織之目標，並瞭解同仁之工作績效，以公平合理之績效考核制度進行

評核，並做為薪資調整、人員晉升、紅利發放、員工訓練發展之依據，公司於每年定期進行全公司之

績效考核之作業，考核重點包含過去工作檢討及未來目標訂定，此目標由主管與同仁共同訂定。對於

績效不彰者，將輔以施行改善計劃或協助轉調至適任單位。轉調需求及業務內容變更，均依勞基法之

規範執行。 

 

4.4.3 退休金制度 

敦陽科技依據政府之法定退休制度，依相

關規定為每位員工提撥退休金，員工參與

退休計劃比率100%。依據政府規定之勞動

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於2005 年6 月

30 日（含） 前入職之員工，享有舊制退

休金年資。舊制退休金皆按每位具舊制退

休金年資者之2% 月薪資，按月提存至台

灣銀行舊制退休準備金帳戶，目前準備金

金額約為 6 千萬元，足以滿足目前相關員

工退休之需求。 

新制退休金則依每位享有新制退休金資格

者，按月提撥6% 至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

除僱主每月固定提撥6% 之退休金外，員

工另可依個人意願選擇提撥0%- 6% 不等之退休金，提存至個人退休金專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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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相關保障權益 

（一）結社自由： 

暢通的溝通管道是促進員工關係的重要因素，因此敦陽尊重員工依法可自由結社及組織工會之權利，

公司不會妨礙員工結社自由。 

（二）不強迫勞動： 

敦陽遵循法令規範並尊重勞工自由，不強制勞工從事不合法之勞務行為。 

4.5 員工關係 

4.5.1 樂活敦陽、權益保障 

                                            

      多元化的福利措施 

 保障年薪 13 個月 

 週休二日，每週上班五天 

 員工分紅 

 勞工退休金提撥 

 享有勞、健、團保及職災保險 

 婚喪喜慶補助 

 男性員工享有三天陪產假 

 新進人員訓練及專業技能訓練 

 員工交誼廳使用及無限暢飲咖啡機 

                                                

 員工生日禮券 

 三節禮券 

 婚喪喜慶補助及生育津貼 

 社團活動 

 國內外旅遊補助 

 特約折扣商店 

 年終尾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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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多元的福利制度及休閒活動 

本公司除了有完整的福利制度和流程，也關心員工與員工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平日休閒活動。 

提倡並協助喜愛籃球與壘球的愛好者成立了籃球社和壘球社。而籃球社於每星期四晚上在新竹總公司

附近的籃球場進行社團時間的交流與互動；

壘球社於每個星期六下午在桃園中壢的運動

場舉行壘球比賽，給予愛好壘球的員工來場

刺激比賽並增進同仁間互相加油打氣的感

情。 

4.5.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良好的溝通是打造和諧的員工關係的要點，為達到有效溝通及解決問題之目的，敦陽提供下列管道，

提供各項員工反應意見： 

●主管月會/各層級組織會議 

●勞資會議 

●人力資源中心 

而敦陽致力保護員工不因種族、宗教、膚色、國籍、年齡、性別等因素而被歧視。 

內部明訂「性騷擾防制措施及懲戒辦法」，員工可透過人力資源中心申訴，並使申訴者受到保護，至

今敦陽未發生過性騷擾與歧視之案例。並截至民國 104 年無接獲透過上述管道之員工申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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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環境安全與衛生 

敦陽科技基於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求，敦陽科技除了法定的勞健保外，

尚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此外提供免費健康檢查，並且提供活動經費補助鼓勵成立社團及參與社團活

動，也不定期提供休閒健康活動訊息和舉辦健康相關活動，例如：102年舉辦減重比賽。以實際的政

策與資源投入，實踐公司對同仁健康、安全的重視和關懷。 

敦陽科技重視員工的照顧，將環安衛管理內化於組織運作體系中，設立「敦陽科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委員會組織」，由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轄下設置勞資雙方代表共6名委員，且指派人力資源中心擔

任執行秘書，並且成立「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規劃勞安處及環安處兩個單位，對於員工衛生管理及

工作環境安全進行照顧及關懷。期許透過環安衛管理工作的推展，建立一個環保、安全、健康與舒適

的工作環境。 

 

（一）敦陽科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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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倡議 （與大專院校攜手推動產學合作專案） 

（一）產學合作主旨： 

為期學界與產業實務結合，培訓具備推動整合與提升效率能力之資訊人才及企業經營技術專才，推展

建教合作教學與實務訓練之互惠原則，敦陽公司不定期與學界配合，提供實習機會，供優秀的學生能

比同屆學生先進一步體驗職場的生活及工作內容！ 

（二）產學合作流程說明： 

由中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的系上老師聯繫協調相關實習事項並安排分發學生至實習單位，及指派

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專業上實務上的實習。而本公司負責規劃工作單位分配、報到、訓練及輔導實

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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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 

 

（一）敦陽科技公協會員 

 

名稱 公、協會理事長 

新竹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陳朝陽 

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 許金榮 

花蓮縣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黃子璞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劉瑞隆 

開放時代資訊稿 林登詳 

工商憑證 經濟部商業司 

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  

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簡稱：CCFT） 李詩欽 

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謝聖言 

 

4.5.7公司內部刊物和公告 

公司訂報章雜誌 (自由時報、電子時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聯合報、商業周刊、電子時報、天下

雜誌、數位時代、Smart智富月刊、遠見雜誌) 供同仁休憩時間閱覽最完整的資訊，為資訊分享交流

之大躍進。 

依不同的公告及活動內容，透過『Email』 、『My STI』，讓同仁即時掌握公司的最新活動動向。

並藉由活動滿意度問卷，搜集同仁各項建議，讓後續活動規劃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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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敦陽科技與社會 

5.1 社會參與政策 

敦陽科技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積極投入社會參與，鑒於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問題，

包含青少年的教育問題、終身教育學習資源匱乏的問題、優秀人才外流及日益嚴重的環境生態保育與

全球暖化問題等，敦陽在社會參與的努力，期以建構一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創意活力與保育環境

永續的社會。為了能達到這樣的社會願景，我們近幾年來致力於舉辦關於培養優秀創新人才、落實環

境永續保護、鼓勵清寒學子能向上學習並成為頂尖人才…等。 

不僅將環境及台灣的人才發揚光大，更增加敦陽實踐許多政策面在這個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大家

庭大社會。唯有加入落實社會的每一個溫暖角落，才會有敦陽。 

敦陽在 104 年度致力於相關的社會政策： 

1.十八尖山淨山活動。 

2.德蘭兒童中心捐贈活動。 

3.綠光種子活動。 

4.贊助清寒學生的【梁修宗清寒獎助學金】。 

5.與建教合作，提供大學生有實習機會。 

 

5.2 敦陽科技志工與服務 

敦陽公司本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理念。響應政府節能減碳，創造綠能生態環境，許一個美麗的山

林承諾。今年我們終於邁出大步，身體力行，配合公司社會公益委員會與福委會共同舉辦「敦陽十八

尖山淨山活動」。希望全體員工的支持與參與，使我們能為推展社會公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發揮行

動力，保護地球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更期待大家的用心耕耘及扶持，使我們共同心手相連，創造美

化屬於大家乾淨清新的社區環境及休憩場所，給我們的孩子提供更美好的明天。 

為鼓勵推展社會公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希望拋磚引玉，敦陽公司將以當天參加活動員工的人數，

每位參加員工以 NT$1,000 元，總合累計捐贈給社會弱勢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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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供應所有參與的員工及親朋好友精緻餐盒一份。 

活動資訊如下： 

一、活動日期：104 年 4 月 18 日 (星期六) 

二、活動時間：早上 10:00 ~下午 14:00 

三. 活動主題: 敦陽十八尖山淨山活動. 

四. 活動地點: 新竹市十八尖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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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此次分組四隊中，最早完成報到的隊伍－綠隊。董事長特地加碼，贈送

熱門電影票《愛情喜劇電影─愛琳娜》給綠隊所有 16 位公司同仁。在活動上，

梁董事長宣示敦陽科技力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初期將以愛護地球為目標，

在社區帶動環保，希望這次的淨山活動，開啓示範作用，更期待人人能將環保

落實在生活中，學習省水減碳的生活方式，做一個優質的地球公民。 

 

再次感謝董事長夫婦的帶動與身體力行，人力資源及行政資材中心的通力合作

規劃及多次事前的場地探勘，更重要的是您的參與，共同成就了這次歡喜淨山

活動。給大家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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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益慈善 

5.3.1 捐贈德蘭兒童中心 

敦陽科技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及鼓勵同仁參與社會公益，本次活動公司決定以在十八尖山做淨山活動

出席 55 位同仁人數，每人 NT$1000 為捐款單位，捐出 NT$55,000 給弱勢團體。並經過相關單位及

同仁推薦,，並經我們大家的分別了解及實地訪查月餘，最後經董事長的定案，決定把 NT$55,000 元，

捐贈給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德蘭兒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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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員德蘭兒童中心代表：督導(修女)。敦陽代表：陳化民副總、李世華處長、賴旭韋。 

以下為該德蘭兒童中心成立宗旨與理念及現況介紹： 

（一）成立宗旨與理念 

（二）提供院童ㄧ個溫馨舒適充滿愛的氣氛，與各種教育機會的大家庭和環境。讓這些需要被關懷的

孩子，能在此安心成長與接受教育。 

（三）發展和諧的人際關係，與培養獨立自主樂觀進取的精神。 

（四）期許能成為品學兼優富於創造力的好國民，發展美好人生。亦有能力愛人，並建立維護美滿幸

福的家庭。 

（五）現況介紹 

自 86 年 9 月開始實施家庭制教養方式，現有六個小家庭。每ㄧ個小家庭有八位院童，每一個小家庭

由兩位教保老師共同負責、日夜輪值照顧。進行生活教養、課業心理輔導。藉由良好的教育促進健

全人格的培養，讓院童能得到一個穩定溫暖的家。在此安心地成長和接受完善的教育，發展自我培

養獨立自主樂觀進取的精神，成為一位活潑健康身心靈健全的兒童。 

聯絡方式：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園路二段 319 號 

聯絡電話：03-5202170 

傳真電話：03-5202216 

電子郵件：teresa@teresa.org.tw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08:30-18:00 

希望此次敦陽科技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及鼓勵同仁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能帶動發揮扶持偏鄉兒童長

期身心靈的照顧，期使愛的種子深耕成長茁壯，讓我們的社會充滿永不止息的愛與關懷力量，營造

公益的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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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綠光種子 

長期關心弱勢孩童學業及品

格的綠光種子教室(特定家庭

孩童免費安親課輔計畫)，針

對學區內隔代教養、單親、失

親、原住民、外籍配偶及中低

收入戶等特定家庭的低年級

孩童，提供免費安親課輔服

務。 

響應綠光種子計畫，此活動在

敦陽已進入第二屆，盼望能持

續讓愛心延續下去，今年度共

有 48 位善心同仁捐款共約

20 萬。希望藉此能夠幫助更

多弱勢族群的孩童們的學習

成長環境。 

 

 

5.3.3 梁修宗清寒獎助金  

為了使清寒學生能更上層樓，本公司董事長在中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裡成立一個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頒發對象為家境清寒，無力負擔學費之同學，給予經濟支援，以便繼續完成學業。給予他們支持與肯

定，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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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贊助大專院校社團校隊 

本公司除了提供學生有體驗職場實習的機會外，對於大專院校鼓勵校園學子踴躍參加社團及休閒活動

也非常的贊同和支持，因此為了鼓勵學生能多參與社團及校隊，本公司贊助台灣藝術大學的籃球校隊，

給予台藝大籃球校隊能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並支持期許他們在大專院校的籃球比賽發揚光大。 

 

 

5.4 環境保護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LED 光源照明 

政府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照明設備全面改採用 LED 光源照明，使整體用電量下降，而照明熱

源的減少，亦相對提高空調冷房之效能。 

敦陽科技 LED 照明方案成效試算 ，本公司目前以辦公室每日需 12 小時照明之節能照明方案，使

用之 418 盞 T8-18W*4 220V 額定功率 96W 燈具與 LED T-BAR 燈做比較，公司可節省之電費以年平

均電費為準。  

項     目 T8-18W*4(原使用) LED T-BAR 燈 

消耗功率 96W(額定功率) 40W 

年消耗功率 
96W*12 小時*365 天/1000= 40W*12 小時*365 天/1000= 

421 度(每盞/年) 175 度(每盞/年) 

每年電費(NT) 421*3.5=1474 元 175*3.5=613 元 

維修更換費用 
(35(每支燈管費用)+100(更換工資)) 

0 元 
*1(每年更換次數)*4(燈管數)=540 元 

每年運轉費用 2014 元(每盞/年) 613 元(每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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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辦公室至少每日需 12 小時照明，418 盞 T8 燈每年消耗電力 175978 度，每年電費約 NT 615923 

元。更換 LED T-BAR 燈則每年消耗 73150 度，電費約 NT 25602 元，每年約可省下 NT 359898 元，

整體約節省 58%。  

更換後辦公室更為明亮，提升工作效率；且 LED 不發熱又每年可減少 65399 kg 二氧化碳排放，可

使室內溫度降低，提升空調冷氣冷房效率節省冷氣電費，更環保。(每度電二氧化碳排放為 0.636 kg/ 

度)。調整電燈迴路，減少不必要照明開啟。 

 

5.4.2 溫室氣體之排放 

1.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度 

（一）企業受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規範之風險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我

國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該法明定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45%以下，並將建立排放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未來經納入排放管制之企業，其一定期間內之排放量不得超過核配額度；如有超量排放時，應依法定

方式取得增加額度以供扣減，否則將被處以罰鍰。本公司未來將持續注意相關環境保護法規變動情形，

期提早因應，以減少適用法規之風險。 

（二）企業受氣候變遷之實質風險 

因受全球溫室效應之影響，加以地形環境特殊，導致臺灣風災、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經常發生，可

能對本公司帶來的實質風險，包括辦公大樓修繕、相關電子化設備維護等成本增加之直接影響；間接

增加本公司營運風險。 

（三）氣候變遷提供企業之機會 

敦陽科技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致力於環境保護，持續進行節能減碳及相關業務無紙化，並減少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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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排放，俾降低營運成本，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四）企業(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註明盤查範疇及時間)，及是否通過外部驗證 

敦陽科技總部及臺北營運中心大樓 102 年及 103 年度各類能源使用情形如下： 

 

102 年度 103 年度 

1. 敦陽科技總部及臺北營運中心：102 年總用電

量 1,078,680 度 

1. 敦陽科技總部及臺北營運中心：103 年總用

電量 1,107,506 度 

2. 敦陽科技總部及臺北營運中心：102 年公務車

燃油使用量 2,657 公升 

2. 敦陽科技總部及臺北營運中心：103 年公務

車燃油使用量 2,987 公升 

如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布之最新(6.0.1)版排放係數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各類能源之排放情形

如下： 

1.電能 Co2 排放量約 563,071 公斤 1.電能 Co2 排放量約 577,011 公斤 

2.燃料 Co2 排放量約 6,015 公斤 2.燃料 Co2 排放量約 6,760 公斤 

 

（五）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方法、目標 

1. 企業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敦陽科技因應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如下： 

室內溫度設定為 26 度~28 度間，降低空調負荷，並汰換老舊耗能之空調設備，提高使用效能 

以高效率 LED 照明燈具汰換舊有燈具，以節省用電 

加強管理照明設備之使用，減少不必要之照明用電 

內部公文傳遞以線上簽核管理系統進行，減少紙張、碳粉使用 

教育訓練採用視訊或虛擬會議線上數位學習方式辦理 

2.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 

本公司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已進行自願性節能措施，例如：汰換老舊冷氣空調設備、更換較省電

之 LED 照明燈具、裝設定時斷電控制……等，並以每年減少 CO2 排放量 30,000 公斤以上為努力目

標。 

3.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之預算與計畫 

本公司於 103 年度更換主要辦公室 LED 照明燈具約 418 盞，減少 CO2 排放量約 53,573 公斤；105

年~107 年度計畫每年更換臺北營運大樓 1~2 個樓層 LED 照明燈具約 400 盞，預計減少 CO2 排放量

約 30,000 公斤-50,000 公斤。 

4. 企業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或消費者之減碳效果 

本公司推廣業務無紙化，持續推展線上簽核系統，減少不必要的紙張耗用，與客戶共同保護環境，愛

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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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落實垃圾分類 

貨物使用之木棧板及日常生活廢棄物，皆依法申報環保局認可立案環保公司進行回收處，減少污染，

提倡資源回收再利用。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質，使資源能永

續利用。 

辦公室垃圾分類表如下: 

分類項目 實施項目 說明 

垃圾分類回收桶放置說明 

7F 11F 12F 13F 

樓梯間 樓梯間 樓梯間 樓梯間 茶水間 員休室 

(一)一般垃

圾 

一般垃圾 
除餐盒、廚餘、資源回收物以外

稱之 
V V V V V V 

餐盒 
免洗餐具、餐盒、塑膠飲料罐、

紙杯 
V V V V   V 

(二)廚餘 廚餘 
果皮、茶葉，剩飯殘渣，雞、鴨、

魚、肉等 
V V V V     

(三)資源回

收 

資源回收 
鐵鋁罐、鋁箔、塑膠光碟片、電

池、燈管、玻璃、碳粉夾 
V V V V     

紙類 A4 紙可回收再利用(影印旁)   

5.4.4 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再利用 

紙張回收及銷毀作業：平日推動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外，一般無機密性及個資的紙張處理，採取廢紙

再利用的方式，而有個資及機密資料的紙張資料，則採定期集中由主管簽核後，委由特定運輸公司運

往配合的專業水銷工廠，當場進行紙張水銷回收作業，並拍照做成紀錄，除符合個資法資料保護規定，

也符合環保之資源再生原則。                                                        

報廢電腦處理：載有個資的媒體(如硬碟)會進行資料刪除並且進行實體破壞後再報廢；無硬碟之電腦

在進行報廢作業後，直接送回收廠。以系統電子化表單代替紙本申請單，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為目標。 

 

5.4.5 員工交通與通勤 

為降低人員運輸對環境的衝擊，敦陽建構內部共乘規範系統，鼓勵員工上下班響應共乘，提供同仁低

碳的通勤選項；我們也持續推廣視訊電話會議工具，提供不同辦公區域同仁開會使用，以代替出差，

減少的空氣汙染及二氧化碳的排放。 

1.提供搭乘(大眾運輸+計程車) S.O.P 路線 

A .以「客戶」分類  

B .以「地區性」分類  

C .提供捷運路線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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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仁們遵守 S.O.P 的路線，並落實執行。 

3.搭乘計程車時機參考： 

1. 於執行公務地點為偏遠地區，無捷運及大眾工具可抵達時。 

(仍視情況，需分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2. 加班逾晚上 10 點之後者。 

3. 攜帶重物，一人無法搬運至客戶地點。 

4. 緊急叫修、服務，需即刻處理者。 

5. 其他(非以上狀況)而乘坐者，需群主管特別核准。 

 

4.公務車燃油使用量 

 

5.4.6 水資源管理 

敦陽的營運模式主要為產品銷售與客戶服務，我們無製造工廠，營運型態屬一般辦公大樓，未大量使

用水資源，日常辦公用水為我們主要的用水來源，並取自市政用水，對水源無顯著影響。 

在廢水管理方面，地辦公室廢水產生主要為生活污水，我們依地方法規排放至公共下水道後由地方廢

水處理廠處理，對生態環境無顯著衝擊。 

為珍惜水資源使用，我們持續探索各項節水的可能性。例如:更換中央空調冷卻水塔設備，公共區域

使用省水馬桶調節馬桶沖水量、小便斗使用自動感應給水，以達節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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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空調設備系統    

調節空調主機溫度，設定空調溫度不低於攝氏 26~28 度，冬季引進新鮮冷空氣，達到節能效果，同

時也減少主機耗能，以減少空調耗電為目標。冬令時節室內外溫度明顯偏低，為避免空調電力無謂浪

費，實施以下節電措施：                                                                                                                                                  

1.空調冰水主機調節適當溫度,減少壓縮機運轉時間,來達到節能效果。 

2.明顯標示空調開關位置及操作步驟,請同仁按照步驟操作，以免下班忘記關閉空調。  

3.冬季(12 月~2 月)每日 PM12:00 關閉空調系統一小時,此為午休時間,同仁外出用餐居多,待下午上班

時間再開啟空調。  

4.冬季(12 月~2 月)下班前提前一小時關閉空調,因冬天傍晚時段不至於悶熱,有需求的同仁再開啟即

可。 

 

5.5 法規遵循 
 
5.5.1 涉及反壟斷行為訴訟數及結果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內並無任何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或反壟斷行為之訴訟。 

 

5.5.2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2014年，本公司無任何因違反法令而遭受之鉅額罰款。 

 

5.5.3 客戶隱私侵犯 

一、關於客戶隱私權保護之管理機制： 

本公司已制訂一套符合其實際業務需求之客戶隱私資料安全防護控管機制,以確保客戶隱私資料之正

確及合法使用。 

為避免未經授權人士接觸到客戶隱私資料,只由經過授權的相關人員才能接觸客戶隱私資料,相關處理

人員皆簽有保密合約,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公司嚴厲之處分。 

本公司網站主機另設有防火牆、防毒系統、入侵偵測系統等各項相關的資訊安全設備，以及必要的安

全防護措施,加以嚴格保護客戶隱私資料。  

二、關於客戶隱私資料的查詢與訂正： 

本公司所保有之客戶隱私資料,如客戶隱私資料的查詢或訂正需求,本公司設有專責窗口在合理範圍內

快速地為客戶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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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 GRI G4 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策略與分析 

G4-1 企業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聲明 1.關於本報告書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1 

2 

 

G4-2 主要衝擊、風險及機會之陳述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2  

組織概況 

G4-3 組織名稱 2.1 公司簡介 19  

G4-4 主要品牌、產品及/或服務 2.1 公司簡介 19  

G4-5 企業總部座落地點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6 業務活動涉及之國家與數量 2.1 公司簡介 19  

G4-7 所有權的性質及法律形式 2.1 公司簡介 

2.2 營運發展 

19 

54-56 

 

G4-8 所服務的市場與市場性質 2.1 公司簡介 19  

G4-9 組織規模 4.2 員工概況及結構 67  

G4-10 按類型/合約/地區分類並依性別的員工數 2.1 公司簡介 

4.2 員工概況及結構 

50 

67 

 

G4-11 勞資談判達成協議的員工比例 4.6.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75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情況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13 組織規模、架構、所有權與供應鏈的重要變化 2.1 公司簡介 19  

G4-14 組織預防措施或原則 2.1 公司簡介 

3.4.3 健全的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1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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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組織概況 

G4-15 對外界發起的經濟環境社會約張的參與或支持 4.5.5 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協議 77  

G4-16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員 4.5.6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 78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企業營運之組織架構 2.1 公司簡介 50  

G4-18 界定報告內容的過程說明 1 關於本報告書 1  

G4-19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20 列出每個考量面的邊界，說明那些考量面對組織內部具有實質

性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21 列出每個考量面的邊界，說明那些考量對組織內部具有實質性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22 重整舊報告所載資訊之結果與原因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23 與以往報告的重大分別 1.關於本報告書 1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利害相關者參與名單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2  

G4-25 界定要引人之利害相關者的認定與依據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2  

G4-26 說明利害相關者的參與方式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2  

G4-27 利害相關者所關切的重要事項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2  

報告概況 

G4-28 報告出版的日期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29 上一份報告出版的日期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30 報告出版之週期 1.關於本報告書 1  

G4-31 報告回應之聯絡窗口 1.關於本報告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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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報告概況 

G4-32 組織選擇之對照表 1 關於本報告書 

1.3.3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圖 

1 

15 

 

G4-33 報告書之外部保護 無   

治理 

G4-34 組織治理結構，含最高治理機構的委員會。鑑別出分別負責經濟、環境及社

會衝擊的決策之委員會 

2.1 公司簡介 
50 

 

G4-35 最高治理機構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委任給高階管理階層與其他

員工的流程 

2.1 公司簡介 
50 

 

G4-36 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

治理機構報告 

2.1 公司簡介 
50 

 

G4-37 利害關係人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諮詢的課程。如果最

高治理機構委派代理人進行諮詢，描述代理人為何及任何反饋給最高治理機

構的流程 

1.3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及運作說明 

2.1 公司簡介 
8 

49-51 

 

G4-38 董事會之獨立/非獨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2.2.1 董事會 54  

G4-39 董事會人員兼行政職概況 2.2.1 董事會 54  

G4-40 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以及最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和

遴選的準則 

2.1 公司簡介 
50 

 

G4-41 最高治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說明是否有向利害關係

人揭露利益衝突 

2.2.5 薪酬委員會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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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報告概況 

G4-42 最高治理機構與高階管理階層，在發展、核准與更新該組織之宗旨、價值或

願景、策略、政策，以及與經濟、環境、社會衝擊相關之目標上的角色 

2.1 公司簡介 
50 

 

G4-43 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整體知識所採取的

措施 

2.1 公司簡介 
50 

 

治理 

G4-44 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表現的評量流程。說明此評量流程是

否獨立進行且頻率為何。說明此流程是否為自我評估。針對績效評量而採取

之措施 

2.1 公司簡介 

50 

 

G4-45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於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與社會產生之衝擊、風險和機會

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與利害關係人之諮詢連結 

2.2 公司簡介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50 

2 

 

G4-46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在檢視組織針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風險管理流程之有

效性的角色 

1.3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及運作說明 

2 公司簡介與營運發展 

8 

49-51 

 

G4-47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檢視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之頻率 2 公司簡介與營運發展 49-51  

G4-48 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其職責為正式檢視及核准組織永續性報告書，並確

保已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 

1.3.3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圖 
15 

 

G4-49 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重要關鍵議題的程序 1.3.3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圖 15  

G4-50 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之重要關鍵議題的性質和總數，以及後續所採取的處理

和解決機制 

1.3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及運作說明 

2.公司簡介與營運發展 

8-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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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揭露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治理 

G4-51 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 2.2.1 董事會 

2.2.5 薪酬委員會 

54 

56 

 

G4-52 薪酬決定的流程。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的制定，以及他們是否獨立於管

理階層。說明薪酬顧問與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其他任何關係 

2.2.5 薪酬委員會 
56 

 

G4-53 如適用時，說明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並將其意見與薪酬結合，包括對薪

酬政策和提案之投票結果 

2.2.5 薪酬委員會 
56 

 

G4-54 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收入與組織在

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之中位數的比率 

2.2.5 薪酬委員會 
56 

 

G4-55 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增加之百分比

與組織在該國其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平均年度總收入增加百分

比之中位數的比率 

2.2.5 薪酬委員會 

56 

 

倫理與誠信 

G4-56 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如行為準則和倫理守則 1.5 105 年度目標與承諾 18  

G4-57 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職誠信相關事務之內外部機制，如服務專線

或諮詢專線 

4.1.1 反貪瀆 
66 

 

G4-58 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問題的內、外部機制，如透

過直屬管理向上報告，舉報機制或是專線 

4.1.1 反貪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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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經濟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經濟成果 

管理方針  2.1 公司簡介 19  

G4-EC1 產生和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2.2.3 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2.2.4 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5.1 社會參與政策 

55 

56 

79 

 

G4-EC2 氣候變遷對組織活動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1.2 致利害關係人報告書 

5.4 環境保護 

2 

85 

 

G4-EC3 企業確定福利計劃義務範圍 4.4.3 退休金制度 73  

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2.2.2 主要股東 55  

市場形象 

管理方針  2.1 公司簡介 19  

G4-EC5 標準起薪與營運所在地依性別最低薪資 4.4.1 員工薪資 73  

G4-EC6 主要營運處本地高階/員工聘任 4.2 員工概況及結構 67  

採購實務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EC9 主要營運處採本地供應商概況 3.2.1 供應鏈溝通與管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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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環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原物料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EN1 原物料的總使用重量或用量 5.4.4 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再利用 88  

G4-EN2 回收再生料的使用比率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62  

能源 

管理方針  5.4 環境保護 85  

G4-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5.4.5 員工交通與通勤 

85 

88 

 

G4-EN4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5.4.2 溫室氣體之排放 86  

G4-EN5 能源密集度 5.4 環境保護 85  

G4-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5.4.2 溫室氣體之排放 

62 

86 

 

G4-EN7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62  

水 

管理方針  5.4 環境保護 85  

G4-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5.4.6 水資源管理 89  

G4-EN9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無影響   

G4-EN10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百分比及總量 5.4.6 水資源管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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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環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排放 

管理方針  5.4 環境保護 85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85  

GN-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85  

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三）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85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85  

G4-EN19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5.4.1 節能減碳措施-辦公室場所採用 85  

G4-EN20 臭氧層破獲物質（ODS）的排放 5.4.2 溫室氣體之排放 86  

G4-EN21 NOx 氮氧化物、硫氧化 Sox 物和其他顯著氣體的排放 5.4.2 溫室氣體之排放 86  

廢汙水及廢棄物 

管理方針  5.4.6 水資源管理 89  

G4-EN22 按水質及目的區分之廢汙水量 5.4.6 水資源管理 89  

G4-EN23 按種類及處理法區分之廢物重 5.4.6 水資源管理 89  

G4-EN24 化學品等溢漏的總次數及體積 2014 年間無重大洩漏事件   

G4-EN25 依巴賽爾公約定義之有害廢棄物輸出入量與比例 備註：無巴賽爾公約管制之有害廢棄物越境

運輸情形。 
 

 

G4-EN26 組織廢汙水及逕流對生態環境之顯著衝擊 5.4.6 水資源管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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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環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產品及服務 

管理方針  3.4 回應社會現況的產品與服務 

5.4 環境保護 

65 

85 

 

G4-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3.2.7 供應商管理 

62 

62 

 

G4-EN28 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62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3.4 回應社會現況的產品與服務 

5.4 環境保護 

65 

85 

 

G4-EN29 違反環保法令之罰款及次數 備註： 

103 年本公司並無遭受任何違反環保法令之相關處罰 
 

 

交通運輸 

管理方針  5.4 環境保護 85  

G4-EN30 營運運輸產生的重大環境衝擊 3.2.6 交通運輸，營運運輸產生的重大環境衝擊 62  

交通運輸 

管理方針  3.4 回應社會現況的產品與服務 65  

G4-EN31 按類別區分的環保總投資/支出 3.4.5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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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環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供應商 環境評估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比例 3.2.7 供應商管理 62  

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以及所採取行動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環境問題 申訴機制 

管理方針  3.4 回應社會現況的產品與服務 65  

G4-EN34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環境衝擊申訴之數量 3.4.5 環境問題申訴機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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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勞僱關係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LA1 按年齡、性別與區域計算員工離職人數和離職率 4.2.3 員工留任 73  

G4-LA2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

職員工） 

4.4 員工權益保障 

4.5 員工關係 

73 

74 

 

G4-LA3 性別報告於生產育嬰假之後恢復工作率與留任率 4.2.3 員工留任 73  

勞資關係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LA4 明定勞務變更的最短告知期限 4.4 員工權益保障 73  

職業健康與安全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A-LA5 監察及諮詢職業健康與安全計畫的勞方代表比例 4.5.4 環境安全與衛生 76  

GA-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商類別、工商頻率、職業病、損失日

數比例及缺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4.5.4 環境安全與衛生 
76 

 

GA-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4.5.4 環境安全與衛生 76  

GA-LA8 與工會達成的正式協定中，跟健康與安全有關的主題 4.5.4 環境安全與衛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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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訓練與教育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A-LA9 員工職級與性別年平均受訓時數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71  

GA-LA10 員工職涯與能力相關課程培訓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71  

GA-LA11 依性別報告接受定期績效及發展檢討之員工比例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71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A-LA12 公司高階管理和員工類別的組成，包括性別、年齡層、少數族

群和其他多樣性指標，細分各部門成員和員工的組成 

4.2.2 員工的結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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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勞工實務與尊嚴勞動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女男同酬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LA13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男基本薪資和報酬比率 4.4 員工權益保障 73  

供應商 勞工實務評估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LA14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勞工實務準則篩選的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LA15 供應鏈對勞工實務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行動 3.2 估應鏈管理 61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的數量 4.5.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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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人權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投資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1 在有關注人權之條款，或已通過人權審查之重要投資協定與合約總數量與比例 無   

G4-HR2 員工接受營運相關人權政策的訓練總時數，以及受訓練員工的百分比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71  

不歧視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3 歧視個案數與組織採取之矯正行動 4.6.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75  

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4 已鑑別為可能違反或嚴重危及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以及

保障這些權利所採取的行動 

4.4.4 相關保障權益 
74 

 

童工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採取有助於杜絕使用

童工的行動 

4.2.4 人員招募 
71 

 

強迫與強制勞動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6 已發現具有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減

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 

4.4.4 相關保障權益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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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人權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保全實務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7 保全人員與人權考量相關之訓練 無   

原住民權利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8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以及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無   

評估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9 受到人權的審查與(或)影響評估的營運活動之總數和比例 4.5.4 相關保障權益 74  

供應商 人權評估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HR10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人權標準篩選的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 61  

G4-HR11 供應鏈對人權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3.2 供應鏈管理 61  

人權問題 申訴機制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 4.5.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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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社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反貪腐 

管理方針  4.1.1 反貪瀆 

5.1 社會參與政策 

66 

79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以及所

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4.1.1 反貪瀆 

4.5.3 員工平等及申訴管道 

66 

75 

 

G4-SO4 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練 4.1.1 反貪瀆 66  

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行動 4.1.1 反貪瀆 66  

公共政策 

管理方針  5.1 社會參與政策 79  

G4-SO6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的政治獻金 無   

反競爭行為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SO7 涉及反壟斷行為訴訟數及結果 無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G4-SO8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

裁的次數 

備註： 

103 年本公司並無遭受任何違反法規被處巨

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

數之相關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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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社會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省略 

供應商 社會衝擊評估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G4-SO9 針對新供應商使用社會衝擊標準篩選的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G4-SO10 供應鏈對社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

動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社會衝擊問題申訴機制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G4-SO11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社會衝擊申訴之數

量(如備註) 

備註： 

103 年，本公司無發生社會衝擊申訴並

立案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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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產品責任績效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管理方針  3.2.7 供應商管理 62-65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

類別之比例 

3.2.7 供應商管理 
62-65 

 

G4-PR2 違反產品與服務之健康與安全相關法令案件 無   

產品及服務標示 

管理方針  3.1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57  

G4-PR3 產品與服務訊息 3.2.5 產品及服務，售出產品及回收其包材的比例 62  

G4-PR4 違反產品與服務訊息與標示相關法令之案件 103 年，本公司無違反任何產品與服務訊息與標示相關法

令 
 

 

G4-PR5 客戶滿意度的調查與結果 3.1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57  

行銷溝通 

管理方針  3.1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57  

G4-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無   

G4-PR7 違反市場行銷法令的案例數 103 年，本公司無違反任何市場行銷法令   

顧客隱私   

管理方針  3.3 客戶隱私權保護 64  

法規遵循 客戶隱私侵犯/資料遺失投訴數 3.3 客戶隱私權保護 64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3.1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57  

G4-PR9 違反相關法令之巨額罰款總值 103 年，本公司無任何因違反法令而遭受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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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其他 

GRI 指標 說明 章節索引 頁碼 註解 

責任採購(衝突礦石)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LOT-EN1 供應商的篩選與綠色採購 3.2.4 供應商的篩選與綠色採購 61  

研究創新(產品)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 61  

LOT-EN2 提高能源效率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LOT-EN3 節省材料資源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LOT-EN4 降低對環境毒性危害 3.2 供應鏈管理 61-65  

供應商 教育訓練 

管理方針  4.3 員工發展與訓練 71  

LOT-LA1 提升供應鏈管理品質 4.3.4 供應商教育 72  

提升幹部溝通能力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66  

LOT-LA2 引進外部資源強化員工協助方案 4.5.5 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倡議 77  

公益關懷 

管理方針  5.1 社會參與政策 79  

LOT-SO1 促進多元文化人文素養、推動青少年教育關懷 5.3 公益慈善 82  

LOT-SO2 創造終生學習的環境、弱勢族群學習的環境 5.3.2 綠公種子 

5.3.3 梁修宗清寒獎助金 

84 

84 

 

LOT-SO3 推廣環境教育、落實環境教育 5.2 敦陽科技志工與服務 79  

LOT-SO4 培育創新設計人才 4.5.5 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倡議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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