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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

架構，且設置推動永續發展專（兼）

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

階層處理，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本公司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由管理部門為推動永續發展之兼職單位，

負責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

並由管理部門主管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永續發展的執行成

果與下一年度的工作計劃。110 年度執行情形已於 111 年 3 月 3 日提送董

事會報告，請至本公司官網(www.antec.com)參閱。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

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議題之風險評估，並訂定相關風

險管理政策或策略？ 

  

(一)環境保護 

本公司為電腦周邊產品買賣業，主要業務為電腦周邊產品之買賣與研

發，不涉及製造生產。由於型業性質，並無環境汙染情事。身為地球

公民，本公司深刻體認環境永續的重要性，藉由環境管理系統的導入

將環保違規風險降至最低，並長期積極推動節能省碳作業計畫，強化

員工的環保意識並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二)產品責任 

本公司產品使用符合世界衛生組織規範之環保材料(ROHS)，降低含重

金屬成分，共同環境為盡一份心力。 

本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客戶需求，遵照國際間相關電子通訊標準或環

保規範，例如:FCC、Wi-Fi、RoHS、NCC、UL、TUV、BSMI、CE、SRRC、

BQB、CCC 等認證，符合國際法規，並依國際準則要求標示。 

(三)勞雇關係 

本公司重視人才留任，除遵循相關法規外，提供具市場競爭的福利以

激勵員工，發放績效獎金，與同仁共享盈餘成果。 

無重大差異 

http://www.a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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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反貪腐 

本公司設置誠信經營單位，定期每年向董事會報告前一年誠信經營執

行情形，協助董事會查核或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

有效運作。110 年度執行情形已於 111 年 3 月 3 日提送董事會報告，

請至本公司官網(www.antec.com)參閱。 

(五)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本公司遵循公平交易法、貿易法、各國進出口管制法規、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等法令規範及國際準則，所有產品均符合國際

安規標準、國際環保規範及進出口法規，確保商業營運環保並遵守道

德操守，亦於內部舉辦訓練課程宣導法規。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

環境管理制度？   

(一)本公司屬電腦週邊產品買賣業，無設立工廠，全體員工工作環境均在

辦公大樓內，即以安全為第一考量。本公司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定期對電氣、空調、消防器具、飲水機等各項設備進行維護及檢查並設

置急救藥箱，加上嚴格門禁管制，建立優質工作環境，消弭潛在危害，

以維護員工工作環境與身心的健康與安全，期能建立合適產業環境。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二)本公司於工作環境中倡導各種環保節能省碳的行為，對於資源回收再

利用及垃圾分類之措施早已行之多年，對於各項報廢物品皆交由合格

之回收廠商處理。回收廢乾電池，公司同仁自備環保碗筷，減少資源浪

費，工作使用之影印機採用環保碳粉匣，公司使用影印紙採用不破壞天

然森林、保護自然生態的環保概念紙張。日常生活中推行綠色庶務以減

少一次性廢棄物對於地球環境衝擊。 

無重大差異 

http://www.a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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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本公司專注於本業，嚴格把關上游績優廠商生產流程並定期派員查核，

提出改善計畫，以確保材料之使用率及產能，兼顧產品品質與價值。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

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相關之因應措施？ 
  

(三)本公司非製造業，面臨主要風險為環境及經營層面，如資源短缺、原物

料成本增加、運輸需求得不穩定、極端氣候造成員工安全受到威脅等，

皆可能造成公司營運產生直接衝擊而增加損失，另為減緩與適應氣候

變遷改變本公司創造機會如開發綠色能源技術相關新產品。本公司可

藉由採取資源使用之提升，減少用電及用水量，採用更高效率的運輸方

式降低營運成本作為因應措施。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

定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理之政策？ 

  

(四)本公司屬電腦週邊產品買賣業，本身無設置廠房從事生產製造作業，

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為用電及用水之氣體排放，依台電公司及台水公

司提供之排放係數及公司之總用量，統計每年排放量如下： 

                                          單位：公斤 CO2e/年 

     排放源 

 

年度 

用水 用電 排放量總計 
排放密度 (頓/每

百萬元營收) 

109 年度 18.86 29,627 29,645.86 0.0326 

110 年度 14.58 28,032 28,406.58 0.0353 

 

廢棄物總重量：本公司屬電腦週邊產品買賣業，本身無設置廠房從事生

產製造作業，主要廢棄物為過期紙本文件或樣品機之廢料，處理方式主

要為委外由合格之廢棄物處理廠商回收再利用， 

無重大差異 



安鈦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 
 

- 4 -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近 2 年廢棄物委由廠商回收再利用總量分別為： 

年度 無害廢棄物(公斤)  有害廢棄物(公斤) 

109 年度 420 0 

110 年度 1,500 0 

本公司減量目標以110年為基準年，5年內每新台幣每百萬營業收入之總

温室氣體密度量至少減少2%，各項推動措施如下： 

減量項目 推行措施 

溫室氣 
體減量 

1.推動無紙化政策及回收紙張再利用，降低紙張使用量。 

2.宣導員工自備環保餐具減少免洗餐具。 

3.汰舊換新設備，提升工作效能並符合綠色環保趨勢。 

用電減量 

1.鼓勵同仁上下班時間及樓層間移動改走樓梯，減少電梯使
用。 

2.規定辦公室空調溫度設定平均溫度不可低於 26 度 C。 

3.全面換裝 LED 燈具，且裝置省電系統，每年定期檢修冷氣
設備。日照處裝設遮陽窗簾，減少太陽輻射熱 

4.宣導長時間不用的 OA 設備拔掉插頭，離開辦公室，隨手
關燈及冷氣。 

用水減量 

1.張貼節約用水標語，使大家養成隨時關水習慣。 

2.裝置感應水龍頭，節省適當水量。 

3.洗手檯採用省水裝置，避免大量出水造成浪費。 

廢棄物 1.廢棄物依法令規定執行並落實資源回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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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管理 2.廢電池、碳粉夾、保特瓶及紙類等落實資源回收分類機

制。 

3.推動全員垃圾減少量。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

公約，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

序？ 

 

 (一) 本公司除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外，制定了員工手冊及管理規章，亦支持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全球盟約」與「國際勞工公約」等國

際人權公約所揭櫫之人權保護精神與基本原則，並致力將人權之原則

與精神融入企業之價值及文化，作為本公司對人權保障之承諾• 

   相關人權保障之措施如下: 

關注議題 具體措施 

職業安全
管理 

1.定期維護保養設施及設備，確保工作場所安全。 

2.定期進行工作場所飲用水、照明及消防設備檢測及更換。 

性別平等 1.確實遵循勞動法令及性別工作平等之規定。 

禁用童工 1.禁止僱用未滿16 歲者。 

員工健康
管理 

1.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 

2.提供旅遊津貼，鼓勵員工休閒活動，提倡舒解壓力及運
動。 

禁止強迫

勞動 

1.透過出缺勤管理系統，確實記載員工出勤時間及加班情

形，並提醒員工及其直屬主管加班之狀況及法令規定，並
依法核發加班費。 

杜絶歧視
與性騷擾 

1.於工作規則及人事辦法中明訂禁止歧視與性騷亂，提供
平等及安全的職場環境。 

2.提供申訴管道，讓員工能及時表達，並由專人處理相關案
件。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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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

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

等），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

於員工薪酬？ 

 

 (二)本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分為固定項目之薪資及福利，和變動項目之獎金

及員工分紅(現金或股票)，股票(員工認股權或庫藏股)等綜合考量，固

定項目之薪資與福利係以該職位於同業市場薪資水準，並參酌公司內

該職位的權責範圍為原則；變動項目則依公司營運目標及個人績效表

現與貢獻綜合考量。以上給付，經理人薪資需經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

核及評估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執行之。 

本公司遵循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員工各項薪資福利措施，並提

供具市場競爭力的福利以激勵員工，此外定期考核，發放績效獎金，與

同仁共享盈餘成果。 

本公司除積極落實人性管理及各項福利措施外，並秉持與員工利潤共

享的理念，吸引及激勵優秀人才，依據公司營運成果決定員工薪酬。在

職場多元化及平等化之理念下，110 年底女性職員佔比達 65%，另女性

高階主管之佔比亦達五成。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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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為保持員工身心安全與健康平衡，辦公室的設計裝潢空間、動

線舒適，安裝進出門禁卡、保全系統及監視器，並每年安排身體健康

檢查、定期舉辦職業災害、定期舉辦員工消防訓練或不定期辦理健康

衛生講座，及每年進行病媒防治消毒，維護同仁優良工作環境。110年

未有職災情形發生。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

力發展培訓計畫？  
 (四)本公司鼓勵員工進修，以培訓優秀人才為目標，除安排內部敎育訓練

外，員工亦可申請外部教育訓練提昇能力並發展職涯能力。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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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

全、客戶隱私、行銷及標示等議題，

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準

則，並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

權益政策及申訴程序？ 

 

 (五)本公司之產品屬電腦周邊設備相關產品，產品皆有嚴格之國際準則規

範，因此公司產品之行銷及標示皆符合相關法令及國際準則，另針對公

司之部份產品購買產品責任險，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若有產品上疑問，

可透過電話或 e-mail 連絡公司。公司會指派專人了解及協調並妥善處

理相關事項。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

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

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及

其實施情形？  

 (六)本公司建有「供應商評鑑及管理辦法」，要求並宣導往來之供應商需

對環保、職業安全衛生、勞動人權及誠信經營等議題與公司共同努力

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推動。公司並藉由日常與供應商之互動及定期評

估，評鑑供應商，若供應商違反企業社為責任，或對環境與社會有顯

著影響時，即終止雙方往來。另若接獲投訴，以保密投訴人之方式進

行查證及處理。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

製準則或指引，編製永續報告書等

揭露公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

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方驗證

單位之確信或保證意見？ 

 

 五、本公司雖無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意見，但公司已訂定「永

續發展守則」，履行永續發展並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公平合理方式

對待客戶，要求供應商遵守社會環境責任協議之規範。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訂有「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以推動各項永續發展之落實，實際運作情形與本公司守則尚無差異。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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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為推動永續發展，除包含原本的環境管理層面，另增加勞工安全與衛生各項風險評估與措施、勞工權益的推廣、鼓勵工作與休閒並

重、不得對員工有性騷擾等情節、職業安全與員工身心健康的關懷，以及商業道德的遵守、智慧財產權、商業機密的保護等。 

(二)公司重大議題及風險管理政策 

重大議題   風險評估項目 風險管理策略 

環境 職業安全 提供員工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 

降低員工失能傷害頻率與嚴重率。 

工安零事故、積極預防職業疾病的發生。 

廢棄物管理  持續推動源頭減廢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氣候變遷  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能源管理  發展綠能產品並持續提升節能績效。 

社會 人才發展 規劃組織人才發展，已達永續經營。 

人權 協助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以多元且暢通的員工意見反映管道，持續關懷員工並共創和諧勞資關係。 

公司治理 商業道德  誠信經營。 

供應商永續管理  供應商永續管理評比。 

客戶服務  持續提供更有競爭力之產品。 

法規遵循  持續將法令規章具體化為公司政策或辦法，並開設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宣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