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和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责任政策 

 

百和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善尽社会责任自期，涵盖公司治理、

兼顾利害关系人的均衡利益、保护地球环境、遵守相关法令规章及

道德诚信，并关心社会，为我们的员工、股东及社会整体创造最大

的利益。我们承诺达成下列政策并持续进行各项改善 
 

1、树立员工环保与工安观念，维护地球资源，减轻对环境的冲击，

并鼓励员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2、持续创新、开发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为公司创造价值，提升股东

权益。 

3、维持良好的公司治理，遵守道德诚信原则及相关法令规章从事商

业行为。 

4、提供员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适当培训及发展，以及合理的报

酬与福利。 

5、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推广至供货商，并要求遵守。 

6、尊重及发展知识产权，为人类科技文明进步、社会经济发展及地

球环境永续发展尽力。 

 

 

 

  

 

 

 

 

 

 

 



百和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权政策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严格遵守所在地之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员工

的合法利益。期许自我善尽社会责任，于公司管理规章：【员工手

册】、【厂规实施细则】、【反歧视管理规定】等参考【世界人权宣言 

】之国际人权公约之精神，支持及愿意尊重员工、客户及相关利害

关系人之人权。 
 

人权管理政策 具体方案 

反对歧视、霸凌及
骚扰 

公司于【员工手册】、【厂规实施细则】、【反歧视管理

规定】等管理规章实施反对歧视、霸凌及骚扰的倡导

外，本公司订定【检举非法与不道德或不诚信行为案

件之处理办法】，并于公司网站设有利害关系人专区，

提供员工适当申诉管道，可以获得妥善处理。 

禁用童工及无强迫
劳动 

公司遵循营运地劳动法规，不雇用童工及订定合理工

时规范(工作时间及延长工时)，定期关心及管理员工

的出勤状况及落实员工休假，维持员工工作与生活的

平衡。 

实施完善员工福利
措施 

对员工福利照护包括有：保险、退休、三节礼金或礼

品、生日礼金或礼品、年假、丧假及婚育假、健康检

查、结婚津贴、自主学习、员工餐厅等福利。此外，

本公司致力打照友善职场，设有集乳室，提供产后女

性集乳无压力。对于同仁遇有育婴、重大伤病、重大

变故等情况，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休假时，也能申请

留职停薪，以兼顾个人与家庭照顾的需要。另外，员

工不分性别均享有同工同酬及晋升的机会。 

本公司章程第 12(D)条规定员工酬劳为自年度尚未扣

除董事、员工酬劳之税前净利中提拨不低于百分之一

(1%)之数额，以股票或现金分派予符合一定条件之本

公司及从属公司员工。 

整体薪酬政策: 本公司每年参考当地暨同业薪资水平

并结合员工绩效与公司政策，订定合理薪酬，以维持

整体薪酬竞争力。 

本公司年终奖金系参考当年度营运绩效及未来规划综

合考虑核算，并考虑员工年度绩效及贡献度，分配予

全体同仁，以激励员工对公司目标努力。 
 

 



人权管理政策 具体方案 

提供安全与健康之
工作环境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除各项设施设备均定期保养与检修

外，每年定期对员工实施工业安全与卫生教育倡导，

并定期办理员工健康检查等活动。再者，子公司于营

运地均取得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有效期分别为： 

公  司  名  称 最新有效期限 

江苏百宏复合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09.04. ~ 2021.09.03. 

2021.05.17. ~ 2024.05.16.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

公司 

2020.10.26. ~ 2021.08.09. 

2021.08.13. ~ 2024.08.09. 

越南百宏责任有限

公司 

2019.03.19. ~ 2022.03.18. 

2022.03.19. ~ 2025.03.18. 

2021年未有重大工安事故。惟一般职灾人数共计25件，

人数27人(占2021年底员工人数约0.72%)。本公司检讨

改善对策，例如加强机台安全操作之教育训练等。除

持续检讨改善外，并重视关怀员工身心状态，确保员

工工作期间之安全。 

其他具体执行内容有： 

1. 本公司之子公司订定有关机械安全、电气安全 

、厂房安全、防火训练及紧急状况处理等规则除张

贴于各工作场所外，权责主管负责向员工倡导及教

育，供员工遵守操作规范。 

2.设置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及烟雾侦测器等消防

设备于各工作或活动场所，每年并定期测试及保

养。 

3.本公司之子公司订定【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并于

每年举办消防及逃生演习、灾害防救训练与卫生教

育倡导，提高员工灾变时之救灾能力及应变能力，

降低灾害事故、财产之损失，并减轻对环境冲击程

度。 

4.每年定期保养电梯、货梯、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及实

施电气安全检查。 

5.本公司依工作性质及需要，配置安全防护器具，并

于操作前接受特殊的安全与卫生训练，如从事粉尘

或有机溶剂作业需配戴口罩，于噪音环境中需佩戴

耳塞等，以降低作业环境对员工健康危害。 



人权管理政策 具体方案 

6.化学品管理人员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营运地规

定定期参加外部教育训练并取得合格证件。由专人

使用、管理及处置化学品并订定符合营运地法规的

化学品管理规定并确实遵循。 

7.与所在地医疗院所合作，提供员工每年年度健康检

查及紧急医疗处置。本公司并配置急救设备、药箱

及护理人员。 

8.本公司设置保安人员加强门禁管制，强化工作环境

的安全。 

9.每年持续推行 7S 整理、整顿、清洁、清扫、素养、

安全、节约活动，强化员工健康、安全知识。 

沟通管道 主要营运地设有工会，增加与员工的互动沟通。本公

司并制定【检举非法与不道德或不诚信行为案件之处

理办法】明定检举作业程序及申诉管道(设置意见箱

等)，并采保密方式处理举报案件并客观查证，并让员

工知悉公司将尽全力保护呈报者的安全，使其免遭报

复。 

 

 

 

 

 

 

 

 

 

 

 

 

 

 

 

 

 

 

 

 

 



一、其他推动永续发展情形： 

   (一)本公司原由各营运主体之管理部负责社会责任之推动。惟为强化

永续发展工作之推动，自 2021 年起，由本公司总经理室并同各

子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推动永续发展的负责单位。相关部门共

同讨论包括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对营运之影响及因应的策略

后，展开执行工作，以落实本公司永续经营。 

   

   (二)环保面： 

           本公司之生产基地遵循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通过第 3 方验证，并依据

ISO14064-1 盘查温室气体排放量，检视公司营运所面临的冲击。

根据碳盘查结果，持续执行减碳措施。 

          子公司于营运地取得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有效期分别为： 

项目 公  司  名  称 最新有效期限 

ISO 14001：2015 

江苏百宏复合材料科技
股份公司 

2018.02.09. ~ 2021.01.25. 

2021.05.21. ~ 2024.05.20.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 2019.06.27. ~ 2022.06.25. 

越南百宏责任有限公司 
2019.03.19. ~ 2022.03.18. 

2022.03.19. ~ 2025.03.18. 

 

项目 公  司  名  称 最新有效期限 

ISO 50001：2011 

江苏百宏复合材料科技

股份公司 
2019.08.16. ~ 2021.09.11.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 2019.08.07. ~ 2021.08.14. 

 

项目 公  司  名  称 最新有效期限 

ISO 50001：2018  

江苏百宏复合材料科技

股份公司 
2021.07.12. ~ 2024.09.11.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 2021.08.25. ~ 2024.08.14. 

 

           

 



          本公司及各主要营运主体积极推动各项能源减量措施，及主   

要营运主体选用高能源效率及节能设计设备，营运中的厂区逐步

优化能源耗用高的设备，进而整体降低企业及产品能源消耗，并扩

大再生能源之使用，使能源使用效率优化。 

           2021 年东莞、无锡与越南生产基地装设光伏发电设备。东莞

厂区预计年发电量为 328.8 万度;无锡厂区预计年发电量为 202.93

万度;越南厂区预计年发电量为 289.96 万度。预估约可替代 2021

年各厂区年用电量的 14.43%~18.24%。预估有效运行期间约 25

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0.5 万吨。 

      本公司之子公司有制定废弃物管理等资源制度。  

最近 2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江苏百宏公司、东莞百宏公司及 
                         越南百宏公司) 

                                         单位: 吨 二氧化碳当量 

年度 范畴一 范畴二 范畴三 

2020 14,962.22 56,264.10 - 

2021 23,291.40 60,113.84    3,633.28 

 

           各公司就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完成 ISO 14064-1：2018 

范畴一、二、三之盘查，并于 2022 年 8 月及 10 月陆续完成第三

方查证。另江苏百宏公司及东莞百宏公司亦完成 2020 年度温室气

体盘查及第三方查证。 

           另为因应气候变迁及促进公司永续经营，2021 年东莞、无锡

与越南生产基地装设光伏发电设备，预估约可替代各厂区年用电

量的 14.43%~18.24%。预估有效运行期间约 25 年可以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 20.5 万吨。公司将持续以净零碳排及使用再生能源

作为公司的长期目标。 

 

 

 

 



 

      最近 2 年用水量: (江苏百宏公司、东莞百宏公司及越南百宏公  

                        司) 

                        单位: 吨 

年度 用水量 

2020     715,893 

2021   987,125 

注:表格内数据为公司自行统计。 

 

           上述用水量包括自来水及废水回收。各生产基地于 2021 年生

产量较 2020 年增加，用水量因而增加。本公司多年来致力水资源

再利用，包括制程节水回收、其他节水回收，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以善尽水资源之利用效率作为长期目标。 

      最近 2 年废弃物量: (无锡百和公司、东莞百宏公司及越南百宏 

                          公司) 

                                         单位: 吨 

年度 非有害废弃物 有害废弃物 

2020 2,164.22 63.52 

2021 5,067.39 115.53 

 注:表格内数据为公司自行统计。 

 

           各主要子公司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系统验证。其废弃物

处理均交由合格第三方机构并与当地环保主管机关联机进行监控。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将持续藉由制程技术改善、原物料减量等源头

管理措施，减少废弃物产出，达到废弃物减量。 

   (三)社会贡献：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热衷参与小区活动，宣达并鼓励员工参与，

以增进小区间之和谐关系。再者，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积极回馈社会，

自发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及小区活动。 

 

   (四)消费者权益： 

           本公司之子公司已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制定

相关质量管理程序及申诉程序以保护客户的权益。此外，由业务单

位受理客户的抱怨，透过公司网站咨询服务等方式，实时与客户进

行沟通，并定期于每月/每季的产销会议中检讨改进。每年并定期



调查客户满意度，透过问卷分析检讨客户回馈意见，将客户反馈与

调查结果作为精进客户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利后续改善。另外，

本公司已依相关法令规章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且相关产品

的营销并遵循相关法规及国际准则；本公司的商标并已取得登记，

且对于运用品牌商的商标亦得到品牌商的合法授权。 

 

   (五)安全卫生： 

           本公司及子公司系遵照营运地安全卫生之相关法令规章办理。 

   (六)供货商：  

      公司采购合同中虽未包含职业安全卫生、劳工人权及环境影响

因素的条款，惟已订定供货商评估程序，除了对供货商之交期、质

量（包含环保材料与化学品测试报告）等进行审查外，并要求供货

商提供数据左证，确保产品符合禁限用物质清单等环保规范。此外，

公司仍会持续要求供货商遵守企业社会责任、重视劳工人权，善尽

爱护地球的义务。 

 

 

 



二、员工褔利措施、进修、训练、退休制度与其实施情形，以及劳资间之

协议与各项员工权益维护措施情形   

   (一)本公司的进修及训练制度及实施状况如下 

       本公司为提升员工专业技术能力暨加强工作效能，制订【人力

资源 管理程序】。本公司对于新进员工提供职前训练，帮助其了解

公司沿革、目标与使命，并熟悉工作环境与相关规章制度。除由各

单位依工作需求提出年度教育训练计划，并依年度教育训练计划执

行员工进修训练外，更不定期举办内部管理及专业训练课程，另视

需要派员参加或邀请外部机构举办之课程与训练，以强化各机能别

员工之专业能力。2021 年度相关教育训练实施情形统计如下表： 

项目 课程数 训练时数 
总训练人

次 

新进人员训练 604 7,388 10,008 

在职人员训练 778 2,874 104,613 

 

   (二)退休制度与其实施情形 

       本公司台湾办事处适用【劳工退休金条例】之退休金制度，系

属政府管理之确定提拨退休计划，依员工每月薪资 6%比率提拨退

休金至劳工保险局之个人专户。 

本公司位于中国之子公司，依据中国相关法令，按月提拨并向

当地社会保障局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等五项基金。员工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可向社保局申请退休金。本公司并按地方政府相关规定，

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办理相关退休手续。 

本公司位于越南之子公司为本公司依越南法律设立登记之子

公司，本公司已依越南相关法律，按月向当地社保局为员工缴纳社

保、医保及失业保险，为员工底薪的 21.5%。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可向社保局申请退休金。本公司并按法律规定，对于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的员工办理相关退休手续。 

 



 

   (三)劳资间协议及各项员工权益维护措施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皆依主要营运地之劳动合同法及其它相关

法规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且营造和谐之劳资关系。主要营运地依

法设立工会。在工会的协调下，依法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此外，公

司提供员工座谈会及书面申请等申诉管道，并维持管道顺畅，以维

护员工合法权益。自成立至今劳资关系和谐，无因劳资纠纷而需协

调之情事。 

   (四)各项员工权益维护措施情形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依据各项管理办法内容制定员工权利义务

及福利项目，以确保员工权益，且根据员工的合理要求，适时调整

福利内容。各项员工福利措施情况如下 

1.依各地劳动管理主管机关的要求，办理各项社保业务（含养老、

医疗、生育、工伤及失业等）。 

2.全体员工除依法参加医疗等各项保险外，公司每年办理员工健康

检查。 

3.为体恤员工，发放员工三节(中秋节、端午节、农历年)礼品或礼

金及提供部门聚餐经费补助外，每月为员工发放生日礼金或礼品，

并组织员工舞蹈、歌唱、足球活动及电影欣赏等丰富员工生活的

福利措施。 

4.每年举行消防演习及逃生演习、灾害防救训练，并于晨会上向员

工倡导劳工安全卫生知识，以防止职业灾害，保障员工安全与健

康。 

5.员工遇有婚、丧、喜、庆，除依营运地相关劳动法规之规范给予

休假外，并享有结婚礼金以及祝福与慰问。 

6.员工加班费均依法给付，并视工作表现给予工作奖金或年度奖金。 

7.重视员工训练及未来发展，提供员工进修补助金。 

8.致力打造女性友善职场环境，设有舒适且隐私不受打扰的集乳室，

提供女性员工产后集乳无压力。  



   (五)对员工福利照护包括有：保险、退休、三节礼金或礼品、生日礼金

或礼品、年假、丧假及婚育假、健康检查、结婚津贴、自主学习、

员工餐厅等福利。此外，本公司致力打照友善职场，设有集乳室，

提供产后女性集乳无压力。对于同仁遇有育婴、重大伤病、重大变

故等情况，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休假时，也能申请留职停薪，以兼

顾个人与家庭照顾的需要。另外，员工不分性别均享有同工同酬及

晋升的机会。2021 年女性职员平均占比为 54.6%，女性主管平均

占比为 0.3%。 

本公司章程第 12(D)条规定员工酬劳为自年度尚未扣除董事、员工

酬劳之税前净利中提拨不低于百分之一(1%)之数额，以股票或现金

分派予符合一定条件之本公司及从属公司员工。 

整体薪酬政策: 本公司每年参考当地暨同业薪资水平并结合员工

绩效与公司政策，订定合理薪酬，以维持整体薪酬竞争力。 

本公司年终奖金系参考当年度营运绩效及未来规划综合考虑核算，

并考虑员工年度绩效及贡献度，分配予全体同仁，以激励员工对公

司目标努力。 

      

三、工作环境与员工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除各项设施设备均定期保养与检修外，每年定
期对员工实施工业安全与卫生教育倡导，并定期办理员工健康检查等
活动。再者，子公司于营运地均取得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有效期分别为：  

公  司  名  称 最新有效期限 

江苏百宏复合材料科技 

(股)公司 

2018.09.04. ~ 2021.09.03. 

2021.05.17. ~ 2024.05.16.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 
2020.10.26. ~ 2021.08.09. 

2021.08.13. ~ 2024.08.09. 

越南百宏责任有限公司 
2019.03.19. ~ 2022.03.18. 

2022.03.19. ~ 2025.03.18. 

 

 2021年未有重大工安事故。惟一般职灾人数共计25件，人数27
人(占2021年底员工人数约0.72%)。本公司检讨改善对策，例如加强
机台安全操作之教育训练等。除持续检讨改善外，并重视关怀员工身



心状态，确保员工工作期间之安全。 

 

    具体执行内容有： 

1.本公司之子公司订定有关机械安全、电气安全、厂房安全、防火

训练及紧急状况处理等规则除张贴于各工作场所外，权责主管负

责向员工倡导及教育，供员工遵守操作规范。 

2.设置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及烟雾侦测器等消防设备于各工作

或活动场所，每年并定期测试及保养。 

3.本公司之子公司订定【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并于每年举办消

防及逃生演习、灾害防救训练与卫生教育倡导，提高员工灾变时

之救灾能力及应变能力，降低灾害事故、财产之损失，并减轻对

环境冲击程度。 

4.每年定期保养电梯、货梯、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及实施电气安全检

查。 

5.本公司依工作性质及需要，配置安全防护器具，并于操作前接受

特殊的安全与卫生训练，如从事粉尘或有机溶剂作业需配戴口罩，

于噪音环境中需佩戴耳塞等，以降低作业环境对员工健康危害。 

6.化学品管理人员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营运地规定定期参加外

部教育训练并取得合格证件。由专人使用、管理及处置化学品并

订定符合营运地法规的化学品管理规定并确实遵循。 

7.与所在地医疗院所合作，提供员工每年年度健康检查及紧急医疗

处置。本公司并配置急救设备、药箱及护理人员。 

8.本公司设置保安人员加强门禁管制，强化工作环境的安全。 

9.每年持续推行 7S 整理、整顿、清洁、清扫、素养、安全、节约活

动，强化员工健康、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