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ynapack empowers your life & Expands the Economic Scale of 3C Energy Source. The Supplier of 
Rechargeable Battery Packs Designated by Global Leading IT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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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阅读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Dynapack、DP、公司或我们）

201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Dynapack随着业务逐步扩展，有感于对

股东、员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社会责任及使命与日俱增，为了向投资股东

与社会大众公开说明Dynapack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政策目标与措施绩效，于

2018年首季度发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未来每年将持续发行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书，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期间与范围 

        本报告书揭露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Dynapack在公

司治理与经营、环境保护、员工关系和供货商管理之作法与绩效。包括顺达

电子科技（苏州），及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合并呈现。历年发布情

况：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2019）。 

报告书撰写原则 

        本报告书的内容界定由公司EHS拟定，为使报告书的内容更为聚焦，我

们依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可持续发

展指南4.0版本》(G4)核心“符合”方案进行编写，呈现Dynapack于公司治

理、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层面上各项重大议题的努力与成果。 

联络信息与意见回馈 

         Dynapack期盼各界人士持续给予我们指导与鼓励，对于所有关注

Dynapack的读者们，我们将会秉持永续发展之承诺。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

本报告书以PDF电子版本公告于公司网站，提供读者阅览与各利害关系人下

载。非常欢迎您提供宝贵的意见指教或建议。 

电话：0512-63408688 

邮箱：Jenny.Wang@dynapack.com.cn 

网址：http://www.dynapack.com.tw/o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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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营业计划实施成果 

1、在电池蕊价格上涨、汇率变动及产品组合等因素影响下，2018年度电池组总出货量虽

较2017年度减少7.8%，营收则比去年成长，加上自动化线导入和制程效率提升，净利也

比2017年度提升。 

2、新增笔记本电脑客户顺利量产并持续增量出货。 

3、多型态自动化制程渐序导入生产线，效率及效益都显著提升。 

4、持续量产、出货两轮电动车和高功率服务器电池模块。 

5、总部厂办大楼兴建完成，已取得使用执照，预计20年上半年迁入；产业专用区内住宅

用地约4,000坪土地与富宇建设(股)公司签订住宅大楼合建分售契约，土地作价约新台币

26亿元，预计四至五年可收取地价并认列利益。 

 (二)预算执行情形 

本公司2018年度未公告财务预测。 

 (三)财务收支及获利能力分析 

         2018年度合并营业收入净额为新台币178.87亿元，较2017年度新台币157.09亿元

增加14%；2018年度合并税后利益为新台币6.42亿元，较2017年度新台币4.15亿元增加

55%；2018年度基本每股税后盈余为新台币4.35元，较2017年度基本每股税后盈余新台

币2.81元增加55%。 

 (四)研究发展状况 

1、成功且大量导入自动化制程，涵盖笔记型及平板计算机、动力及储能电池应用。 

2、成功导入自动化物流，往数字化车间迈进。 

3、强化产品竞争力，持续推进服务器不断电系统及数据中心用电池模块。 

4、开发完成储能模块及远程监控系统。 

5、合作开发完成无线充电模块。 

6、持续扩增两轮电动车、搬运载具的动能电池模块产品的量产与部分产品导入自动化制

程，并发展台湾制造的产销与供应链体系。 

7、持续优化动能电池模块的设计竞争力，强化电机电控整合系统、韧体接口的通讯协议
的整合能力，积极开发有整合性利基的市场与商机。 

2.1董事长致辞： 

致各位关心顺达的朋友、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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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度营业计划概要 

(一)经营方针及重要产销政策 

1、加强现有客户关系，提升顾客价值和占有率，并开发新客户。 

2、总部厂办大楼将正式启用，部分大楼将出租，并积极进行万余坪自有土地之开发。 

3、建立台湾组装线，提升动、储能电池模块等非信息产品业务。 

4、持续优化、提高自动化流程和制程比重，提升产品质量并降低人员流动影响。 

5、强化供货商管理，优化存货、质量风险、成本与持续供货等管理能力。 

(二)预期销售数量及其依据 

         2019年度整体笔记本电脑销售量呈现稳定不再下滑，惟品牌将呈现更集中化，领导

品牌市占率将扩增；然平板计算机将持续下滑。整体来说，2019年度在笔记本电脑成长

停滞、平板计算机锐减及全球经济景气不确定下，出货量及营收将呈现衰退，且锂离子电

池蕊价格下跌，库存原料对获利恐将有不利影响。 

三、未来公司发展策略、受到外部竞争环境、法规环境及总体经营环境之影响 

(一)未来发展策略 

1、持续强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智能制造等竞争力的再升级。 

2、加强储能业务及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控系统整合能力与客供关系。 

3、关注贸易战对新兴市场、台湾制造与在地制造等议题的演变和影响。 

4、长期强化招揽及培训研发人员，建构大陆团队产品开发能力。 

(二)受到外部竞争、法规环境及总体经营环境之影响 

1、不利因素 

(1) 反倾销、关税保护和汇率变动等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将牵动全球贸易，或影响非在地制

造的竞争力。 

(2) 电动车需求成长，持续冲击电池蕊、半导体和相关零组件的供应稳定性。 

(3) 环保法令、产品法规加严、人工成本攀升，影响经营成本、利润与风险。  

2、有利因素 

(1) 在环保绿能政策持续推动下，有助业者开拓动能和储能锂电池模块等应用领域与商机。 

(2) 持续进行A7站产业专用区土地开发及厂办出租业务。 

董 事 长：  钟聪明 



         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台商独资企业，企业法人钟聪明；总公司设立于

台湾桃园县龟山乡华亚科学园区华亚一路66号3楼。陆生产基地设立顺达电子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吴江厂）和昆山顺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厂），

注册资本分别为8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 2016年因公司整体经营策略改变，

昆山厂逐步将产能转移至吴江厂， 2017年下半年已全部轉移至吳江廠。2018

年吴江厂的营业额达到3833.52百万人民币。主要营运设计项目：为世界级电

子科技大厂提供可携式产品之专业电池组的设计与生产制造。目前覆盖至中国、

韩国、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欧洲。 

• Founded: 1998, July 

• Chairman: Mr.TM Chung 

 

 

• Main Facilities:   

• TW台湾    - 6,000 m2 / 
150 employees 

• WJ吴江    -70,000 m2 
/3000 employees 

 

 

• Products: 

• Battery Pack (NB ,Tablet, 
Modem, Military Device, 
Medical Device, Power 
Bank, Energy Storage)
  
   

WJ吴江 

TW台湾 

2.2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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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Jiang 
Plant 1, 2, 3 

TWN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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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内容 
1.所营业务之主要内容 

(1)发电、输电、配电机械制造业。(2)电池制造业。(3)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4)国际贸易业。(5)住宅及大楼开发租售业。(6)工业厂房开发租售业。 

(7)特定专业区开发业。(8)新市镇、新小区开发业。(9)不动产买卖业。 

(10)不动产租赁业。(11)除许可业务外，得经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2.3 运营状况 

产  品  项  目 2017年营业额 营业比重 2018年营业额 营业比重 

锂 电 池 组 15,689,350 99.9% 17,830,075 99.7% 

其 他 19,888 0.1% 56,450 0.3% 

合     计 15,709,238 100.0% 17,886,525 100.0% 

2.主要产品营业额比重 

3.市场占有率 

年度 

笔记本电脑及平板计算机出货量 
顺达科技 

合并出货量 
全球出货量 

顺达科技 
占有率 

2013 47,628 396,900 12% 
2014 43,133 404,000 11% 
2015 32,457 364,800 9% 
2016 28,195 332,000 8% 
2017 33,057 315,000 10% 

2018 32,117 333,000 10% 

单位：新台币仟元 

4.技术及研发概况 

项 目 /年 度 2018年度 
研究发展费用 273,374 
营业收入净额 17,886,525 
研究发展费用占营业收入
净额比例 

   1.5% 

单位：新台币仟元 

单位：仟组 



2.4组织架构 

部门名称 工作执掌 

总经理室 

整合督导各部门业务之运作，并掌理公司营运政策之规划及营运方针之拟
定与执行。 
公司年度品质目标之明定及营运绩效之评核，视经营环境之变动调整各部
门组织之权责。 
协调各部门顺畅运作。  

稽核室 

检查、评估内部控制制度缺失及衡量营运效率，适时提供改进建议，确保
内部控制制度有效实施，并协助董事会及管理阶层履行责任。 
进行定期与不定期之营运稽核，确实评估内部控制制度遵行之健全性、合
理性及有效性。内部稽核每月或必要时向董事长、总经理报告，并列席董
事会报告。 

研发处 

电池相关技术之开发与改良。 
产品的设计、样品试作、验证与改良。  
安规验证的执行与申请。 
电蕊技术趋势的研究、验证与失效分析。 
新零件或材料的验证及导入。 
结合产品设计、制程及自动化。 
潜在的新产品及新技术之开发与评估。 
专利布局与执行。 
项目项目的开发与控管。 

部门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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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财
务
处 

  

品
质
管
理

处  

董事长/副
董事长长 

环安卫室 

股东会 
监察人 

 

大
陆
顺
达
苏

州
厂 

研
发
处 

行
销
业
务
处 

管
理
处 

资
讯 

处 

董事长室 风险管理
委员会 

 

稽核室 

薪资报酬
委员会 

 

大
陆
昆
山
顺

阳
厂 

董事会 

社会责任委员会 



部门业务介绍 

部门名称 工作执掌 

品质管理处 

品质系统的维护及持续改善；内部品质稽核之规划、执行与持续改善之
推行；技术资料及品质文件之管理监控；设计品质的验证及测试；供应
商品质管理；产品检验及持续改善；产品市场失效分析与改善；品质成
本改善；符合法律法规之绿色产品管理。 

行销业务处 
产品之市场情报收集与趋势分析；拟定产品销售计划；开发客户及维护
客情；客诉处理；策略材料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询价/议价/采购；对
厂商交货进度控制；策略备料 

管理处 

人员的选、用、育、留之管理。 
总务庶务之管理及公司相关管理办法之订定、推行及修订。 
�管理规章制度之研究、设计、修订及执行。 
�庶务料件之请、采购作业与环境卫生的维护与管理。 

资讯处 

信息应用系统开发及维护。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之建立及执行。 
�信息设备之管理及安全控制。 
�先进信息科技的导入及应用。 

财务处 
会记帐务管理与会记制度之规划、设计及推行；年度预算之汇总、控制
及执行状况的分析与报告；财务资金管理规划 

环安卫室 
安全生产管理与监督；预防职业危害发生；劳动安全卫生管理教育及计
划实施 ；紧急应变计划制定；6S活动推行；厂区外围环境规划及管理 

风险管理委员会 
负责公司风险运作管理系统之建立、修订及检核；整体经营风险之辨识；
风险管理策略拟定及执行，后续追踪 

薪资报酬委员会 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之薪资报酬政策之评估及建议 

社会责任委员会 

1.負責社會責任政策之推行與管理手冊之制訂、修改與審核。 
2.社會責任管理計劃之擬訂與推行。  
3.核定相關社會責任教育訓練計劃。  
4.核定社會責任之相關操作標準、檢驗標準及管制標準。  
5.會商解決社會責任管理執行問題。 
6.評核社會責任系統實施績效，並對執行計劃偏差事項進行檢討。 
7.研究社會責任管理方案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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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国籍
或注
册地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任期 
(年) 

主要经（学）历 

目前兼任
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
之职务 

董 事 长 
中华
民国 

钟聪明 106.06.13 3 

政治大学企研所硕士 
台湾大学商学系会计组 
美国康乃狄克州会计师考试及格 
勤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退休 
政治大学会计系兼任讲师 

【注3】 

副 董 事 长 
中华
民国 

华龙财务顾问(
股)公司 

106.06.13 3 

- 【注4】 

代表人：杨照
民 

政治大学企研所硕士 
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 
正峰工业(股)公司上海厂总经理 
华宇计算机(股)公司吴江厂总经理 

【注5】 

董 事 
中华
民国 

杨聪河 106.06.13 3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电机硕士 
Arima Display (Japan) Corp.社长 

【注6】 

董 事 
中华
民国 

许诸静 106.06.13 3 
台北大学在职专班企研所硕士 
台北工专电子工程科 
华宇计算机(股)公司第二研发中心协理 

【注7】 

董 事 
中华
民国 

林秀琴 106.06.13 3 
育达商职 
凯力普实业(股)公司主办会计 

【注8】 

独 立 董 事 
中华
民国 

蔡慧明 106.06.13 3 

美国德州大学会计硕士 
勤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美国永丰金控财务长 
美国远东国民银行资深执行副总 

【注9】 

独 立 董 事 
中华
民国 

王遵义 106.06.13 3 

交通大学光电研究所博士 
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硕士 
台林通信(股)公司副总经理 
华威光电(股)公司副总经理 
华荣光电研究所主任 
明新科技大学电子系主任 

【注10】 

监 察 人 
中华
民国 

鹿寮坑(股)公司 
106.06.13 3 

- 

政治大学国贸系硕士 
土地银行副理退休 【注11】 代表人：游秀

碧 

监 察 人 
中华
民国 

游胜福 106.06.13 3 
政治大学会计系硕士 
台湾大学商学系会计组 
勤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退休 

【注12】 

监 察 人 
中华
民国 

李香云 106.06.13 3 
美国休斯敦大学会计硕士 
汉友投资顾问(股)公司副总经理 
凯崴电子(股)公司监察人 

【注13】 

董事、监察人、总经理、副总经理、协理、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主管数据: 

2.5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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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致茂电子(股)公司独立董事兼薪酬委员；台湾大哥大(股)公司独立董事； 

远东国际商业银行(股)公司董事；顺阳投资(股)公司董事；东贝光电(股)公司董

事；台湾大学会计学系实务讲师；Dynapack Technologies(Cayman) Corp.及

顺达科技(香港)(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顺达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及昆山

顺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注4】系晶科技(股)公司董事。 

【注5】顺阳投资(股)公司董事长；顺达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及昆山顺阳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注6】泽米科技(股)公司监察人 

【注7】本公司总经理顺达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及昆山顺阳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 

【注8】华龙财务顾问(股)公司董事长；系晶科技(股)公司监察人。 

【注9】Super Micro Computer,Inc. 独立董事;澳盛(台湾)商业银行(股)公司独   

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安盛生科(股)公司监察人;顺达科技(股)公司薪酬委员 

【注10】光远科技(股)公司董事、技术总监;致茂电子(股)公司董事;易维特科技(      

股)公司董事;兆晟奈米科技(股)公司董事;顺达科技(股)公司薪酬委员。     

【注11】鹿寮坑(股)公司董事长。 

【注12】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公司及裕隆汽车制造(股)公司独立董事兼薪酬委 

员；华信光电科技(股)公司董事；三福化工(股)公司及华冠通讯(股)公司监察人

；台光电子材料(股)公司及裕融企业(股)公司薪酬委员。 

【注13】汉友投资顾问(股)公司副总经理;凯崴电子(股)公司监察人;随身游戏(股      

)公司董事;和畅科技(股)公司、荣沛科技(股)公司、鸿基生技(股)公司及升顶企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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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社会责任 

     3.1企业社会责任组织架构 

      3.2企业社会责任政策 

      3.3环境健康安全管理 

      3.4公司认证及荣誉 

      3.5利害关系人沟通及重大考虑面 

      3.6 2017年社会责任目标达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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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pack 社会责任管理架构 

资讯 

总经理 
许诸静    

 

 工厂管理者 
颜庆丰 

制造 

社会责任管理代表              
宋国湘 

财务 业务 工程 

环安/总务 
宋国湘 

品质  资材 

人事 
沈静芳 

策划团队 

  厂务 

体系  
冯志娟 

环境 
王娟娟 

健康安全 
蔡红春 

健康管理 
李梅文 

体系  
姚苏玲 

薪资 
王妍 

招聘 
沈贺 

劳资关系 
陈志琴 

总务 
刘小卡 

培训 
李婷 

         因应未来的趋势以及变化，Dynapack于2013年设立CSR社会责任

组，透过设置专责专人专注于执行全企业CSR业务，使全企业CSR的管理

能够更一致且发挥整体功能，另外我们也在各厂区建立、设置CSR推行组

织，推动劳工、健康与安全、环安、道德及管理系统的良性，最后我们

也纳入劳工的意见，工会或劳工代表也为组织成员之一。 

 3.1 社会责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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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责任政策 

 

    为配合政府安全生产与环保政策，符合法令及善尽社会责任，

创造一个尊重及安全的工作环境，为本公司对环境保护与员工安

全的政策核心。 

       

    社会责任政策： 

『建立一个保护环境、人权、安全、健康的企业环境，以善尽企

业的社会责任』 

       

    环安卫政策： 

『建立一个安全、低污染及资源再利用的企业环境』 

 

    遵守国际公约、国内环安法规及相关法律规定，并且遵守客户

对产品或制程的要求与规定，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使用会对环

境造成破坏的物质，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伤害，并妥善运用现有的

资源，藉由资源回收及再利用的方式，减少资源的耗损，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职场环境，并加强安全卫生

管理的沟通，使产业及环境能够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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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安卫方针政策： 
    环境方针：建立一个安全、低污染及资源再利用的企业环境。 
    安全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卫生方针：预防为主，防止结合。 
    基于既有的环境与健康安全方针，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健康安全、节能环保
的活动，保护员工的健康安全，保护环境。 
•ISO14001&OHSAS18001管理体系：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DM-002 环安卫管理手册 

DP-001 文件管制作业程序 

DP-003 质量环境记录管制作业才程序 

DP-004 管理审查作业程序 

DP-005 训练作业程序 

DP-011 供货商评估作业程序 

DP-020 客户满意与沟通作业程序 
DP-021 内部稽核作业程序 

DP-037 环安卫规划管理程序 

DP-039 环安卫委员会管理程序 

DP-040 环安卫异常矫正及预防管理作业程序 

3.3环境健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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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 

OHSAS18001 

ISO14064 

ISO 13485 ISO9001 

3.4公司认证及荣誉 

16 认证日期：2019/3/28 
有限期限：2019/3/28-2020/3/27 

认证日期：2002/11/26 
有限期限：2019/1/28-2020/11/29 

认证日期：2017/1/13 
有限期限：2018/1/12-2020/1/12 

认证日期：2005/4/30 
有限期限：2017/7/21-2020/7/10 

认证日期：2008/8/12 
有限期限：2017/7/21-20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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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及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有效的交流更是需要公
司积极思考的，依据(依赖性、责任、影响、多元观点、张力)五大原则鉴别
主要的利害关系人共6类，包含员工、客户、股东、供货商、政府机关、周
边小区。 

Dynapack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主动与客户沟通交流。 
Dynapack定期主动与政府机构，社区进行沟通交流，并加入多个当地协会。 
Dynapack人力资源部，环安卫室，财务部定期与各关键利益相关方进行交
流，并制定具体的参与策略。 

利益相关
方团体 

关注点 沟通方式 

客户 原物料管理、营运财务绩效、环保
合规性、雇佣概况 

客户满意度调查 
客户会议 
参加CSR Audit 

员工 雇佣状况 
劳资关系 
环保合规性 
健康与安全 

员工座谈会 
职工代表会议 
总经理信箱 
茶话会等 

供应商 道德管理 
营运财务绩效 
物料 
环境评估 

供应商社会责任培训 
供应商年度稽核 
供应商合同与调查问卷 

政府 劳资关系 
周边社区管理 
健康安全 
环保合规 

政府政策沟通会议 
例行检查配合 
为政府标准工作与磋商提
供输入 

周边社区 环保合规 
消防安全 

关注社区论坛 
回复信息需求 

股东 营运绩效 
雇佣概况 
环保合规 

股东会议 
年报 
网站 
社会责任问卷 

3.5利害关系人沟通及重大考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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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关切议题调查与响应 

         综合以上，Dynapack选定之利害关系人共有6种，分别为员工、客户、

供货商、政府机关、股东、周边小区。 

         今年我们透过发送问卷的方式来以了解利害关系人关切的主要议题，而

调查的流程我们采取5个步骤，第一步骤先以G4指标设计问卷并且对各类别

利害关系人发放问卷，第二步骤为CSR小组成员(包含劳工、工安及环境面向)

进行风险冲击程度的分析，其分析的指标包含严重度、危害发生的机率及风

险控制的成效，第三步骤为利害关系人问卷回收统整，第四步骤为冲击程度

及利害关系人关心议题之结果交叉比对决议出最终关切议题，最后第五步骤

则开始进行2018年度之CSR报告书撰写。 

Dynapack关切议题调查流程 

发放问
卷 

风险分
析 

问卷回
收 

鉴别关
切议题 

开始撰
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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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实质性评估 

         综合以上，DP重大性的鉴别程序是由利害关系者关注程度以及对公司

造成的冲击程度加总之平均值来选定的，由右图所示，总计共有20个议题

为重大性议题，议题之项目与下表相互对应。 

Dynapack将所有议题纳入一个议题矩阵，分别体现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度

（纵向优先度）和对Dynapack的 

影响（横向优先度）。 

我们通过对多个利益 

相关方调查结果的综 

合排序，确定出纵向 

优先度；通过对风险 

分析、战略对标以及 

成熟度评估结果等进 

行综合评价，确定出 

横向优先度。 
 

经济面 环境面 社会面 

① 经济绩效 ⑦ 能源 ⑬ 雇佣 

② 市场形象 ⑧ 水资源 ⑭ 职业安全健康 

③ 采购实务 ⑨ 空气污染 ⑮ 教育训练 

产品面 ⑩ 废弃物 ⑯ 人权 

④ 顾客健康与安
全 

⑪ 法规遵循 ⑰ 反贪污 

⑤ 法规遵循 ⑫ 环境申诉机制 ⑱ 童工 

⑥ 冲突矿产 ⑳ 不歧视 

利
益
相
关
方

关
注
度

 

对Dynapack的影响 低 

⑳ 

高 

20 



类别 
                          

边界 
考量面 

组织内 组织外 
顺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客户 供应商 
周边社
区 

政府 员工 

经济面 
1.经济绩效 ●         
2.市场形象 ●           
3.采购实务 ●           

产品面 
4.顾客健康与安全 ●           
5.法规遵循 ●            
6.冲突矿产 ●           

环境面 

7.能源 ●       ○   
8.水资源 ●       ○   
9.空气污染 ●     ● ○   
10.废弃物 ●           
11.法规遵循 ●   ●       
12.环境申述机制 ●     ●     

社会面 

13.雇佣 ●   ●   ○   
14.职业安全健康 ●   ●   ○ ● 
15.教育训练 ●           
16.人权 ●           
17.反贪污 ●           
18.童工 ●           
19.不歧视 ●         ● 

●为具有重大性，且在本次报告披露； 

○为具有重大性，未来三年内规划披露 

3.5.3重大关切议题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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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7年社会责任目标达成状况 

         DynapaclCSR团队每年皆会依据风险评估之结果订定CSR整体目标，目

标之类别包含劳工面、环境面及社会面，2018年整体之目标达标率及执行的

状况说明如下表，而在每半年的管理审查会议中皆会与社会责任代表、社会

责任各委员报告整体目标达标率及执行的状况。 

目标类别 目标方案 绩效指标 达标率% 执行结果 

供
货
商
社
会
责
任
管
理 

A级 主要原材料/包材实
地稽核 
 

完成率需达95% 93.5% 

2018年需稽核數：31家 （不
含4家安保及膳食服務商） 
實際稽核：29家  
 

B级 生产耗材/加工材料
/辅助材料/劳保用品/设
备厂商 
签署承诺书，回传率
90% 

完成率需达90% 100% 
2018年新收24家B级供应商承
诺书，回收率100% 

要求高风险之供货商完
成冲突矿物调查 

完成率需达
100% 

100% 
2018年度高风险(有使用3TG
之供货商)皆100%回复CFSI调
查表 

客户关系 CSR稽核符合客户期待 无重大缺失 100% 
2018年共4次Onsite客户稽核，
5次文件审核，皆无重大缺失 

环
保 

符合环保法规 
100%符合环保
法规 

100% 
污水排放许可更新；危险废弃
物处理持续合规 

空气污染防治 
100%符合环保
法规 

100% 增设废气排放前过滤设备 

废弃物减量&资源回收 包材回收 100% 增加两家包材回收商回收包材 

节约能源、资源 
单位产品产碳量
降低0. 5% 

100%  
2018年比2017年单位产品产
碳量降低8.98% 

健
康
与
安
全 

新人教育训练 达成率需100% 100% 
2018年新进员工三阶安全教育
培训100%覆盖 

车间安全教育和专项安
全教育 

达成率需100% 100% 
2018年年度安全教育训练计划
100%完成。员工三级安全教
育训练得到落实 

个人防护用品配置 达成率需100% 100% 
2018年PPE配置按照各部门要
求如数分发，按要求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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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类别 目标方案 绩效指标 达标率% 执行结果 

员
工
关
系 

维持RBA年审有效
性 

通过RBA审核 100% 2018年通过Onsite Audit 

工时异常率持续下
降 

七休一及周工时每月以不
超过5%异常率为基准 

80% 
2018年度部份月份之工时仍有
超过4%之异常，此部分将会持
续进行管控 

持续倡导并畅通员
工申诉管道 

员工100%知道公司申诉管
道机制 

100% 
2018年度员工申述事件共计40
件，各申述渠道通畅 

持续推动打造和谐、
友善工作环境 

每季如期召开相关会议讨
论 

100% 
2018年共召开12次员工座谈会，
8次职工代表会议 

3.6.1 2018年度社会责任目标未达成之检讨及对策说明 

目标类别  目标方案 绩效指标 达标率 未达成原因及改善对策说明 

员工关系 
工时异常率持续下
降 

七休一及
周工时每
月以不超
过5%异常
率为基准 

80% 
主要出现工时异常的月份集中在过年阶段 
改善对策：HR于年前制定留人政策，吸引
员工留厂并吸收外界新员工 

供货商社
会责任管
理 
 

A级 主要原材料/包材
实地稽核 
 

完成率需达
95% 

93.5% 
达标率不达标原因：2家因订单减少取消稽核。 
改善对策：采文件审查取代部分现场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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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货商管理 

    4.1供应链类型 

     4.2供应链CSR审核 

     4.3供应链持续性管理 

     4.4 供应链冲突矿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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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与承揽商是Dynapack永续发展的重要伙伴，透过多赢互助的合

作方式，共同追求企业永续经营及成长。在采购政策上，除客户指定之供

应商外，Dynapack尽量选择在地厂商，为支持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献上棉

力。 2018年与Dynapack稳定合作的供应商/承揽商约  207  家，其中供应商

/承揽商在地采购比例占 84.5% 。 

4.1 供应链类型 

25 

供应商分类 
主要原材
料/包材 

采购金
额比例 

生产耗材/加工材
料/辅助材料/劳保
用品/设备厂商 

采购金
额比例 

劳务工程外包/
庶务用品 

采购
金额
比例 

国内合作商
数量 

 119  92% 46  98%  10 
 

100% 
国外合作商

数量 
 30  8%  2  2%  0 0%  

合计  149 100%  48 
 

100% 
 10 

 
100% 



  4.2.1 审查目的: 

          公司及全体管理层认识到遵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

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消费者、客户、公众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与质量管理一样，社会责任管理也是本公司日常运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提供良好产品满足客户需要的一个必要条件。公司任命

高层经理负责社会责任管理，建立、实施和维持良好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并将这一要求延伸到供货商和分包商。 顺达将透过供应链，传递以上企业社

会责任的要求及经验知识，与第三方进行沟通与分享，以提升其相关绩效。 

同时亦可通过供应链管理的审核监督手段，规范供应商社会责任实施，确保

公司供应链内部存在侵犯人权事项。 

 
4.2.2 供货商分级: 

        本公司因属ODM厂，供应链除原物料、设备之供货商、耗材、化学品外，

还有劳务/工程等外包之不同类型之供货商，而不同供货商对于都有不同之风

险，因应各项风险进行供货商分级管控。 凡经评核为合格之供货商，排定年

度供货商评核行程预定表，作为定期评鉴之依据，可视情况采取下列方式开

展即A类：实地稽核； B类：文件审核；C类：签署承诺书。所在地不在江沪

的供货商优先选择文件审核。 

以下厂商不列入于此，若有特殊需求，则需另行讨论决议； 

（1）非制造商（2）生产地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3）知名品牌大厂；

（4）客户指定之厂商； 

 

4.2供应链CSR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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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审核评估: 

概述 (2016.1-2016.12) (2017.1-2017.12) (2018.1-2018.12) 

现场稽核统计 22 23 29 

计划稽核统计 23 23 31 

稽核完成比率 95.6% 100% 93.5% 

4.2.5审核结果: 

        2018年共实地稽核29家A级供货商，整体完成率93.5%，未达成2018年

目标95%，将持续改善，往每年设定目标迈进。  

A级供货商中，本公司查出几项缺失，整体而言以加班、消防管理、化学品、

PPE缺失最多。而针对前述缺失，本公司除要求厂商回复改善措施外，必要

时会进行复查之程序以确保缺失完全结案。 

4.2.3审核目标: 

供货商分级 分类 2016年目标 2017年目标 2018年目标 

A级 主要原材料/包材 
>90%之A级供货
商进行实地稽核 

>95%之A级供货
商进行实地稽核 

>95%之A级供
货商进行实地

稽核 

B级 
生产耗材/加工材
料/辅助材料/劳保
用品/设备厂商 

要求供货商签署
承诺书并90%缴

回 

要求供货商签署
承诺书并90%缴

回 

要求供货商签
署承诺书并

95%缴回 

C级 
劳务工程外包/庶

务用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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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供应链商业持续性管理 

        于2014年起，公司逐渐意识到组织运营过程中商业可持续运营的重

要性，首次提出BCP概念，及至2015年，自身完成BCP团队组建，并将

之导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在对供应商进行社会责任人稽核时，亦对其商

业可持续营运能力做出评估。并帮组供应商组建BCP体系，提升BCP能力。

(BCP: Business  Continue Plan业务持续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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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冲突矿产管理 

4.4.1 无冲突矿产政策及宣告 

      本公司特此声明所有提供之产品皆为无冲突矿产且致力于尽职调查供应链

确保:金(Au)、钽(Ta)、钨(W)、锡(Sn)、钴（Co）这类金属并非透过非政府

武装团体或非法集团，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区域之矿区开采或是循非法走

私途径取得。 

  公司特此制定「冲突矿产政策」，而且遵循以下承诺： 

1、执行推行组织和管理程序，确保只能从已被认证为“无冲突” 的冶炼厂

进行采购。 

2、按照OECD DDG冲突矿产的监管链，实施尽职尽责的调查。 

3、向供货商传达政策，包括所有提供材料的外包商和供货商。 

4、要求供货商不采购源于3TG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武装团体之冶炼厂，其在刚

果或邻近的国家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 

4.4.2构筑管理体系 

       公司因无冲突矿产的国际法规及善尽社会责任，在2013年度进而建置了

管理程序，将冲突矿产纳入了供货商管理当中。此外，在公司内部招集了环

安卫、研发、采购及品保单位成立了冲突矿产管理小组。制定管理流程。  

4.4.3  供应链的尽职调查 

       定义明确的风险识别标准，确保所有与冲突矿产有管的风险得以识别。 

       用评估标准进行风险评估，合理评估确定所有与冲突矿产有关的风险。 

       设计并实施有效的风险缓减措施。 

       定期追踪风险缓解措施的进度及效果，并将结果汇报至资深主管。 

       每年要求相关供货商实施冲突矿产调查及声明承诺的签属。 

       每年对供货商安排冲突矿产相关的倡导及培训，辅导供货商共同进行尽

职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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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供货商无冲突矿产要求 

       所有提供给顺达之产品皆为无冲突金属，要求供货商将致力于详实调查

供应链确保：金(Au)、钽(Ta)、钨(W)、锡(Sn)、钴（Co）这类金属并非透过

无政府军团或非法集团，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区域之矿区开采或是循非法

走私途径取得.。 

      我们要求供货商制定「冲突矿产政策」，而且遵循以下承诺： 

1.不购买从冲突地区来的冲突矿产。 

2.要求我司的供货商，需管理其上游及下游供货商，必须要遵循无冲突矿产

的要求。 

3.尽我司的最大努力对物料来源，拒绝使用从冲突地区来的冲突矿产。 

  为确认供货商符合冲突矿产要求，我们也持续与客户及第三方单位合作，针

对供货商的矿产采购政策、程序，以及尽职调查的过程进行持续改善，以确

保产品所用的材料来源皆无冲突矿产。 

        4.4.5反馈申诉窗口: 

       如果您有对我们在冲突矿产上有相关的担忧。请透过

Jenny.Wang@dynapack.com.cn& Tom.Wang@dynapack.com.cn与我们

连系。此反应机制可以让我们对其实际情况和供应链风险或之外其他问题有

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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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绿色产品 

    5.1顺达2018年绿色承诺目标 

    5.2有害物质管理政策 

    5.3温室气体管理 

    5.4  2018节能作为与成果 

    5.5苏州能源管理体系项目 

    5.6水资源管理 

    5.7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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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pack为锂离子电池组生产与设

计制造商，为提供客户更优质的服务，落

实专业、精准、效率、务实之经营理念，

持续致力于产品质量之提升、环境污染预

防以及营造安全舒适之工作环境，善尽企

业对社会的责任与承诺，达成永续经营之

目标，我们承诺： 

1.事业活动符合政府环安法规及相关团体

要求。 

2.落实持续改善，预防环境污染及消弭影

响员工安全健康之因素，期使企业活动所

产生之冲击和危害降至最低。 

3.落实绿色产品，实现生产产品不含有关

环境禁止使用物质。 

4.提供合理时间及资源促进员工参与环安

管理系统，落实咨询与沟通，达成环境保

护和预防职灾的目的。 

5.做好敦亲睦邻，以提升企业形象，达成

永续经营的目标。 

5-1.顺达2018年綠色承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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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环保法规 1 

1 

1 

1 废弃物减量 

用电节能 

废气污染预防 

Goal 



5.2有害物质管理政策 

         对于客户关注的禁限用有害物质（ROHS)，Dynapack制定《环境管制

物质管理规范》。所有产品于研发、制造、生产储存、出货各流程包含原物

料供应商必须确保管控有害物质，以符合欧盟及客户要求。我们的目标是提

供安全及不含有害物质的产品/服务，涵盖其生命周期；为成功达成此目标， 

我们做到： 

•   符合/超越所有适用的法令要求。 

•   积极追求污染的防治。 

•   设计/制造干净安全的产品以供使用，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   提供环保要求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的产品予我们的客户。 

•   要求我们的供货商，以对社会/环境负责的态度，去执行他们的作业。 

文件编
号 

文件名称 

DW-
QS021 

绿色产品法律法规及客户要
求鉴别办法 

DW-
QS004 

环境管制物质管理规范 

DP-032 设计管制作业程序 

DP-007 合约审查作业程序 

DP-011 进料检验与测试作业程序 

KW-
QI010 

绿色产品检验规范 

DW-
QS022 

制程HSF鉴别及风险评估作
业规范 

DP-052 仓储管制作业程序 

DP-011 供货商评估作业程序 

DW-
QS012 

绿色产品及零件应急管理规
范 

DP-025 矫正与预防措施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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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温室气体管理 

5.3.1温室气体盘查 

       Dynapack自2010年开始以ISO 14064之标准，建立公司的温室气体排

放清册。盘查范围如下表，包括范畴1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范畴2能源间接

温室气体排放之定性与定量盘查。温室气体各范畴范围及执行方式如下：

  类别 范围  执行方式 

范畴1Scope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电力、热或蒸汽其他化石燃料衍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2.生物、理或化学等产温室气体排放之制
程3.拥有控制权下的原料、产品与员工交通等

运输4.逸散性温室气体排放源 

进行定性及量盘查 

范畴2 Scope2 
 (能源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 

来自于外购的电力、热蒸汽或其他化石燃料衍
生能源产生之温室气体排放 

进行定性及量盘查 

范畴3 Scope3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 
未进行盘查   

年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

（T） 
电力系统排放量Scope2

（T) 

产量 单位产品产生二
氧化碳量

（kg/PCS） 

单位产品减碳率（%） 

（PCS) 基准年对比 

2010 7,635.38 
7,167.71 

16,087,220 0.47 基准年 
93.87% 

2011 8,974.01 
8,473.89 

30,030,064 0.3 36.17% 
94.27% 

2012 10,571.47 
9,874.01 

43,081,097 0.25 46.81%  
93.40% 

2013 16,057.87 
15,110.99 

51,240,000 0.31 34.04% 
94.10% 

2014 17,752.17 
16,683.36 

50,800,000 0.35 25.65% 
93.98% 

2015 18,393.48 
17,169.42 

55,148,078 0.33 29.04% 
93.35% 

2016 21,196.139 
19,671.31 

70,178,432 0.3 35.74% 
92.81% 

2017 20,427.0328 
19,210.72 

61,555,173 0.33  29.39% 
94.05% 

2018 18,039.6367 
17,069.26  

59,155,139 0.3 35.12% 
94.62% 

历年盘查记录：                              盘查方：SGS 

34 



5.3.2节能减碳 

        为推动产业节能减碳，Dynapack订定单位产品碳排放目标，既自2010

年起到2020年，单位产品减碳率降低20%，但实际上DP已达到既定目标，

2018年实际下降值达约35%(如下图表)。 

5.3.4 空气污染防治 

          公司注重员工的作业环境与空气污染的防治，厂区内工艺废气均经过

过滤设施处理达标排放。生产现场亦经过详细的考虑、设置抽气罩以改善

现场作业环境，并且每年的现场环境监测报告显示，空气质量良好。 

5.4.5能源用电量 

          Dynapack主要能源的消耗为公司营运所需之外购电力，其次是天然气及

汽柴油，2018年总用电量21,056,932千瓦时，相较于2017年23,681,854减少

了2,624,922千瓦时，主因为2018年訂單減少一厂房車間及冰水主機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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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pack致力于改善工厂与生产能源使用效率，透过照明节能，空

压设备，空调设备，电力设备等具体节能措施减少营运成本及因能源使用产

生对环境的冲击。 

          Dynapack设定碳排放减碳目标：至2020年，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较

2010年减少20%。此目标目前已提前完成。 

          Dynapack主要消耗直接能源种类包括天然气，柴油。由于2015及

2016两年，公司均有全厂停电发生，需要自行发电，所以用量大量上升。

上三年度柴油及天然气用量如下所示：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柴油用量（吨） 51.2198        37.81       1.4 3.21 

天然气用量（立方
米） 

141038 209312.87 137944 97736.55 

柴油用量趋势图 天然气用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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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18节能作为与成果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说明 
方案投资

(元) 
方案收益统计 

1 
P1-P2-P3空壓機
管路合併整合 

1、原P1,P2,P3空壓機獨立運行，未通過各
廠區空壓管路合併連接，存在生產中因車
間開線不足導致部分大功率空壓機加負載
頻率高，浪費能耗。經勘查計算通過合併
整合三個廠區的空壓管路，根據需求運行
空壓設備，減少空耗時間提高效率，減少
電能消耗 

30610 504806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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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苏州能源管理体系项目 

2018年3/30受邀参加苏州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项目第三次顾问委员会： 



5.6 水资源管理 

        近年来收到全球气候变迁影响，水资源的开发机分配收到各国关注。因此

水资源的管理，节水与缺水的紧急应变成了企业气候变迁风险管理的重要部

分。有鉴于此，Dynapack持续推动节约用水不遗余力，除设施设备改善外，

也大力宣导员工节约用水。 

         因公司制程无使用工业用水，水资源使用主要集中在员工的生活用水上。

公司采用多种方法，有水资源回收再用如雨水回收浇灌绿化，空压机冷凝水回

收（此两方案年节约用水量7260M3），安装环保便器、更换节水水龙头等达

到针对节水绩效提升要求。 

          2018年Dynapack全年用水量138732立方，皆为生活用水。单位产品的

用水量仍有轻微的上升。以下为2014年至2018年间，单位产品用水量趋势。 

  用水量（立方米） 产能（PCS) 单位产品用水量 

2014 169563 50800000 0.003337854 

2015 166559 55148078 0.003020214 

2016 231430 70178432 0.003297737 

2017 173459 61555173 0.002168120 

2018 138732 59155139 0.002345223 

Dynpack的废水排放主要是生活

污水，各厂生活污水均排入市政

污水厂处理，每年经过第三方监

测，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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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废弃物管理 

           公司产生的所有废弃物皆进行分类，并按类别交由有许可证的合法的

厂商回收处理。废弃物处理上以回收再利用为前提选择处理方式。例如：废

洗板水，清洗剂，化学品包装容器等为危险废弃物，因此由合格之废弃物厂

商代为处理。至于报废PCB亦为危险废弃物，亦已委外合规处理。其他如普

通包材物品，原则上以供应商回收为主，若包材已无回收再利用价值，则由

废弃物厂商回收处理。 

          公司重视废弃物的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理，严格依照法规规定执行；下

表为依照废弃物种类及处置方式分别统计废弃物重量，Dynapack在2018年

回收再利用重量占总量量百分比约4.7%，转变卖之普通废弃物重量占总重

量百分比约94.4%，危险废弃物重量占总重量比重约0.81%，相比2017年下

降0.59%。 

 
项目 2016年产生量 2017年产生量 2018年产生量 

废弃物总量 1060392.36KG 1600117.5KG 1359911.41KG 

普通废弃物
总量 

1004249.5KG 1515654KG 1284223KG 

危险废弃物
总量 

11590KG 22619.5KG 11144KG 

回收再利用
量 

44552.86KG 61844KG 64544.4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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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员工关系 
     6.1.职业健康与安全 

     6.2.员工关系 

     6.3.员工沟通 

     6.4企业诚信管理 

     6.5生活福利 

     6.6薪酬福利 

     6.7 2017年申请育婴留停及复职状况 

     6.8员工培育与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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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整体的安全卫生制度及管理绩效，Dynapack自2006年

开始推行OHSAS 18001管理系统，经过努力，于2008年8月通

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稽核验证，取得OHSAS18001证书，伴随

着OHSAS 18001管理系统换版，持续进行证书的改版的取得。 

         为了有效运行管理体系之要求，公司依法设置安全卫生管

理委员会，委员会最高层级为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管理）。

安全卫生管理委员会依例每季召开一次，委员参与安全卫生事

项之研讨。 

         此外依据管理体系之运行，Dynapack依法以各地区工厂

为单位，每月统计职灾之失能伤害损失件数及损失工时数，持

续追踪工伤事故的数据，2018年无重大伤亡事故，无职业病事

项发生。 

6 .1职业健康与安全 

6.1.1 健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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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类型 受伤程度 处理情况 

意外事故4起 一起轻微骨
折，评十级 

工伤申报完成，已复岗 

工具割伤2起 轻微割伤 工伤申报完成，已复岗 

  机器夹伤4起 轻微擦伤 工伤申报完成，已复岗 

2018年工伤10起 



A.作业环境检查 
B.劳工个人防护 劳工个人

防护 
C.危险源识别、评价与控制

危 

为持续改善员工作业环
境的条件，从设计环节
开始便进行温/湿度、
照明、噪音、有毒害物
质等作业环境控制外，
并依据劳安作业环境测
定相关法令实施检测，
作业环境均符合法定要
求 。 

为加强作业中的个人防护，
我们针对各员工岗及实际
作业需要，配发各类效的
防护用品给员工使用，同
时在各区域设置醒目的标
示以提醒员工，另设置专
门的管理单位进行员工个
人防护的培训和使用督导，
有效提升员工的个人防护
意识 。 

为预防职业灾害的发生及
降低安全卫风 ，我们制定
「危害鉴别及风险评估办
法」，发动各单位进行危
因素的识别，并进行评价，
按危险性大小将各种危险
因素进行分级，并提出控
制措施逐 步使得设备、物
料工作 程序等管理或作业
的安全标准化 。 

D.化学品使用管理 G.健康检查健 
H.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

防治 

为加强人员化学品使用
安全，我们将 所有使用
之化学品安全数据表进
行管 控，并针对公司内
各项化学品使用状况及
储存环境进行安全管理，
并对使用人员定期实施
安全卫生教育训练，提
升公司内人员化学品使
用之安全意识。 

1.为有效监督员工健康状
况，依法实施员工的岗前、
岗中、离岗体检，并将结
果告知员工。 
2.  2018年一般及特殊健检
已办理，且设有医务室，
提供免费的药品及初步检
查。 

健康安全已不局限在身理，
心理也同样会影响身理健
康。公司明确订定适当的
预防措施，以提供员工因
执行职务，于劳动场所遭
受雇主、主管、同事、客
户之不法行为的侵害，造
成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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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管理系统作法说明： 



6.1.2消防演练 

        为提升员工于火场的逃生及救火观念，Dynapack每年定期举办两次以

上消防编组训练及避难逃生演练，藉由实际操作及演练以健全公司员工对于

火灾认知与消防器材使用能力，使人员于灾变发生时，能安全、迅速的撤离，

减少公司内火灾发生所造成的伤亡及损失。同时公司亦设有义务消防队，以

应对可能发生之火灾，期望能将火灾事故扼杀在初期。消防特别小组每周一

次体能，着装训练，保证期战斗力。 

       另外，公司严格按照消防法规进行消防设施设计、施工，并透过『消防

安全责任制』将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进行日常的消防设施维护与

管理，委托有资质的消防公司对公司的消防系统进行维保，并每年委托第三

方消防检测机构对消防系统进行检测；另外，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训练及

紧急应变演习，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意识与紧急应变能力。 

白
夜
班
消
防
演
练 

消防特别小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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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员工关系  

        对Dynapack来说，员工是公司宝贵的资产，我们除了严格遵守各项劳
工法规外，还致力于遵循RBA及客户行为准则等更严格的劳工、健康与安全、
环境、道德及管理体系之标准，我们更于2014年主动申请申请加入RBA-ON
平台，每年进行自我CSR状况评估，揭露予相关客户。 

2018年度员工目标 

目标一、符合法规及相关团体要求 
目标二、工时异常率持续下降，以不超过5%为基
准 
目标三、持续倡导并畅通员工申诉管道 
目标四、持续推动打造和谐、友善工作环境 

多元化及平等就业 

         我们员工的雇用符合性别平等原则，人才招募的流程及程序遵照各地法
规标准，采公平公正之作业来征选适合的人才。 
         此外，公司雇用多元类别的员工，台湾厂区雇用身心障碍者的比例符合
政府的奖励规定，也雇用原住民员工，并于每年给予一日原住民假，使原住
民员工可享受、保留原有原住民文化；大陆各厂区亦有少数民族的雇用，如
土家族、壮族、苗族、彝族…等。 

員工组成结构 

       2012年至2018年，Dynapack合并产能提升了47%，但2018年人员较
2012年只提升3%。盖因公司公司大力推进自动化作业，精简人员，提升工
作效率有关。 

44 



6.2 员工关系 

        Dynapack每年拟定公司策略，由用人单位拟定年度人力计划，并依实际

需求向人事部门提出用人申请，人事部门则利用各招聘渠道进行人才招募任
用。其招募程序遵照当地法规标准，采用公平公正公开的作业模式，选择合
适的人才聘用。同时践行RBA等国际公约，做到无性别歧视， 

2018年度Dynapack新进/离职年龄分布表 
  

         2018年公司主要营运据点在大陆苏州厂，历年来奉行确保管理层的
多样性及在地化政策，以加强公司的人力资本，Dynapack大陆厂主管多
聘用自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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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年龄 男 女 合计 

新
进
人
员 

法定年龄~20 327 214 541 

21~30 1599 920 2519 

31~40 339 374 713 

40~50 11 39 50 

小计 2276 1547 3823 

离
职
人
员 

法定年龄~20 296 168 464 

21~30 1749 1000 2749 

31~40 356 391 747 

41~50 13 37 50 

小计 2414 1596 4010 

年 台湾 大陆 

2018年在地主管人數 35 57 

2017年在地主管人數 34 48 

2016年在地主管人數 37 48 

2015年在地主管人數 31 48 



 

          为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Dynapack设有多个投诉渠道以收

集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员工提出的议题。  并将投诉渠道制成小卡片，分发至每一

位员工。       

      

         

6.3员工沟通 

 

2018年沟通与咨询各渠道运用状况 

汇总各类申诉咨询，主要以餐厅服务，作业环境，厂区规划建议为主。未
有强迫劳动，性骚扰，童工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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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类 内容 开放对象 负责人 

1 员工座谈会 收集在职员工意见并及时反馈与改进 公司员工 管理部 

2 投诉热线 商业道德及其他任何议题 全体相关方 稽核室 

3 投诉邮箱 
收集供应商及外界其他相关利益方之议
题 

全体相关方 稽核室 

4 总经理信箱 收集员工意见开辟员工投诉渠道 公司员工 稽核室 

5 調節委員會 針對爭議事件，由調解委員會進行協調 公司员工 調解委員會成員 

6 公眾號 
設定意見反饋，員工可以隨時進行意見
反饋 

公司员工 管理部 

       

      

         

沟通渠道 处理事件 

2018总经理信箱 36 

2018邮件 3 

2018电话专线 1 

2018员工座谈会 97 

调节委员会 3 

公众号 53 



6.4 企业诚信管理 

    “诚信”作为Dynapack核心价值观之一，是所有员工必须具备的工作

态度，以及做事方式和原则。公司为严格禁止任何贪污、贿赂及勒索等行

为，制作了小卡片分发到每一个员工，详细说明举报途径。每年组织全体

员工签订诚信条约（包含台籍员工，各级主管）。 

为保持公司廉洁风气，要求所有员工遵守以下规定： 

A：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公司往来厂商借用财务或收受馈赠   及邀宴，以致

影响公司信誉。 

B：甄选供应商时应秉持诚信及公正原则，选择产品或服务最具竞争力

者。 

C：不得向供应商收取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D：员工及其家属严禁收受供应商馈赠。 

E：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正当利益或其他舞弊事宜 

F：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诈取、侵占或窃取他人或公司之财务 

G：员工需按实申报各项招待费用 

Dynapack内部亦有检举机制，利用教育训练告知同仁检举渠道： 

           直属主管 

           稽核人员 

           总经理信箱 

    对外，于Dynapack官网提供可匿名检举之供应商反馈信箱

Integrity@dynapac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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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活福利 

 

 厂区提供宽敞整洁的的就餐环境，员工工作三餐全面； 
 餐厅提供快餐、米饭、面条、馒头、水饺、零食等； 
 快餐为一个大荤，一个小荤，一个素菜； 

6.5.1 打造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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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员工宿舍 

 室内有独立卫生间、热水、空调； 
 提供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公共洗衣间； 
 投币式洗衣机 
 每栋宿舍楼皆有视听室、娱乐室、自动贩卖机等 

 提供公共厨房，烧饭工具，
员工在休息时间可自己做饭
菜 

 宿舍内设置医务室，员工可
凭厂牌免费看病、免费领取
常用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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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生活区设有集餐饮、

娱乐、活动、训练为一体的

综合楼，内设球类活动区、

健身房、视听室、舞蹈瑜伽

室、KTV欢唱室、休闲交流

区、水果超市等完备的生活

配套设施，为员工提供舒适、

齐全的休闲娱乐场所。 

 

 6.5.3  员工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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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薪酬福利 

同工同酬：Dynapack建立具有外部竞争力及内部公平性之薪资制度，依其

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而决定，不因其种族、民族或社会出身、社会阶层、血

统、宗教、身体残疾、性别、性取向、家庭责任、婚姻状况、工会会员、政

治见解、年龄或其他等因素在起薪上有所不同。公司薪资符合当地劳工法规

之规定，所有新进员工不分男女皆为同工同酬。 

 

健全的晋升制度：以健全合理的晋升转调制度可作为激励员工的诱因，降低

人员流动性；建立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制度，以留住人才；依公

司成功的营运成果及个人绩效表现奖励优良员工，以鼓舞士气提升效率。 

 

保险及退休金：公司遵循当地相关法令为员工投保劳工保险、全民健康保险

以及团险，并结合考勤制度提供完善的给薪年假、事假、病假、生理假、产

假、陪产假等。此外，依法令规定订定完善的退休计划，包含依据台湾「劳

动基准法」规定，员工之退休金透过精算预估后．决定其提拨期间与提拨

率；以及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自民国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依月提

拨一定比例之薪资(每月6%)，存入劳工个人账户中；另大陆地区则依照「基

本养老保险条例」每月依法提拨一定比率存入劳工个人账户中。 

  

         员工是公司无价的资产，唯拥有合适且充足之人才，企业才能持续发

展，因此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为公司致力于提供完善及高质量的福利措施，让

每位员工皆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所长，为企业增强竞争力。为此，我们保证

提供法令规定的福利之外，更以员工的福祉为考虑来建立各项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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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达深信员工是企业的最大资产，依据员工学历、专业知识技能，年资

经验及个人绩效表现以核定薪资水准。标准起薪达到当地最低薪资要求，员

工之薪资不因性别、种族、宗教、政治立场、婚姻状况等有所差异。 

        公司成立职代会（Dynapack职代会）。委员来自公司各部，依部门人

数比例透过推举或自荐的方式产生代表委员。籍由每个月召开例行性会议，

于会议中行使相关职权，决议员工福利政策及规划举行之各项员工活动。并

依据决议推展福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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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职代会系列活动 

 休息之余，公司各社团会举行各类文体活动，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骑行，厂运动会，棋牌，旅游，摄影等； 

 有兴趣可随时报名参与，体验不一样的精彩生活~ 
 员工也可找寻共同兴趣爱好之同仁，成立新的兴趣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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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8年申请育婴留停及复职状况 

       公司依照台湾劳基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及给予员工育婴留

职停薪之权利， 2018年度共计70人申请育婴假，相较于2017年多出13

人，而应于2018年结束之人员共计54人，其复职率高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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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育婴假及复职情况 2017年 2018年 
项目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申请育婴假人数 32 25 57 29 41 70 

应于年底育婴留停结束人
数 

30 22 52 29 25 54 

育婴留停复职人数 28 19 47 29 18 47 

复职率 93.95 88% 91.2% 100% 72% 87% 



         专业人才的养成是公司迎向各挑战的利器，坚持以专业技术及手法训练

的角度，创造公司充沛优质的人力资源，我们提供一系列完善的训练课程并

依据公司组织架构与执掌区分出不同的领域(ex.研发、营业、生产、品管、

财务、管理…)，各功能领域的最高主管必须负责订出该领域中各阶层人员担

任该项职务所需具备的工作技能与知识，并担任起培育部属的角色。 

        透过教育训练单位的协助将其转化为适当的课程给予训练，使其具备该

职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并确认其可实际运用在工作中；同时鼓励每位

员工主动分享知识，并将成果与人员绩效考核制度结合，达到员工学习与经 

验传承的目的，2018年度Dynapack员工训练课程时数统计如下表： 

6.8 员工培育与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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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训练时数H 

员工训练时数(每月/人) 
新人 16 
直接 5.02 
间接 2.43 

RBA,SA8000教育训练时数 2 

        我们提供多元且丰富的教育训练课程，无论何种类型之新进员工，皆需

接受职前训练；而针对在职员工进行训练，每年均统计在职员工年度训练意

向并就其本身岗位所需知识进行有目标的训练课程提供。提供在线课程及实

体授课课程。 



7.敦亲睦邻 

        Dynapack在建厂前皆会依据当地政府及法规要求对当地环境、小区做

评估，并且依据当地规定建厂。小区如同企业扎根的土壤，我们有感于企业

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没有良好的小区关系，企业就会失去立足之地。目

前Dyanapack营运中的厂区皆努力地关怀当地小区，而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对企业而言，往后持续成长的“千里之行”即是从成功运作自己脚下的

小区开始的。因此，我们重视获利的同时，亦要善尽一己之力，做好永续经

营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有所回馈。 

2018  活动管理 

噪音管理： 

         公司为维持小区和谐，并维护厂区周遭的环境安宁，特设计隔音墙、隔

音板，绿化带隔音等措施，且对于噪音管理皆每年监控，确保所产生的噪音

符合法规规定。 

生态管理： 

          公司在厂区内持续进行积极绿化及植栽方案，并且提供鸟类及动物栖息

的区域。同时以大量的绿化树木作为公司围墙外饰，一并起到绿化与隔音效

果。 

废气管理： 

         公司所有制程废气皆进行集气罩收集，经由过滤箱处理后，通过15米高

之管道排放，每年至少随机委外采样一次，监测结果会向公司所在地环保部

门披露。 

 

2018年Dynapack未收到周边社区及政府环保部门之环境问题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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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愿景:成为全球可携式产品之专业电池组领导者。 

 

• 经营理念 

           顺达科技经营团队始终秉持着风险管理精神，严格近乎苛求地要求100%质量精良，
注重财务稳健及强化客户服务，俾使股东及员工获得适当报酬。 

         1、 落实公司治理，善尽经营义务及责任。 

         2、遵循法令，降低 经营风险。 

         3、秉持诚信及稳健原则，确保永续经营。              

         4.、提升核心价值，强化竞争力。                      

         5、提升经营绩效,创造最大利益。 

  

• 布局策略  

         1、由内而外，强化内部组织、专业的经理人，好的组织制度，严格的质量控管。 

         2、外部强调客源的分散(风险概念)及广度(机会)，原料来源的分散。 

         3、市场上强调客户至上，上下游及客户间策略长期合作。 

 

• 公司的坚持                                                                

         1、质量的绝对坚持。  

         2、保守客户机密资料的坚持。 

         3、掌握产业趋势，提供解决对策的坚持。 

         4、提供弹性化的制程，超越客户的需求。 

         5、对股东负责的坚持。    

        

• 营运方针：  

          与供货商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及与客户形成双赢局势，以质量及弹性化服务能力,维
持市场竞争地位。 

         ‧稳定原客户、拓展新客户、提升客户服务质量。 

         ‧开发高附加价值及利基产品，维持获利。  

         ‧持续扩大产能，并提升自动化制程及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强化与客户及供货商之关系。  

 

Company web site：http://www.dynapack.com.tw/o_index.htm 

8 . 企业愿景 

57 

http://www.dynapack.com.tw/o_index.htm
http://www.dynapack.com.tw/o_index.htm
http://www.dynapack.com.tw/o_index.htm


全球永续性报告指标GRI G4对照表 

一般标准披露 
一般指标 页码 

 战略与分析   
G4-1 机构最高决策者申明  P4-P5 

组织概况   
G4-3 机构名称  P6 
G4-4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  P6 
G4-5 机构总部位置  P6 
G4-6 机构有哪些运营位置  P6 
G4-7 所有权的说明  P10-P11 
G4-8 机构服务的市场  P6 
G4-9 机构规模  P6 
G4-10 按性别区分人数，按职能区分人数雇佣人数的重大变化  P44-P45 
G4-11 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员工总数百分比  P46 
G4-12 机构的供应链描述  P25-P26 
G4-13 报告期内，组织规模，构架，所有权，供应链的重大变化  无重大变化 
G4-14 组织预防措施说明  P28 
G4-15 参与或支持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法案或准则  P13 
G4-16 机构加入的协会和国家或国际性倡议组织  P17 

确定的实质性方面和边界   
G4-17 年报中的相关组织  P8 
G4-18 界定报告内容与考虑面边界的过程  P18-P21 
G4-19 列出所有考虑面  P18-P21 

G4-20 列出每个考虑面的边界，说明考虑面对组织内部有重大性 
 P18-P21 
 

G4-21 列出每个考虑面的边界，说明考虑面对组织外部有重大性  P18-P21 
G4-22 资料重述说明     无资料重述 
G4-23 说明范围，方面边界与此前报告期间的重大变化  P21 

利益相关方参与   
G4-24 利益相关方列表  P18 
G4-25 就所选定的利益相关方，说明识别和选择的根据  P18 
G4-26 利益相关方参与方式  P18 
G4-27 利益相关方提出的议题，组织如何回应  P18 

报告概况   
G4-28 报告期间  P2 
G4-29 上一份报告日期  P2 
G4-30 报告周期  P1-P2 
G4-31 联络资讯  P2 
G4-32 说明机构选择的符合方案、遵循的依据以及外部申明书  P2 

G4-33 组织为报告取得外部查证的方法 
未进行外部查
证 

治理   

G4-34 
管理架构，最高治理机构的角色，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最高治理机构
的角色 

 P13 

商业伦理与诚信   
G56 组织对道德的价值观，原则，标准规范与行为准则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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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考量面类别 管理方针和指标 页码 

经
济
面 

经济绩效 

G4-EC1 
直接经济价值之产生与分配，包括营收、营业成
本、员工待遇 

P7 

G4-EC2 因气候变换造成的财务负担和其他风险与机会 P4-P5 

G4-EC3 组织拟订的福利计划实施 P48-P55 
G4-EC4 享受的政府补贴 无补贴 

市场形象 
G4-EC5 不同性别员工起薪与当地工资率比较 P51 
G4-EC6 当地雇佣程序及自当地社区聘用管理层比例 P45 

采购实务 G4-EC9 用于当地供应商的采购预算比例 P25 

环
境
面 

能源 
G4-EN3 组织的能源消耗量 P34，P36 
G4-EN5 组织的能源强度 P34-P35 
G4-EN6 能源减量结果 P37  

水资源 
G4-EN8 按源头说明总耗水量 P38  
G4-EN9 因取水而受重大影响的水源 无影响  
G4-EN10 循环机再利用水的百分比与总量 P38 

空气污染 

G4-EN15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一） P34  
G4-EN16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二） P34   
G4-EN17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三） P34   
G4-EN18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P35  

G4-EN19 温室气体减量 P35 

废弃物 

G4-EN22 按水质及排放目的地分类的污水排放总量 P38  
G4-EN23 按类别及处理方法分类的废弃物总重量 P39 

G4-EN24 严重泄漏的次数和总量 
公司未有
泄漏事件 

法规遵循 G4-EN29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以及所受
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2018年无
环境违规
事件 

环境申述机制 G4-EN34 
经由正式申述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环境影响
申述的数量 

P46，P56 

具体标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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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考量面类别 管理方针和指标 页码 

社
会
面 

劳
动
条
件 

雇佣 

G4-LA1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工和离职
员工总数及比例 

 P45 

G4-LA2 
按运营地点划分，不提供给临时或兼职员工，只
提供给全职员工的福利 

 P51 

G4-LA3 
按性别划分，产假/陪产假后回到工作和保留工作
的比例 

 P54 

G4-LA4 有关重大运营变化的最短通知期  公司通告 

职业安全健康 
G4-LA6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工伤类别、工伤、职业病、
误工及缺勤比例。及因公死亡人数。 

 P41 

G4-LA7 从事职业病高发职业或高职业病风险职业的工人  P41 

教育训练 

G4-LA9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计算，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
的平均时数 

 P55 

G4-LA10 
为加强员工的持续就业能力及协助员工管理职业
生涯终止的技能管理及终生学习计划 

 P55 

G4-LA11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
展考评的员工的百分比 

 P55 

人
权 

非歧视 G4-HR3 歧视事件的综述，机构采取的纠正行动 无歧视事件 

自由结社 G4-HR4 
鉴别是否有危害集体协商权的风险，消除风险的
做法 

 P46 

童工 G4-HR5 
公司及重要供应商是否使用童工，企业所采取有
助废除童工的措施 

 P26 

强迫劳动 G4-HR6 鉴别是否有强迫劳动的风险及消除风险的方法  P46 
人权问题申述
机制 

G4-HR12 
经由正式申述机制提交、处理和解决的人权影响
申述的数量 

 P46 

社
会 

反贪污 

G4-SO3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的总数及百分比    P47 
G4-SO4 反腐政策的培训     P47 

G4-SO5 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行动 
2018年无腐

败事件 

反竞争行为 G4-S07 
涉及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做法的法律诉
讼的总数及其结果 

无 

合规 G4-S08 
违反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所受非经济
处罚的次数 

无 

产品
面 

顾客健康与安
全 

G4-PR1 
为改进现状而接受健康与安全影响评估的重要产
品和服务类别的百分比 

P33 

G4-PR2 
按结果类别划分，违反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间健
康与安全卫生之相关法规自愿性的次数 

无 

法规遵循 G4-PR9 
因违反产品/服务提供及使用的相关法规所处重大
罚款的总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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