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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本報告書 

1.1 報告書簡介 

本報告書揭露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永續發展過程中，面對重要議題

的觀點與因應作為，並回應社會對各項永續議題之關注。 

本報告書係參考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第 4.0 綱領（GRI G4.0）撰寫並依其所述的「核心」方式進行揭露。 

 

1.2 範疇 

本報告書涵蓋了晨州2015 年1 月1 日至2015 年12 月31 日在全球企業社

會責任績效表現，及整體公司之營運績效。 

 

1.3 聯絡方式 

若您對本報告有任何指教，亦或對於晨州企業責任相關議題有任何疑問與建

議歡迎您與我們聯絡，聯絡資訊如下: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前村東路 45 巷 8 號 

電話:04-25684928 

傳真:04-25684929 

公司網站: http://www.sptr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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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科技 

2.1 董事長的話 

晨州二十多年來，秉持「資源再造、點石成金」的經營理念，經由專業化工

基礎發展出綠色創新技術，專注於資源再生及再利用產業的歷鍊與發展，以「永

續經營的堅持」為出發點，聚焦於員工根本基礎，開展出一系列「外部公益」與

環保愛地球」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方向與觀點，以務實的內容態度，創造「社

會共美好」的企業價值文化內涵。 

近年來，晨州將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執行預算化、優先化。落實項目包括

節能減廢、綠美化活動、公益活動及員工健康與培訓提升等，希望為創造更幸福、

和諧的社會盡一己之力。 

 

2.2 企業 CSR 的承諾 

晨州致力於多項營運體質與策略方向的調整與改善，業績顯著上揚、獲利穩

健，也因此在促進企業成長與產業發展外，直接將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執行，

落實於營運面的節能減廢、廠區環境改善、廠外勞工定期健康檢查及關注同仁身

心健康並聚焦員工職能專業之提升等等，透過晨州的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堅持，

聯結並開展為創造幸福、和諧社會，發展出晨州長期且健康的營運獲利與成長本

質，透過因素交互與正向效應，朝兼顧成長獲利、永續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平衡

的新模範標竿企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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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介紹、沿革、組織 

2.3.1 公司介紹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廠區位置在台中市大雅區前村東路 45 巷 8 號，

是一家專業生產 IC 封裝托盤，包裝捲帶和記憶卡的製造公司，乃台灣著名的 IC

封裝托盤製造商。建廠營運以來，在製造 IC 封裝托盤與包裝捲帶上擁有卓越的

設計和生產技術能力，提供的最優質的產品和快速生產完成的服務，無論公司經

營績效、品質或生產力無不大幅提升，深受客戶及投資者之肯定。 

不僅以追求完善的管理制度為目的，設有健全的福利措施，且聘用台中市大

雅區當地社區居民為員工，而高階管理階層也優先聘用當地居民，頗受在地民眾

的讚賞、支持及認同，成為台中市大雅區企業形象優良及善盡社會責任的優質公

司，為永續經營奠定了良好基礎。 

 
圖 1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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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沿革 

 2013 在新竹成立銷售辦事處。（3月） 

 2010 在台灣排名第一的卡蓋供應商  

 2009 在台灣排名第一的托盤供應商 

 2008  晨州-東莞（中國）成立及大量生產 

 2007  晨州-昆山的新大樓建立及大量生產 

 2006 通過 ISO14001 認證 

 2004  晨州中國通過了 ISO9001：2000 認證 

 2002 大量生產 SD（Secure Digital）蓋，通過了 ISO9001：2000 認證 

 2003  晨州中國成立 

 2001 大量生產 MMC（Multimedia Card）蓋 

 2000  R.H.M BGA JEDEC 規範的 IC 封裝托盤許可授權專利設計 

 1997 通過了 ISO9002 認證 

 1996 大量生產 QFP 28X28，14X20 JEDEC 的 IC 封裝托盤 

 1991 公司成立，大量生產運動材料及相關配件 

 

公司組織 

 

圖 2 公司組織圖 



7 
 

2.4 產品服務技術 

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圖 3 產品項目 

 

圖 4 產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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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法規遵循 

本公司 2015 年無任何違法或違規行為。 

 

2.6 榮譽紀事 

本公司經營多年來，持續榮獲多家客戶所頒發之優良廠商殊榮，將秉持服務

精神持續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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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榮譽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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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社會責任 

3.1 CSR 組織架構 

 

CSR 之任務目標 

1. 完善公司治理 

2. 節能減廢 

3. 公益活動 

4. 員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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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利害關係人及重大考量面 

與晨州公司營運相關的利害關係人包含客戶、供應商、投資人（股東）、政

府、研究機構、社區、媒體、產業協會、非營利組織、研究機構及員工等。本公

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考量國內外永續議題發展趨勢及營運需求，定義出主要的 

利害關係人為員工、客戶、供應商、投資人（股東）及社區。 

 

表 1 利害關係人 

利害關係人 溝通機制 頻率 

員工 

績效考核 每年兩次 

內部溝通機制 不定期 

內部教育訓練 不定期 

勞資會議 每季一次 

主管機關 

溝通機制 不定期 

公文面 不定期 

法規遵循 不定期 

供應商 廠商溝通機制 每年一次 

客戶 

客戶滿意調查 每年一次 

行銷活動 不定期 

溝通郵件/電話 不定期 

社區 公益活動 不定期 

 

 

 

 

 

 

 



12 
 

4.環境永續發展 

4.1 環境挑戰與機會 

4.1.1 環境面管理方針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之廢棄物是由環保署認可之甲級廢棄物

專業清除處理機構，本著污染預防、為環境設計、永續發展之理念，主要從事於

一般廢棄物、塑膠廢棄物、清除處理暨回收再利用、代理產品服務、清除處理回

收再利用。身為廢棄物清理業之一員，本就應以身作則，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

為達成目標我們願意遵循以下政策，作為未來努力的方向：遵守法規、污染預防、

持續改善、提供資源。 

4.1.1.1.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本公司為一專業之製造廠，以生產半導體承載盤、記憶卡外殼為主；秉持環

境保護理念，做好各類汙染控制，在能源節約、資源保育、減少廢棄物上不斷地

持續改善，為創造更好、且更健康的環境而努力，以善盡對社會的責任與承諾，

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通過全員參與及承諾，將朝下列方針努力： 

1. 遵守法規： 各項環安衛法令及要求的遵循與執行； 

2. 節能減廢： 推行省能源及廢棄物減量活動， 做好資源回收； 

3. 風險預防： 落實風險評估與提案改善， 減低環安衛危害； 

4. 持續改善：環安衛稽核全面實施，培養自主管理，提高環安衛績效。 

5. 宣導溝通： 推動同仁和協力廠商、承包商及利害相關團體的互動關係。 

4.1.1.2. 推動EICC 

客戶要求其供應鏈需符合EICC要求，期望導入EICC以提升員工素質及增加公

司競爭力。 

EICC政策： 

1. 遵守勞工法律法規，禁止使用童工、強迫勞動、歧視，並尊重員工自由結社，     

持續改善員工權益。 

2. 提供員工健康安全工作環境，符合法律法規要求規範。 

3. 注重環保安全及衛生，遵守與公司環境因素有關的法律、法規之相關環保要

求。 

4. 遵守最高標準的道德要求，廉潔經營禁止提供或接受賄賂，尊重並保護知識

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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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晨州EICC 目標： 

1. 保護員工合法權利，實際勞資糾紛發生件數，每月目標0件。 

2. 不允許有收賄件數，實際發生收賄件數，每月目標0件。 

3. 保護客戶資訊洩密，實際發生客戶洩密件數，每月目標0件。 

4.1.2. 環境保護 

1. 確保員工之安全衛生及維護環境品質，是各階層主管的責任。 

2. 符合相關環保、職安衛法令規章。 

3. 持續推動綠色產品設計，並致力成為安全環保模範企業。 

4. 持續減少有害廢氣、廢水、廢棄物的產生及提升資源回收的比例。 

5. 持續對員工、承攬商在安全衛生、環保等議題上進行教育及溝通。 

6. 持續維護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以防止職業災害的發生。 

4.1.3 安全與衛生 

本公司由勞安部專責負責工安及環境安全，每年不定期召開會議，針對環境

保護、職業災害防止、健康管理等相關議題審議。 

1. 定期實施消防安全及各項公用設備檢查，以確保工作環境安全。 

2. 定期舉辦消防安全講習及實作訓練。 

3. 每年提供員工定期健康檢查服務。 

4. 作業人員接提供防護用具。 

5. 不定期舉辦勞工安全衛生講習，例如堆高機安全作業及考試認證制度實施。 

 
       圖 6 消防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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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4.2.1 溫室氣體排放量與管理 

4.2.1.1溫室氣體排放總量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5年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目前政府已通過溫室

氣體減量法，為鼓勵企業自願減量，後續將往總量管制方向執行。另針對能源、

原物料和環境污染排放物進行盤查，透過整個產製過程之環境衝擊評估結果，了

解本公司產品之環境負荷狀況，以作為環境管理系統運作之參考與持續改善之基

準。 

晨州將針對溫室氣體盤查規畫，廠內之重大設備用電情況及效率進行評估，

再利用設備維修更新或改變製程達到能源管理目標，逐年針對所有耗能設備評

估，減少廠內之能源耗損為目標。 

4.2.1.2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盤查清冊 

表 2 廠內溫室氣體排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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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排放源量化方法及排放係數彙整 

表 3 排放源量化方法及排放係數彙整表 

 

4.2.1.4 量化方法變更說明 

量化方法改變時，則除以新的量化計算方式計算外，並需與原來之計算方式

做一比較，並說明二者之差異及選用新方法的理由。目前呈現為基準年盤查結

果，並無量化方法變更之情形。 

4.2.1.5 排放係數變更說明 

排放量計算係數若因資料來源之係數變更時，則除重新建檔及計算外，並說

明變更資料與原資料之差異處。目前呈現為基準年盤查結果，並無係數變更之情

形。 

4.2.1.6 數據品質 

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數據資料品質 

1. 為要求數據品質準確度，各權責單位須說明數據來源，例如請購依據、流量

計紀錄、計量器紀錄、領用紀錄及電腦資料庫紀錄或電腦報表等，凡能證

明及佐證數據的可信度都應調查，並將資料保留在權責單位內以利在往後

查核追蹤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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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晨州塑膠 2015 年盤查數據之品管作業係以符合「ISO 14064-1」之相關性

(Relevance)、完整性(Completeness)、一致性(Consistency)、透明度

(Transparency)及精確度(Accuracy)等原則為目的，作業內容說明如下： 

(1) 由品保部負責執行品質查核作業，並負有協調相關部門、廠區及外部相

關機構、單位或專案間良好互動之責任。 

(2) 針對數據品質管理，為確保精確度之要求，針對數據蒐集/輸入/處理、

資料建檔及排放計量過程中，易疏忽而導致誤差錯誤，進行數據檢核。 

(3) 針對盤查邊界之適當性、重新計算作業、特定排放源輸入數據之品質、

及造成數據不確定性主要原因之定性說明等特定範疇，進行不確定性評

估。 

  由於晨州塑膠 2015 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主要集中在外購電力之排放源

(占總排放量 97.91%)，因此盤查數據不確定分析只針對此項排放源進行不確

定性評估。 

4.3 能源節約與管理 

能源管理目標大雅廠區主要耗能設備為射出成形機、空壓機及冷氣機，此

外，廠內製程雖有使用電但基於人員安全及設備維護成本考量，故電力來源以外

購方式處理。 

表 4  104 年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電使用量(月平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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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雅廠區 

 

晨州在全台分公司開展業務活動的方式必須有助於保護自然環境，遵守相關

法令規定，並努力減少浪費。所有部門在從事業務活動或設計與製造產品時，都

必須遵守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保護地球環境與生態。 

1. 響應政府政策，多使用清潔再生能源，設置太陽能發電裝置，直接回饋發電   

經濟效益。 

2. 於營運活動中勵行節能減碳。 

3. 使用環保餐具。 

4. 隨手關閉電源、水源。 

5. 冷氣保持26-28度，善用風扇。 

6. 多使用E-MAIL，減少表單、文件之紙張印出，鼓勵同仁多加利用雙面列印或

掃描降低紙張的用量。 

4.4 綠色產能 

4.4.1 綠色製程 

1. 進料管理 

進料檢驗發現不合格，依「不合格品管制程序」處理。 

2. 採購管理 

對於原、物料、設備及包裝材料的供應商應依「採購管理程序」進行選定及

管理，以確保供應商提供無有害物質。 

3. 生產管理 

生產中所使用之原、物料、設備、工具及包裝材料等必須確認合格，設備、

工具依「機器設備保養作業程序」進行無有害物質管理。 

生產中出現不合格依「不合格品管制程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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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綠色產品 

1. 將原料(塑膠流道)下腳料，交由回收商回收再利用。 

2. 將包材(紙箱)，回收廠內(半成品)包裝使用。 

3. 將廢塑膠原料絞碎回收，交由回收商回收再利用。 

 

 

 

4.4.3 污染排放與污染控制 

1. 水資源管理 

總用水量：2015 年總用水量為 7,688 度，源為自來水，無使用其他水源。 

2. 廢棄物產生量及處理方式 

(1) 有害廢棄物(塑膠類) 全部委託合格處理廠商處理。 

(2) 一般廢棄物：全部委託合格清運處理公司處理，委託清運(處理)前簽訂

合約，檢附合格證明文件，處理完畢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3) 資源回收廢棄物：全部委託合格處理廠商處理。 

 
         圖 7 廢棄物回收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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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業社會責任 

5.1 社會責任 

員工政策： 

1. 不使用童工  

2. 不強迫勞動  

3. 不歧視  

4. 關注工時管理  

5. 尊重勞資溝通  

6. 職場倫理 

所有晨州員工在簽訂僱用合約時，即受到勞資雙方共同協議保護，2015 年

台灣與大陸昆山晨州無侵犯當地人權事件發生，亦無經由正式申訴機制與人權有

關的申訴件數產生。 

晨州多年來暢通的溝通管道與協商機制，積極營造一個正向的工作環境，並

使員工之想法與意見得以立即處理，對於維護員工權益之情事，我們除遵循法規

制定各項政策外，亦將員工權益納入考量。 

為實踐晨州永續經營的願景，晨州將員工視為公司重要的資產，積極從工作

面、生活面及健康面切入全方位照顧員工，期許建構一個能讓員工快樂、安心工

作的健康友善職場，進而帶動公司持續的成長。 

5.2 人才發展與員工關係 

5.2.1 人力聘僱 

截至2015 年底，晨州員工總數為472人，正職員工299人，約聘員工173人。以廠

區劃分正式、約聘員工，因本產業較不受季節影響，故員工人數變動不大在人力

招募面談時，堅持機會平等的原則，以員工之職能、專業與經驗作為審核的標準，

不因性別、宗教信仰、種族、國籍、政黨、殘疾而有所差別，均一視同仁，並透

過多元的招募管道，網羅各地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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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多元教育訓練 

1. 員工教育訓練 

人才養成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根本，晨州在追求成長與獲利的同時，也致力於

員工與公司的共同成長，為員工打造持續學習與成長的環境。 

我們以企業需求結合個人職涯發展為主要方向，提供員工強化專業技能與職

能，除了協助員工尋求適當的職涯發展方向，也將人才管理與發展列為重要

的管理指標，讓員工可以和企業同步提升與成長。 

依職能別規劃四大訓練體系，期待進入晨州的同仁，除了能發揮所長外，亦

能朝明確的學習方向和完整的職涯去發展。 

 

           圖 8 多元教育訓練 

 

2. 組織內童工及年輕員工曝露於有害環境風險的作業環境之評估 

依法令不使用童工（未滿15歲），而所有未滿18 歲員工都不得從事危及身心

健康或安全與妨礙教育、社交發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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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時管理 

在確實遵循法令規定及本公司員工政策為基礎的前提下，落實公司的工時管

控： 

(1) 確實依循《勞動基準法》第30 條修正條文，將法定正常工時由雙週84

小時縮減為一週40 小時。 

(2) 超時管控：主管指派從業人員超時工作時，延長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不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每月不得超過四十

六小時。但因工作上特殊需要，如緊急搶修工作，經授權主管核准者，

得不受此限制，但事後給予適度的休息。 

表 6 晨州工傷率、職業疾病率、損失天數率、缺勤率以及工作相關死亡人數 104 年度-晨州股份

有限公司-職業災害概況(月平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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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工安、消防及緊急應變之教育訓練計畫 

1. 每年依消防法之規定，實施廠內消防設施之定期檢查，同時進行員工之教育

訓練及實際演練一次，並將記錄保存備查。 

2. 派遣廠內現場操作人員參加勞工安全衛生課程之相關訓練(如危險物品裝載

及運送等)。 

3. 每年自行於廠區進行各項緊急應變計畫之實際演練一次，同時針對演練內容

之缺失進行改善，並將記錄保存備查。 

4. 每年初排定當年度之現場教育訓練計畫表，依排定工程內容自行於廠區進行

固定之教育訓練，同時針對演練內容之缺失進行改善，並將記錄保存備查。 

5. 針對新公告之相關法令應張貼於公告欄中，並由現場主管進行宣導。 

6. 廠內如有新進人員時，應先由現場主管進行廠內製程注意事項之相關教育訓

練後，方始正式進行現場操作作業。 

 

5.3 社會關懷與回饋 
針對晨州所有的營運區域，提供實體且永續的效益，並承諾於： 

1. 做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透過有效率及可獲利地提供產品、服務與就業

機會，以服務社會。 

2. 針對晨州所營運的區域，貢獻其社區的經濟福祉與社會發展。 

3. 針對晨州所營運的區域，維護和提昇當地社區的環境。 

4. 鼓勵員工參與社區公共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