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時間
本報告書揭露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本

公司各項CSR管理方針、關鍵議題、回應及行動的

績效資訊。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資訊所涵蓋組織邊界為長興材料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地區，含高雄總公司、路竹廠、大發

廠、屏南廠、北區營業所、中區營業所。

撰寫綱領
本報告書參照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 n i t i a t i v e , G R I ） 所 出 版 之 永 續 性 報 告 綱 領

（Sustainable Reporting Guideline）第4.0版撰

寫。

意見回饋
如果您對於本報告書有任何問題、意見與指教，非

常歡迎您經由下列管道傳達讓我們知道，協助我們

進步改善。

聯絡方式
窗口：管理處行政服務部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78號

電話：07-383-8181

傳真：07-383-7196

網址：http://www.eterna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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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利害關係人：

　　首先向大家說明，為符合現階段核心產業及未

來實質發展的導向，2014年在長興五十歲生日的

同時，長興公司名稱由「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更名為「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興自1964年創業，過去五十年，深受員

工、客戶、協力廠商、投資人，以及各行各業的利

害關係人支持，事業經營得以成長茁壯，我們由衷

感謝大家長期的肯定。近幾年食安問題頻傳、環境

汙染、工業公共危險等事件不絕於耳，在在挑戰企

業永續發展的決心。長興公司2013年即符合國際

潮流，開始揭露過去2010年~2012年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在同產業中是少數的領先者。　　

　　未來長興將持續專注於研發與技術提升，為人

類社會開發新材料，對內持續照顧全體員工、且生

產過程儘量降低對環境衝擊的風險，對外繼續發展

對地球友善的綠色產品，期望長興的永續發展精神

能不斷得到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支持與肯定。

董事長    高國倫

總經理    謝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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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
　　長興公司之創業文化一貫以守法、守信、守德

(公德、道德、品德)及回饋社會為己任，並且注重

員工操守與用心美化工作環境，樹立公司良好形

象。 

經營理念
　　長興公司長久以來，堅持以保障股東權益、強

化各項公司治理制度、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善盡

社會責任，以及用心照顧員工福利為最高經營原

則。

基本介紹
公司全名：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台灣證交所上市股票代號 1717

主要經營業務：材料之製造、加工及銷售

設立日期：1964 年12月3日

企業總部：台灣高雄

組織規模

　　長興公司之創業文化一貫以守法、守信、守德

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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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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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產品線，產品種類幾乎涵蓋所有不飽和聚

酯樹脂的應用領域，兩岸三地擁有三個生產工廠。

不飽和聚酯樹脂產品在常溫常壓下即可硬化，成為

質輕、高強度材料，同時也具有加壓加熱硬化之特

性，廣泛被應用在FRP、鈕釦、注型、人造大理石

等製品及木器塗料、汽車補土和化妝板等領域，對

生活品質之提昇與材料科學有相當貢獻。

特殊材料
　　本公司生產的特殊(甲基)丙烯酸酯類單體、丙

烯酸低聚物、反應型助引發劑等系列產品，主要

應用在各種紙材上光油、木器底/面漆、塑料噴塗

主要產品
塗料樹脂
　　長興生產各類塗料

樹脂包括：各類醇酸樹

脂、各類丙烯酸樹脂、

塗料用乳液、飽和聚酯

樹脂、高分子量聚酯樹

脂、氟碳樹脂、氨基樹

脂、壓克力微球及太陽

能材料等。

　　除此之外，長興塗

料樹脂具有相當完整且

專 業 的 研 發 團 隊 ， 皆

可配合客戶要求配套供

應。

通用樹脂
　　壓克力感壓接著劑、聚酯多元醇樹脂、水性聚

氨脂、高分子量聚酯樹脂、水性紙上光樹脂、固體

粉末、可剝膠、焠火劑與光學膠等。

聚酯樹脂
　　長興生產不飽和聚酯樹脂已超過40年，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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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華東、華南之技服能力，逐步評估設立營業

據點、加強服務客戶、開發產品與市場。

　　本公司生產的DF系列光擴散劑，主要用於LED

燈罩，LCD背光源擴散膜/擴散板，防眩膜等。WJ

系列化妝品級有機矽微球廣泛用於彩妝和護膚產品

當中，例如粉餅、蜜粉、BB霜、口紅、潤膚乳、

粉底液、睫毛膏等。GP系列主要用於手感漆中，

提供特殊的絲滑手感。

　　改性有機矽系列產品，主要用於上光油、木器

和家具塗料、工業塗料、汽車漆、印刷油墨、膠粘

劑等領域，起到促進流平、滑爽、改善潤濕、抗粘

連、耐污等作用。

面漆(尤其3C及手機UV面漆)或Hardcoat、塑料真

空電鍍底/面漆、CD保護光油、DVD粘合膠、光

纖塗料及其油墨、各種印刷油墨(凹版、柔印、平

版、網印或噴墨等)、PCB用乾膜/濕膜光刻膠或防

焊綠漆、LCD用彩色光阻劑或各種光學膜塗層(增

亮膜、擴散膜、硬化塗層等)、特殊光學膠(OCA/

LOCA)及其他特殊用途(例如:熱塑性塑膠改性添加

劑、紡織漿料改性添加劑、橡膠交聯劑、3D快速

成型樹脂、光學鏡片成型、奈米壓印等)。

　　UV固化產品的應用極為廣泛，不僅含括傳

統塗料、油墨、黏著膠業，更早已跨足3C電子產

業、LCD/LED光學產業、觸控產業及3D列印產業

等，更隨著新行業誕生，不斷地拓展UV技術的應

用領域。

　　由於紫外線光固化技術具有節省能源耗用，不

含溶劑、低污染、易建立高效率自動化生產線降低

成本，應用性能優異，是極具潛力的應用技術。特

殊塗料以「UV 應用產品塗料」及「熱固型真空電

鍍塗料」二大產品線為主軸，持續開發市場其他應

用面需求的產品。以兩岸三廠 (路竹廠、廣州精化

廠、上海精化廠) 的技術與製造優勢，以及台灣、

和家具塗料、工業塗料、汽車漆、印刷油墨、膠粘

劑等領域，起到促進流平、滑爽、改善潤濕、抗粘

連、耐污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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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隨著新行業誕生，不斷地拓展UV技術的應

和家具塗料、工業塗料、汽車漆、印刷油墨、膠粘

劑等領域，起到促進流平、滑爽、改善潤濕、抗粘

連、耐污等作用。

　　UV固化產品的應用極為廣泛，不僅含括傳

統塗料、油墨、黏著膠業，更早已跨足3C電子產

業、LCD/LED光學產業、觸控產業及3D列印產業

等，更隨著新行業誕生，不斷地拓展UV技術的應

　　UV固化產品的應用極為廣泛，不僅含括傳

統塗料、油墨、黏著膠業，更早已跨足3C電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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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等領域，起到促進流平、滑爽、改善潤濕、抗粘

連、耐污等作用。

統塗料、油墨、黏著膠業，更早已跨足3C電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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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AS18001規定，所有產品榮獲UL、BSI、VDE

及CQC等多項國內外認證許可。

乾膜光阻劑
　　長興多年來以全球佈局、在地經營之發展策

略，結合配方設計、精密塗佈技術與全球產銷通

路之核心能力，長期深耕印刷電路板產業，透過台

灣、中國、日本、美國、歐洲及東南亞等地之生產

據點與銷售網絡，以優異的產品品質、技術服務及

彈性快速的供貨能力，深獲客戶之青睞與肯定，為

全球乾膜光阻產品主要領導供應商之一。2013年

起更新增真空壓膜機業務，可進一步提供材料與設

封裝材料
　　主要為電子封裝材料產品，環氧樹脂塑封料應

用於電子零件之封裝，而清膜劑、脫膜劑則應用於

各種模具之清理或潤滑，以及液態封裝材料應用於

室內新型態LED照明，戶外太陽能及風能結合節能

環保路燈，超高亮度集成封裝大功率廣角隧道燈，

高解析度LED背光電視光源，平板電腦及高端智慧

型手機背光光源等發光材料封裝專業用膠。

覆銅箔積層板
　　覆銅箔積層板(包含CEM-1環氧樹脂覆合銅箔

基板、紙基材酚醛樹脂銅箔積層板、未覆銅箔之酚

醛樹脂絕緣板、電木板)是現今家電及民生消費性

電子週邊產品的關鍵材料。配合市場需求演變，

在既有技術領域中更深入開發精密銀/銅膠貫孔材

料及環保材料，提昇產品的應用層級。採用自動

化設備，生產流程皆符合ISO9001、ISO14001及

乾膜光阻劑乾膜光阻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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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產品有良好的段差吸收特性與信賴性。可針對

客戶需求增加抗UV特性。

　　3.光學硬化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可針

對客戶需求增加易潔、抗牛頓環、抗反射與抗眩等

功能。

　　4.光學複合膜(防爆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

域。產品皆於無塵室塗佈完成，有良好的潔淨度與

信賴性。

　　5.模內裝飾硬化膜：應用在塑膠產品外殼之用

途。產品為具有高拉伸特性與低R角成型。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備整合之全方位解決方案，服務客戶。

　　而鑑於各類電子產品對於高機能精密膜材產品

之需求日趨增加，近年來以累積多年之精密塗佈製

程技術與經驗，積極投入精密塗佈代工業務，與業

界共同發展高值化的塗佈產品，服務客戶涵蓋電

子、平面顯示器、觸控面板及光電等產業。

薄膜材料
　　1.菱鏡片：應用於液晶電視、顯示器、筆記型

電腦、照明；作為光線重分配與輝度提升用途；具

有刮傷防止、免保護膜與高輝度等特色。 

　　2.無基材光學膠：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貼

途。產品為具有高拉伸特性與低R角成型。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途。產品為具有高拉伸特性與低R角成型。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6.保護膜：應用在觸控與光學領域。產品有良

好的耐溫特性與排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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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開發產業創新產品及維持優良品質來累積品牌

的價值，並積極為材料產業高值化貢獻己力。

品牌
　　由於長興屬於B2B的材料製造商，經營品牌的

方式與一般B2C的行業有所差異，長興長期以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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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銷售據點
　　長興公司生產製造基地以

台灣、大陸、美國及日本為重

點，並密切與日本、美國、德

國、法國等國家之技術合作，

而銷售據點以全球世界各重點

都市做佈局。

台灣生產基地與營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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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銷售)據點
　　長興公司生產製造基地以台灣、大陸、美國及

日本為重點，並密切與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

國家之技術合作，而銷售據點以全球世界各重點都

市做佈局。

2013~2014年榮譽及廠務紀事

全球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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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榮譽及廠務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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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重點產業組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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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遵循證券交易法第181條之2及金管會102年

12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112號令之相關

規定，長興公司現任董事、監察人將於105年任期

屆滿，故預計於104年股東會辦理修正公司章程事

宜，自105年起設置獨立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以

替代監察人。

　　長興公司遵循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制度，並以保障股東權

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

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公司組織架構

董事會設置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其主要職責包括

監督經營績效、防止利益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種

法令。長興公司董事會應向股東會負責，治理制度

之各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

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構，除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要

求外，並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

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適當之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並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

董事會成員並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
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

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
技能及素養。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技能及素養。技能及素養。技能及素養。技能及素養。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技能及素養。

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制度，並以保障股東權

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

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適當之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並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
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

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為最高指導原則。 技能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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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與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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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

經理人年度調薪案、經營績效獎金案、利潤績效獎

金案、年績效獎金案、薪酬相關辦法審議案、經理

人之員工紅利配發案，高國倫董事、蕭慈飛董事、

謝錦坤董事依利益迴避規定離席迴避討論，並由高

國倫董事長指定楊淮焜董事代理主持該議案。

董事會運行情形
2013年度董事會開會10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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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有效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於年報、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皆充分

揭露各項經營及財務訊息，並業已依「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定「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以資遵循，並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輸入董事會之董事出席情形，亦於公司網站揭

露董事會重大決議事項。

　　鼓勵董、監事踴躍參加年度公司治理課程，

以加強董事會職能，2013年度董監事進修共計6人

次，總計18小時，2014年度董監事進修共計2人

次，總計6小時。

2014年度董事會開會8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次，總計18小時，2014年度董監事進修共計2人

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

次，總計18小時，2014年度董監事進修共計2人

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次，總計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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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照前項原則辦理，並嚴禁利益輸送情事。

　　本公司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工、消費

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

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

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應秉誠信

原則妥適處理。

　　本公司依相關法令，秉持即時、正確及完整之

公開原則，辦理資訊揭露事宜，使全體股東及利害

關係人均得隨時充分知悉並易於取得本公司相關資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各

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並能單獨代表公司對外發言

者，擔任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本公司設有一人以上之代理發言人，且任一代

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發言職務時，應能單

獨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但應確認代理順序。為落

實發言人制度，本公司明訂統一發言程序。遇有發

言人或代理發言人異動時，應即辦理資訊公開。

　　本公司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

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治理資訊，以利股東

避免利益衝突之機制
　　長興公司於董事會議事規範及誠信經營守則及

公司治理規定中皆有載明董事利益迴避條款，董事

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

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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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應秉持高度之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如

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當之相互支援。

落實誠信
　　長興公司的企業文化為「守法、守信、守德」

，是長興上下每一份子都必須遵守的規範核心。長

興公司與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應本於公平合

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

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

式，並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本公司與關係人及股東間之交易或簽約事項亦

關係人均得隨時充分知悉並易於取得本公司相關資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各

關係人均得隨時充分知悉並易於取得本公司相關資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或能協調各

　　董事應秉持高度之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如

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涉有董事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公司利益之虞時，即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有不

訊，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本公
應自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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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共三位，分別由陳以亨先生、洪麗蓉女

士、潘純仁先生外部專家擔任委員，並由陳以亨委

員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2013年度共召開2次會議，委員皆親自出席與會

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設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

資料應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本公司法人說明會之財務、業務資訊應依證券

交易所之規定輸入其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

統，並透過公司網站或其他適當管道提供查詢。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嚴禁直接或間接

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從事

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行為。

資訊揭露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

責資訊的蒐集及揭露，及落實發言人制度。

薪資報酬委員會
　　長興公司依據「股票上市或於證劵商營業處所

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已

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

主要職責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評估董

2014年度共召開2次會議，委員皆親自出席與會

註：黃梧桐委員於2014年3月19日依法解任，改由洪麗蓉接任。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水準。薪資報酬委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
2014年度共召開2次會議，委員皆親自出席與會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年報亦公布於公司網頁，並設有專人負

　　公司財務、業務及相關事項，均揭露於公開資

2014年度共召開2次會議，委員皆親自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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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之薪資政策及流程
　　公司經理人之年度薪酬含薪資、獎金以及盈餘

分配之員工紅利；相關薪資報酬係參考同業通常水

準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

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核定；其中2014年依經理人

擔任之職務、參與之經營貢獻績效所分配之獎金及

員工紅利金額約占年度薪酬總額四成，顯見經理人

之薪酬與經營績效有高度之連結。員工紅利金額為

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並經股東常會通過。高階主

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

關資訊也適當地揭露於公司年報。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台灣為17倍、大陸為6.7倍；及最高薪酬者年度加

薪幅度與年度平均之加薪幅度的比例台灣為0.15

倍、大陸為0.26倍，因各地區人力結構組成比例不

同，故調薪幅度亦不相同。

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並經股東常會通過。高階主

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管相關薪酬，除依據法令由薪酬委員會核定外，相

　　2014年長興最高薪酬與年度平均薪酬的比例

台灣為17倍、大陸為6.7倍；及最高薪酬者年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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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配合年報

股東結構

持股比例

政府機構

外國機構及外人

個人

其他法人

金融機構

2013年04月22日；單位：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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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13日；單位：仟股、%

持股比例

外國機構及外人

個人

其他法人

金融機構

註：配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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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
　　食安問題一直是全民關心的議題，配合政府相

關法令規定及明確標示本公司所生產之產品用途，

已將本公司產品標籤加註下列警語：「本產品僅供

工業用途，禁止用於食品，包裝容器須按當地環保

相關法規妥善處理。」

　　另將新簽訂之產品銷售合同附加下列條款：「

買方已清楚了解並承諾本合同所列產品僅限於工業

化學品之用途，不可使用於食品之製造或摻配等，

且會按當地環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合同所列

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

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

之保護與衝擊。

供應商合作
    　為落實本公司企業責任之理念，確保地球自然

生態平衡及創造安全、衛生、環保的企業環境，長

興公司優先對當地供應商採購以降低原料運輸產生

的環境衝擊。

    　同時針對上游供應商或承攬商訂定相關政策，

作為環境管理系統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請

違反法令規定而遭受損失及處份總額如下：

2013年

˙2 月 屏 南 廠 違 反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 罰 款 新 台 幣

　66,000元。

˙4月路竹廠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罰款新台

　幣60,000元。

˙6月路竹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100,000元。

˙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100,000元。

2014年

˙1月屏南廠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罰款新台幣

　120,000元。

˙3月屏南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100,000元。

˙8月路竹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100,000元。

˙8 月 大 發 廠 違 反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 罰 款 新 台 幣

　60,000元。

且會按當地環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合同所列

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

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

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且會按當地環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合同所列

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

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

化學品之用途，不可使用於食品之製造或摻配等，

且會按當地環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合同所列

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

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

之保護與衝擊。

7月大發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罰款新台幣 且會按當地環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合同所列

產品之包裝容器。」希望藉此加強客戶端對產品的

正確應用，另亦強調包裝容器之處理必須考量環境



21

運輸管理 

        本公司運作之原物料及成品，在包裝及車輛外

觀均依法要求標示「聯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危害標

籤，且於運輸車輛上備置安全資料表(SDS)，以利

運輸和第三方人員辨識及應變。 

         陸上運輸採用政府核可的合法運輸商運送，危

險品運輸嚴格要求須符合法規取得「車輛裝載危險

物品臨時通行證」，並指派具有「道路危險物品運

送人員訓練證明書」的合格司機始得運輸，毒化物

部分則須由參與全國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之運輸

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

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

求後方得採用。

各合格廠商分別簽署以示認可。

    　針對新供應商會評估該供應商是否有無影響環

境與社會之相關記錄。情節嚴重者將不列入合格供

應商。此外、一旦發現現有供應商有違反其自身的

社會責任政策，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本公

司會暫停其合格供應商資格。

部分則須由參與全國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之運輸

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

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

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

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

送人員訓練證明書」的合格司機始得運輸，毒化物

部分則須由參與全國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之運輸

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

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

公司來運送；對新運輸商的選擇，必須經過嚴格的

評估程序，確保其符合安全、法規及實務運作的需

求後方得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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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
　　長興公司根據外部身處B2B產業的特性，以及

內部管理的需求分類，鑑別出公司營運的五大類利

害關係人，主要分別為投資人、客戶、員工、供應

商／承攬商、政府／社區，並建立各種管道及溝通

方式，提供利害關係人暢通的溝通機制。

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除了日常營運的互動交流外，長興在公司網站

上設有溝通信箱，主要內容大致分為：人力資源、

投資人關係、產品資訊……等分類，且依據不同分

類分別設有內部專責人員處理相關的議題或諮詢。
ＣＳ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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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判別議合程序及管理方針
　　長興公司依循外部來源：各種國際永續指引、

綱領、政府主管機關所提出之關切議題。及檢視公

司內部來源：各部門業務內容可能接觸或影響的利

害關係人，以及經由溝通管道得到之利害關係人所

關注的議題進行判別與分類。資料彙整後，以「利

害關係人對議題的關心程度」與「議題對營運的重

要程度」為矩陣向度，進一步完成CSR重大性議題

鑑別。其中坐落於右上角的議題即屬核心議題，共

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

並在本報告書中參照GRI G4的指標內容回應。

重大性議題鑑別

經彙整後具重大性考量面與議題

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

並在本報告書中參照GRI G4的指標內容回應。

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

並在本報告書中參照GRI G4的指標內容回應。

鑑別。其中坐落於右上角的議題即屬核心議題，共

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

並在本報告書中參照GRI G4的指標內容回應。

得到具重大性關鍵議題，計30項，相關的管理方針

並在本報告書中參照GRI G4的指標內容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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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指標
環境保護政策與理念
　　鑒於環境管理與安全衛生管理之密切相關性，

長興公司已將環境管理系統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合

為一，長興公司以永續發展為企業經營理念，為善

盡尊重生命及珍愛地球之社會責任，我們承諾遵守

下列之準則：

(一)遵守法規要求、落實執行到位

　　安全衛生環保是企業經營發展不可分割的一

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之安全。

(二)全員融入參與、推動持續改善

　　安全衛生環保是全體員工共同的責任，我們將

以健康促進、危害消除及環境保護的原則，持續做

好促進、預防及改善對策，以避免人員傷害、異常

事故及環保事件的發生。

(三)力求安全生產、研發綠色產品

　　透過製程的安全設計，防止產品對環境有任何

危害及不良影響，並積極研發綠色節能產品以降低

環境衝擊並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四)有效訓練溝通、提昇安環文化

　　積極讓員工接受安全衛生環保之教育訓練，透

過各種管道諮詢員工之意見以達有效溝通，加強員

工緊急應變能力並融入生活習慣之中，以提升企業

之安全衛生環保文化。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活動製造大量溫室氣體並排

放至大氣環境中，導致溫室氣體效應增強；全球暖

化造成氣候變遷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自然生態系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國際規範，

依ISO 14064-1國際規範推動溫室氣體排放基線盤

查工作，已確實掌握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狀況。目前

已完成2005-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建

置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盤查範圍包含範疇1(直接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2(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之

定性與定量盤查，並於2010年10月委託台灣衛理

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BV)查證2005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正確性，於2011年1月7日順利取得

化造成氣候變遷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自然生態系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國際規範，

　　安全衛生環保是企業經營發展不可分割的一

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

放至大氣環境中，導致溫室氣體效應增強；全球暖

化造成氣候變遷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自然生態系環，我們將秉持遵守法規原則，落實各項作業管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國際規範，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統，為了環境資源永續發展，減緩人為溫室效應已

刻不容緩。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長興公司遵循聯
制，切實執行設施安全運轉，保護員工及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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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BV)授與溫室

氣體查證聲明書。後續將依據盤查結果進一步展開

相關減量管制措施，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直接與間接GHG排放總量(噸 CO2e/年)

　　統計2005年至2014年度台灣各廠GHG排放總

量顯示，直接GHG排放量(Scope1)佔總排放量約

52-61%；能源間接GHG排放量(Scope2)佔總排放

量約39-48%；且溫室氣體盤查資料皆已登錄於國

家溫室氣體平台。

註1：直接GHG排放(Scope1的排放)：包含固定式設備之燃料燃  
          燒、製程排放、交通運輸上之移動污染源、逸散性排放源(
          如冷媒逸散)。
註2：間接GHG排放(Scope2的排放)：主要排放源為外購電力、
          蒸汽或熱之溫室氣體排放。
註3：2005年度各廠數據均已完成第三方查證，以及2014年度路
          竹廠亦完成查證外，2006~2014年度其餘未經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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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因應氣候變遷及節能減碳之

需求，長興公司於2013年導入產

品碳足跡盤查建置，以提供下游

端客戶產品碳足跡資訊於2013年

11月15日取得由台灣衛理國際品

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BV)授與之三

羥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乾膜光阻

及內/外牆塗料樹脂三項產品之產

品碳足跡查證聲明書(查證準則為

PAS205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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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環境保護
　　長興公司自創立以來經營團隊秉持善盡環保責

任為最高經營原則，對於環境污染防治及環境保護

不遺餘力，目前除源頭採綠色設計、製造階段綠色

生產、管末處理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外，

並陸續取得經濟部核發「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及「

綠建築標章」等合格證書。

空氣污染防制
　　長興製程主要空氣污染物為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SOx）、氮氧化物（NOx）及揮發性有機物

（VOCs）等，符合法令規定的排放標準是基本要

求，但不以此而自滿。除了定期檢測之外，並積極

思考對環境友善作法，說明如下：

(1)從原本破壞式的廢氣燃燒處理設備改成非破壞

式回收處理設備，可降低燃料的耗損及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外，更能回收製程原料，避免增加環境負

荷。

(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

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

環境衝擊。雖天然氣成本較高且需花費更改設備成

本，但整體而言，其對環境保護具有正面之效益。

  長興公司為有效防制VOCs逸散，除就全廠區設

備元件進行盤查建檔，並委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認可之檢測機構，以揮發性有機氣體偵測儀(TVA-

1000B)及紅外線氣體熱像攝影機(GasFindIR)每

季至廠區檢測，目前長興公司亦自行採購TVA-

1000B設備，以及透過元件分級管理制度加強自我

管理，以達到雙向管控之目的，阻絕VOCs洩漏及

(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

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

(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

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

體排放外，更能回收製程原料，避免增加環境負

(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

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

(2)自2014年起，改使用潔淨能源天然氣，替代傳

統重油，以避免產生大量粒狀污染物及硫氧化物的

環境衝擊。雖天然氣成本較高且需花費更改設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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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另本公司秉持企業精神及積極作為，除持續

委託上述客觀及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執行相關檢測

作業外，並不定期委託工研院執行傅里葉紅外光

譜儀(FTIR)監測作業，以釐清廠區對周遭環境之影

響，以及確保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

(公噸/年)

(公噸/年)

RTO廢氣焚化爐防制設備

深冷回收設備 深冷回收設備自動監控儀錶

活性碳吸脫附回收系統 生物濾床防制設備

氮氧化物(NOx)排放量

硫氧化物(SOx)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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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排放量

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

(公噸/年)

(公噸/年)

FTIR環境監測 紅外線氣體熱像攝影機

揮發性有機氣體偵測儀

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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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產生量水污染防治
　　長興公司各廠區均依廢水產生源之特性，妥善

規劃廢水處理設施，以有效管理處理事業廢水。大

發廠及屏南廠經廠內廢水處理設施處理後，確定符

合工業區聯合廢水處理廠納管排放標準，以密閉管

線收集至工業區聯合廢水處理廠進行妥善處理。路

竹廠未座落於工業區內，故廠區放流水將直接衝擊

當地承受水體，對此，長興公司為有效加強管理廠

區排放之放流水，除落實雨污水分流，並將廢水源

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

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

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

體之環境負荷。

　　另外，長興公司為有效加強管理廠區周界空氣

品質，以及現場操作人員之健康風險，除已完成廢

水收集系統、初級處理單元及生物曝氣池等加蓋作

業外，並將各單元收集之廢氣導引至防制設備，以

善盡企業責任及永續經營之理念。

(公噸/年)

廢氣處理設備
鈉鹽爐

廢氣處理設備
鈉鹽爐自動監控儀錶

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

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

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

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

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

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

區排放之放流水，除落實雨污水分流，並將廢水源

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

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

分類貯存及處理外，亦於2014年增設MBR（薄膜

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生物反應器，Membrane Bioreactors）等近億元

設備，以提升水質穩定與大大降低放流水對承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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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固體物(SS)排放量

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

(公噸/年)

(公噸/年)

薄膜生物反應器

薄膜生物反應器

處理單元加蓋並
設置廢氣收集管線

廢氣處理設備
水洗塔

廢氣處理設備
水洗塔自動監控儀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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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比例廢棄物管理
　　全分類零廢棄是長興公司廢棄物管理最終目

標，以廢棄物資源化作為策略，除藉由原物料減

量、綠色生產技術開發等源頭管理措施，以減少廢

棄物產出，達到廢棄物減量外；更積極推動廢棄物

再利用，以落實廢棄物資源化循環，降低廢棄物處

理之成本。事業廢棄物收集貯存方面乃依廢棄物特

性分開貯存，其貯存方法均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另外，委託清除處

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

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

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

會責任。

廢棄物總產生量 (公噸/年)

(%/年)

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

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

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

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

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

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另外，委託清除處

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理方面，除了選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合格清

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

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

除及處理機構外，並投入人力定期追蹤廢棄物清理

商，嚴密監控廢棄物流向是否妥善，以善盡集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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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聯防組織，亦擔任組長要職，統籌當地業者應變

支援能量及毒災防救之應變能力，以協助各企業達

成應盡之責任。

毒化物運作管理
　　依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

物質，目前長興公司路竹廠運作約68種毒化物、

大發廠運作約9種毒化物、屏南廠運作約29種毒化

物。針對化學品使用管理長興公司特訂定「列管化

學品管理辦法」由化學品源頭進行管控，適用對象

包含環保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經濟部列管先驅化

學品及禁止使用化學武器公約等化學物質，將上述

各主管機關所列管化學物質建置於列管化學品資料

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

他化學品運作部分各廠區則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作業程序書(HSD-HCM-01)」及「危害物質管理作

業程序書(HSD-GIH-01)」之規定辦理。

　　各廠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場所及設施，皆依

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規定，運作前向當地主管

機關申請運作許可，且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

量紀錄管理辦法規定定期申報，並建立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演練，以確保毒化物運作正常，降低危害

發生。此外，長興公司除加入高雄市及屏東縣之毒

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

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

各主管機關所列管化學物質建置於列管化學品資料

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

維護系統中，如有電子表單申購該項列管化學品時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握集團內化學品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其

系統會主動通知採購、環安及使用單位，以適時掌

他化學品運作部分各廠區則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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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公司毒化物緊急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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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公司依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制訂了環安
衛政策，並以PDCA持續改善的管理環圈思維，在

既有的公司管理制度及接受法國 BV TOSHMS 和

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定期驗證的

監督審核下，不斷精進以追求本質安全化，期盼達

成零災害終極目標。

安全衛生

安全文化
　　＂零災害＂是長興公司的目標，對於職業災害

的降低，長興公司瞭解消弭危害必須從員工自身的

安全意識提升作起；2014年起，由總經理帶頭建

立＂知道危險才能避險＂的風險觀念，並透過各類

安全活動的導入及外部顧問公司安全文化專案輔導

計畫，逐步優化長興公司的安全文化，以期達到零

災害之目標。

安全衛生管理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安全是我們的責任，除主動參與政府機關所舉辦的

法令及職業安全衛生活動外，亦不斷透過與外部專

家顧問的交流與輔導，精進長興公司在製程安全管

理的能力；在組織運作上，加強全體員工參與、權

責明確及安全績效指標的強化工作，定期與勞工代

表座談溝通以凝聚勞資雙方的共識，據以使安全工

作的推動可以有效落實。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安全是我們的責任，除主動參與政府機關所舉辦的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安全是我們的責任，除主動參與政府機關所舉辦的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安全是我們的責任，除主動參與政府機關所舉辦的

　　保護長興公司員工及每一位在長興工作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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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失能傷害頻率 ( Disabling  Frequency  Rate , 簡稱 F . R )：為
   每一百萬工時中，發生失能傷害次數，公式：失能傷害件數×
   1,000,000/總經歷工時
2.失能傷害嚴重率(Disabling Severity Rate,簡稱S.R)：為每一百
   萬工時中，發生失能傷害所損失的日數，公式：失能傷害損失
   日數×1,000,000/總經歷工時
3.綜合傷害指數(Frequency-Severity Indicator ,F.S.I)：為同時考
   量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計算總合傷害指數，公式
   ：(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1000)^(1/2)

職業災害統計分析
　　長興公司職業災害統計資料，主要是依國內勞

動部公佈重要職業災害統計指標，選擇失能傷害頻

率(每一百萬工時中，發生失能傷害的件數)、失能

傷害嚴重率(每一百萬工時中，發生失能傷害所損

失的日數)以及綜合傷害指數為主要統計依據(統計

數字不包括上下班交通事故)。

　　2013年至2014年員工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

害嚴重率及綜合傷害指數與2013年度全國製造業

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

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

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

於2013年度全國製造業的1.94、130、0.50。

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

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

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

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

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

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

害嚴重率及綜合傷害指數與2013年度全國製造業

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統計資料比較(根據勞動部公布「2013年勞動檢查

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

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

年報-職業災害」)，長興在2014年度失能傷害頻率

1.61、失能傷害嚴重率44、綜合傷害指數0.27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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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長興公司所有人員及協力廠商在作業前都必

須參加廠區舉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經過測試合

格才可以到現場進行作業，對於在職人員實施學習

護照，每年根據編訂之年度教育訓練計劃進行有關

安全衛生訓練，訓練課程內容包含環境、衛生及安

全相關主題，譬如PPE個人防護配備、危險製程風

險評估、廠區緊急應變、人因工程和廢棄物處置等

等。屬於法令要求應具備合格證照之作業，或是長

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

資格前，不得從事相關之作業。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專家來輔導協助舉辦製程安全輔導計劃，強化集團

內部製程風險評估，由源頭研發至產製過程中，確

保生產製程安全無虞，以提升長興公司的製程安全

管理的能力；為強化人員遇到異常事故發生時的緊

急應變能力，強化緊急應變技能，辦理集團大型緊

急應變的外部專業訓練，以防止事故發生時可以第

一時間予以消除，降低事故發生後對於人員及利害

關係人之衝擊。

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等。屬於法令要求應具備合格證照之作業，或是長

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興公司指定應具有的資質項目者，在人員尚未取得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專家來輔導協助舉辦製程安全輔導計劃，強化集團

　　另一方面為提升安全衛生管理，邀請國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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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公告，實施健康飲食、每週一天素食運動，

強化員工體適能、舉行員工樂活健走，紓解職場

壓力、成立網球、瑜珈、登山、鐵馬等社團，推動

無菸健康職場、降低二手菸害、捐血活動，預防肥

胖、降低三高，辦理減重比賽等健康促進活動，更

舉辦對居家易發生的意外時，需緊急救護的心肺復

甦術(CPR)急救訓練，並鼓勵員工及廠區主動參與

健康職場自主認證。

供應商及協力廠商管理
　　為確保採購之物料、設備、工程之安全，符合

本公司環安衛政策，由品質、安全環境、採購及設

計部門，對於新供應商和承攬商進行能力評估，審

核資質通過才得成為供應商和協力廠商；對於已合

作之供應商，亦定期進行稽核與評核，以確保合作

之供應商及協力廠商仍具資質，除了資質的審核，

長興公司也會和供應商及協力廠商召開座談會進行

雙向溝通，以使作業順利進行，以避免事故發生。

　　對於配合之運輸商，為落實承攬商作業安全，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

變之教育訓練，以維護運輸行車及保護一般用路人

的安全。  

職場健康促進
　　長興公司為體恤照顧員工以優於法令之頻率及

項目實施健康檢查，並依健康檢查結果作為工作場

所環境測定與改善以及廠區醫護人員對工作場所危

害風險診斷參考，並利用健檢軟體統計分析集團和

各廠區健康檢查狀況，舉辦健康專題講座、衛教小

　　對於配合之運輸商，為落實承攬商作業安全，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

　　對於配合之運輸商，為落實承攬商作業安全，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

　　對於配合之運輸商，為落實承攬商作業安全，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

變之教育訓練，以維護運輸行車及保護一般用路人

　　對於配合之運輸商，為落實承攬商作業安全，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輸安全，亦定期向運輸商進行危險物運輸、事故應

不僅在長興公司內之工作場所，對於運輸商平時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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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
　　長興擬定四大研發面向—以「綠色能源材料」

、「綠色電子構裝材料」、「LED照明封裝材料」

、「功能性環保型塗料暨合成樹脂」與世界潮流接

軌，並致力於開發綠色產品、綠能產業產品研發，

以設計低耗能、低傷害、低污染、高功效之應用材

料作為企業綠色產品開發的目標。

綠色能源材料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開發以符環保、綠能之時代

趨勢。長興過去對於有機材料的開發累積極高的研

發能量，故能將相關技術應用於分析太陽能電池結

構及基礎原理。材料是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開發的

關鍵，長興自行開發能源的製程技術與新材料目前

已取得四篇相關材料、製程等多國專利。長興材料

公司開發的「太陽能電池材料」其相關產品包含太

陽能導電銀膠、鋁膠、染敏化太陽能電池材料與太

陽能電池背板薄膜材料。與綠能相關之風力發電機

葉片用複合材料-不飽和樹脂，主攻大陸市場，長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

綠色電子構裝材料
　　國際間陸續對各種危害物質開始禁用，如歐盟

的WEEE之規範，將減量、再使用、回收之3R特性

導入產品設計中以降低電子產品之生命週期對能

源、環境與自然資源可能造成的影響程度，RoHS

的四項重金屬及溴化難燃劑的限用等綠色環保法規

陸續因應產生。「綠色電子構裝材料」乃順應國際

間的各種綠色環保法規來開發，如長興積極研發

之電子材料包含LDI型乾膜光阻劑、薄膜型Solder 

葉片用複合材料-不飽和樹脂，主攻大陸市場，長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

綠色電子構裝材料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葉片用複合材料-不飽和樹脂，主攻大陸市場，長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

綠色電子構裝材料

　　地球能源日漸枯竭，運用太陽能已成人類重要

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興亦開發成功且產品已進入商品化階段。課題，緣此、長興積極投入第三代太陽能電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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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以衍生新技術。獨特性在於修正原有Silicone

膠材與LED支架密著性差的問題，開發出LED用自

黏性Silicone膠材，不需要另外搭配Primer使用。

在追求環保與綠能之方向，結合各項資源建立自

主技術，還強化技術深度與強度，除已有之LED用

Epoxy封裝材料，現加上Silicone封裝材料，是全

世界極少數同時具有兩種LED封裝材料系統技術產

品的原料製造商。

未來也將對LCD

導電薄膜進行開

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

能的節能產品，

或是降低下游客

戶於製程耗能等

的產品開發。

功能性環保型塗料暨合成樹脂
　　長興材料公司藉特殊配方及合成技術，使塗料

在成膜過程中自組裝形成表面凹凸微結構，實現了

抗污易潔的效果，單靠樹脂能有此種效果實屬創

Mask、LED用高反射率油墨、環保型(無鹵耐燃)環

氧塑封料、PCB用異方向性導電膜材料、無鹵耐燃

之綠色銅箔基板、銅箔基板用新型酚醛樹脂。

LED照明封裝材料
　　LED日漸成為照明與顯示幕的主流，長興積極

投入研發LED封裝膠材以符環保、綠能之時代趨

勢。長興分析LED產品結構及各項基礎原理、進而

評估在各項材料研發的可行性，配合SWOT分析法

釐清長興具備專長之技術領域，目標追求一貫之自

主研發配方技術、製程技術及開發設備結合原有

導電薄膜進行開

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

發以及使用後能發以及使用後能發以及使用後能發以及使用後能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

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降低原有產品耗

能的節能產品，

導電薄膜進行開

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

能的節能產品，

發以及使用後能

降低原有產品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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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長興材料公司在「功能性環保型塗料暨合成

樹脂」研發領域還擴大開發高固成份、水性樹

脂、UV光固化樹脂及粉體樹脂等產品，降低合成

原料或溶劑之用量以降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對人員

及環境的衝擊；同時在產品導入生質原料，以逐步

降低對石化原料的依賴。

限禁用物質管理
　　2003年歐盟公佈了RoHS指令(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中6大類有害物質的使用限制，此後包含中國在內

的各國也陸續修訂定了相似的限用物質法案。對

此，長興亦研擬了對應之規範原則，一方面全面採

用符合RoHS限制物質含量的原料作為生產原料；

另一方面配合下游客戶製程之改變與調整，研發與

客戶新製程相容之電子材料，扮演合乎環保規章之

化學材料供應商，以確保長興所開發之電子、電氣

相關產品符合RoHS規範。

　　2007年歐盟正式實施新化學物質管理法案

舉。

　　此產品依據塗料抗污易潔之需求而進行研發。

設定研發目標為：

　　塗膜表面如蓮葉般具有奈米粗糙結構、塗膜必

須能夠抵抗任何汙染源或易於清除、樹脂必須具有

至少是丙烯酸等級以上之耐候性、能同時製造具有

光澤及霧面塗料、塗料化及施工容易，不必要特殊

之塗裝設備。

　　此類功能性環保型塗料暨合成樹脂產品，使塗

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異，客戶操作簡便、不必額外投資設備。施工時

揮發性溶劑極低，對人體健康的保護給予最大的確

　　2003年歐盟公佈了RoHS指令(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異，客戶操作簡便、不必額外投資設備。施工時

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中6大類有害物質的使用限制，此後包含中國在內異，客戶操作簡便、不必額外投資設備。施工時

　　2003年歐盟公佈了RoHS指令(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中6大類有害物質的使用限制，此後包含中國在內

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膜除有強韌之化學鍵結合外，且在表面具有奈米尺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RoHS) (2002/95/EC)，提出電子、電氣設備

寸粗糙結構之低表面能，顯現出抗污易潔效果，此

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異，客戶操作簡便、不必額外投資設備。施工時

產品之製造與施工方法均與傳統之高低溫烤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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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階段施行的化

學品管理相關子法也正式生效，未在化學物質清單

上的化學物質不得在國內製造，銷售及使用；長興

也積極配合政府的法令要求，持續將長興的產品進

行提報，以符合法令規定及客戶的使用權利。

　　長興生產產品多元應用於民生及工業產業，

長興研發製造之產品更須詳實確切的依照下游及

終端客戶需求嚴謹開發、製造、包裝與配送，以

求符合國際間各種限/禁用物質的法規，如美國消

費品安全改進法案（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之限/禁用指令。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EC) No 

1907/2006) ，對於化學物質要求重新進行註冊以

了解於歐盟地區製造或輸入歐盟地區化學品的潛

在風險，並針對高關注物質(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進行相關管制。為符合歐盟

法令，長興積極配合投入改善工作。因應法規要求

，對於自行生產的化學物質，加入相對應的聯合

會，與全球生產相同物質的大廠共同作業，於

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協調進行註冊程序以符合REACH法規；對於物品

(Article)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輸入歐洲，其組成包含

長興產品項目者確認符合歐盟SVHC物質的相關規

定。

　　2009年我國通過「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

資訊應用機制推動方案」，廠商對於在國內製造，

輸入，使用的物質，進行自願性的提報，2012年

辦理第一次增補作業，2014年的第二次增補作

業；2014年底環保署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

費品安全改進法案（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協調進行註冊程序以符合REACH法規；對於物品

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之限/禁用指令。

求符合國際間各種限/禁用物質的法規，如美國消

費品安全改進法案（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之限/禁用指令。

2010年11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的註冊，2013年5月

Improvement Act of 2008，CPSIA）、全氟辛烷

磺酸(PFOS)、無鹵素產品、多環芳香烴(PAHs)等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協調進行註冊程序以符合REACH法規；對於物品

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註冊；對於輸入歐盟的物質產

品，針對列舉之註冊化學物質，主動與上游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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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耗用表

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
備註：2013年漸進節能改善，2014年演算產能單耗。

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類，即合成樹脂事業群、特用材料事業群、電子材

料事業群。

(二)依市場客戶供應需求量，其總產量及總耗能源

有所差異，擬依各別事業群2014年度所具體演算

產能單耗基線，作為能源管控目標值。

(三)擬訂製造生產區域電能及熱能(熱能部份含重

油、外購蒸汽及天然氣)之產能單耗管控點。

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系統為公司節能減碳之前置基礎調查

工作，成果將是未來公司導入低碳設計、綠色經營

的重要參考，目前已進行初步架構規劃，並展開產

能單耗演算基線參考值，以便於逐年推演擬訂進行

年度產能單耗及生活辦公用電之管控目標基準。

工作計劃流程

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推動節能目標推動節能目標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推動節能目標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類，即合成樹脂事業群、特用材料事業群、電子材類，即合成樹脂事業群、特用材料事業群、電子材

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推動節能目標
(一)依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之製造事業群分  

類，即合成樹脂事業群、特用材料事業群、電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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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路竹廠/大發廠/屏南廠

節能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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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公司所有員工皆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動

基準法規定雇主不得聘僱未滿15歲之人員，童工

亦不能從事危險與繁重的工作，長興公司依從企業

文化-守法、守信、守德，遵從政府勞動法令，自

成立以來，未曾聘僱年齡未滿16歲的人員，未來亦

然。

　　為配合公司的成長，我們透過公平、公開的招

募管道，不分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

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共145人，以滿足公司整體之人力需求。

新聘人員年齡分布

員工關懷
人力資源
　　「研究與創新」是長興公司藉以持續成長的主

因，對於人才培育的投資不遺餘力，期使員工能戮

力完成公司託付之任務。創辦人高英士先生常言：

「人的智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人才則是公司

最重要的資產」。為謀求長興的永續經營及發展，

公司內部各項人力資源相關制度、環境的設置，均

在於協助員工能專業深化、職涯發展並使員工與公

司共同成長，創造更美好的營運績效。

員工僱用

　　2014年台灣地區員工總數2,006人，平均年資

12.6年，平均年齡40.8歲，顯示公司成立50年，但

仍持續成長保持組織動力。在人力結構上，因為製

造業的產業特性因素，男性員工比例較高(女性員

工佔全體員工22%)，但女性主管仍有相當比例(占

中高階主管比例14%)，在長興公司人才的聘僱、

晉升、績效考核、薪資並不受性別影響。

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共145人，以滿足公司整體之人力需求。

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共145人，以滿足公司整體之人力需求。

在於協助員工能專業深化、職涯發展並使員工與公

歧視或拒絕，端視業務推展所需適才適所。台灣地

區每年均持續招募新人，於2014年招募各年齡層

　　2014年台灣地區員工總數2,006人，平均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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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離職管理

　　過去五年以來，長興公司每年員工離職率皆維

持5%以下。2014年公司年平均離職率為3.24%；

其中男性年離職率3.57%高於女性年離職率2.06%

；以年齡層來看，30歲以下員工離職率9.84%

、30~39歲之員工離職率4.09%、40~49歲之員

工離職率為1.21%、50歲以上員工離職率為0.27%

。(以上均不包含退休人數)

%

員工培育與發展
　　本公司有完整的訓練體系，明確規劃各階層、

各職務應接受的訓練，包含共通訓練、專業訓練、

管理能力訓練。此外，為提升員工素質，強化專業

實務，訂有派外訓練補助與研習外語學費補助辦

法，顯見公司於人才培育的用心且不吝投資於技術

新知的探求。此外，針對公司關鍵人才之養成，透

過職務輪調/代理、海外子公司歷練、專案指派、

副主管職務歷練、書刊閱讀等培育方式，單位主管

與員工共同訂定「個人發展計畫」，以差異化培育

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時(不含部門OJT訓練時數)，員工訓練相關費用總

計$8,765,744；2014年員工平均受訓時數17.68

小時(不含部門OJT訓練時數)，員工訓練費用總計

＄9,304,629，可充分顯示公司對於員工訓練所投

注的成本與心力。

訓練相關費用實支 新台幣(元)/年

與員工共同訂定「個人發展計畫」，以差異化培育

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副主管職務歷練、書刊閱讀等培育方式，單位主管

與員工共同訂定「個人發展計畫」，以差異化培育

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方式達成關鍵人才之培育與發展。

　　長興公司2013年度員工平均受訓時數21.58小

時(不含部門OJT訓練時數)，員工訓練相關費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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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14年訓練人時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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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鼓勵員工求取新知自我進修，並配合

政府強化高等教育體系在職進修教育政策之推行，

也設立在職人員進修獎勵辦法，鼓舞員工透過知識

的追求與學歷的認證更進一步提升自我。

　　工作之餘，為提升員工生活知能，鼓勵同仁多

方涉獵增加生活體驗，大力提倡推動「長興樂活‧

人文講座」，2013~2014年底止人力資源管理部

共舉辦22場講座，邀請各行各業專家達人分享人文

藝術等相關主題，透過演講者的現身說法見識不同

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為同仁間討論的話題！

員工關懷與相關福利
　　長興公司經營團隊用心發展事業且照顧員工不

遺餘力，創立五十年以來每年皆有盈餘無一虧損，

踏實做到關懷員工且確保股東權益。

推動性別平權措施

　　為使員工可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之需求，依照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法相關事宜(包括設

置哺乳室，路竹廠區與幼教單位簽訂特約…等)，當

同仁遇服役、育嬰、重大傷病等情況，需要較長時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例，共有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復職且

留任一年以上人員比率為100%。

同仁遇服役、育嬰、重大傷病等情況，需要較長時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例，共有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復職且

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例，共有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復職且例，共有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復職且

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同仁遇服役、育嬰、重大傷病等情況，需要較長時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的生活哲學與對事情的觀點！講座相關活動每場皆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間休假時，也能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再復職，

以體貼員工個人特殊狀況。2014年以育嬰留停為
獲得公司同仁與眷屬的踴躍參與，演講內容甚至成

例，共有8位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復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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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福利

　　公司以永續經營發展為目標，鼓勵員工能認

同公司經營理念且長期留任，故每年度表揚久任

員工，公開頒發紀念獎牌與金幣以感念其辛勞與功

績；同時為獎勵資深人員對公司長期貢獻，服務年

資達15年以上，凡屆規定年資即可享受旅遊獎金

與休假補助。公司也引領員工發揮患難相助精神，

設有員工喪事互助金並訂立員工撫卹管理辦法。公

司也依法設立福委會，針對員工旅遊、員工子女就

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

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

分紅制度。

　　長興公司講求”以人為本”，真心相待每位員

工，遇公司重大慶典，相關單位皆會主動發函邀請

退休員工參加，年末也會寄發月曆賀卡予退休員工

慶祝新年，充分實踐照顧員工、回饋社會公益的文

化！關於本公司福利制度，茲介紹如下：

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

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

　　長興公司講求”以人為本”，真心相待每位員

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

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

　　長興公司講求”以人為本”，真心相待每位員

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學、自主性社團活動等，撥發經費補助；年度盈餘

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

　　長興公司講求”以人為本”，真心相待每位員

為獎勵同仁對於公司營運績效之貢獻，亦規劃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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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
  長興公司原本於路竹廠及大發廠區設有工會組

織，自2011年起因應工會法修訂，長興公司關係

企業工會因應而生，整合各廠區工會，更具有勞方

一致的代表性。2014年員工參與工會組織的比例

為76%。另每季舉辦一次勞資會議暨高階主管座談

會，其中勞方代表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程序公開

產生。全體員工可以透過勞方代表向公司正式提供

意見或建議。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

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

管道暢通。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

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

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

　　除此以外，公司亦提供多種溝通管道，可利用

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公司官方網站留言、職場暴力及性騷擾防治申訴信

箱等進行反應，並定期召開福利委員會，確保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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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動

　　為支持高雄當地的棒球隊，公司長期不遺餘力

地支持忠孝國中棒球隊之發展，贊助購買球棒、手

套、球等必需用品，也補助棒球隊部份之參賽費

用，協助提供本校棒球隊孩子一個無憂無慮的練球

環境，讓想打球的孩子盡情發揮。盼能形成拋磚引

玉效果，藉此吸引更多企業對棒球運動的投入，讓

棒球運動有更好的發展，讓優秀年輕的球員有成長

發揮的舞台，以提升國際競技實力及國家能見度。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

與文創事業，及鼓勵公司長期認養的球隊繼續朝夢

想前進，於大遠百華納威秀包場邀請忠孝國中棒球

隊全體68位學生與相關教職同仁，以及本公司員工

前往觀賞，並特地邀請此部電影監製與5位素人演

員到場交流互動，場面熱鬧、溫馨。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

與文創事業，及鼓勵公司長期認養的球隊繼續朝夢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

與文創事業，及鼓勵公司長期認養的球隊繼續朝夢

發揮的舞台，以提升國際競技實力及國家能見度。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2014年台灣名導魏德聖導演拍製象徵台灣棒

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

與文創事業，及鼓勵公司長期認養的球隊繼續朝夢

球精神的電影KANO，本於支持台灣本土電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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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近年來藝術與音樂的活動興盛，因此陸續

吸引很多優異的表演家到高雄演出，為了讓高雄當

地民眾與海內外的表演工作者能共享藝術的心靈感

動與傳承，長興公司每每熱情參與，貢獻己力，並

藉由自己的力量推及至員工，甚至員工的眷屬，邀

請員工及眷屬們一起渡過美麗的優閒時光，享受文

化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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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捐助高雄新圖書總館的建立外，

亦持續贊助300萬元響應百萬藏書計劃，

及再贊助各項講堂活動，希望讓高雄擁有

一座內外兼具的國家級圖書館的夢想得以

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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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興持續關懷偏鄉弱勢，透過專業的社福團體

資助這些特殊家庭或多重障礙者，提供輔具設備，

給一個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把握黃金療育期，協

助他們重建自信生活。

　　另外2014年全球漸凍人體驗活動，長興亦在

公司召集有心人士一起參與，捐款助人，發揮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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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日高雄經歷最怵

目驚心的一夜，由於地底下的石

化輸送管線異常發生連環氣爆，

數百公尺柏油路被炸毀，爆炸火

焰 衝 飛 上 天 ， 突 然 而 來 的 爆 炸

聲，及熊熊烈焰，著實驚動全台

的民眾。高雄遇到如此重大的災

變，急需各方的援助，長興公司

身為高雄的一分子，隨即撥款一

千萬元投入救助，並號召公司員

工響應一日捐活動，積極協助災

後復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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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G4 對照表
一般標準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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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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