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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成長城」或「本公司」)為實踐企業永

續發展及善盡對環境與社會的責任，發行第四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呈現本公

司在企業社會責任各面向重大性議題的因應策略、做法及階段性成果。同時，本

報告書也將作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重要媒介，希望藉由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

指導與建議，持續朝符合大眾期待的永續企業方向邁進。 

 

報告書範疇與揭露期間 

本報告書揭露大成長城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治理、環

境、社會三大面向的非財務績效資訊。考量資訊的可比性，部份資料亦回溯至前

兩年度。大成在台灣的營運據點包括四座完全飼料廠、兩座肉雞電宰廠、一座肉

品加工廠、兩座種雞場、七座專業豬場，一座蛋品洗選場以及一座專業動物營養

研發試驗場等等。本報告書中的財務績效資訊來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合併報表

數字，其他非財務績效資訊呈現則以台灣母公司及子公司美藍雷之以下營運據點

為主: 

 

營運據點 所在地區 

總公司 台南 

柳營生技飼料廠 台南 

台南飼料廠 台南 

彰化飼料廠 彰化 

屏東飼料廠 屏東 

大園電宰廠 桃園 

柳營電宰廠 台南 

永康肉品加工廠(美藍雷) 台南 

里港/鹽埔牧場 屏東 

關廟牧場 台南 

桐德牧場 屏東 

福川牧場 屏東 

麟洛/布袋牧場 屏東 

義竹蛋雞場 嘉義 

  

  

 

 



 

報告書依循標準與外部確信 

本報告書編輯架構係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第四代永

續報告指南(G4)之核心選項(Core)，以及G4食品加工行業補充指南(GRI G4 Food 

Processing Sector Disclosures)。此外，本報告書亦依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上

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規範，揭露「食品工業及餐飲

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50%之上市公司」應加強揭露的七個項目（詳見

本報告書附錄）。本報告書透過重大性分析選擇重大考量面及其對應指標。 

 

本報告書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按照中華民國確信準則公報第

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確信報告附於本報告書附錄七。 

 

報告書發行 

本報告書為大成長城第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於2018年12月發行，未來每年

則將定期發行前一年度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於大成長城官方網站發佈。 

 

聯絡資訊 

如您對報告書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與我們聯繫，聯絡資訊如下：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3 號 

Tel: (06)253-1111  Fax: (06)253-1686 

電子郵箱：csr@ms.greatwall.com.tw 

公司網站：www.greatwa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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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  

                                
    安全兼顧品質，一直是大成最核心的理念與

優勢，為加強落實食品安全，強化產業競爭力，

大成啟用品檢中心大樓，透過垂直整合，建立起

完整且可追溯的生產履歷，並以專業品管與檢驗

技術，從農場到餐桌，嚴格的替消費者把關，保

障消費者食的安全與品質。    

 

    2017 年大成集團邁入六十週年，歷經一甲

子，集團目前已建立禽畜水產從育種、養殖、飼

料、電宰、食品加工等垂直整合系統，並將油脂

與麵粉事業擴展，同時延伸到餐飲及物業管理等

營運項目，分屬在農糧、肉品、食品、餐飲商場

服務、東南亞及東亞六大事業群，目前已有超過 

100 家子公司，營運範疇遍及台灣，中國，印尼，

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國。懷著感恩的心，謝

謝一路支持大成產品的朋友們，感謝員工努力，

合作夥伴協助，地方政府支持。我們未來將更積

極的加強研發與品檢領域，秉持溯源的經營理

念，由白肉雞、土雞，逐步擴大到雞蛋、豬、水

產、鴨等領域，朝向產銷多條龍的方向邁進，建

立完整的溯源系統持續提供更多可靠產品，並堅

守食安承諾，在農畜食品產業中，將持續為生命

健康而努力! 

 

     

 

                            

 

                      董事長  韓家宇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鑑別 

我們召集公司各部門成員並參照 AA1000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設計評分問卷，透過分組討論、問券填寫及考

量同業之狀況，鑑別出以下九大類關鍵的利害關係人，並彙整溝通管道及頻率如

下表。 

 

利害關係人議合管道與績效 

 

類別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員工 1.年度績效面談：配合公司發展政策， 員工

與主管確認目標及達成方式。 

2.知識管理網站：公布公司人事/組織/產品公 

告。 

3.管理階層會議：更新業務進度及策略制定。 

4.「前瞻大成」內部刊物：讓員工們了解公

司發展近況。 

5.福委會會議：討論年度福委會議題及活動。 

6.人事評議委員會: 決策人員晉升。 

7.工會理監事會、會員代表大會。 

1. 每年 2 次 

 

2. 每年不定期公

告 

3. 每月 2 次 

4. 每兩個月發行 

 

5. 每年定期進行 

6. 每年定期召開 

7. 每季或每年定

期召開 

供應商/承攬商 1.電話、電子郵件。 

2.評鑑訪廠。 

1. 不定期進行 

2. 每年定期拜訪 

社區 1.社區發展協會、管委會等。 

2.電話、電子郵件及公司官網。 

每年不定期進行 

物流商 電話、電子郵件。 每年不定期進行 

投資人 1.財報報表公告。 

2.股東會召開。 

3.網站公開資訊。 

1. 每季公告 

2. 每年召開 

3. 每年不定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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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官網留言。 

5.發言人。 

開 

4. 每年不定期留

言 

5. 每年不定期發

言 

NGO 1.電話、電子郵件。 

2.社會公益、公關活動。 

每年不定期進行 

契養戶 1.業務代表。 

2.電話、電子郵件。 

3.研討會。 

每年不定期進行 

客戶/通路商 1.業務代表。 

2.電話、電子郵件。 

3.研討會。 

4.滿意度問券調查。 

5.年節送禮、餐敘。 

每年不定期進行 

政府機關 1.公開資訊發佈。 

2.公文。 

3.研討會。 

4.電話、電子郵件。 

5.臨廠輔導、稽核、宣導。 

每年不定期進行 

 

 

 



重大性分析 

在議題鑑別的部分，我們參照 GRI G4 的分析流程進行重大性議題鑑別，並了解

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同業標竿比較、GRI G4 重大考量面、利害關係人意見回饋，

以及各部門同仁討論等方式，找出與大成長城永續發展可能攸關的議題。本年度

共辨別出 22 個議題。 

 

在議題排序的部分，我們則根據「對組織營運的衝擊度」以及「對利害關係人評

估與決策的影響程度」兩個軸線，設計評分表逐項評估每個議題的重要性，最後

繪製出重大性議題矩陣圖。22 個重大性議題於矩陣圖上的分布如下。 

重大性議題矩陣圖 

 

公司治理 勞動關係 環境安全 供應商管理 產品責任 

 

根據矩陣圖，並考量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作業辦法」規範「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 50%之上

市公司」應加強揭露的七個項目做對應，我們共可辨識出 10 項具高衝擊性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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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重大性議題之對應章節、衝擊的邊界，以及對應之 GRI G4 重大考量面與金管

會規範應加強揭露的 7 個項目對應如下。 

重大性

議題  

對應章

節 

組織內 組織外 對應的 GRI 重大考量面及指標（◆） 

與金管會規範加強揭露的 7 個項目（●） 
公司 客戶 社區 供應

商 

公司治

理與誠

信經營 

公司治

理 
� 

� � � � 一般標準揭露（G4-1; 3~9; 13; 

17; 34; 56） 

� 反貪腐（DMA, SO4~5） 

� 反競爭行為（DMA, SO7） 

經營策

略及永

續發展

願景  

董事長

的話、 

大成長

城概況  

� � � � � 一般標準揭露（G1~2） 

經營績

效及獲

利  

大成長

城概況  

� �  � � 經濟績效（DMA, EC1~4） 

法規遵

循 

公司治

理 

� � � � � 環境面法規遵循（DMA, EN29） 

� 社會面法規遵循（DMA, SO8） 

� 產品責任面法規遵循（DMA, 

PR9） 

� 顧客健康與安全（DMA, PR2） 

� 產品與服務標示（DMA, PR4） 

� 動物福利（DMA, FP13） 

 

� 上市公司應遵循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相關法規，及上市公司違反

上述法規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產品品

質及衛

生安全 

產品責

任  

� �  � � 產品及服務（DMA, EN27） 

� 顧客健康與安全（DMA, PR1, 

FP5） 

 

� 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

而針對其從業人員、作業場所、

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方面

進行之評估與改進及所影響之主

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 

�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可

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

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設置

食品安全實驗室之情形、測試項

目、測試結果、相關支出及其占

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比 

產品安

全標示 

產品責

任  

� �  � � 產品與服務標示（DMA, PR3） 

�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可

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

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環境污

染與防

治 

環境安

全 

�  �  � 排放、廢汙水與廢棄物、環境

面法規遵循（DMA, EN8、15、

22~23、27、29、31） 

 

原物料

溯源與

管理 

產品責

任  

�   � � 產品與服務標示（DMA, PR3） 

 

� 上市公司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

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

比 

�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進行

產品追溯與追蹤管理之情形及相

關產品占所有產品之百分比  

職業安

全衛生 

勞工及 

社會關

係 

�  � � � 勞雇關係（DMA, LA1~2） 

� 職業健康與安全（DMA, 

LA5,6,8） 

� 訓練與教育（DMA, LA10） 

� 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

而針對其從業人員、作業場所、

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方面

進行之評估與改進及所影響之主

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 

供應鏈

管理 

供應鏈

管理 

�   � � 一般標準揭露（G4-12） 

� 採購實務（DMA, EC9） 

� 原物料（DMA, EN1） 

� 供應商環境評估（DMA, 

EN32,33） 

� 供應商勞動實務評估（DMA, 

LA14,15） 

� 供應鏈人權評估（DMA, 

HR10,11） 

� 供應鏈社會衝擊評估（DMA, 

SO9,10） 

 

� 上市公司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

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

比 

� 上市公司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之家

數及百分比、稽核項目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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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成長城概況 

1.1 公司簡介 

 1.1.1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位置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3 號 

主要產品與服務 飼料、肉品、消費食品、大宗油脂買賣 

主要服務國家 台灣、香港、大陸、越南、印尼、馬來西亞 

營運據點數量與分佈 

飼料廠 34 座(台灣、大陸、越南、馬來西亞)、電宰廠 7

座(台灣及大陸)、種雞場 4 座(台灣及大陸)、食品加工廠

5 座(台灣及大陸)、水產加工廠 5 座(印尼及越南)、豬場

10 座(台灣)，麵粉廠 4 座(台灣及大陸) 

員工數量   2,134 人 (台灣區) (計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合併總資產  40,747,852 仟元 

合併營業收入  75,931,014 仟元 

資本額  7,363,944 仟元 

 

 



 

 1.1.2 設立之期 

1960 年 12 月 28 日 

 1.1.3 公司沿革 

� 本公司創立於 1960 年，原名「大成油脂公司」，設廠於台南市裕農路，產製各

類食用油、黃豆粉、豆餅等。「以更好的營養，維護大家的健康」，為營業宗旨。 

� 1966 年，更名為「大成農工企業公司」，增建永康一廠，生產各種完全配合飼

料。  

� 1969 年，增建永康二廠，添置美國皇冠牌最新提油設備，生產深獲社會大眾讚

譽與喜愛的「大成沙拉油」 

� 1973 年與長城麵粉公司合併，正式更名為「大成長城企業公司」。 

� 1975 年購進嘉義塑膠廠，生產本公司所需各種容器及包裝袋。 

� 1976 年興建第二飼料廠，購入美國 SPROUT WALDRON 中央電腦控制作業之

飼料生產設備乙套。 

� 1978 年股票公開發行並上市。 

� 1980 年承購善化油脂廠。 

� 1981 年增建第三飼料廠。（現更名為第一飼料廠）。 

� 1984 年 5 月與美國貝氏堡公司（THE PILLSBURY CO,）簽約合組「美成食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積極發展消費性食品。 

� 1987 年 5 月與美國中央黃豆公司（CENTRAL SOYA）簽約合組「全能營養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以發展配合自配飼料市場所需產品為目標。 

� 1988 年 4 月第二精油設備加入營運。 

� 1988 年在印尼轉投資成立「金大成（印尼）飼料公司，為積極拓展東南亞市場

之第一步。 

� 1989 年承購官田飼料廠，以擴充畜產飼料產能。 

� 1990 年 6 月董事長韓浩然先生請辭兼任總經理職務、經董事決議一致通過，擢

升執行副總經理韓家寰先生出任總經理一職。 

� 1990 年 7 月大成系列飲料正式推出上市。 

� 1993 年 6 月新建之彰化飼料廠正式加入營運。 

� 1993 年 9 月增設肉品廠。  

� 1994 年 6 月董事會推舉韓家宇先生為副董事長。 

� 1995 年 3 月與台灣省北台肉雞運銷合作社合作經營管理，10 月與台灣省南台

肉雞運銷合作社合作。 

� 1997 年 1 月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簽訂合作契約，共同在大陸、東北地區從事

飼料、肉雞一條龍、油脂等製造、銷售業務。 

� 1998 年 4 月新建之屏東飼料廠正式加入營運。 

� 1999 年取得天津萬達公司肉雞一條龍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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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9 月雲林廠加入營運。 

� 2000 年 3 月購買南台肉雞運銷合作社設備。 

� 2000 年 11 月併購立大上海肉品加工廠。 

� 2001 年 6 月飼料部正式啟用 Call center。 

� 2001 年 6 月經股東會通過推尊董事長韓浩然先生為名譽董事長，經董事會決議

一致通過，擢昇副董事長韓家宇先生出任董事長、董事長特別助理韓家宸先生

出任副董事長、總經理韓家寰先生出任總裁及資深執行副總張鐵生先生出任總

經理。 

� 2001 年 12 月設立雞精工廠。 

� 2002 年 7 月取得大連糧紅有限公司之經營權，成立大連大成糧紅食品有限公

司，生產優質麵粉。 

� 2003 年 1 月因應越南飼料市場需求之增加，開始於越南河內地區建廠，並成立

亞洲營養技術(河內)有限公司。 

�  2003 年 2 月與日商岩井實業、昭和株式會社共同於天津成立大成昭和有限公   

   司，以生產食品用裹粉。 

� 2003 年 3 月與美商藍雷公司(LAND O’LAKE CO.)合作共同成立大成藍雷(股)公

司，將藉此合作提高未來乳牛飼料之市場佔有率。 

� 2003 年 4 月大江紡織(股)公司解任本公司之董事職務。  

� 2003 年 9 月韓家寅升任執行副總。 

� 2003 年 12 月購買遼寧大成農牧由遼寧省牧工商之持股。 

� 2004 年 3 月永康加工廠擴建。 

� 2004 年 6 月張鐵生升任副執行長，吳麒麟升任總經理。  

� 2004 年 7 月購買遼寧大成農牧由中牧實業(股)公司之持股。 

� 2005 年 10 月永康生技廠正式投產。 

� 2006 年 5 月將熟食、肉品及油脂事業改由美藍雷(股)公司營運。 

� 2006 年 12 月成立桃園飼料廠。 

� 2006 年 12 月與國豐實業(股)公司合資成立國成麵粉(股)公司。 

� 2007 年 12 月成立安心巧廚(股)公司專營百貨公司肉品專櫃。 

� 2008 年 11 月成立浩然牧場。  

� 2011 年 1 月新埤核心種豬場定名為桐德牧場。 

� 2011 年 12 月薪酬委員會成立。  

� 2012 年 3 月韓家寅辭去執行副總職務轉任大成食品亞洲執行長。 

� 2012 年 7 月吳麒麟缷任總經理轉任子公司董事長，莊坤炎升任總經理。 

� 2013 年 5 月於天津靜海之麵粉廠、裹粉廠、熟食廠完工並開始營運。 

� 2013 年 10 月成立大成桐德館。 

� 2014 年 12 月簽約購買義竹蛋雞場。 

� 2016 年 3 月購買統一位於官田南廍段的畜牧場。 

� 2017 年 5 月入股台灣優質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 2017 年 12 月成立萬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2 主要業務 

大成長城主要業務範圍包括飼料、肉品、大宗物資、油品及消費食品等表述如下: 

1.2.1 主要業務及產品 

飼料垂直整合事業處 畜產、水產及反芻動物飼料，仔豬、契約豬，蛋品等

內品事業處 生鮮雞肉及其加工品

食品事業處 雞塊等油炸、燒烤、煙燻之加工肉品，雞肉鬆及麵條

大宗物資部 豆粉及沙拉油、棕櫚油等油品

主要業務及產品

 

1.2.2 2017 年大成主要商品項目營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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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近兩年生產量值表 

生       年 度 

   產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2016            2017 

產能 

(公噸) 

產量 

(公噸) 

產值 

(仟元) 

產能 

(公噸) 

產量 

(公噸) 

產值 

(仟元) 

飼       料 5,529,780 3,504,433 49,688,639 5,761,140 3,511,872 45,504,705

大 宗 物 資 500,000 508,090 7,672,627 500,000 539,935 8,093,868

肉       品 356,905 363,063 23,372,669 359,875 424,085 20,225,427

食       品 93,800 72,878 7,815,625 96,482 80,675 8,831,015

合        計 6,480,485 4,448,464 88,549,560 6,717,497 4,556,567 82,655,015

 註:集團合併數字 

 

 

1.2.4 近兩年銷售量值表 

銷      年度 

   售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量 

( 公 噸 ) 

值 

( 仟 元 ) 

量 

( 公 噸 ) 

值 

( 仟 元 )

飼       料 2,904,143   42,206,230 2,975,564   39,769,843

大 宗 物 資 210,031    3,391,054 226,314    3,590,599

肉       品 243,935   16,783,514 348,705   17,480,462

消 費 食 品 86,401   10,107,217 93,189    11,641,280

合         計 3,444,510   72,488,015 3,643,771   72,482,184

  註:集團合併數字 

 

 

 



生       年 

度 

   產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2017 年 

產量 

(公噸) 

產值 

(仟元) 

銷量 

(公噸) 

銷售額 

(仟元) 

飼       料 1,482,190 15,928,281 950,767 10,942,756

大 宗 物 資 539,935 8,093,868 445,282 7,064,661

肉       品 232,253 13,171,140 244,171 12,132,309

消 費 食 品 25,235 1,353,354 23,530 2,324,598

合        計 2,279,613 38,546,645 1,663,751 32,464,326

     註:僅計算大成長城加美藍雷 

 

1.3 營運概況及財務資訊 

1.3.1 營運概況及財務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營業收入 78,252,167 75,795,660 75,931,014 

營業成本 69,848,045 65,867,986 65,698,281 

分配於利害關係人之經濟價值： 

董事、監察人酬

勞 
15,000 30,000 35,000 

股東現金紅利 515,476 1,104,592 1,472,789 

現金股利 0.7元/股 1.5/股 2/股 

股東股票紅利 0 0 515,476 

股票股利 0元/股 0 0.7 

稅捐支出 

(所得稅費用) 
482,484 579,420 687,210 

EPS 0.87 3.01 3.28 

政府財政補貼 無 無 無 

員工福利費用(含

薪資及勞健保等) 
4,243,510 4,910,778 5,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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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參與公、協會及倡議組織 

 

 

2、公司治理 

2.1 公司治理架構 

                                          

    大成長城的公司治理最高單位為董事會，目前董事會成員共 10人，分別為

7位一般董事及 3位獨立董事，由股東會選任，任期 3年，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

一次會議，並邀請會計師及相關業務主管列席旁聽。為確保利益迴避，董事會討

論事項若與董事本身或其代表法人有利害關係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亦不得

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2017 年大成長城共召開五次董事會，除督促公司遵守主

管機關法令要求外，關注整體營運情況，按季檢討營運表現、投資機會、產業動

態、國際關注議題，財務數字等。大成長城亦透過審計委員會檢視公司董事會及

其他制度與日常營運流程符合法令需求。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圖如下: 



 

 

審計委員會 

    為提升公司治理機制，協助董事會決策及執行，本公司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起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並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

辦法之規定行使各項職權。本委員會於 2017 年共召開四次會議，分別針對合併

財務報告、規章修訂、稽核內控及會計師審計公費等做討論，並將決議提報董事

會討論。 

薪資報酬委員會 

為了落實公司治理，並健全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大成長城依照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六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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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並經董事會訂定組織規

程，以資遵循。 

    薪酬委員會成員經董事會提名討論、資格審查確認無誤後同意委任，目前本

公司薪酬委員共三人，2017 年共召開二次薪酬委員會議，分別針對員工酬勞、

董事酬勞及經理人年終獎金制度及給付方式做討論，並將決議提報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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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業社會責任治理 

除落實公司治理，確保日常營運流程皆有良好的管控，大成長城更進一步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因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也期許能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

善員工、社區環境，以及社會大眾之生活品質，打造以社會責任為本的競爭優勢，

因此，大成長城於 2015 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的

同時，考量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層面，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經營活動。大

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席，另由財務、會

計、人力資源處各推派一位代表組成秘書處，負責統籌協調日常會議、安排教育

訓練，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編製事宜等。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分為公司治

理、勞工關係、環境安全、供應商管理，以及產品責任五個小組。組織圖如下： 

 
 

 

 

 

 

 

 

 

 

 



 

 

 

2.3 誠信經營 

誠信經營政策 

大成長城的企業文化包含三項元素-「誠信，謙和與前瞻」，為善盡企業應有
的社會責任，本公司與關係企業均強調必須以「誠信」做為企業經營之根本，並
積極向董事、經理人及所有員工宣導。本公司並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中明訂全體員工不得營私舞弊，收受賄賂佣金及回扣，謊報或提供不實資
料，使公司蒙受損失。除此之外，公司會定期舉辦員工教育訓練與宣導，使其充
份了解公司與關係企業誠信經營之決心；若有違反「工作紀律」之情事，公司與
關係企業得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申誡、記過等處分，除了處分違規人員外，
主管亦須受連帶處分。 

2017 年公司對外捐贈或贊助，均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內部規定辦理，並無
行賄、收賄及非法政治獻金等情形發生。 

 

誠信經營溝通 

大成長城與供應商明訂其應確保地位超然，不得與公司或其所屬之關係企業
間有不當之關係聯繫，並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公司同時設有消費
者（0800）免付費服務專線，能即時進行充分溝通，讓消費者的權益有所保障。 
 

為確保誠信經營之落實，大成長城已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控制度，稽核
人員並已定期查核制度遵循情形，其中也包含對子公司的監督與管理。 
 

在資訊揭露上，大成長城已架設網站，揭露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歷史沿革等
基本資料，並設立財務與投資人專區，以即時、公開且透明化的方式，按時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之財務及非財務資訊。公司設有專人負責資訊蒐集及揭露
工作，定時會更新網站資訊，確保資訊揭露之正確性，其關係企業亦由本公司代
為之。 

 

2.4 法規遵循 

大成長城設有稽核部門，透過內部稽核定期稽查，如有缺失即建立改善追蹤

表按季追蹤改善情況，力求各項營業活動皆遵守主管單位相關法令規章。本公司

遵循各項公司治理、環境保護、勞動相關法令規定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及一般食品衛生標準等規範。2017 年無童工事件發生，亦無

涉及歧視、原住民權利及經由正式機制申訴之人權相關個案。2017 年本公司不

符規定之情事罰款共約 88.6 萬，明細如下： 

 

 

 



2017 大成長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1 

 

 

 

 

 

3、供應鏈管理 

3.1 大成長城供應鏈 

 

2017 年大成長城的原料採購項目、採購量及國內採購比率彙整如下:  

事業部門 原物料採購品項 2017原物料採購量(噸) 國內採購比率

飼料部 玉米、黃豆、棕梠油、添加劑、包材 794,109                         27%

肉品部 毛雞、醃漬粉、香辛料、裹粉、包材 73,663                           0%

食品部 骨腿、清腿、腿仁、醃漬粉、香辛料 23,034                           0%  

3.2 供應鏈管理暨採購實務 

大成長城原料採購均依照「食品安全，溯源管理」的原則，從供應商管理就

嚴格執行審核，務必保障廣大消費者的食品安全。自大成長城得到 ISO 認證後，

所有原物料僅向合格供應商購買，我們視正派的供應商為與大成長城一起為食品

安全努力的夥伴，因此在供應商夥伴的選擇上，我們以合法、信譽、信用為最重

要的篩選與評估方向，在選擇合作供應商時，不僅對其產品作完整的分析，並對

供應商原料的來源、生產方式及對環境的影響作各面向的評估，除了每年固定時

間查核外，也會針對供應商做不定期的會同稽核。 

 



供應商稽核 

大成長城需對供應商做書面及品質檢核，書面審核項目如工廠登記證、營利

事業登記證等文件，所提供之產品需提供製造登記證、或輸入許可證等，以證明

為合法經營。供應商需是正當的供應商，如果對產品品質有疑慮，我們亦會送國

際核可檢驗單位做檢驗。我們會定期對供應商做實地查核，查核項目除生產設備

及歷史自主檢驗數據外，亦會針對其原物料進行檢核，務必從源頭保障我們購買

產品的安全性，除定期訪廠外，我們也會在日後進行不定期訪廠查核以保障原料

品質。 

 

2017 年，我們共針對飼料、肉品及食品三大類的國內供應商進行稽核，供應

商稽核的數據統計彙整如下表： 

 

事業部門 供應商稽核家數 稽核家數百分比 稽核結果

飼料部 39 16% 優良: 38家 普通:1家  差: 0家

肉品部 18 8% 優良: 11家  普通:1家  差: 0家 其他: 6家

食品部 43 38% 優良: 42家 普通: 1家  差: 0家

備註: 1.飼料供應商主要為添加劑、副料及大宗物資，肉品供應商主要為契約雞養殖戶、食品及蛋品包材，食品供應商主要為進口原料肉及包材。

3.稽核結果-其他:將稽核結果提供予下游廠商以供其瞭解契養雞養殖戶之養殖狀況，2017年度稽核項目共282項，稽核結果為”Y”共239項，”Y”代表該項正面得分。

2017供應商稽核結果

2.飼料部稽核項目為品質水準、交貨配合、價格水準、協調服務及配合等。
  肉品部一般供應商稽核項目為品質水準、交貨配合、價格水準、協調服務及配合等。
  契約雞養殖戶稽核項目為接種疫苗、藥殘、環境等。
  食品部一般供應商稽核項目為品質水準、交貨配合、價格水準、協調服務及配合等。
  進口原料肉稽核項目為品質水準、交貨配合、協調服務及配合等。

 

 
   目前大成長城在選擇供應商時尚未將勞工人權、環境、社會衝擊等相關議題

納入評選標準。我們在篩選及評比供應商時，會選擇與公司企業文化相符、擁有

正派經營理念的供應商成為合作夥伴，對於供應商的評選也將增加多項面向作為

選擇供應商之條件，包括：如信譽優良、合法經營、勞工人權、環境保護、企業

責任、社會衝擊等項目。 

 

   大成長城採購的原物料均符合飼料管理、食品加工等相關之規範，如非屬正

面表列之項目者，均採購合法進口及生產廠商之產品（廠商均需提供製造或輸入

登記證）；採購之食品添加劑也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範，採購合法生產及進

口之產品（廠商需提供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各項原物料採購會先經過縝密的品

管手續後，才會生產製造為產品。 

 

4、產品責任 

 4.1 產品品質及衛生安全管理 

大成產品政策- 產品安心、顧客滿意 

   產品安心指的不僅是符合法令相關規定，產品安全更必須從原物料採購、進

料、儲存、製程、成品、出貨等環節全程管制。至於顧客滿意指的則是產品安全

必須符合顧客期望，顧客抱怨也必須完善回覆。 

 

   大成長城各事業部門每年的年度目標即是根據品質政策與食品安全政策展

開。年度目標及各部門績效指標每年由各部門主管於管理審查會議提出修訂，經

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並匯整記錄於「品質目標一覽表」、「部門績效目標展開」

等文件進行定期追蹤。各部門必須定期進行資料分析、查核達成情形、執行差異

分析，並針對未達成事項提出改善措施，於管理審查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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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審查會議每年定期舉辦一次，由總經理主持，參與部門至少涵蓋各廠生

產、品管、大宗物資、採購、飼料部、研發、人資、行政、資訊、倉儲部與稽核

處。各部門的報告及討論內容涵蓋年度目標、內／外部定期稽核結果，以及針對

未達成事項提出改善對策。 

 

   在衛生安全管理上，大成長城為求符合政府法令規定，定期透過生產環境維

護改善，消除生產不良因素，藉此提昇生品質效能，飼料廠特訂有「環境與設施

管理程序」。內容包括廠區環境消毒、環境清潔維護等，有間接提昇品質效能助

益。廠區環境係委託具藥品操作合格證照之廠商進行消毒作業，環境清潔維護則

由各區域作業人員對所屬環境區域執行整理整頓及清潔工作，並由品管部每週進

行巡檢，另事業廢棄物則依規定委外清運。 

 

 4.2 產品安全   

   大成透過詳細嚴密的產銷履歷嚴格把關，建立高品質而負責任的食品供應

鏈，從源頭大宗原料、飼料生產、營養配方、種雞飼養、孵化、契約飼養、到五

星級電宰廠，層層把關，我們領先業界自主落實無藥物殘留監控作業系統，確認

產品及原料百分之百無藥物殘留。 

 

品質檢測中心 

大成品檢中心除TAF認證外，也是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暑(TFDA)認證實驗

室，除維持相關規範要求並持續著手準備申請增項檢驗項目，使我們的實驗室更

具公信力。 

 

 



品檢中心佔地約九十坪，共四層樓，合計約三百六十坪。大成長城的品檢中心包

含以下五項特色： 

 

1. 以樓層區分實驗室，依化驗類別、實驗性質及儀器精密程度，將其分門

別類設置於不同樓層，各自獨立以避免實驗室交叉汙染。 

2. 採用獨立一對一空調系統，實驗室設置萬用抽風罩，隨時將實驗產生之

有機溶劑及廢氣抽離，避免交叉汙染。 

3. 頂樓設置廢棄環保處理器，實驗室廢氣經由廢氣環保處理器加以處理後

(汞、鉛、鎘及鹽酸之含量需符合環保法規之要求)，方可排出，避免造

成環境汙染。 

4. 各樓層設置緊急沖淋洗眼器、預防意外發生時可隨時緊急處理，保障人

員安全。 

5. 設置獨立氣體儲存室，依氣體種類及特性區分，並加裝防爆燈，氣體漏

氣警報等安全性裝備以確保安全。 

 

 

 
 

2017年大成長城母公司及子公司美藍雷所有食品安全檢驗之實驗室相關支

出分別為品檢中心2,360萬(主要包含人事費用、折舊費用及飼料相關檢驗費用

等)、電宰廠700萬(主要包含品保人員人事費用及雜費等)及肉品加工廠428萬(主

要為品保人員人事費用)，另外蛋雞場委由中央畜產會、大成品檢中心及外部機

構檢驗費用約31萬，合計約新台幣3,519萬元，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萬分之四。 

 

    2017年針對食品安全的檢驗測試結果，彙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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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項 種類 樣品數 合格數 合格率

原料 7,812     6,512     83%

成品 10,016   9,128     91%

原料 1,724     1,724     100%

成品 7,209     7,209     100%

原料 1,095     1,095     100%

成品 3,815     3,815     100%

31,671   29,483   93%

飼料

肉品

食品

合計  
備註:  

1.原料及成品採逐批抽樣檢驗，各檢驗項目之頻率則視法規及內部規範訂定。 

2.飼料原料及成品檢驗項目:水分、粗蛋白質、粗脂肪、粗灰分、粗纖維、礦物質。 

3.肉品原料及成品檢驗項目: 多重藥殘、生菌數、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肉品屠前須經過藥殘檢驗，不合格即延後電宰,再次複檢,直至複檢合格方可進廠電宰，成品各 

  項檢驗項目(多重藥殘、生菌數、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均須符合相關法規標準方能出貨，  

確保原料及成品 100%合格。 

  其中蛋雞場使用飼料檢驗項目: 磺胺劑、抗生物質及黃麴毒素；成品蛋檢驗項目:動物用藥多

重殘留分析、氯黴素、四環黴素類、抗原蟲劑、總生菌數、沙門氏菌及重金屬。   

4.食品原料及成品檢驗項目: 多重藥殘、生菌數、大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 

  色葡萄球菌、仙人掌桿菌、李斯特菌。 

  食品原料進廠均需符合法規標準(多重藥殘、生菌數、大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不合格且達拒收水準者即以退貨方式處理，成品檢驗項目(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仙人掌桿菌、李斯特菌)須合格方能出貨，確保進廠及出廠之原 

  料及成品 100%合格。 

5.不合格品均依標準作業程序書規定處理。 

6.大成在台灣擁有三座 TAF 認證及一座 TFDA 認證之國家級實驗室，所有原物料及成品皆按類

別逐批經過特定項目檢驗，經國家級實驗室嚴格把關，以確保安全。 

 

導入國內、外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為進一步確保食品製造過程之品質及安全性，大成長城致力於導入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並取得 CAS 優良農產品認證。我們同時也是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屠宰衛生檢查合格廠商，屠前屠後皆有防檢局派任之獸醫師

駐廠檢控。 

大成長城各廠區導入各項國內、外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之狀況，以及由以

上經過國際或國內認可之廠區生產的產品總量占各類產品之百分比統計如下。 

 ISO 22000 CAS 

經過認證的廠區條列 柳營生技飼料廠 

彰化飼料廠 

屏東飼料廠 

大園電宰廠 

柳營電宰廠 

永康肉品加工廠 

大園電宰廠 

柳營電宰廠 

永康肉品加工廠 

義竹蛋雞場 

經過認證的廠區數量 6 家 4 家 

占所有廠區百分比 75% 50% 

上述認證廠區生產之產品產量(公

噸)及佔大成長城母公司及子公司

美藍雷產品類別百分比 

飼料 1,155,245(78%) 

肉品 65,772(28%) 

消費食品 23,744(94%) 

肉品 70,303(30%) 

消費食品 23,744(94%) 

註: 大成沙拉油、耐炸棕梠油、純炸油、油炸專用油及雞肉鬆 100%委由 ISO22000 認證廠代工生產。 

 
 



 

2017 年我們針對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方面進

行了全面的評估與持續改進，針對這幾個項目的重要改變說明彙整如下: 

 

項目 評估或持續改善說明 

從業人員 飼料廠/電宰廠/肉品加工廠: 

1.各廠區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內容則針對每年飼料

及食品安全法規新政宣導並配合執行。 

2.持續落實工安制度，確保工作人員安全。 

作業場所 肉品加工廠: 

預炸線之汰換更新(油炸機及 IQF 及裹粉機)，確保

產品品質 

衛生管理制度 飼料廠/電宰廠/肉品加工廠: 

品管單位定期進行各項衛生檢查工作並記錄評分。 

品保制度 透過食品安全小組管理委員會，定期針對現行工廠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與法規最新要求相符性進行討

論。 

 

以上改變主要包含鮮肉、飼料及肉品加工等產品之作業人員、作業環境及管

理制度進行改善，其中 2017 年肉品加工廠的預炸線汰換更新正面影響 134 公噸

消費食品之安全衛生(佔大成及美藍雷消費食品總產量 0.5%)。 

 

 

4.3 產品溯源系統  

 

內部管理 

    大成長城母公司及子公司美藍雷自產之肉品、食品及蛋品，從原物料檢驗、

入庫、領料、生產、成品繳庫及產品出貨皆建立表單 100%可追溯。電宰廠及肉

品加工廠並透過品保課定期以表單方式執行模擬追溯追蹤，抽測單一批號產品之

表單，往前追溯原料、往後追蹤產品流向，且定期接受如 KFC、碁富、好市多、

21 世紀等之稽核，確認電宰廠及肉品加工廠已建置且有追溯追蹤能力。 

    油品委由 ISO22000 認證廠加工，受託廠商已依「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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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品業者」規定，將出貨予本公司油品資料上傳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追溯追蹤

管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肉類加工食品之輸入、製造、加工、調配及黃豆之

輸入皆依「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規定 100%上傳至非追不可。 

    而大成長城母公司及子公司美藍雷由外部廠商或集團其他子公司製造之產

品，如油品、雞肉鬆、麵條、土雞產品，未經加工之進口肉品等，皆依「食品及

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規定，已建立自上一階供應商到下一階產品

出貨客戶之表單或電子文件追溯追蹤資料。 

 

外部溝通 

為帶給消費者更優質且安全的產品，大成長城自發性導入「大成安心雞溯源

系統」及「大成鹿野土雞溯源系統」，所有由我們生產的這兩類雞類產品，皆可

透過溯源系統追蹤來源，了解產品來自哪間農場、吃了誰的飼料、電宰資訊、品

管文件等相關資訊，讓消費者吃的安心。「大成安心雞溯源系統」與「大成鹿野

土雞溯源系統」可由「大成咕咕網」連結進入（http://www.gugugu.com.tw/），消

費者只要輸入產品出貨標籤上的溯源條碼，就能查詢到產品來源相關資訊。  

 

 

大成安心雞溯源系統的運作流程如下： 

1. 消費者連結至大成咕咕網，點選「溯源中心」連結至「大成安心雞溯源」 

2. 輸入溯源條碼（出貨標籤上的製造日期＋批號） 

3. 輕鬆檢閱食品來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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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動物福利 

優質環境 

   為了打造最佳的飼養環境，掌握生物安全並兼顧動物福利，大成不惜重資，

購置了成本最高的密閉水簾式畜舍，這種畜舍的優點是擁有自動控制系統，可依

設定溫/濕度自動調節風速、濕度等動態，通風好、換氣量足，畜舍內溫差小，

也可避免外來禽畜所帶來的病媒汙染，提供雞隻舒適的空間。 

 

  
   

 

 

 

 

 

 

 

 

 

  為降低環境對蛋雞生產之影響，密閉水簾式飼養為目前之趨勢，尤其是近年

來，因氣候變遷趨嚴、疾病疫情猖獗以及環境保護、動物福祉意識抬頭，傳統蛋



雞生產模式已逐漸淘汰，為提昇產業必須考量大自然之變化、時代潮流，改變生

產觀念與養殖設備，有效管理養殖環境，提高經營效益，方能永續經營，結至

2017 年底場內蛋雞在養量約 30 萬羽，品種皆為 Hy-Line(海蘭)。牧場擁有 CAS

認證。 
 

優質飼料 

    雞蛋的品質要好，飼養環境的生物安全控制及無動物用藥的飼料最為關鍵。 

大成長城擁有全台灣最大的飼料加工廠以及最頂尖的研發及品管團隊，會依照蛋

雞生長的不同期間，根據不同雞齡、不同時期的營養需求而設計分期飼料，提供

雞隻完整的產蛋營養所需。 

    而牧場內所使用的飼料更是採用完全的素食飼料配方，雞隻採食後所生產之

雞蛋，蛋白 Q 彈扎實，蛋黃橙黃而無腥味，無論是簡單的水煮蛋或是溏心蛋，

皆能吃出雞蛋最宜人的風味。為了生產出純淨自然的鮮蛋，大成為業界唯一有全

程監控的業者，建立可追溯至雞場來源(雞隻和飼養管理)，定期抽檢雞隻抵抗力

和檢驗藥殘，嚴格把關各階段的品質。 

1.飼前控管-業界第一的飼養管理。 

源頭控管:自有飼料廠飼料管控不添加抗生素、磺胺劑等藥物。 

2.飼中監控-國家級實驗室檢驗項目。 

品管實力:TAF 認證之實驗室，其所提供之檢驗報告具國際公信力。 

   3.飼後檢測-藥物零檢出 

  藥物檢驗:多重藥物殘留、氯黴素、瘦肉精。國內畜產品業界唯一擁有  

             LC/MS/MS 檢驗設備。 

 

雞蛋分級 

    雞蛋除了外觀大小，重量可分為初生蛋、S、M、L、LL 的等級外，針對雞

蛋本身的品質也可進行精準的分級。大成購置(雞蛋綜和數值)儀器檢驗蛋品

H.U.(Haugh unit)值，精準掌握每顆蛋的鮮度、品質，並藉此了解飼養生產的蛋雞

目前健康情況及產蛋品質動態，進而調整蛋雞飼料營養配方。 

 

洗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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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雞隻狀況，調整最佳疫苗排程，每隻雞都健康產蛋 
 
 
 
 
 
 
 
 
 
 
 
 
 
 
 
 
糞便處理 

  養殖業者常面臨禽畜糞便惡臭、無法妥善處理及處理成本高昂造成病原菌傳

播，影響畜牧場的經營。牧場針對糞便處理採用 

HMD(High temperature/effeiciency Microbiological Decomposition高溫高效微生物

分解系統)處理設備，利用高效微生物分解菌種進行有機物降解穩定化，可大幅

縮短發酵時間，減少處理流程及人力成本，達到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之目標。  

系統結合生物性除臭技術，有效減少臭味散逸；有別於傳統翻堆需要廣大的堆肥

場空間，大大降低土地使用成本，並結合自動化輸送系統，更可達到『有機廢棄

物不落地』。 



 

 
 
 
 
 
 
 
 
 
 
 
 
 
 
 
 
 

 

4.5 客戶服務 

 

    大成長城設有 Call Center 中心，其主要功能除原本 VIP 服務內容加上電話

行銷外，更加上資訊科技。大成長城認為，顧客滿意度即是超越顧客的需要，例

如：飼料顧客的需要是飼料能準時送達，而大成長城除滿足客戶需求外，更主動

告知顧客出廠時間，如此超出顧客期望。換言之，Call Center 的功能已由原本被

動服務轉變成主動出擊的全方位服務，其運作特色如下: 

(一) 維持顧客忠誠度：客服人員秉持為「客戶滿意」觀念服務，與客戶建立

長期的互動關係，如此可以留住好顧客，建立顧客忠誠度，根據業者估計，

每家企業開發一位新顧客的成本，大約是維持舊顧客成本的十倍。 

(二) 情報中心：客服人員透遇客訴系統，將客戶抱怨與建議蒐集後，可做為

公司內部產品服務品質改善的重要依據，此外，企業行銷部門可透過 Call 

Center，了解客戶需求，做為行銷的考量。 

(三) 單一窗口：Call Center 對外客服服務，以「戰鬥小組」編組，每位客服

人員負責幾位業務人員的客戶，提供單一窗口功能，減少客戶因不同性質

問題與多重窗口溝通的狀況並提供一次購足（One Stop Shopping）服務。 

(四) 價值中心：透過 Call Center 能提供客戶產品以外更多的附加價值，有助

於協助顧客解決問題，增加顧客的滿意度。大成長城 Call Center 服務席位

共十四位，服務管道為 0800 專線服務、傳真、LINE、手機 APP 訂單、電

子郵件，單一窗口服務，每天來電量約 700 通，主要電話流量分為 Inbound

（來電）及 Outbound（去電）兩種，比例 6：4 為目標，主要客服內容如

下列： 

(一) 訂單服務：接受飼料產品、雞蛋銷售的下單服務，客戶可以透過 0800

專線、FAX、LINE、手機 APP 多元管道向公司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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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醒訂料：依戰鬥小組方式，每位客服人員負責六至七位業務人員，

針對所有客戶，先記錄每位客戶的訂貨週期，並於該訂料日之前，打

電話轉達是否須要訂料。如此，可減少緊急訂料，將生產排程及派車

效率改善。 

(三) 主動出擊：每位客服人員主動與客戶聯繫，關心飼料狀況，特殊節日

祝賀及關心，公司資訊的回饋，了解客戶對公司產品、服務建議，即

時將訊息回饋給相關人員。 

(四) 客訴處理：透過客訴系統，客戶有任何品質、運輸或其它問題，可直

接找客服人員，客服人員會將客戶抱怨內容記錄清楚，再傳送於負責

單位、主管，經由負責單位處理後，再由客服人員向客戶確認處理反

應，若滿意則可結案，否則再傳送至高階主管處理。客訴流程如下： 



流程如下: 權責人員如下: 

管理者、業務、 

Call center…等公司全體同

仁、司機 

 

管理者、業務、 

Call center…等公司全體同

仁、司機 

 

管理者、業務、 

Call center…等公司全體同

仁、司機 

 

 

(Call center 專業訓練) 

品管 

 

飼料廠、研發、業務、Call 

center…等 

 

 

 

Call center 

 

 

飼料廠、研發、業務、Call 

center…等 

 

 

品管 

 

 

 

Call center 

或品管 

 

 

Call center 或品管 

接收客訴 

客訴建檔 

權責單位受理 

處理情形回覆、 

詢問客戶是否滿意 

客訴處理 

客訴跟催、彙整統計 

客訴判定 

分派權責單位 

客戶回應 

結案 

滿意 

不滿意 

會跟催單位 

回覆客戶 

如何處理 

客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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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每年透過顧客服務滿意度調查，追蹤客戶對我們所提供的產品及服

務的滿意度，顧客過去三年滿意度如下表: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滿意度 89.4% 88.4% 93.0% 

       附註：2017 年無侵犯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資料抱怨申訴情形 

 

五、勞工關係 

5.1 人力資源政策 

本公司的企業精神是：「誠信、謙和、前瞻」，這也代表我們僱用、提拔具有

這三項特質或行為的人。本公司是全方位動物蛋白的製造者，堅持食品安全的先

鋒，對消費者立下美味、安心、健康食品的承諾。這也代表我們歡迎認同此一經

營理念的夥伴加入大成。我們求才若渴，竭力尋求最適合公司文化的人才。本公

司在亞洲各國深耕農畜、食品以及餐飲事業，除了嚴格遵守當地各項勞動法令的

要求外，更不因個人之種族、宗教、膚色、黨派、年齡、性別、婚姻或身心障礙

等差異，而影響其任用、薪酬、升遷等資格認定。 

截至 2017 年底，本公司所有人員分佈及組成結構分析如下：  

2017 年度各族群人數統計 

 男 女 合計 

一般員工 1,082 591 1,673 

身心障礙員工 21 8 29 

原住民員工 44 40 84 

外籍員工 247 96 343 

合計 1,394 735 2,129 

 

 

 

 

 

 

 

 

 

 

 



截至 2017 年底，本國籍人員年齡分佈及職級分析如下： 

2017 年本籍員工年齡分佈 

 男 女 合計 

30 歲(含)以下 202 121 323 

31~40 歲 369 188 557 

41~50 歲 324 184 508 

50 歲以上 252 146 398 

合計 1,147 639 1,786 

 

 

 

 

 

 

 

 

 

 

本公司 2017 年度新進員工之性別、年齡與數量分布如下： 

2017 年度本籍新進員工人數統計 

 男 女 合計 

30 歲(含)以下 124 72 196 

31~40 歲 89 57 146 

41~50 歲 53 38 91 

國中以 21 13 34 

合計 287 18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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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離職員工原因分析如下: 

2017 年度本籍員工離職分析統計 

 職員 職工 合計 

工作不符 4 46 50 

薪資福利 1 5 6 

家庭因素 7 7 14 

生涯規劃 12 15 27 

曠職、資遺 2 16 18 

其他因素 

� 主管管理 

� 個人發展有限 

� 工作適應性 

31 29 60 

 57 118 175 

 

 

 

 

薪酬福利 

    本公司以多樣化，以及具吸引力的的薪酬福利政策，吸引、獎勵及激勵人才。

各項薪酬福利制度皆符合勞動法令。同仁薪酬的核定亦依職位、職務，及個人的

專業年資為參考標準，不因年齡、性別、宗教、種族、黨派而有所不同。更重要

的是，藉著每年的績效考核，促使各級主管與同仁進行績效檢討，以及討論職業

發展計畫，使得同仁個人的薪酬所得、績效與發展，能和公司營運有正向的連動。

本公司亦注重同仁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於台南永康總部成立了「大成生活館」，

內建餐廳、宿舍、健身房及韻律教室，務求讓同仁們在下班後都能有放鬆的空間。 

 



 

教育訓練  

   人才，是大成長城不斷成長茁壯的基石。除了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公司定

期安排同仁參加各種法規訓練，包含：堆高機作業、高壓氣體、急救人員等。人

力資源處也透過訓練課程以及職位輪調的方式培育人才。「職位輪調」為本公司

培養高潛力人才的方式，各部門的職缺皆開放內部招募，主管們亦能主動推薦人

才加入不同單位。藉由橫向的工作輪調，讓高潛力同仁具備多工職能，在職涯選

擇上更有彈性。2017 年參與公司教育訓練之員工數、時數及費用如下:  

 

2017 年教育訓練執行狀況表 

項目 班次數 總人數 總時數 總費用(新台幣) 

新人訓練 827 27,685 12,646 760,201 

專業職能訓練 4 461 89 208,804 

通識課程 91 2,302 434 28,806 

合計 922 30,448 13,169 997,811 

 

註: 以上教育訓練資料包含，大成長城全台各地之飼料廠及牧場教育訓練時數及

費用。由於場地分散且人數眾多，因此不另區分「男女」及「年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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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勞資關係 

    本公司透過每季業務大會、新人座談會、企業工會會員大會，以及內部雙月

刊物「前瞻大成」等各式內外部管道，與同仁溝通並聽取意見，不僅讓同仁們皆

清楚公司目標與個人目標的關聯性，同仁們也能採用多元管道表達心聲，協助同

仁工作生活，而能群策群力、共同成長、以竟事功，此外、公司另設有申訴專線

電話、專用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 

 

 在員工福利計畫方面，大成長城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加入比例 100%，

由主任委員一人與委員二十人組成，透過事業單位及受僱員工共同提撥職工福利

金，開辦必要的福利措施，以鼓舞員工工作士氣，強化勞資合作關係，主要任務

如下： 

 

 

 

 

 

 

 

 

 

 

 

 

 

 

 

 

 

 

 

 

 

一、職工福利事業之審議、促進及督導事項。 

二、職工福利金之籌劃、保管及動用事項。 

三、職工福利事業經費之分配、稽核及收支報告事項。 

四、其他有關職工福利事項。 

職工福利金依下列規定提撥： 

一、創立時就事業單位資本額提撥百分之一。 

二、事業單位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 0.05%。 

三、事業單位每月於每個職員工人薪津內各提撥 0.5%。 

四、事業單位下腳變價時提撥 40%。 

 

職工福利金動用項目： 

一、春節摸彩 

二、員工伙食補助 

三、員工團體保險補助 

四、婚禮金/喪奠儀/喜幛/輓聯 

五、書報雜誌補助 

六、員工康樂活動補助(家庭日) 

七、員工急難救助金 

八、員工退休金幣贈送 

九、員工福利品三節禮金 

十、勞資運動會補助 

十一、員工社團補助 

 

員工福利措施： 

一、辦公室哺集乳室 

二、員工餐廳 

三、員工生活館(運動器材、舞蹈教室、桌球、撞球及 KTV 設施) 



在員工退休金計畫制度方面，大成長城依勞基法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

委員會」，按月提撥退休金存入台灣銀行專戶。另自 2013 年 4 月起亦成立「職

工退休基金管理委會員」，亦按月提撥退休金存入合作金庫。員工退休制度完全

遵守勞基法之規定辦理。另外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含）

以後加入本公司的員工，以及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的員工，公司依照每

位員工月薪的 6%提撥至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員工也可選擇自行提撥最多達月

薪的 6%至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公司在勞動關係或業務調整之最短通知期均依

照勞基法規定辦理。 

 

 

5.3 職業健康與安全 

大成長城非常重視員工健康及安全，每年均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除了一

般檢查之外並依工作職能及場所提供特殊項目檢查，為提供員工安全之工作環境

與防範工安事故的發生，總公司設有總機構之工安室，為綜理全公司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事務之管理單位，審議及研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適時導入，以確立

安全衛生管理目標，並提升安全衛生管理水準。另於各地區之事業單位皆依循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設立負責職業安全衛生事務的專責部門與專業人員，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改善機械設備與環境危害，確保員工於職場上的工作安全，進而

營造良好安全文化。 

 

安全衛生政策 

在大成長城企業經營理念「誠信、謙和、前瞻」的指導下，以服務品質為前

提，各項管理規定一切依安全為本，照顧員工、訪客、承攬商的安全與衛生，防

止人員之傷害、財產之損失及職業災害之發生，各級主管需負起安全衛生管理之

責任，更需要全體員工積極參與安全衛生改善之活動，使公司邁向零傷害、零疾

病、零事故的目標。為落實安全衛生工作，降低潛在風險，我們承諾持續改善，

並做到下列承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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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組織 

大成長城企業於總公司設置「全公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人，由總經理擔任之，其中勞工代表由工會或各廠推舉擔任之且人數佔所有委

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以落實勞資雙方反應溝通與監督執行之需求，促進職場環

境健康及安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安全衛生或健康管理相

關議題，傳達公司安全衛生政策，並持續追蹤決議事項的完成進度，達到工安制

度的推動。各地區之事業單位亦有各自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規劃辦理各廠區

之安全衛生事項。「全公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圖如下。 

 

 



2017 年大成長城各離廠皆依循法規每季召開一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總公司

則每年召開一次年度管理審查會，重點議題如下： 

1、研討年度職業災害事故統計報告。 

2、檢討內部稽核結果與主要的工安缺失改善。 

3、職災案例分享與警惕。 

4、健康保護措施之計畫執行說明。(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5、相關法令新修訂的宣導及因應討論。 

6、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事宜。 

  

 

安全衛生輔導與稽核 

大成長城各地區事業單位除了恪守政府相關法規及公司之作業標準程序，自

主管理廠內安全衛生事項外，總公司工安室為確保工安管理制度有效落實，並加

強工安稽核，依照各事業特性及依循公司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手冊，分為定期與

不定期稽核或輔導，並擬定「工安內部稽核計畫」，藉由有效的查核機制，預先

查出不安全的設備、環境及不安全的動作、行為，並追蹤至確實改善，為消弭潛

在危險因子，預防工安意外事故發生。 

工安稽核作業 

定期稽核：第一類事業單位每季一次查核；第二類事業單位每年一次查核。 

不定期稽核：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或具有高風險性之承攬工程時，進行現場查核。 

  

註：所有工安內部稽核結果，將於稽核完成後提供予稽核處作每季績效審核門檻。 

2017 年，工安室共進行 45次定期稽核，並針對新增大項工程不定期稽核數次，

結果發現主要不符合事項為墬落危害、機械安全防護、感電危害、消防設施及承

攬商管理等項目，工安室已要求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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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成效 

大成長城總公司工安室每年定期將職災事故進行各項統計分析(不含上下班

交通事故)，並於年度會議報告事故統計結果，列舉重大及類似事故作為下一年

度的預防宣導重點，以防止類似事故再發生。大成長城企業 2016 年及 2017 年之

各項安全指標表現如下。 

 

飼 料 事 業 

年度 總工時 損失人次數 損失日數 傷害頻率 傷害嚴重率 傷害指數 

2017 1,596,027 1 1 0.63 0.63 0.02 

2016 1,462,390 4 375 2.74 256.43 0.84 

 

肉 品 事 業 

年度 總工時 損失人次數 損失日數 傷害頻率 傷害嚴重率 傷害指數 

2017 2,414,911 12 278 4.97 115.12 0.76 

2016 2,570,383 14 59 5.45 22.95 0.35 

 

畜 牧 事 業 

年度 總工時 損失人次數 損失日數 傷害頻率 傷害嚴重率 傷害指數 

2017 409,254 2 115 4.89 281 1.17 

2016 392,875 7 45 17.82 114.54 1.43 

註：傷害頻率=(傷害損失人次數÷總經歷工時)×10
6
；傷害嚴重率=(傷害損失日數÷總經歷工時)×

10
6
；傷害指數=√[(傷害頻率×傷害嚴重率)÷1000] 

 

 



5.4 社區參與 

社區關係向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維護重點，大成長城總公司位於台南市

永康區，長期受地方人士的照顧與支持，自然要重視敦親睦鄰，為回饋鄉里，鼓

勵向學，大成長城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台南市議會共同合作，設立大成文教基

金會大台南永康、柳營地區中小學獎學金，凡位於兩地區的中、小學生，操行及

學業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均可提出申請，每校提供兩個名額。另外基金會為協助

改善偏鄉地區科學教育落差，讓偏鄉地區學童也能接觸科學知識，享受資訊化帶

來之便利，進而產生對科學的興趣與認知，特別在今年捐助國立科學教育館-「愛

迪生公益出發學習計畫」。 

 

 

 

大成文教基金會 

大成文教基金會的宗旨是:「服務人群，獎助公益文化事業」 

大成長城是國內最具規模的農畜食品公司，一直將食品安全議題視為重要使

命，希望能當起食品安全的領頭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大成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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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律女士於 2017/8/3 受蔡總統邀請入總統府接受表揚，感謝基金會對全國中

小學科展的支持及對國家科教發展所做的努力，本次也是大成長城成立六十週年

來第一次，也是國內第一個食品農畜企業基金會在全國科展設獎，除了喚醒全民

對食品安全的重視外，也讓科學研究種子向下紮根。 

 

此外大成長城 2017 年持續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公益與社區活動，包括社區寒

冬送暖、關懷獨居老人，及當地社區發展協會所舉辦之元宵節、中秋節等社區聯

歡活動，公司皆積極配合，每年社區內宮廟慶典，公司亦共襄盛舉，期許透過多

元交流與社區建立良好夥伴關係。大成長城 2017 年對各非營利組織的贊助金額

及物資總計約 206 萬，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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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安全 

6.1 綠色生產 

 

組織內部的能源耗用 

 

              

能源項目 單位 使用量

水 公噸 2,164,255     

電 度 91,732,303   

蒸氣 公噸 55,126          

天然氣 度 3,078,492     

燃油 公斤 1,057,520     

2017 廠區能源耗用

 

                註: 1.平均每噸飼料耗水 0.07 噸、電 37.6 度、蒸氣 0.04 噸、天然氣 2.67 

                      度及燃油 3.18 公斤。 

                    2.平均每萬羽電宰耗水217 噸、電 3,813 度、燃油 83公斤。 

                    3.平均每公斤蛋耗水 0.08 噸、耗電 0.99 度。 

                                     

 

原物料採購及運輸 

 

     大成長城主要採購之原料如黃豆、玉米等採用節能減碳的運送方式，儘量

與南部同業合船進口，減少運送費用負擔並為減緩氣候變遷盡一份心力；此外，

在國內運輸部分亦儘量達成回頭車調度運送，以期減少油料浪費。 

  目前大成長城生產的產品均與食品及飼料相關，如有與食品直接接觸之包材

均不使用再生原物料，以避免交叉污染發生；至於其他可回收再利用的包材，均

銷售給資源回收中心回收，以達資源利用最大化。大成長城所使用的包材經多次

測試大小裁切，已調整至合適大小，在食品包材上已調整用色數量，盡量減少浪

費，減少對環境之影響。 

    近年來氣候異常導致颱風漸趨頻繁、強度增強，對公司廠區、設備、貨物受

損機率顯著提升。有鑑於此，大成長城已額外增加相關保險項目與投保金額，因

應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6.2 環境污染防治 

 

環境污染、廢水及廢棄物管理 

 

大成長城遵守政府環境保護相關法規，確保生產過程不對周遭社區及環境造

成污染，並妥善處理廢水及廢棄物。 

在廢水處理上，大成長城所有廠區的排水皆經由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依環



保規定提報水污染防制措施，取得許可證明，並依法令直接排至水利會灌溉溝

渠。廢水排放水質皆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對生態環境無衝擊，並無對當地水源

有重大影響。 

在廢棄物處理上，則與合格之環保公司簽訂合約，依廠區廢棄物種類分門處

理，此外、大成之廠區皆無地處生態保護區及對保護區生物有影響之情形發生。 

 

相關排放數據統計 

 

廢水排放量 公噸 1,501,171     

CO2 公噸 22,510          

空污費 元 84,259          

廢水/棄物處理費 元 9,783,960     
 

                   註:數據統計之涵蓋範疇：飼料廠、電宰廠、肉品加工廠、豬場及蛋雞場。 

 

6.3 環境保育、永續發展 

 

烏來杜鵑復育計畫 

    大成長城關注環境保育、永續發展，長期與辜嚴倬雲保種中心合作，針對數

種瀕臨絕種之植物種苗進行保育與復育工作，此次響應該中心百種興盛計畫，特

別捐助新台幣 50 萬元，作為台灣原生種烏來杜鵑實生苗的復育保育基金。3 月 12

日植樹節當天，由新北市長朱立倫率新聞局、農業局等一級首長代表市府，與保

種中心、學術單位及地方居民見證下，與韓董事長一同於石碇的溪蘭吊橋旁，種

下象徵生生不息的烏來杜鵑實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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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緣起 

    公司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在印尼根島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合作，進行紅

樹林的復育，並利用潮汐作用，達成生態養蝦的自然循環經濟，與大地和諧的共

生模式，是以韓董事長特別認同保種中心的宗旨，因此很早就與保種中心展開合

作，並多次帶領貴賓參訪，希望能喚起大眾對瀕臨絕種植物的重視。此次的捐助

可說是一個美好的姻緣，也是一個巧合，在一次由李家維教授帶領貴賓參訪保種

中心的過程中，董事長夫人周明律女士深覺物種的可貴，以及保育刻不容緩的急

迫，因此有意貢獻心力，而此時正值保種中心「百種興盛」計畫之推展，該計畫

期待在未來三年內，復育包括屏東豆蘭、大雙花石斛陶笛、蟻巢玉心唇、金釵蘭、

烏來杜鵑等數十種瀕臨或嚴重瀕臨絕種的物種，達到 100 至 1000 株的數量，而烏

來杜鵑為台灣特有種，數量又是最少，極待拯救復育，因此大成特別選定烏來杜

鵑做為復育花種，恰好新北市長朱立倫有感於烏來杜鵑生長於新北市境內，正逢

植樹節，也因此選定烏來杜鵑為復育花種，一段美好姻緣變如此串起。 

   保種中心全名「辜嚴倬雲職務保種中心」，是由辜成允先生及辜嚴倬雲女士的

大力支持下於 2007 年成立，現由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李家維先生擔任保種中

心執行長。 

 

復育意義 

    因翡翠水庫興建時未有環評，水庫水位升高後，才發現烏來杜鵑的原生地遭

水淹沒，最嚴重時，整個北勢溪岸僅存 39朵烏來杜鵑，農委會發現事態嚴重，

便開始以人工尋找棲地的方式插枝繁殖於溪流旁的岩縫之中，然而 10年過去，

因為蟲害、氣後變遷等因素，復育情況並不理想，僅存枝幹而未見花蹤。林瑞進



教授團隊為克服傳統復育的植栽繁殖，特別以微生物繁殖的方法，多樣基因的實

生苗培育，不僅可以克服適應性的問題，且繁衍性及存活率都大大提高。換言之，

只要拿到烏來杜鵑的實生苗，一般民眾在苗圃也可以培育。 

    烏來杜鵑全世界僅台灣存有，為台灣十九種原生物種之一，原生地為翡翠水

庫河岸旁的岩石細縫中，生長範圍極為狹隘，因此彌足珍貴。生物外觀特色為細

葉，帶有批針葉片，且葉有細毛，花小錦簇，花型呈漏斗狀，開花時花叢茂盛非

常美麗，花色為桃紅或淡紅色，每年花季為一月到五月，現經過各界十多年來的

努力復育，目前在北勢溪、石碇地區已可一睹芳蹤，惟數量仍不多，遊客於賞花

時應多加留意，悉心維護其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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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錄 

GRI G4 索引表 

面向 G4 指標 指標內容 揭露位置 

一般標準揭露 

策略與分析 G4-1 組織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

略的永續性之相關聲明 

董事長的話 

G4-2 主要衝擊、風險及機會之描述 董事長的話 

公司概況 G4-3 組織名稱 1.1 公司簡介 

G4-4 主要品牌、產品與/或服務 1.1 公司簡介 

G4-5 總公司所在位置 1.1 公司簡介 

G4-6 組織在多少國家營運，主要業

務之所在國家數，以及哪些國

家與永續發展具特別相關 

1.1 公司簡介 

G4-7 所有權之性質與法律形式 1.1 公司簡介 

G4-8 產品或服務供應之市場 1.1 公司簡介 

G4-9 報告組織之規模 1.1 公司簡介 

G4-10 不同性別員工依雇用類型、合

約與地區劃分的員工總數 

6.1 人力資源

政策  

G4-11 受勞資雙方集體協議保護之員

工比例 

6.2 勞資關係 

G4-12 描述組織之供應鏈概況 3.1 大成長城

供應鏈  

G4-13 報告期間組織規模、架構、所

有權或供應鏈之重大改變 

1.1 公司簡介 

G4-14 組織之預警方式或原則 董事長的話  

G4-15 列出組織對於外界在經濟、環

境和社會面的法令、原則或其

他倡議所認同或贊成之項目 

1.3 營運概況

及財務資訊  

G4-16 列出組織在協會以及在國家或

國際上倡議組織之會員資格 

1.3 營運概況

及財務資訊  

重大考量面及邊界 G4-17 a. 列出所有實體，包括整合性

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 

關於本報告

書  

b. 列出未納入本報告中，但在

組織之整合性財務報表或同等

文件有出現之實體 

 

關於本報告

書  

G4-18 定義報告內容之程序、原則與

報告之邊界，以及如何執行 

利害關係人

議合  



G4-19 列出所有決定報告內容之重大

性考量 

重大性議題

分析  

G4-20 針對每一項重大性考量面，報

告組織內之邊界 

關於本報告

書  

G4-21 針對每一項重大性考量面，報

告組織外之邊界 

關於本報告

書  

G4-22 說明與以往報告重複之效應及

原因 

關於本報告

書 

G4-23 與以往報告中的範疇與考量面

邊界之重大改變 

關於本報告

書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組織議合的利害相關者之清單 利害關係人

議合  

G4-25 鑑別及選擇要議合的利害相關

者之依據 

利害關係人

議合  

G4-26 利害相關者之議合方式，包括

不同形式與類別之議合頻率 

利害關係人

議合  

G4-27 利害相關者於議合過程中，提

出的議題和主要關注點，以及

組織之回應 

重大性議題

分析  

報告基本資料 G4-28 報告期間 關於本報告

書  

G4-29 上次報告日期 2016 年 12 月 

G4-30 報告週期 關於本報告

書  

G4-31 查詢或詢問報告內容之聯絡資

訊 

關於本報告

書  

G4-32 a. 組織所採取的依循選項 關於本報告

書  

b. 所選擇 GRI 之內容指標 7.附錄  

c. 外部查驗的報告書，若有經

外部查驗（非強制性） 

7.附錄  

G4-33 報告之外部認證政策與現行措

施 

關於本報告

書  

治理 G4-34 組織之治理架構，包括最高治

理單位的委員會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38 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之組成

狀況 

2.1 公司治理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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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0 決定最高治理單位成員之審查

程序與標準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41 避免最高治理單位出現利益衝

突之程序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47 最高治理單位檢視經濟、環境

與社會面衝擊、風險與機會的

頻率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48 檢視並改進永續報告及重大考

量面之最高委員會或位階 

2.2 企業社會

責任治理 

G4-49 與最高治理單位溝通疑慮之過

程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51 給予最高治理單位及高階主管

報酬的政策 

2.1 公司治理

架構 

G4-52 決定報酬的程序 2.1 公司治理

架構 

道德與誠信 G4-56 組織的價值觀、原則標準與行

為準則 

2.3 誠信經營 

G4-58 組織關注內部和外部有關不道

德、非法行為，以及違反誠信

事宜之機制 

2.3 誠信經營 

特定標準揭露 

經濟績效 

DMA 管理方針 
董事長的話、2.公

司治理 

G4-EC1 直接經濟價值的產出與分配 
1.3 營運概況及財

務資訊 

G4-EC2 

因氣候變遷造成之財務應用

與其他組織活動相關之潛在

風險與機會 

5.1 綠色生產 

G4-EC3 
組織擬定的福利計劃責任之

完整性 
5.2 勞資關係 

G4-EC4 來自政府之重大財政補助 
1.3.1 營運概況及

財務資訊 

 

採購政策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EC9 
在各主要營運處，對當地供

應商之政策措施及支出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原物料 DMA 管理方針 6.1 綠色生產 



G4-EN1 原料使用之重量或體積 
3.1 大成長城的供

應鏈  

能源 

DMA 管理方針 6.1 綠色生產 

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6.2 環境污染防治 

EN5 能源密集度 6.1 綠色生產 

水資源 
DMA 管理方針 6.1 綠色生產 

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6.1 綠色生產 

排放 
DMA 管理方針 6.2 環境污染防治 

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6.2 環境污染防治 

廢污水與廢棄物 

DMA 管理方針 6.2 環境污染防治 

EN22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

的總排放水量 
6.2 環境污染防治 

EN23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

棄物總重量 
6.2 環境污染防治 

產品與服務 

DMA 管理方針 6.1 綠色生產 

G4-EN27 
減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

之計劃及成效 
6.1 綠色生產 

環境面法規遵循 

DMA 管理方針 2.4 法規遵循 

G4-EN29 
不符合環境法律與規則之罰

款總額與非金錢懲處總數 
2.4 法規遵循 

整體情況 

DMA 管理方針 6.2 環境污染防治 

G4-EN31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

資 
6.2 環境污染防治 

供應商環境評估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EN32 
採用環境考量篩選出新供應

商之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產生實際和潛

在負面影響及採取的行動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勞雇關係 

DMA 管理方針 5.1 人力資源政策 

G4-LA1 
按年齡、性別和地區劃分，

計算員工流動總數與比例 
5.1 人力資源政策 

G4-LA2 
各主要營運處提供給全職與

正式員工之福利 
5.1 人力資源政策 

職業健康與安全 
DMA 

 

管理方針 

 

5.3 職業健康與安

全 

G4-LA5 正式參與勞工健康安全委員 5.3 職業健康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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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員工比例 全 

G4-LA6 

各地區與性別之工傷率、職

業疾病比例、損失天數比

例、缺勤率以及與工作有關

的死亡人數 

5.3 職業健康與安

全 

G4-LA8 
與工會對於健康與安全議題

之正式協議 

5.3 職業健康與安

全 

訓練與教育 

DMA 管理方針 5.1 人力資源政策 

G4-LA10 

加強員工的持續受聘能力，

協助員工轉職的技能管理與

終身學習之課程 

5.1 人力資源政策 

供應商勞動實務評估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LA14 
採用勞工實踐考量篩選出新

供應商之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LA15 

供應鏈對勞工實踐產生實際

和潛在負面影響及採取的行

動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供應鏈的人權評估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HR10 
採用人權考量篩選出新供應

商之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HR11 
供應鏈對人權產生實際和潛

在負面影響及採取的行動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反貪腐 

DMA 管理方針 2.3 誠信經營 

G4-SO4 
反貪瀆政策與程序之訓練及

溝通 
2.3 誠信經營 

G4-SO5 回應貪瀆事件採取之行動 2.3 誠信經營 

反競爭行為 

DMA 管理方針 2.4 法規遵循 

G4-SO7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與壟

斷性作法之法律行動總次數

與結果 

2.4 法規遵循 

社會面法規遵循 

DMA 管理方針 2.4 法規遵循 

G4-SO8 
不符合法律與規章之罰款總

額與非金錢懲處總數 
2.4 法規遵循 

供應鏈社會衝擊評估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G4-SO9 採用社會衝擊考量篩選出新 3.2 供應鏈管理暨



供應商之比例 採購實務 

G4-SO10 
供應鏈對社會產生實際和潛

在負面影響及採取的行動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客戶健康與安全 

DMA 管理方針 4.2 產品安全 

G4-PR1 

重要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

期各階段對健康與安全衝擊

評估與改善 

4.2 產品安全 

G4-PR2 

依結果類型劃分，不符合產

品規範和服務健康與安全之

相關法令的總案件數 

2.4 法規遵循 

產品與服務標示 

DMA 管理方針 4.2 產品安全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

分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 

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

的重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

分比 

4.2 產品安全 

G4-PR4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

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規及自

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2.4 法規遵循 

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4.5 客戶服務 

產品責任面法規遵循 

DMA 管理方針 2.4 法規遵循 

G4-PR9 
與產品使用和服務提供相關

之不合法記錄與罰款總額 
2.4 法規遵循 

食品加工行業補充指南 

採購政策 

DMA 管理方針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FP1 
向符合公司採購溯源政策的

供應商採購的比例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FP2 

採購符合國際可信之產品責

任標準的採購比例，依不同

標準列表 

3.2 供應鏈管理暨

採購實務 

動物福利 FP9 
依種類和品種，飼養及/或加

工之禽畜的總數和百分比 
4.4 動物福利 

產品責任 

DMA 管理方針 4.2 產品安全 

FP5 

由獨立第三方根據國際認可

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標準認

證的生產產品所占產量的百

分比 

4.2 產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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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規範

「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 50%之上市公司」應加強揭露

之七個項目 

 

加強揭露項目 揭露章節 

1.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而針對其從業人員、作業場

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方面進行之評估與改進及所影

響之主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 

4.2 產品安全 

2.上市公司應遵循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及上市公司

違反上述法規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2.4 法規遵

循 

3.上市公司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

百分比。 

無 

4.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可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

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4.2 產品安全 

5.上市公司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之家數及百分比、稽核項目及結

果。 

6.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進行產品追溯與追蹤管理之情形

及相關產品占所有產品之百分比。 

3.2 供應鏈管

理暨採購實

務 

7.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設置食品安全實驗室之情形、測

試項目、測試結果、相關支出及其占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比。 

4.2 產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