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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控股為台灣以產業控股型態經營之先驅，企業經營方面採取「產業控股」型態，符合

競爭又合作的原則，資源運用也更靈活；營運策略方面採取「前端要分才會拼，後端要合才

會鸁」，在此經濟背景因素下，大聯大控股更加重視企業治理之組織架構，並建立相關事務

管理章程，設立了專屬的稽核單位及風險管理單位，以健全組織團隊內控系統。在具備完善

的公司治理體系之下，得以善盡企業誠信治理及永續社會責任。

2-1 歷史沿革與發展大事紀

*2017 年大聯大控股暨旗下集團，榮獲供應商端、客戶端、媒體端、其他等獲獎資訊，皆可至

官方網站取得資訊：http://www.wpgholdings.com/about/awar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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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誠信共好的經營願景

2-2-1 經營理念、願景與目標

大聯大控股開創產業控股平台，持續優化前端行銷與後勤支援團隊，扮演產業供應鏈專業夥伴，提供需求創造

(Demand Creation)、交鑰匙解決方案 (Turnkey Solution)、技術支持、倉儲物流與電子商務等加值型服務，滿足

原始設備製造商 (OEM)、原始設計製造商 (ODM)、電子製造服務商 (EMS) 及中小型企業等不同客戶需求。國際化營

運規模與在地化彈性，長期深耕亞太市場，連年獲得專業媒體評選為「亞洲最佳 IC 通路商」。

大聯大以「產業首選．通路標竿」為願景，全面推行「團隊、誠信、專業、效能」之核心價值觀，以專業服務，創

造供應商、客戶與股東共榮共贏。

過去：大聯大透過持續整併帶來令人激賞的成績。取得世界第一、亞洲

第一的領先地位。

現在：大聯大期待透過組織調整、提升合作綜效，以有效推展中期策略

『共大、共好、共贏」，穩健達成 200 億美金的營收目標。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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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營運策略與經營規劃

為保持大聯大之產業地位，建立營運策略與經營規劃方針，

以滿足我們客戶及原廠之需求。

 營運據點分布

大聯大控股營運據點分布全球，截至 2017 年底，於亞太地區約有 77 個營運服務據點，主要分布於台

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北美地區則於美國及加拿大共約有 28 個營運服務

據點，服務據點涵蓋「銷售」、「倉儲」及「設計中心」。

由於大聯大所服務的客戶，經常一個客戶

有上千個品項、上千個交期，大聯大如何

持續把累積的經驗、專業知識(know-how)

嵌埋到流程裡面，來幫助業務員除錯、進

行最佳決策、選擇備料時點與適切數量配

置等，就成為我們持續努力的課題。只有

持續投入客戶服務的工作，讓客戶安心的

與大聯大交易，才能建立優質的客戶關係

，維持企業長期的競爭力。

十年前大聯大就陸續完成跟主要供應商對

接的「B2B」，目前下一個十年則要進一

步提升資訊對接的精確度和層次，一旦上

、下游整合為一個可以快速變動的體系，

有共同的服務標準、備貨標準，隨時可以

調變產能，就能達到供應鏈管理的精髓，

大幅提升整體供應鏈的效能，維持雙方緊

密合作關係。

客戶端
(流程智能化)

原廠端
(供應鏈管理)

7 Physical o�ces

21 Remote 0�ces
(including Canada and Mexico)

Corporate O�ce

America's Distribution Center 
Southaven,Mississippi

香港  深圳  上海  北京  瀋陽  天津  青島  西安  

南京  合肥  蘇州  成都  武漢  杭州  重慶  長沙  

寧波  福州  廈門  廣州  東莞  珠海

首爾

東京  大阪

印度 India：5個

韓國Korea：1個

日本Japan：2個

新加坡  吉隆玻  檳城  曼谷  馬尼拉  河內  

胡志明市  雅加達

南亞South Asia：8個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邦加羅爾  海德拉巴  孟買  新德里  普納

台灣Taiwan：5個  

中國China：22個

IED(Industry Electronic Division) O�ce 共43個

Non-IED 共34個

中國China：10個    南亞South Asia：24個

* Non-IED 據點參考 WPG  C&C China, Genuine C&C(South Asia)

銷售據點

設計中心

倉儲據點

上海    台灣    深圳    香港    新加坡

Update：2018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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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年度重要營運指標

因應上市、櫃公司主管機關關於財報自編的要求，公司已擬訂具體可

行規劃，並於 2016 年起依計劃執行。預期專案完成後，將可更快提

供相關資訊供會計師查核，並縮短財報編製及公佈時間，使投資人能

更快獲得公司的經營成果，增加資訊透明度。

* 單位：新台幣仟元

經濟面 2015 2016 2017

營業收入 515,536,489 536,918,813 532,509,958

營業成本 (494,086,240) (514,322,994) (510,358,864)

營業毛利 21,450,249 22,595,819 22,151,094

營業費用 (12,976,134) (14,619,926) (12,197,896)

所得稅費用 (1,717,511) (1,337,626) (1,513,686)

淨利 5,435,932 5,312,875 7,307,987

現金股利 3,973,702 4,178,311 4,380,148

年度 2015 2016 2017
員工訓練總時數 ( 小時 ) 64,458 42,564 40,029

員工訓練總支出 ( 百萬元 ) 17.90 13.10 9.79

身心障礙人士雇用人數 / 雇用率 ( 台灣地區 ) 8/0.41% 13/0.70% 6/0.33%

社會支出（含公益捐贈）（百萬元） 6.26 7.25 9.90

2-3 嚴謹當責的治理組織

 大聯大控股治理架構圖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新事業策略委員會

稽核室 副董事長

執行長

董事會秘書室 董事長室

執行長室

董事會

董事長

股東會

風險管理服務處

信用管理服務處

總務行政服務處

法務服務處

行銷企劃服務處

行銷管理服務處

人資服務處

財會服務處

資訊服務處

運籌服務處

世平集團 品佳集團 詮鼎集團 友尚集團

海
外
事
業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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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聯大控股主要功能部門

大聯大控股係結合世平集團、品佳集團、詮鼎集團、友尚集團等集團共同營運，屬於跨集

團、跨區域、跨公司的業務特性。大聯大控股公司的架構是基於切合市場瞬息萬變的需要

而建立。為了達成在「產業首選•通路標竿」的共同願景，大聯大控股公司的定位專責於建

立旗下所屬集團及公司的管理機制及監督，透過資源平台的整合共享，著重後端管理效能

之整合及前端之協調，從而提高前端的業務效能，並專司對外資本市場、投資人關係及籌

資事宜，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部門 執掌

稽核室
負責控股內部規章及制度之設計與執行有效性評估，並依評估結果提供改善

建議。

運籌服務處 負責控股運籌管理，並開展運籌服務之對外營運業務。

資訊服務處
負責擬定控股資訊管理策略並規劃資訊管理制度、持續優化與整合控股資訊

平台，對各集團該功能負有管控、政策指導與督導執行之責。

人資服務處
負責控股人力資源相關事務，對各集團該功能負有管控、政策指導與督導執

行之責。

財會服務處
負責公司財務會計相關事務及投資人關係，對各集團該功能負有管控、政策

指導與督導執行之責；財務長擔任本公司發言人。

行銷管理

服務處

集團分立營運下，前端業務、制度、標準等之一致性，由控股 MMS 協同各

集團前端窗口，提出建議，制訂原則，共同遵循，追蹤成效，以期提升生產力。

行銷企劃

服務處

負責控股品牌形象及控股電子化行銷平台之規劃與執行督導，對各集團該功

能負有管控、政策指導與督導執行之責。

法務服務處
負責控股公司法務相關事務，對各集團法務功能負有管控、政策指導與督導

執行之責。

總務行政

服務處

負責控股公司總務行政相關事務，對各集團總務功能負有管控與政策指導之

責。

信用管理

服務處

負責控股公司信用管理相關事務，對各集團信用管理功能負有管控、政策指

導與督導執行之責。

風險管理服

務處

負責協助大聯大控股與各集團風險和危機管理機制建置及各項風險管理作業

之推動，並協助風險與危機管理意識之推動；同時持續對於產品及客戶屬性

進行管理，以符合國際貿易管制項目的重要規範。

2-3-1 公司治理組織與權責

 董事會

大聯大控股董事會由十一位在半導體、財務、商務及管理等領域具有傑出的專

業背景與豐富經驗的董事所組成，董事成員皆為男性，年齡皆為 50 歲以上。

其中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黃日燦律師、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杜榮瑞教授及深圳愛

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于泳泓總裁三位為獨立董事。

董事會對公司整體營運及事務負有監督之責，並對於重大投資、併購等事項作

出決策。董事會下轄三個功能性委員會，分別是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新

事業策略委員會。董事會及所屬委員會，各次會議開會前均會通知日期及議程

摘要。

2017 年董事會共計開會 11 次，董事出席率達 94.21%。會議重大議題及董事

利益迴避情形如下：

項次 2017 年董事會重大議題

1 決議通過捐贈財團法人大聯大教育基金會案

2 決議召集民國 106 年度股東常會案

3 核准民國 105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4 核准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

5 決議通過 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案

6 決議提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7 決議通過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案

8 核准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9 決議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10
決議通過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融資循環」、「董事會運作管

理」、「審計委員會議事運作之管理」案

 11 決議通過本公司取得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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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控股十分注重於公司治理，最高治理主席為董事長，除

了設立獨立董事外，也成立各委員會負責公司重大營運議題。

此外，董事會亦與經營團隊配合，隨時留意包括國內外法令變

動之狀況。

大聯大控股參與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主辦、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執行之公司治理評鑑，

積極配合各項指標要求，強化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評鑑

 

 審計委員會

大聯大控股自 2008 年 7 月設置審計委員會，當時由五席獨立董

事所組成，直到 2014 年 6 月股東會全面改選董事，董事人數由

十七席減少為十一席董事，獨立董事席次亦由到五席減少為三席。

審計委員會以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健全審計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為其主要職權；旨在協助董

事會執行其監督職責，審議事項包括：公司財務報表、公司稽核及會計政策與程序、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重大資產取得或處分，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等及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杜榮

瑞獨立董事為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開會一次。

大聯大控股並設置審計委員會信箱：wpghac@wpgholdings.com，相關資訊亦揭露於公司官網，且可

由官方網站下載「審計委員會受理利害關係人建言及申訴處理辦法」。2017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10 次，

委員出席率為 100%。

 薪酬委員會

大聯大控股自 2008 年 7 月設置薪酬委員會，自 2014 年 3 月開始由 3 位獨立董事組成薪酬委員會，旨

在協助董事會訂定及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及擬訂、評估公司整體薪酬政策及辦理其他與薪酬評核相

關事務。于泳泓獨立董事為薪酬委員會之召集人，薪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2 次。2017 年度薪酬委員

會共計開會 5 次，委員出席率為 100%。

 新事業策略委員會

新事業策略委員會在協助本公司發展新事業，提高新事業投資的決策品質及效益。本公司新事業策略委

員會於 2013 年 10 月 29 日設立，共有五名成員，由四位董事及一位獨立董事組成，黃偉祥董事為新事

業策略委員會召集人，新事業策略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4 次。2017 年度新事業策委員會共計開會 6 次，

委員出席率為 93.33%。

 董事會績效評估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功能，明確訂定績效目標，以提升董事會之運作效率，本公司董事會每年

應至少執行一次內部績效評估，於每年度結束後進行，以董事會整體之績效評估為主，由董事會成員個

別填寫評估表內部自我評估績效，績效評估結果應於完成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報。

2016 年度董事會與各委員會績效評估，已於 2017 年 7 月 25 日董事會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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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績效評估面向

2-3-2 誠信經營與法令遵循

 反貪腐宣導，內線交易防範

大聯大控股對於反貪腐與反競爭行為之議題，先從風險管

理角度切入，逐步規劃相關之培訓課程。法務服務處除了

扮演專業法務幕僚諮詢監督外，為了讓員工確實知悉職務

上應遵守之法令及應履行之義務，定期（全員月會）或不

定期（專案會議或新人訓練）進行相關宣導。例如：2017

年配合風險管理專案推行，對在職員工舉辦防貪腐宣導（深

圳場：現場 890人、視訊連線 12外點；上海場：現場 307人，

視訊連線 14 外點）；於新人訓練等場合向員工宣導解說基

本的法律應備知識，例如保密義務、反貪腐及內線交易防

範等，控股公司於 2017 年共進行 22 場新人訓練，參與總

計 33 人次。

 法令遵循

為加強大聯大控股旗下各關係企業對於內部控制制度的法令遵循觀念，法務服務處於 2017 年安排「內控法

令遵循專案研討會」，邀請台灣區、中國區各功能單位參加，除介紹法源依據、內部控制定義外，並針對各

項控制循環、控制作業進行相關法令提示，以提供各功能單位檢視實務運作面的適法性，參與人數總計 94 人

次。

 強化業務風險及法令知識

繼 2015、2016 年推動「業務當自強 Part I、業務當自強 Part II」課程後，緊接於 2017 年推出「業務當自強

Part III」課程，針對業務單位在執行追帳時，經常面臨交易文件完整性及擔保品執行有效性等容易混淆的問

題進行剖析，以避免公司受有不利風險或損失。2017 年於大聯大控股中國區一、二線服務據點共進行 7 場培

訓課程，參與人數總計 497 人次。

 每月一智 - 生活法律

除工作上執行各項業務所需的法律知識外，大聯大控股期許同仁在日常生活中面臨問題時，亦具有生活法律

素養，以維護自身權益。自 2017 年起，法務服務處於每月全員月會上安排「每月一智」，進行生活法律常

識宣導及日常生活案例分享，其內容包括房屋買賣／租賃、繼承、交通事故、餐飲、旅遊等糾紛，於台灣區

共進行 10 場每月一智宣導，每場平均參與人數約 130 人次。

2-3-3 縝密的風險管理機制

大聯大控股的風險管理以整合性風險管理為目標，各層級風險單位針對整體營運模式，有系統地透過風險辨

識、風險評估、風險回應與監控，將風險管理納入一般日常作業管理中以進一步達成組織目標；在可接受的

風險水準下，積極從事各項業務拓展，提升營運收入之質與量，達成資源配置最佳化，經由持續性之內部教

育訓練來建立與強化員工及組織風險管理意識，最終將風險管理深植於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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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控股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正式通過修訂版「大聯大控股風險管理政策與

指導原則」，確定了各層級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權責與工作執掌，並經由大聯大危

機管理小組核准通過「大聯大控股危機管理作業程序」，根據此危機管理作業程序

來明確規範並執行大聯大風險管理活動。

 

2017 年起，新設立風險管理專責部門，持續深化風險管理工作。風險管理服務處

根據審計委員會風險管理工作目標來制定 2017 年的工作重點，除擴充原風險管理

範疇外，並進一步透過關鍵風險指標 (Key Risk Indicator, KRI) 與大數據資訊科技

之結合，建立更積極與完善之相關風險預警管理機制。

2017 年度大聯大進行之三大風險管理專案，以落實整體風險管理效能。

 辦公室持續營運 ( 辦公室緊急應變管理機制 )

大聯大透過實地演練以檢視辦公

室現行緊急應變能力與相關管理

機制，以及加強員工對相關緊急

應變流程之熟悉度，故特選定大

中華區 100 人以上辦公室，如台

北堤頂辦公室、上海辦公室與深

圳辦公室等，作為 2017 年實際緊

急應變疏散演練的標地建築物。

於實地演練前，從五個面向來評估

人員與建築物在緊急事件發生時

的應變能力。同時建立與設置三區辦公室的人員緊急通報系統機制（微信 Call-Tree 

群組） ， 於實際執行疏散演練時能以微信 Call-Tree 的回報機制順利與有效的快速

完成該區的人員清點與疏散狀況回報。

2017 年完成台北堤頂、上海與深圳三區辦公室緊急疏散演練，經由演練過程中發現

可再改善之處也由風險管理部門持續追蹤管理。

2018 年各地區主要辦公室與重要的物流倉儲中心，皆需將緊急應變疏散演練納入例

行性演練活動。風險管理服務處將持續向各地區推展此緊急應變疏散演練的專案。

 異常交易預警 ( 異常交易偵測預警管理機制 )

過去因作業流程設計未設計控制點或歷程紀錄，事前無法有效預防，事中無法適時發

現，事後發生錯誤或弊端時，無法反向追溯查核發現問題點。故大聯大透過大數據統

計分析模型，找出集團中售價與成本有異常之交易訂單，事先作異常原因追查。

 專案執行進程

2017 年底已完成大部份專案規畫時程，包含資料品質確認、分析邏輯確認、集團異

常調查回覆與調整分析規則的專案內容，並於 2018 年第一季完成最後的報告呈現模

組。

環境與
基

礎
設

施備
援

資
源

制度

流
程

外
部
合
作

與
溝通

內部人員

認知與能力

1

確認資料

品質問題

2

更新分析

邏輯

3

擇重大異常者

先行調查

4

調整分析

邏輯與規則

5

報告呈現模式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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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風險預警 ( 關鍵風險指標管理機制 )

除了持續關注與追蹤前兩年九大關鍵風險回應項目外，

風險管理服務處於 2017 年進行企業風險管理制度中之

關鍵風險指標建置。透過關鍵風險指標使企業管理階層

能夠確定組織內部的風險指標重點，同時亦可建構風險

預警系統，以掌握組織內關鍵風險前兆與根本原因。此

外進一步制訂「紅黃燈」不同門檻值與對應措施之管理

機制。

2017 年第四季開始對控股各功能單位進行關鍵風險指

標管理機制培訓，規畫於 2018 年上半年完成控股關鍵

風險指標制定與門檻值對應措施確認，2018 年下半年

進行定期追蹤管理。同時已於 2018 年第一季開始對各

子集團與各地區運籌單位進行關鍵風險辨識評估與回應

管理，以邁向大聯大各集團全方位的風險管理目標。

隨著大聯大營運規模的持續擴大，風險管理服務處將定

期檢視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內容及執行情形，並隨時注

意國際與國內風險管理制度之發展情形，據以檢討改

善。並持續推動與落實風險管理於各層級組織中，以提

升本公司風險管理執行之成效。

2-3-4 完善的內部稽核機制

大聯大控股為強化公司治理，設置直接隸屬董事會的稽核室，功

能上由審計委員會監督，日常行政作業則由董事長代為管理。

稽核工作之執行主要為年度稽核計畫之例行稽核，另並視需要執

行專案稽核，以適時發現內部控制制度可能缺失、提出改善建議。

稽核室於稽核完成後，皆出具稽核報告提報審計委員會，並由稽

核主管定期於審計委員會、董事會中報告執行狀況及結果，以落

實公司治理之精神。此外，稽核室亦督促各單位執行年度自行評

估，落實公司自我監督機制，並覆核自行評估結果，併同稽核報

告做為本公司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出具內部控制聲明書之依據。

 內部稽核重要執掌 

 內部稽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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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控自行評估宣導會舉行

2017 年透過定期內部控制自行評估

宣導會向集團各管理階層及其成員

傳遞內部控制的定義、架構及基本

精神，藉由內控設計的實例說明，

提升以有效的內部控制於組織管理

所能增加的效益與價值，從而協助

強化公司治理精神之落實。

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宣導會於 2017

年度為擴大整體同仁參與程度，分

為二班開設。一為高階主管及多次

參加同仁，除了回顧內控概念外，

經由案例分享與參與人員互動討

論，發揮從上而下的引導功能；二

為一般主管及同仁，在說明內控制

度後，以 workshop 小組方式設計

內部控制，強化認知工作的控制目

的。在台灣及中國地區共舉行 9 場，

參加人數台灣區 144 人、中國區

69 人，說明會整體滿意度達 83.62

分，其中以內控觀念的「會議資料

清楚及充分性」此項目為最高分。

期望主管及同仁透過宣導會，可以

增進內控管理觀念，落實內控自評

作業，持續改善營運效能。

2-4 善盡責任的永續發展

2-4-1 持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運作

大聯大控股認為：「有意義的 CSR 活動，必須是以核心能力為本，內化於組織文化，並且能持續改善的系列活動」，「利用企業獨

特資源與專長，重點投入相關公益議題，藉以提升企業的社會貢獻」。企業社會責任不只是社會公益的參與，而是整體企業營運作

業的實踐，牽涉範圍廣且深，涵括各部門議題，唯有貫穿組織內各單位之資源，才可逐步實踐完成。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及組織架構

2015 年協同外部顧問，重新檢視企業社會責任關權責管理單

位，調整建立「大聯大控股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將組織內

各集團高階經營團隊，納為委員會之成員，並訂立短中期委員

會任務目標及定期委員會召開之議事規則。

2017 年定期召開「大聯大控股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向委員

們報告執行時程及相關建議說明。CSR 委員會為 CSR 相關議題

執行與規劃單位，若有重大事項，將會至董事會進行提案報告。

 2017 CSR 委員會討論與決策議題

・CSR報告書階段成果報告

・CSR可行方案評估報告

2017  Q1
・CSR報告書成果報告

・CSR功能小組目標與

 可行方案執行現況說明

2017  Q2
・2017年重大議題矩陣調整

與確認

・CSR委員會與功能小組運行

機制確認

2017  Q3
・2017年CSR報告書

框架確認

2017  Q4

CSR委員會

主委

控股董事長

執委

控股董事長

委員
各集團執行長

委員
各集團執行長

委員
各集團執行長

委員
各集團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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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功能單位的 CSR 功能小組

大聯大 CSR 功能小組隸屬於 CSR 委員會，由控股公司各功能單位一級主管

擔任，依據 CSR 目標架構分為六大功能小組，分別為永續風險控管、永續

公司治理、永續供應鏈與客戶管理、永續職場、永續環境及永續社會參與

功能小組，功能小組統籌控股公司與各集團 CSR 相關事務規劃和執行，並

設立執行秘書角色，負責跨部門之協調、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相關作業進

度管理，以及企業永續實踐與成果追蹤之業務。

 加強同仁 CSR 認知

為推動大聯大企業永續各項活動，讓企業永續的觀念在企業內部進行推廣，

吸引更多同仁關注，CSR 工作小組特將原內部生活巿集平台改制為同仁們

可交流之「CSR 活動專區」，不僅善用內部資源，並讓各項活動在此專區

平台上進行活動公告、舉辦、成果發佈等。

大聯大

CSR委員會

永續風險控管

永續公司治理

永續供應鏈與客戶管理

永續職場

永續環境

永續社會參與

2017   WPG Holding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8



目錄     利害關係人議合及互動     誠信治理及永續實踐     人才發展及友善環境     創新供應鏈與夥伴關係     綠色營運及在地關懷     附錄誠信治理及永續實踐

設立大聯大教育基金會，

針對弱勢或清寒學生發放

獎助學金，並且提供弱勢

團體、N G O相關支持贊

助，協助青年脫離貧窮。

目標 1  消除貧窮 目標 4  教育品質

與清華大學、雲林科技大

學、政治大學進行產學合

作，提供青年學子更多機

會與實務接軌，擴大學習

的視野；另亦透過大聯大

教育基金會提供弱勢學生

高品質的教育資源，希望

藉由教育成功翻轉弱勢青

年的生活。

設立健康諮詢室，提供員

工身體不適休憩、駐廠醫

師諮詢、年度健檢諮詢、

護理工作宣導與健保相關

服務駐點使用，並舉辦健

康講座，透過醫療機構專

業講者的觀念、方法傳

遞，做到安全與健康的預

防、解決與改善。

目標 3  健康與福祉

目標 5  性別平等

確保薪酬福利制度公平，

不因性別有所差異，另成

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提供

申訴管道(專線)、訂定具

體懲處規定等，並不定期

於公司內執行宣導教育，

使性別平權、人權觀念深

植於員工心中，以真正落

實性別平權的承諾目標。

目標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致力於提供原廠及客戶優質

的產品服務，包含廣泛的配

套服務項目與價值提供，期

待透過專業的價值鏈管理

服務，提供供應鏈成員成

長的能量，藉此帶動整個

產業轉型及持續進化。

目標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提供良好、穩定的就業機

會，安排各式教育訓練，

全方位培養菁英人才，希

望員工能夠與企業一同成

長、向前邁進。

5 綠色營運及在地關懷 3 人才發展及友善職場

3 人才發展及友善職場3 人才發展及友善職場 4 創新供應鏈及夥伴關係

4 創新供應鏈及夥伴關係

5 綠色營運及在地關懷

2-4-2 企業永續發展藍圖

聯合國於 2016 年正式啟動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大聯大有感於氣候變遷及全球永續發展之重要性，

因此鑑別出其中與自身營運直相關之 9 項目標，進行相關策略規劃及管理實踐，全力配合全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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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聯大控股規劃出企業永續發展藍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需長期有規劃性投入，從觀念養成到實際落實，才能

將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建構在組織中。2016 年大聯大控股善用組織能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針對訂立之短中期企業永

續發展藍圖，開展出相關實際方案，朝向所訂定之目標逐步邁進。2017 年更落實規劃各項永續發展功能，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內容原先由寫我們所做，開始規劃及朝向做我們所寫之方向，以達企業永續之目標。

目標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成立大聯大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規劃企業永續發

展藍圖，並於每年出版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向利

害關係人溝通經濟、社會

及環境等各面向之作為與

成果。

目標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董事會通過「大聯大投資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及「大聯大投資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道德行

為準則」，另於2017年12

月成立「誠信道德委員

會」，未來將對同仁行為

準則進行相關宣導及教育

訓練；並針對反貪腐與反

競爭行為之議題，逐步規

劃相關之培訓課程，落實

以誠信經營為本之精神。

目標 13  氣候行動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調適其

影響，針對服務流程進行

綠色改善，包含用紙、用

水及用電的減量及耗材的

回收再利用。

1 利害關係人議合及互動

2 誠信治理及永續實踐

5 綠色營運及在地關懷 2 誠信治理及永續實踐

 經營運作的永續

・建立永續運作組織

・持續公益作為

・與原廠建立良好關係

 品牌信譽的永續

・符合企業核心價值的永續實踐

・設定短中長期永續發展目標

・發展永續績效衡量機制

 深化本業的永續

・強化供應連結與產學合作

・整合流程與加強資料探勘(Data Mining)分析

・結合公司理念的社會/環境參與

下一階段目標：持續強化永續作為朝向永續的客戶及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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