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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簡介
本報告書主要揭露頤德於 2012 年在企業社會責任面向的相關
作為，並依據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相關議題，訂定報告書之
架構及內容，並遵循 2013 年 5 月公布之全球永續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之 G4 版本準則編寫，依循
AA1000 保證標準及原則之要求，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進
行鑑別、執行與揭露。本報告書之財務數據採用頤德會計部門之
年度財務資料，其餘 CSR 相關資料數據說明，請參閱相關章節。

報告書的內容界定由頤德總經理與 CSR 團隊討論並決定以 GRI 
G4 為報告的標準。於公司會議中議訂出具有實質性的各個考量
面；再與各組總監交換意見，徵詢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後，最
後由 CSR 團隊判斷出考量面的邊界。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SR 部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178 號 5 樓
電話：+886-2-2704-3024
傳真：+886-2-2709-3692
e-mail：Tino.Chen@veda.com
Corporate Website：http://www.veda.com.tw/
CSRone Website：http://www.csrone.com.tw   www.csronereporting.com

範疇︱

遵循之 GRI 版本︱
揭露等級選擇︱

上一份報告書出版時間︱
發行日期︱
負責單位︱

本報告書的報告範圍為 2012 年 1 月 1 號日至 12 月 31 日，水電費資料則以 2011
年與 2012 年度所收到的所有帳單為主。
G4
本報告書內容之揭露程度符合 Core 等級的標準
(This report is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I G4 guidelines-Core level)
2012 年 8 月
2013 年 8 月
頤德國際 CSR 部門

頤德具實質性的考量面

考量面 於組織內具實質性 於組織外具實質性

經濟面

經濟績效 ● ●
市場現狀 ●
間接經濟衝擊

採購政策 ● ●

環境面

原料

能源 ●
水 ●
生物多樣性

碳排放 ● ●
廢棄物排放

產品與服務

法令遵守 ● ●
運輸

整體環保投入 ●
供應商環保評估

環保申訴機制

社會面 
（勞動行為及合宜

勞動）

雇用 ●
勞工與管理階層的關係 ●
職業衛生安全 ●
教育訓練 ●
多元且公平的工作機會 ● ●
男女薪資平等 ●
供應商勞動行為評估

勞工申訴機制 ●

社會面 
（人權）

相關投資

歧視問題 ●
集會結社自由

童工問題

強制勞動 ●
安全措施 ●
本地勞工權益 ●
人權評估 ●
供應商人權評估

人權申訴機制

社會面 
（社會）

地方社區 ● ●
反貪腐 ●
公共政策 ( 政治獻金 )

反競爭行為 ●
法令遵守 ● ●
供應商社會衝擊評估

社會衝擊申訴機制

社會面 
（產品責任）

客戶衛生安全 ●
產品及服務標示 ●
行銷溝通 ● ●
客戶隱私 ● ●
法令遵從 ● ●

註：●代表具實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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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問卷調查
所有總監與經理填寫問卷後，整理調查的結果，得出以下實質性分析。

對公司的影響程度則由董事長與總經理決定，利害關係人關切程度由同仁們填寫的問卷決定。

實質性調查流程

註：頤德在幫助客戶處理專案的過程中，經常與客戶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接觸並充分了解利害關係人
想法，經說明後讓總監及副理級以上填寫實質性分析問卷，歸納各利害關係人注重議題。

實質性分析圖表

依照GRI G4的考量
面設計問卷

由總監及副理級
以上同仁填寫

收集所有問卷後分
析結果，並與公司
衝擊程度結合，找
出議題的重要順序

依照分析結果完成
實質性分析

利害關係人關切程度  

對
公
司
影
響
程
度

反競爭行為  

社會面法令遵守  

公司的經濟績效  

環保法律遵守  

客戶隱私  

職業安全衛生  

行銷溝通  

雇用  

產品責任法令遵守  

勞工與管理階層的關係 

多元且公平的工作機會 

頤德在市場的現狀 

產品與服務中的環保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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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 CSR 政策聲明
頤德國際的“頤”是中華文化的生活智慧“易經”中的一卦，與言語溝通有密切的關
聯，又有滋養的涵義；故取其義為名；希望能以真善美為根本，運用頤德的溝通專業，
為客戶、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最優質的公關服務與深植企業 CSR 文化。因此，
頤德除以最積極的態度提供客戶最好的溝通顧問與公關服務外，亦努力了解與符合其
他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公司治理透明化、客戶服務優質化、工作職場幸福化、環境保
護制度化是頤德朝向永續經營的四大基本策略。 

 › 公司治理透明化

企業給社會的的正面影響力應首重誠信與正直，而誠信與正直更是公司治理階層給予
股東、客戶與員工最重要的信任來源，頤德堅守財務透明，任何支出費用與薪資酬勞
皆透明公開。此為企業經營與永續發展的基礎，也是最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如此才
能使同仁工作有保障，客戶對頤德服務才會有安心與信任。

 › 客戶服務優質化

客戶是頤德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之一。面對客戶，我們必全力以赴，達成客戶的期
望，發揮最優質的溝通能力，幫助客戶在面對媒體與社會大眾時，呈現客戶企業最佳
的一面，提升台灣公關服務水準；另外，妥善運用頤德在 CSR 方面的專業知識，無
論是在活動與企業整體策略規劃上，皆能幫助不同產業之客戶融入 CSR 的精神與價
值，共同發揮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 工作職場幸福化

人才是公關顧問產業最大的資產。“有幸福的同仁才會有優質的客戶服務，有追求知
識慾望的同仁才能提升 CSR 價值”，頤德秉持著這種精神，積極建立同仁的幸福職
場，檢討公關產業的高離職率特性，保障同仁權益，確保人才留用，舉辦各種形式的
教育訓練，增加同仁的創新能力與執行力，關心同仁健康作息，致力於營造幸福工作
環境與鼓勵同仁思考內部創業的永續經營模式。

 › 環境保護制度化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許多企業與社會無形和有形的經濟財產損失，頤德雖非製造業或環
境相關之產業，但亦力行推廣環保蔬食文化，並藉由行動辦公室、分割空調控制系
統、監控電力與水的使用，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減少對環境的衝擊，使同仁不僅對
外擁有保護環境的綠色觀念，也對自己實行體內環保。同時找尋對中小企業與服務業
最佳的環境衝擊管控機制，使其制度化並有效地做系統性管理，與利害關係人一起對
環境資源的最佳使用效率而努力。

董事長

總經理



7

前言
董事長針對永續發展願景
永續經營的基礎在人心，唯有讓人心回到「本來面目」，
人類的活動才不會壓迫或者迫害其他生命與環境。

企業經營受到利之所趨的引導而忽視人性與環境，進而
扭曲社會與自然間的運作，如果所有企業參與者能覺醒
而且能在創造利益的同時兼顧環境與人性的維護，人類
為生存而奮鬥的同時就不至於繼續往下沈淪。

這需要的是更多人覺醒與實際的行動，這樣的覺醒不需
要任何論述或冠冕堂皇的理論而是要創造更多「淑世」
的實踐，以免明日過後的情景被我們每天的經濟活動擠
壓而出。

頤德希望透過品茶的過程開啟同仁的覺知，讓更多覺知
的力量集結，並且有意識的避免「過度資本主義」的行
為，例如：行動辦公室減少同仁不必要的時間與能源耗
費，鼓勵同仁過節能減碳的生活，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
耗，等等與飲食覺醒相關的活動與知識傳遞。雖然還是
有許多同仁尚無法體會，但經營者還是要耐心與毅力堅
持這一永續的方向。

未來數年將鼓勵組織內部已覺醒的同仁組成菁英小組並
以公司的力量協助小組成員內部創業，主要目的除了創
造機會之外，還要增加社會正面及永續的能量。

此外，我們要借重傳統華夏文化的力量來帶動更多產業
協助人類社會一起走向「互利、共榮」美麗新世界。

蔡明勳  董事長

6

這是頤德的第三本 CSR 報告書，適逢 GRI 將報告書指標進階至第四個版本 G4。為能與時俱進，
並早日體驗 G4 的奧妙處，我們決定率先以 G4 標準製作頤德 2012 年的 CSR 報告書。頤德是一個
40 多人的小型企業，原無明確的 CSR 組織架構；對未來願景，有許多想法，卻缺乏訴諸於文字的
詳細計畫。但在作報告書的過程中，這些內容逐一被建立起來。CSR 一直以來總被誤認為僅是取之
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社會責任的回饋機制，其實我們親身體驗，它確實是企業永續經營的策略。舉個
例子，G4 在公司治理的部分加了不少揭露指標，對於實質性議題十分重視。中小企業經營者對企
業的治理，常常是想當然爾，缺乏追根究底的深思與檢討，如今在 G4 CSR 報告書的撰寫過程中，
我們必須回歸基本面，檢視每一個環節，面對每一個真實。因此當我們選擇遵循最新的國際準則時，
最貼切的寫照是返璞歸真。

兩年前，我們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讓同仁有更便利的大眾交通設施，更明亮舒適的環境，我們搬到
了目前的公司所在，落實行動辦公室的理念。但任何策略都是一體兩面，也確實有許多須因改變而
調適的部分，例如 : 小組如何透過網路無縫溝通、同仁在沒固定座位仍能自在工作、網路電話的順
暢度等等。 但隨著業務需求，同仁數目增加，而有些團隊對行動辦公的運作不熟悉，要改變多年的
習慣確實需要時間，因此有部分空間覺得擁擠了些；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挑戰。

2012 年，我們研發了一個新的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升級了汽車公關業務、社群媒體小組重新
定位出發，年輕的後起之秀擢升為最高業務主管之一。2013 年，業務的創新發展與人才的培育仍
是我們的目標。更確定的是，當我們朝著這理想前進時，能秉持真實、自然與簡單的步調，和周遭
環境與人們和睦互動，共同成長。

報告書主軸
反璞歸真 – 頤德創新的涵義

嚴德芬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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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利害關係人建言與期望
台灣微軟 公關副總經理 張衣宜
微軟在台灣今年是第 24 年，而頤德提供給微軟專業的公關服務也有 17 年之
久了。一路走來，大家一起學習、共同成長，除了合作關係外，也建立了深
厚的情誼，團隊成員對於客戶期望目標的使命必達與當責，正好是微軟的核
心精神之一「accountability」的充分展現 ! 未來科技的發展趨勢，如何與
消費者溝通 (B2C) 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期待頤德在企業 (B2B) 與科技端
的深耕外，在消費端也能有更精彩的表現。頤德獨特的企業文化內涵 - 崇尚
自然，協助小農，推廣健康飲食與高標準的道德感也讓人印象深刻。如果用
一句話來形容頤德，「公關界的良心」應是很貼切的。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公關處處長 李紹康
台灣康寧與頤德國際 (Veda) 的合作從 2007 年，就是以 CSR 媒體活動開始，
並接著擴展為提供長期簽約的公關服務，及 CSR 相關專案合作等，包括康寧
亞太區 CSR 會議的舉辦，CSR 專業訓練教材的撰寫以及 CSR 媒體活動的執
行。台灣康寧非常肯定頤德國際在公關服務上以及 CSR 顧問上的專業能力。
Veda 與其他公關公司最不同的地方是除公關業務外，表現在 CSR 上的熱衷
及積極發展，如成立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參與或主辦 CSR 相關活動以
吸取 CSR 最新發展趨勢等，轉化在客戶服務上造就了極佳的執行力。事實上，
也因為 CSROne 永續平台的成立，讓我以及部門的同仁在忙碌的工作之餘，
能很便捷的獲取許多 CSR 相關訊息。誠心期望 Veda 未來在內部 CSR 發展
及對 CSR 的推廣上，均能持續提升，不僅成為台灣專業的 CSR 顧問公司，
更成為實踐 CSR 公司的典範。台灣康寧無論是在公關服務或 CSR 策略執行
上，亦視頤德國際為最好的夥伴。

中菲行國際物流集團 國際行銷處處長 溫玉琦
頤德國際長期致力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CSR 平台，並定期提供與分享其相關
訊息，中菲行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支持，因其精神和中菲行貫徹執行綠色環保
政策，運用科技提供創新物流與運輸服務流程以符合綠色供應鏈之理念不謀
而合，並期望此正面的影響力能帶動更多企業加入，共同為產業與社會盡一
分心力。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副秘書長 莫冬立
一個 40 餘人規模，以公關行銷及企業社會責任服務為主的小型企業來說，
已出版第三本企業永續報告書，是多麼令人驚訝！但是，頤德做到了。與頤
德結緣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頤德自 2007 年成立 CSR 部門，發展 CSR 相
關業務與推廣至今，密切的與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相互溝通與討論台灣未來的
CSR 發展狀況，其積極的程度與毅力令人印象深刻。頤德不但妥善的運用其
核心價值 - 行銷溝通幫助客戶在各種專案中融入 CSR 的概念與元素，協助不
同領域的企業創造更多的 CSR 附加價值；在 CSR 專業服務上，也常常藉由
吸取國際 CSR 觀點與實務做法的機會，將心得轉換並巧妙的導入國內企業界
CSR 的發展路徑中，更在今年創立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提供台灣各界
一個 CSR 資訊交流的平台，許許多多的成果，讓身為推動台灣企業永續發展
的我們，對頤德有更多的期待。如果台灣有更多像頤德這樣的中小企業，致
力於發展自己的 CSR 價值並運用自身的核心能力來創造更多其他企業的 CSR
價值，相信台灣的 CSR 發展很快地就能與國際並駕齊驅。

《遠見雜誌》副主編 高宜凡
遠見雜誌在台灣傳播「企業責任」的觀念近十年，很高興看到有頤德國際這
樣的 CSR 顧問與教練角色出現，幫助經營者更加釐清企業責任的範圍與未來
風險的評估。事實上，頤德不只從旁輔導，自己也身體力行 CSR，甚至主動
參與遠見的 CSR 獎項評選，期待頤德能成為台灣公關顧問業的新典範。

台灣賓士 資深公關經理 林家慶 
頤德與台灣賓士的合作源自 2011 年，最初只是專案性質的合作，隨著日益
密切的活動配合，到了 2013 年，頤德正式成為台灣賓士年度公關代理商。
頤德在公關的專業度上有目共睹，在車業高度重視的產品與產業資訊，及媒
體關係，頤德總是可以協助客戶達成設定的目標。尤其企業社會責任 (CSR)
更是頤德的專長，整個團隊都是 CSR 的實踐與推廣者。 
頤德在企業經營上有一般企業常缺乏的「信念 Belief」，這是非常難得且值
得推廣的，希望這樣的信念可以吸引有志一同的朋友加入團隊，並且持續影
響合作夥伴。

商業週刊 新媒體事業處總監 潘寰珍
不受限於代理商角色或專案起訖的時間軸，內化了解決問題的熱情和態度。
不僅是服務提供者 , 而是能一起合作的夥伴。繼續維持將心比心的特質面對
客戶與夥伴，自然就能尋找出兼顧短期與長期及合作各方的最佳模式，並且
能以這樣的發心產生永續的動能。



11

第一章 頤德簡介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3 年成立時，對自己的期許就不只是一家公關公司，而是以產業服務，
市場行銷溝通以及發展溝通顧問人才為地位；故這些年來以頤德國際或頤德公關為品牌名稱，提供
產業服務。

1-1 基本資料
組織總部所在位置：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78 號 5 樓

公司營運所在國家數及國家名：中華民國台灣

所有權性質與法律形式：在中華民國台灣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的產業有 : 資通科技業、汽車業、觀光業，傳統產業、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等 

服務的地理範圍：以台灣為主，在中國、美國、東南亞地區為專案業務

 › 組織之規模

2012 年營業額：新台幣 87,454,864 元
2012 年度平均人數：42.17 人，男 14.5 人 / 女 27.67 人 ; 管理與行政同仁共 7 人 ( 男 2 人 / 女 5 人 )，

其餘為服務客戶之專案人員，均由正式雇員構成。

在 2012 年受勞資雙方團體協約保
障之員工比例是 100%

 › 頤德歷年經營績效

歷年 12 月人員人數 ( 人 ) 歷年年度平均員工人數(人)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年營業收入 ( 單位：新台幣 ) 年營業成本 ( 單位：新台幣 )

年總薪資成本 ( 單位：新台幣 ) 所得稅 ( 單位：新台幣 )

營業利益率 ( 單位：%)營業毛利率 ( 單位：%)

獲利金額 ( 單位：新台幣 ) 股利分配 ( 單位：新台幣 )

10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年營業收入 96,725,362 74,826,323 88,611,619 84,513,103 87,454,864

年營業成本 78,566,364 61,021,154 74,682,028 70,244,930 69,491,572

年總薪資成本 25,793,184 24,363,072 21,664,453 21,187,266 28,485,542

所得稅 519,409 334,896 361,582 321,971 349,957

營業毛利率 18.76% 17.55% 15.58% 16.41% 19.77%

營業利益率 1.37% 0.81% 1.89% 1.37% 2.57%

獲利金額 2,117,636 1,379,585 2,126,955 1,893,948 2,058,573

股利分配 1,165,609 1,355,291 705,396 1,552,668 1,38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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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服務內容

1-3 頤德經營模式
頤德在公關服務上的經營模式分為兩種：一次性專案與長約專案服務。而服務的模式以團隊模式進行，
過程中，隨時與客戶保持聯繫，提供相關資訊與建議，並協助客戶與其利害關係人 ( 例如媒體 ) 溝
通協調。服務過程中，也有需要加入外包廠商或個人之產品或服務。

 › 一次性專案 

 › 長約專案服務

市場需求或引薦

提案參與比稿

直接提案

與客戶討論細節

簽約定案

修正提案、提
出執行計畫

執行

比稿成功 議價、 簽約定案市場需求或引薦

完成檢討、結案、
收取服務費用

長約專案服務

市場需求或引薦

提案參與比稿

直接提案

與客戶討論細節

簽約定案

修正提案、提
出執行計畫

執行

比稿成功 議價、簽約定案市場需求或引薦

定期檢討定期報告、收
取服務費用

12

金融業

汽車業

傳統產業與
其他產業

政府與 NGO科技業

1-4 2012 年客戶群

公共關係 議題管理與 
危機溝通 市場行銷宣傳 網路知識行銷 CSR 企業社會責任專

業服務
1. 媒體溝通策略
2. 媒體關係管理
3. 媒體活動
4. 品牌溝通策略
5. 企業形象溝通設計與

活動
6. 國際展會籌辦

1. 議題與危機管理訓練
課程

2. 議題監控及危機溝通
處理

1. 產品上市行銷活動
2. 顧客行銷活動
3. 產業合作夥伴行銷活

動

1. 社群媒體經營管理
2. 網路危機 / 議題管理

1. CSR 報告書製作
2. 利害關係人媒合
3. CSR 策略與溝通
4. CSR 活動企劃執行
5. CSROne 永續平台運

作



第二章 創新業務
從成立至今，頤德在業務方面經歷了數次重大的改變。1993 年起頤德原本是以籃球運動行銷公關
為主要的業務，在 1997 年結束籃球運動公關的業務，轉型成以服務資通科技產業為主的公關公司，
接著拓展了觀光業、3C 電信、汽車、生技等產業的公關行銷與品牌形象服務，加上現在的企業社
會責任業務，成為一家業務多元化的溝通顧問與公關公司。為符合時代趨勢與潮流，經過長期的討
論與策略思考，我們在 2012 年發展的新服務模式是以 CSR 為主的「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以
及社群網路的「SocialOne」的新專業服務。

2-1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是台灣第一個中文以 CSR 報告為主的專門網站，收集台灣企業出版的 CSR
報告書，並且整理出報告書的基本資料（例如出版日期、GRI 等級、第三方認證等），並可從頁面
直接下載。此平台不但收集眾多的報告書，還根據七十五份 2012 年各企業的 CSR 報告書，完成了
一份分析報告，是當下 CSR 報告發展趨勢很好的參考，讓人可以知道當前台灣企業如何看待企業
社會責任，以及如何制定 CSR 的經營政策。

除了企業報告書的收集與有系統地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新聞與活動訊息也是 CSROne 永續
報告平台的重要收集與分享項目，其中涵蓋各大新聞網站上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新聞，以及相關政
府單位或機構所舉辦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等。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還有專屬的電子報，每週二與週五寄發，刊登最新 CSR 相關新聞，以及即
將舉行的相關活動。至 2013 年 6 月，已經累積了 2983 名訂閱者，預期將來人數會有顯著成長。

2-2 社群網路業務
社群網路（Social Media）是近年來發展最快，也是最受重視的訊息媒介，頤德一直積極在這項領
域深耕發展，為客戶掌握即時信息與市場狀況。

本項業務共有四種方式為客戶服務：

 › 社群管理

就是為企業監測社群，藉此發掘其客戶的需求 ; 或是有企業有負面傳聞時，協助其即時溝通，減輕
名聲的損害。並代客戶經營社群網路上的平台，提供即時的諮詢與顧問服務。

 › 社群講座

提供社群網路行銷課程。

 › 關鍵行銷

用以協助客戶瞭解自身品牌應該重視的關鍵字，提高對這些關鍵字感興趣的潛在消費者與品牌間的
關聯。

 › 部落客合作

協助客戶聯繫接洽不同領域的部落客，與他們溝通協調，邀請他們是用客戶的產品或服務，並提出
他們的評比與看法，以加強客戶產品曝光量與知名度。

 › 成功案例

台灣愛普生綠領菁英計畫社群宣傳，透過 Facebook 粉絲團、PTT、各大論壇等不同社群平台的訊
息發布，讓許多的學生得知本活動。根據問卷調查，有兩成的參加學生是經由社群網站得知此活動
的。此外，成功的案例還有 AMD 的粉絲頁面管理與 Smart Tourism Taiwan 粉絲頁面經營，已有
數以萬計的粉絲固定前往瀏覽。

已有 2983 位訂閱者！

2-1  CSRone永續平台電子報訂閱者分析表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電子報訂閱者分析表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的電子報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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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治理與經營特色
從公司成立開始，頤德一直在業務上秉持商業道德以及避免政治爭端的原則，例如不從事涉及菸
酒、賭博、選舉相關等的公關活動。除了對外業務，對內的治理也有三大原則：

 › 遵守會計原則

每月公布營運狀況，分享營運方向及市場趨勢。堅守不漏開發票、一套帳原則。年度帳務由持有會
計師簽證資格之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查證與簽證。

 › 行為誠信

誠信是公司服務客戶，與廠商合作的至高原則。無心無知的疏失可檢討修正，誠信上的問題是不被
允許的。與供應商和客戶共同落實帳務管理，財務資訊透明公開，並設有專案管理系統，讓同仁們
易於整合工作並監測流程。

 › 重視股東權益

每一獲利之會計年度均將全數盈餘分配，表達公司承擔股東權益最大化的責任。除法定保留盈餘
外，紅利全額發放給股東，並對股東全面公開公司財務狀況。

3-1 公司治理架構
頤德設有董事會，董事會設置 3 名董事和 1 名監察人。董事會於每年與重要事項發生時召開，原則
上為董事長與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兩人為公司治理主要負責人。董事會委任外部會計師做年度財務稽
核與簽證。經營團隊每月招開業務會議，是公司治理很重要的部分。治理階層於業務會議中與各團
隊積極溝通互動，了解業務、人員發展、外界機會與挑戰等各項事宜，並發揮營運督導管理之責以
保障股東權益。

董事會成員：

職稱 姓名 性別 目前兼任職務

董事長 蔡明勳 男 董事長

董事 蔡明晃 男 無

董事 嚴德芬 女 總經理

監察人 蔡燦耀 男 無

董事會組織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 每月於業務會議中，公司管理階層會與各組主管討論業務目標、發展與現況。因業務、提案或臨

時議題需求，管理階層經常與各組成員溝通互動。此時也是發掘問題，傳承知識經驗與管理的時
機。

 › 每月有一到二次的財務會議，密切了解並掌握公司的財務現狀。

 › 公 司 有 一 新 事 業 部 門， 該 部 門 主 管 會 適 時 與 各 小 組 溝 通， 探 討 新 的 業 務 發 展。 社 群 小 組 的
SocialOne 平台與 CSR 部門的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因此成立。2010 年開創的 LIFESAVER
救命水壺事業也是因此而來。

 › 辦公室成開放式形態，方便互動，也具備互動學習與溝通管理的功能。這必須全員配合，個人隱
私空間相對減少。但施行行動辦公室，每星期可有兩日遠距或在家上班，因可平衡此狀況。頤
德於業務上雖設有層級，但在溝通互動上是扁平式組織，董事長、總經理等管理階層，以 Open 
Door Policy 鼓勵歡迎同仁隨時與之互動或建議。

 ›

3-3 為氣候變遷盡心力，吸取新知創新局
為因應未來嚴峻氣候變遷的挑戰，董事長與執行副總經理積極協助水花園農夫與生活市集的運作。
公司多位同仁假日時擔任該市集的志工。

公司注重與時俱進，平日密切注意周遭環境的變化，參加相關活動與專家學著的互動都是增加知識
的管道。董事長針對許多議題，有作廣泛的知識管理，並鼓勵同仁作知識管理以深根專業領域。此
外，在相關 NPO 之接觸與合作，也使頤德在專業領域上有廣泛深入的成長，例如 CSR 領域的企業
永續發展協會。公關專業領域的國際公關協會、傳播認證協會等。

3-4 關心企業社會責任，並重落實成效
公司向來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事務，無論是自身發展或協助客戶都十分積極。頤德的管理高層經
常直接參與社會責任事務，例如 CSR 報告書的撰寫以及協助客戶的 CSR 活動。因此公司也成立了
CSR 團隊，管理階層在此新事業上密切參與，讓本公司在 CSR 服務與諮詢領域的發展更具實力。
如今由外部證言可看出，頤德無論是在 CSR 策略諮詢、永續報告書之製作、CSR 活動的籌辦在國
內頗受肯定。頤德本身也積極從各層面落實 CSR，以永續報告書為例，2012 年報告書 (2013 年出
版 ) 已是第三本。為及時努力學習，頤德採用 GRI 於 2013 年 5 月公布的 G4 標準撰寫製作。

Operation 
1

Operation 
2 

Operation 
7

Operation 
6

Operation 
5

Operation 
4

Operation 
3

經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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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 同仁

頤德努力提供優質的工作環境，並與同仁公平分享業績成果。期待同仁們在用功學習之際，能整合
知識與經驗，提供專業誠信的加值服務，成為業界典範。實質溝通互動的頻率約一個月一次，是主
管業務與交流會議。網路溝通則為經常不定期的模式。各組內則互動頻繁。

 › 客戶

以誠信認真的態度，提供客戶專業高效能的服務與到位的解決方案。公關是知識服務與創新創意的
產業，與時俱進非常重要，希望能與每一位客戶長長久久，成為共同成長與進步的夥伴。通常長期
合約客戶約每星期或每兩星期都有業務溝通會議。專案客戶也會於專案期間有密切溝通。

 › 媒體

身為公關公司，媒體是頤德服務的對象之一。適時、適地與適人地提供清楚合宜的訊息給媒體，為
客戶爭取在媒體上最貼切的披露與溝通是我們的主要工作項目。因此，與媒體的良好互動與關係是
必然的；更感謝他們多年來，對頤德的協助、合作與指正。頤德會因客戶之產業別經常與該產業媒
體線記者保持密切聯繫，並提供相關資訊與服務。

 › 夥伴

頤德的業務泰半必須與夥伴們共同合作才能順利完成。他們包括：平面設計師、活動硬體供應商、
印刷公司、寫手、活動主持人、翻譯、攝影 / 錄影師等。頤德為客戶把關要求夥伴提供最佳品質的
服務與合理的價格；但也為夥伴們做好有效的溝通，不讓他們做白工，收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報酬。
也與他們切磋，發展更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接觸之頻率常因專案需求而定。有時，夥伴也會介紹他
們的新產品與新服務給我們。

 › NPO / NGO

產業方面，頤德是國際公關協會（TIPRA）的成員。2010 年總經理嚴德芬也曾任該協會理事長，
2012 年仍為 TIPRA(2012) 為常務理事。因服務的產業，也會協助客戶與許多產業機構合作，例如：
台北市電腦公會、貿協、工研院、資策會等等。

在 CSR 方面，頤德是 GRI 台灣第一家會員，也積極參與相關機構（如：永續發展協會、產基會、
永續能源發展協會等）的活動。因為幫客戶規劃與籌辦 CSR 活動，需與許多相關 NPO/NGO 合作，
例如：世展會、聯勸、兒福、自行車協會等。

 › 政府

政府單位亦是我們的客戶，如台北市府、新北市府、桃園縣府等。因頤德的客戶們與政府關係密切，
故也因服務客戶與政府單位有互動，例如經濟部、環保署、衛生署等。

 › 環境

頤德目前辦公室的地點選擇和內部設計即是對環境維護的考量之一：

• 室內外綠色植物 – 改善空氣品質、視覺更舒服、增加美感

• 確認空調系統順利運作與定期清潔 3.8 米挑高，光線充足明亮

• 在捷運站旁，方便通勤，節能減碳行動辦公室，實踐 CSR 理念

3-6 產品責任法和環保法令遵守
頤德主要提供溝通和知識的專業諮詢服務，例如：公共關係、市場行銷和 CSR 諮詢服務，其服務
內容皆考量到勞工健康與環境安全，無使用任何對社會及環境有重大影響之原物料，並且提供充足
的產品和服務資訊，使利害關係人可了解對持續發展之影響。

頤德在服務過程中並無實質產品的產出，僅代理對環境及社會友善之產品，例如：「將子」有機農
產製品和 LIFESAVER 救命水壺。頤德遵從管理機關所制定之相關法令以及從業道德，因此，對於
具有爭議性或禁止銷售之產品，例如：香菸與酒類等產品，則不屬於頤德的服務範疇之內。

誠信服務是頤德的最高原則，奉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能保障利害關係人的隱私權益和商業利益。
為此頤德已於 2012 年 10 月 5 日舉行「個資法」說明課程，使內部員工了解維護顧客、媒體和供
應商等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在 2012 年間，頤德無發生或遭投訴洩漏商業機
密或個人資料的事件。

由於頤德致力於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合作夥伴和供應商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頤德也要求必須
符合相關環保法令規範。而頤德本身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對於溫室氣體、水資源或廢棄物等環保
法所規範之相關項目並無直接排放關係。此外，頤德無任何違反環保相關法令之紀錄，代表其商業
行為皆在環保法令規範下執行並完成。

3-5 反競爭行為
在 2012 年間頤德並無涉入任何反競爭行為和反壟斷法等事件。良性市場競爭可以幫助頤德不斷改
善組織內部流程、提高產品與服務品質，並改善營運績效，使頤德能在競爭市場上維持競爭優勢，
並滿足顧客需求。因此，競爭是成長的原動力，頤德不會採取任何反競爭行為，以維持良好的市場
機制，此立場與利害關係人的期望是一致的。

此外，頤德二十年來，一直遵守 “不挖角、不惡性搶生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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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客戶服務與成功案例
本公司自 1993 成立至今已 20 年，有相當豐富的公關溝通顧問與活動經驗，協助許多不同產業的
客戶完成行銷、品牌溝通與形象建立的任務。下述為 2012 年頤德團隊所完成的部分服務案例：

4-1 CSR 相關服務案例
1. Mercedes-Benz 台灣賓士星夢想 ‧ 星天賦計劃 

台灣賓士與伊甸基金會合作已有六年，幫助逾萬名弱勢兒童因而受惠。2013 年合作仍然繼續，
並邀請知名歌手蔡依林為活動代言。

2. Trend Micro 趨勢 ISKF(Internet safety for kids and family) 專案 
為宣導兒童與青少年網路安全，趨勢科技與白絲帶關懷協會合作，發表台灣青少兒家長網路
安全知能調查報告，提出家長陪伴青少兒“S.A.F.E.”上網四大訴求（Smart, Action, Filter, 
Esteem），並與白絲帶協會共同在北部多所國小進行兒少網安宣導。

3. AMD 超微半導體環花東國際自行車大賽 
2012 年 4 月 20~22 日，在花蓮與台東舉行，提倡節能科技與環保的休閒娛樂，共有兩千多名
自行車騎手參加。除了 AMD 本身，也有許多其他的資訊科技業者前來共襄盛舉，例如華碩、
宏碁、IBM 以及廣達等等。本活動有四個系列，分別是 AMD 環花動自行車大賽、AMD 環花
東超級挑戰隊、AMD 環花東山海騎情樂活遊、AMD 身障競輪邀請賽。不但有緊張的競賽、也
有悠閒的單車漫遊，將單車的樂趣結合節能環保的議題。

4. Epson 台灣愛普生綠領菁英研習營 
台灣愛普生科技舉辦綠領菁英研習營 2013 年已進入第三屆。因反應熱烈，名額增加至兩倍達
90 人，課程主題為綠色行銷，合作單位有經濟部綠色貿易推廣辦公室與台灣康寧。全程參與並
通過測驗的同學可獲得綠領菁英證書，對學生未來進入就業市場時亦有加分作用；口試通過者
可至日本參訪綠色企業的實際運作，是國內培養年輕菁英國際觀有綠色知識與體驗的精彩課程。

5. 趨勢科技與聯華電子的 CSR 報告書 
協助客戶撰寫與製作 CSR 永續報告書。聯華電子報告書獲永續能源發展基金會獎項，趨勢科技
報告書也是其參與品牌獎項的重要資料。

1
2 3

4

❶ 2013 年星夢想發表會
❷ 趨勢 ISKF 活動照片
❸ 環花東國際自行車大賽活動中合照
❹ Epson 台灣愛普生綠領菁英研習營結束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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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 CSR 報告書 趨勢科技 CSR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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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關溝通服務案例
1. Windows 8 Commercial 

「Windows 8 新春媒體活動」加深了媒體對於 Windows 8 企業應用的印象。採訪的媒體報導
皆為正面，不僅提到 Windows 8 對於企業應用的重要性，大部分的媒體更扭轉目前市場對於
Windows 8 銷售的疑慮，甚至表達出微軟苦盡甘來，Windows 8 將能透過「各式新型裝置的
普及」與「商用領域的優勢」，成功提高市佔率的正面訊息。

2. 遠雄數位第 16 部曲－「社區智慧汽車充電系統」 
遠雄跟台達與中華電信合作，在建案中設置電動汽車充電系統，提升電動汽機車在停車與充電
上的便利性，讓民眾對電動汽車能有更高的接受度，而且也讓台灣在綠建築技術與節能減碳方
面拉近與先進國家的距離。

4-3 會展服務案例
1.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簡稱 WCIT）2012 年加拿大蒙特婁台灣雲端主題館活動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兩年舉行一次，每次都有全球科技界的知名企業與團體前來參加，大會的內
容有展覽、演講及論壇，也有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分享對未來資訊發展的觀點。這一屆的世界資
訊科技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帶領六家主要廠商參展，展示我
國在雲端技術發展成果。

2.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及「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2012 年的展覽有 1,051 家廠商參展，在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及世貿一館 1 樓 A 區展出，
使用 2,840 個攤位，展出規模創新高。展出的項目有汽車底盤、車身零件、修護設備與工具、
車用電子零組件等。此外，在展覽前，主辦單位外貿協會更率先公布 11 件榮獲創新產品獎的
得獎產品，給予重大的肯定。

3. 電子展、寬頻通訊展、雲端暨物聯網展 
2012 年「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台灣國際寛頻通訊展」、「台灣國際雲端科技與物
聯網展」暨「台灣國際綠色產業展」、「台灣國際智慧綠色城市展」五展於 10 月 9 日舉辦。
此展覽共計有超過 1000 家廠商參加，內容強調環保電子科技，包括綠建築、綠能源以及其他
相關科技，吸引許多國內外買主前來參觀。

1 2
3

4
5

❶ Windows 8 Commercial 活動中合照

❷ 遠雄「社區智慧汽車充電系統」活動合照

❸ 電子展、寬頻通訊展、雲端暨物聯網展

❹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活動中介紹

❺ 世界資訊科技大會活動中合照

23



24

4-4 社群媒體服務案例
「關島購物大使選拔」
關島觀光局於 2012 下半年舉行了購物嘉年華，藉此吸引觀光客前往關島。此次活動要選出一名台
灣區的購物大使，因此頤德藉由社群網路的服務（這次活動運用了臉書與部落格）來舉行票選，共
有 167 為參賽者角逐，吸引了 49 萬人次造訪了活動網站。本次活動藉由記者會造勢、社群網路的
拉票活動以及最後購物大使在關島當地的每日訊息，營造了多次龐大的宣傳效益，獲關島觀光局嘉
獎，是全球各地關島觀光局代表處最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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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職級男女薪資比、人數比以及年齡分布

男女人數 平均收入比 年齡比

總監 男 2 位
女 4 位

男：女
72000:65250

25 以下
26~35 : 1
36~45 : 4
46~55 : 1

56~65

經理 男 6 位
女 7 位

男：女
45467:44643

25 以下
26~35 : 9
36~45 : 3
46~55 : 1

56~65

企劃 男 5 位
女 12 位

男：女
31000:30208

25 以下 : 9
26~35 : 8

36~45
46~55
56~65

行政 男 0 位
女 4 位

男：女
0:29500

25 以下
26~35 : 3
36~45 : 1

46~55
56~65

註：以上數據以 2012 年 12 月為準，不計入董事長與總經理。

在頤德十七年了，如眾所皆知，公關行
銷是個對時間、精力消耗量相當大的產
業，然而身邊親友從一開始的擔憂與遊
說轉行，到後來的認同與欽羨，不是因
為有優渥的薪資或絕佳的福利，而是人
性、彈性的作業模式，與多元學習及友
善和樂的家庭氛圍，各種制度、規則也
因應最新的時事、趨勢進行彈性調整。
在頤德久了，自然而然變成對人尊重、
對知識追求、對生活有感的狀態， 與
其說頤德在管理制度上有甚麼優異之
處，不如說在制度之外有另一層深厚的
能量帶動、轉化著每一個成員。

同仁分享

蘇泳如

5-2 同仁薪資
本公司有一套完整的薪資制度，同仁整年的薪水由本薪、年中及年終績效獎金。績效獎金是根據同
仁的表現與投入狀況。職位與薪資之變動，通常由其主管與該員諮詢溝通，並根據公司的個人工作
表現諮詢暨評鑑表 PPCE(Personal Performance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 流程與表格進
行，最後由總經理與董事長簽核完成。

 › 2012 年 12 月全體員工男女平均薪資比

男：女 = 56292：44071

 › 2012 年頤德新進人員平均薪資 

男：女 = 31750：女 28684

臨時人員時薪：120 元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資料

2012 年基本工資 18,780，時薪 103 元

2013 年 4 月起基本工資 19,047，時薪 109 元

公司高層與全體員工的薪資中位數比例也是一項重要訊息，因為這類資料顯示了在收入分配上公平
的程度。

最高薪者年薪：其餘全體員工年薪中位數＝ 3.796：1

最高薪加薪百分比：其餘全體員工加薪百分比中位數＝ 1：12

（以上年薪包含獎金）

註：為了讓以上比較數據合理，只有計入 2012 全年都有在職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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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職場
公司同仁是頤德最主要的利害關係人，頤德盡量在綠色與健康的前提下為同仁們營造一個舒適且安
定的工作環境。更重要的是，有快樂的同仁才能更有效率地服務客戶，所以除了在身體上的關懷外，
頤德亦重視同仁的心理健康。

5-1 2012 年公司同仁人力資源狀況

2012 年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離職 4 3 4 5 2 1 2 1 2

到職 2 3 3 5 3 1 4 2 1 平均人數

總人數 40 40 41 45 44 46 45 40 39 42 42 42 42.17

男總數 14 14 14 14 15 17 17 14 13 14 14 14

女總數 26 26 27 31 29 29 28 26 26 28 28 28

同仁各年齡層性別分布及離職性別分布

性別 ~25 26~35 36~45 46~55 56~65
在職 ( 本欄
以 12/31

為準 )

M 2 7 4 1

F 6 14 3 1 2

全年新進
M 1 4

F 9 9 1

全年離職
M 2 3

F 9 8 2

2012 年 12 月頤德同仁年齡分布

25 以下 8

26~35 21

36~45 7

46~55 1

56~65 3

以 2012/12/31 為準

頤德2012年 同仁學歷分布

頤德2012年 同仁學歷分布

頤德2012年 同仁年齡分布男女同仁比例 (2012 年 12 月為準 ) 學歷分佈 (2012 年 12 月為準 )

同仁各性別比例及學歷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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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仁福利
 › 勞保與健保

2012 年勞保總支出：1,351,390 元

2012 年健保總支出：1,399,079 元

 › 頤德員工保險

年度同仁保險費用
年度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總花費金額 296,667 315,821 210,738 506,840 266,565

 › 圖書津貼

本公司鼓勵所有同仁養成閱讀好書的習慣，所以每人每月有 300 元的購書津貼。本公司在 2012 年
總共為同仁提供了 53,717 元的書籍費。

 › 住屋津貼

有些同事在外租屋，所以經濟上多一份壓力，而頤德基於體恤員工的立場，凡年資滿一年，且戶
籍在台北市與新北市之外的同仁可獲得住屋津貼，每月 3000 元。在 2012 年，頤德一共發出了
261,000 元的住屋津貼。

 › 彈性上班時間與在家上班安排

頤德原本就是責任制，上班不打卡，後來進一步增加上班時間的彈性，實施彈性上班制，結合科技
軟體，讓同仁可以在公司以外的地點用電腦與網路處理公司事務，有助於同仁兼顧生活與工作間的
平衡。

 › 半日閒與公司旅遊

為了舒緩平時勞碌工作壓力，頤德每年都不定期舉行半日閒或公司旅遊，讓所有同仁舒緩身心，也
增廣見聞。

 › 每週茶課

每週一都是同仁回公司工作的時間，得重新迎接工作的壓力，是個適應的挑戰。不過每週一的中午
董事長都會在公司的吧檯教授茶課，讓同仁可以從繁多的工作中有喘息並且培養興趣的機會。週一
茶課自從開辦以來，幾乎每週都有許多同仁參加，不但增廣見聞，還可以品嘗好茶，為公司增加了
文化氣氛。

雖然才進公司 2 個月，但是頤德是間很不一樣
的公司 !
記得剛來面試的時候 , 員工還會為你倒上一杯
水，讓你在面試中的緊張過程中可稍微舒緩不
安的情緒。
平常上班時間大家都很忙碌，所以董事長和總
經理總是會自掏腰包買當季水果或點心給同仁
享用，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工作打拼之餘也能
照顧到自身的健康。並且提倡吃素，一方面是
淨化身體，另一方面是保護地球減少碳排放量。
這些也許就是頤德特有的貼心文化吧 !

吳育華

5-3 同仁教育訓練
公司定期舉行與工作相關的在職訓練，同仁大都會參與。內容有與公關行業直接相關的簡報技巧、
新聞英文寫作、活動籌辦、CSR 相關知識等。個資法實施後，也舉行了特別的說明課程，讓同仁們
在處理個人資料時，對法規有所了解，並清楚該如何遵循，保護自己、保護客戶也保護公司。

頤德向來積極發展 CSR 業務，2012 年除了有 CSR 的訓練課程外，也舉辦了多堂 LEED 綠建築認
證課程，有許多位同仁參加，而且有一名同事已經考取了相關證照。在 2013 年還為同仁報名了
bsi 的 GRI G4 課程，積極地跟上 CSR 報告書的新發展，而且也取得了證書。

頤德同仁獲得 LEED GA 綠建築認證 bsi GRI G4 轉版課程結業證書

2012 年課程內容

1/5 新事業組 The New Business Battleground

6/7 劉振崗 動人的簡報技巧

7/5 總監 新聞英文寫作

8/1 CSR 團隊 認識 CSR

8/8 外部講師 綠領專業認證介紹

9/2,7,9,14 
9:00~18:00 外部講師 綠領專業認證

10/5 知識長 個資法

2012 年頤德

全同仁教育訓練總時數：7,308 小時

每位同仁受訓時數：173.46 小時

2012 年 6 月員工教育訓練「動人的簡報技巧」2013 年 8 月 20 日「有甚麼新玩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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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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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頤德一日遊 - 歐萊德

❷ 頤德半日閒 - 故宮

❸ 2012 公司旅遊

❹ 同仁們在茶課中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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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所種植的無毒蔬菜

平日民眾前來水花園採購

6-1 水花園有機市集
在農藥及化肥破壞環境與健康的現況之下，有機無毒農
產現今已很受重視，但台灣的有機農業產量卻很有限，
全台灣的農地中只有 0.6% 進行有機耕作。可是農友若
要投入有機農業，就得負起更大的市場經濟風險，因為
比起用農藥化肥的慣行農法，收成相當有限，不少農夫
在嘗試後只好放棄，再加上中盤商的抽成，有機農友更
是難以維持下去。此外，農舍的建造製造了家庭廢水，
汙染本來用於有機的農田，上游水源可能也已受汙染。
有機農業需整區農友都願意合作，更為有機農業的生存
增加了難度。

於是本公司長久以來一直支持全台各地許多從事自然農
法的農友，讓他們在台北能有一穩定的銷售地點，無需
再經過中盤商來銷售。早自 2011 年的 11 月起，已經
招集到許多農友到台北圓環開設市集，到 2012 年 7 月
時，搬遷至現今位於公館自來水園區的地點，已有一年
半多的時間，成為一個穩定的市集，每週六固定開市，
總有許多民眾前來購買各式各樣的無毒蔬果，讓農友與
民眾互蒙其利。

除了協助當初水花園市集的成立，頤德一直有同仁積極
的在週六前去擔任義工，幫助有機農友來經營。

思源街

舟山路

羅
斯
福
路
四
段

汀
州
路
三
段

國立臺灣大學

 三軍總醫院汀州院區

 水花園市集

6-1 地圖

水花園市集位置圖

6-2 花谷 101 計畫
頤德的管理高層過去曾致力於扶植水花園有機市集，為幫助台灣有機農業付出一份心力，但是他們
的目光不只限於銷售，甚至投向於都市人幾乎不會去接觸的耕種。頤德的董事長與林柏虎撥出時間
前去花蓮鳳林耕種稻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支持了「花谷 101 計畫」，計畫讓每一個農友有 100
戶家庭支持，農友就能以自然農法維持生計。

有機花谷米是以自然農法種植的越光米，2013 年已是整個耕作計畫的第三年，以後還會爭取更多
人來支持，為台灣的農業的發展盡一份心力。

從當個單純的消費者到每個周末參與市集
活動，從成為服務台志工、在小農們解說
下認識各式食材、在攤位秤斤秤兩幫忙吆
喝、再到產地拜訪親自下田摘採，在水花
園進行的不是交易，而是了解與信任、支
持與分享；大家有的是來自內心純粹的關
懷以及對友善土地的一種疼惜。頤德的
CSR 並不只是公司政策或口號，而是從
我們直接的參與、身體力行所建立起的認
同與永續。

同仁分享

程莞晶

花谷 101 計畫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社會企業的觀念一直是頤德經營的重要推廣項目，本身亦積極投入，於是至今已從事過許多兼顧社
會益處的業務與活動，累積了知識與專業。也因為有許多同事參與過這些業務，尚未參與的同仁也
能感受公司高層的積極，社會企業的觀念也慢慢的為本公司的同仁們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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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將子」有機農產製品
像蔭油、壺底油、花生油及苦茶油這類油品是台灣的家庭下廚經常
用到的調味料，因為常會在食物中添加，所以其品質也會影響到大
眾的健康。為了進一步為大眾的飲食安全做出貢獻，頤德董事長與
總經理以個人的身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資，推出了農產加工品品
牌「將子」，在這個品牌下有許多種食用油品，例如黑麻油、苦茶油、
花生油、白曝壺底油、蔭油膏等等多種選擇，讓消費者下廚時不但
有多種選擇又可兼顧健康。

6-4 LIFESAVER 救命水壺
乾淨的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對世界上很多的人來說卻是難得的資源，很多地方是有降雨也
有河流湖泊，但是水源不乾淨，飲用不安全。為了這個問題，LIFESAVER 救命水壺因而問世，這
個水壺有極好的過濾功能，且無須化學添加物，讓世界上更多人有機會獲得乾淨的飲用水。台灣雖
然降水充足，自來水建設也很完善，可是仍有少數的鄉下地方缺少過濾水源的設備，而郊外溪水的
品質也不一定適合飲用，或者是民眾出國旅遊時，若前往未開發的地區，也將需要為濾水做準備，
所以台灣也有人需要像救命水壺這樣的濾水工具。

頤德國際看中這樣功能的產品，於是在得到代理權後在台灣積極的經銷，有意願訂購的客戶也積極
詢問相關問題，願下單購買的不在少數。

「將子」所包含的各種產品

我們能銷售救命水壺是一件很光榮的
事，因為這個水壺真的是非同小可，無
論是任何水源取來的水，它都能過濾掉
其中的細菌與病毒，讓水質符合飲用標
準。 所以救命水壺不但厲害，還可以
在水源不乾淨的地區救人一命，每次我
們成交出貨時，都感到對於別人的飲水
安全有所貢獻。

同仁分享

王韋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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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環保相關訊息的揭露是永續報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下列出本公司依照 2012 年水電費單據換算
出的各項數據，也作為設立環境面目標的參考。

7-1 用電度數與二氧化碳排放計算
在 2011 年中，本公司於 4 月搬遷至新辦公室，固有 3 個月的電費未計入，因此與 2012 年整年用
電度數相比較，用電度數因此高於 2011 年。

兩年用電度數比較
兩年用電度數

2011 年 2012 年
57,094 度 = 205,538,400,000 焦耳 70,749 度 = 254,696,400,000 焦耳

註：1 度電＝ 3,600,000 焦耳

換算的碳排放
兩年 CO2 排放量 

2011 年 2012 年
30.3 公噸 37.6 公噸

註：換算依據是本公司 102 年 7 月帳單度數：15700 度，帳單碳排量 8352 公斤每度等於排碳 0.5319 公斤。

資料來源：
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http://www.nml.org.tw/index.asp 

台灣電力公司：www.taipower.com.tw 
經濟部能源局：www.moeaboe.gov.tw 

2012 年平均每人用電度數 2012 年平均每人排碳數
1679.3 度 893.2 公斤

7-2 用水量
2012 年水費單據標示之用水量為 242 度，等於重 242 公噸，容積為 242 立方公尺，等於 1210
個 53 加侖的汽油桶。

7-3 紙類回收再利用
本公司的用紙量相當的大，每年用量約三萬七千多張，但是卻有嚴格貫徹回收政策，只印了單面的
紙都會被重複使用，兩面都印過的也會回收。

7-4 空調清洗
本公司許多同事在中央辦公區工作，但是這個辦公區域並沒有直通的窗戶，所以空氣的流通依賴空
調系統，因此維持空調的效率相當重要。本公司每年一次清洗冷氣的濾網，藉此保持冷氣的效率，
必要時也請專業人員來進行全機保養，並使用環保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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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對照表

GRI G4

GRI 指標 揭露狀況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相關章節 頁碼 註解
Strategy and Analysis

G4-1 ●
報告書簡介
前言

P.5
P.6

G4-2 ● 前言 P.7
Organizational Profile

G4-3 ● 第一章 頤德簡介 P.10

G4-4 ● 1-2 服務內容 P.12

G4-5 ● 1-1 基本資料 P.10

G4-6 ● 1-1 基本資料 P.10

G4-7 ● 1-1 基本資料 P.10

G4-8 ● 1-1 基本資料 P.10

G4-9 ● 1-1 基本資料 P.10~11

G4-10 ● 5-1 2012 年公司同仁人力資源狀況 P.26

G4-11 本 公 司 無 關 相 關 議
題發生

G4-12 ● 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9

G4-13 報 告 期 間 本 公 司 並
無重大變動

G4-14 本公司無相關措施

G4-15 本公司無相關措施

G4-16 ● 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9

G4-17 ● 1-1 基本資料 P.10 主要涵蓋內容為頤
德國際

G4-18 ● 報告書簡介 P.4

G4-19 ● 報告書簡介 P.3

G4-20 ● 報告書簡介 P.3

G4-21 ● 報告書簡介 P.3

G4-22 無相關資料

G4-23 無重大改變

G4-24 ● 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9

G4-25
報告書無特別說明，
但以互動經驗為基
礎

G4-26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3-7 頤德與主要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7
P.19

G4-27 ● 報告書簡介 P.3~P.4
Report Profile

G4-28 ● 報告書簡介 P.3

G4-29 ● 報告書簡介 P.3

G4-30 一年或兩年

G4-31 ● 報告書簡介 P.3

G4-32 ● 報告書簡介 P.3

G4-33 本報告書無外部認
證

Governance
G4-34 ● 3-1 公司治理架構 P.16

G4-35 ● 3-4 關心企業社會責任，並重落實成效 P.17

G4-36 本公司有 CSR 團隊

G4-37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3-7 頤德與主要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7
P.19

G4-38 ● 3-1 公司治理架構 P.16
G4-39 ● 3-1 公司治理架構 P.16
G4-40 頤德無董事會變更

G4-41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3-7 頤德與主要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7
P.19

G4-42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G4-43 ● 3-3 為氣候變遷盡心力，吸取新知創新局 P.17

G4-44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平時與董事長和總
經經理互動時就有
相關討論

G4-45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3-7 頤德與主要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7
P.19

G4-46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G4-47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G4-48 ●
前言 P.6

P.7
本報告書由董事長
與總經理批准

G4-49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G4-50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P.17
G4-51 ● 5-2 同仁薪資 P.27
G4-52 ● 5-2 同仁薪資 P.27
G4-53 ● 5-2 同仁薪資 P.27
G4-54 ● 5-2 同仁薪資 P.27
G4-55 ● 5-2 同仁薪資 P.27
G4-56 ● 第三章 公司治理與經營特色 P.16
G4-57 本公司無相關機制
G4-58 本公司無相關機制

ECONOMIC

G4-DMA ● 3-2 以會議和溝通管理為運作主軸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職場

P.17
P.26

Economic Performance
G4-EC1 ● 1-1 基本資料 P.10
G4-EC2 ● 3-3 為氣候變遷盡心力，吸取新知創新局 P.17

G4-EC3
本公司至今無人退
休，尚未建立退休
制度

G4-EC4
本公司在 2012 年沒
有獲得政府的減稅
與補助等優惠

Market Presence
G4-EC5 ● 5-2 同仁薪資 P.27

G4-EC6

本公司只有雇用本
地的資深高階主管
本地指台灣，資深
高階主管指總監

Indirect Economic Impacts

G4-EC7
本公司並未參與任
何公共建設

G4-EC8 ● 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交流 P.19
Procurement Practices

G4-EC9 本公司並無收集相
關數據

ENVIRONMENTAL
G4-DMA ●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Material
G4-EN1 本公司非製造業
G4-EN2 本公司非製造業

Energy
G4-EN3 ● 7-1 用電度數與二氧化碳排放計算 P.36

G4-EN4 沒有公司外部的能
源消耗資料

G4-EN5 ● 7-1 用電度數與二氧化碳排放計算 P.36
G4-EN6 尚未開始節能規劃
G4-EN7 尚未開始節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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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G4-EN8

本公司非製造業，

沒有直接從水體抽
水。在辦公大樓的
供水系統為公用，

亦無集水回收設施。
G4-EN9 同上

G4-EN10 同上

G4-EN11
公司位於市區內，
並沒有靠近生態保
留區

G4-EN12 本公司的服務對生
態保留區並無影響

G4-EN13 本公司並未從事自
然保留地的保護

G4-EN14 本公司的活動與瀕
危物種無關

Emission

G4-EN15
頤德沒有直接生產
電力的發電設施

G4-EN16 ● 7-1 用電度數與二氧化碳排放計算 P.36

G4-EN17
會計無法調出專案，
無法知道多少交通
碳排

G4-EN18 ● 7-1 用電度數與二氧化碳排放計算 P.36

G4-EN19 本公司尚未開始減
少碳排的措施

G4-EN20 本公司沒有收集相
關數據

G4-EN21 同上
Effluents and Waste

G4-EN22
本公司非製造業，
並沒有計算廢水排
放

G4-EN23 ● 7-3 紙類回收再利用 P.37

G4-EN24
本公司非製造業或
石油業，無相關問
題

G4-EN25 本公司業務並未牽
涉貨物之進出口

G4-EN26

本公司非製造業，
並沒有計算廢水排
放，於是也沒有需
觀測的水體

Product and Service

G4-EN27

本公司的活動對環
境並沒有重大影響，
因此無揭露

G4-EN28 本公司非製造業，
因此無揭露

Compliance
G4-EN29 ● 3-6 產品責任法和環保法令遵守 P.18

Transport

G4-EN30 本公司並未制定相
關管理制度

Overall

G4-EN31 本公司並沒有針對
環保的特別支出

Supplie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G4-EN32 本公司並未對供應
商進行環境評估

G4-EN33 同上
Environmental Grievance Mechanisms

G4-EN34

本公司非製造業，
並無重大環境影響，
因此無環境申訴機
制

SOCIAL
LABOR PRACTICES AND DECENT WORK

G4-DMA ●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職場
3-1 公司治理架構

P.26
P.16

Employment
G4-LA1 ● 5-1 2012 年公司同仁人力資源狀況 P.26
G4-LA2 ● 5-4 同仁福利 P.29

G4-LA3

2012 報告期間無人
請產假，也無人請
完產假後回職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G4-LA4

若有改變都會及時
通知同仁，並不會
延一段特定時間才
告知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G4-LA5

本公司工作性質較
不會造成職業病或
職業傷害，因此未
設置相關委員會，
也無相關數據

G4-LA6 同上
G4-LA7 同上
G4-LA8 同上

Training and Education
G4-LA9 ● 5-3 同仁教育訓練 P.28

G4-LA10 ● 5-3 同仁教育訓練 P.28

G4-LA11 本公司採用不定期
考核

Divers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G4-LA12 ● 3-1 公司治理架構 
5-2 同仁薪資

P.16
P.27

Equal Remuneration for Women and Men
G4-LA13 ● 5-2 同仁薪資 P.27

Supplier Assessment for Labor Practices

G4-LA14
本公司並未針對供
應商調查勞動狀調
查

G4-LA15 同上
Labor Practice Grievance Mechanisms

G4-LA16
在報告期間並無重
大勞動相關問題申
訴

HUMAN RIGHT
G4-DMA ●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職場

Investment

G4-HR1
本公司簽約時並沒
有針對人權的條款
或人權審核

G4-HR2 ● 5-3 同仁教育訓練
Non-discrimination

G4-HR3 本公司在報告期間
並無歧視案件發生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G4-HR4

營運活動中並未出
現違反集會自由的
問題，而本公司也
未審核供應商是否
有此問題

Child Labor

G4-HR5

在報告期間並無童
工問題，而本公司
也未審核供應商是
否有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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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G4-HR6

在報告期間並無強
制勞動問題，而本
公司也未審核供應
商是否有此問題

Security Practice

G4-HR7

大樓保全人員約聘
合法保全公司 ( 國興
保全 )，接受相關訓
練合格後方可外派

Indigenous Right

G4-HR8
報告期間本公司沒
有損及原住民權益
的事件發生

Assessment

G4-HR9 本公司營運活動並
未經過人權審核

Supplier Human Rights Assessment

G4-HR10
本公司並未調查供
應商是否經過人權
審核

G4-HR11 同上
Human Rights Grievance Mechanisms

G4-HR12
本公司在報告期間
並沒有人權申訴案
件

SOCIETY

G4-DMA ●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5-3 同仁教育訓練

P.32
P.28

Local Communities
G4-SO1 ● 6-1 水花園有機市集 P.32
G4-SO2 無負面影響

Anti-corruption
G4-SO3 同仁工作守則
G4-SO4 ● 5-3 同仁教育訓練 P.28

G4-SO5 報告期間內無貪腐
事件發生

Public Policy

G4-SO6 本公司向來無政治
捐獻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G4-SO7
報告期間本公司並
沒有為了反壟斷採
取法律行動

Compliance

G4-SO8
在報告期間本公司
並沒有因違反法律
而被罰款

Supplier Assessment for Impacts on Society

G4-SO9
本公司並未針對供
應商進行社會衝擊
的調查

G4-SO10 同上
Grievance Mechanisms for Impacts on Society

G4-SO11
報告期間本公司並
無與社會影響的相
關申訴

PRODUCT RESPONSIBILITY
Customer Health and Safety

G4-PR1
本公司的服務較無
衛生健康與安全問
題

G4-PR2 同上
Product and Service Labeling

G4-PR3
本公司並未針對所
提供的服務進行標
示

G4-PR4 同上

G4-PR5 同上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G4-PR6 沒有賣任何實物產
品

G4-PR7
在報告期間並沒有
違反行銷相關法規
及自願守則的事件

Customer Privacy

G4-PR8 在報告年度並無損
及客戶隱私的事件

Compliance

G4-PR9 ● 3-6 產品責任法和環保法令遵守 P.18

全球盟約索引
類別 十項原則 報告書相關章節 頁碼 註解

人權

在企業影響所及的範圍內，
支持並尊重國際人權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
職場 P.26

企業應確保公司內部不違反
人權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
職場 P.26

勞工部分

保障勞工結社之自由，並有
效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

N/A 本公司不反對同仁集
會結社自由

消弭所有形式強迫性的勞力 N/A 本公司採彈性上班制，
藉此減輕員工工作壓
力

有效廢除童工 N/A 本公司沒有使用童工
消弭雇用及職業上的歧視 N/A 本公司在報告期間無

此問題

環境部分

支持對環境挑戰採取預防性
惜施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採取善盡更多的企業環境責
任之做法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鼓勵研發及擴散環保化科技 第二章 創新業務 P.14

反貪腐 企業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之
腐敗，包含敲詐及賄賂

第三章 公司治理與經營特色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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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6000
議題 報告書相關章節 頁碼 註解

組織治理 有助於社會責任的決策過程和結構，促進
社會責任的核心原則和基本的實際應用

第三章 公司治理與經營特色 P.16

人權

符合法規並避免因人權問題造成之風險之
查核

N/A 本公司並無特別設立之
人權查核制度

人權風險處境 N/A 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相
關問題

避免有共犯關係 N/A 同上
投訴處理 N/A 同上
歧視與弱勢族群 N/A 同上
公民權和政治權 N/A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5-3 同仁教育訓練

5-4 同仁福利
P.28
P.29

工作的基本權利 N/A 本公司不反對同仁集會
結社自由

勞動實務

聘僱與聘雇關係 N/A 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相
關問題

工作條件與社會保護 5-2 同仁薪資
5-4 同仁福利

P.27
P.29

社會對話 N/A 本公司不反對同仁集會
結社自由

工作的健康與安全 5-4 同仁福利 P.29
人力發展與訓練 5-3 同仁教育訓練 P.28

環境

污染預防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永續資源利用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氣候變遷減緩與適應 第七章 環境相關數據揭露 P.36
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棲息地修復 N/A 因產業屬性，本公司營

運無此方面影響

公平運作
實務

反貪瀆 第三章 公司治理與經營特色 P.16
政治參與責任 N/A 本公司不參與政治
公平競爭 3-5 反競爭行為 P.18
促進價值鍊的社會責任 4-1 CSR 相關服務案例 P.20
尊重智慧財產權 N/A

消費者議
題

公平行銷、客觀真實的資訊與公平交易 N/A 本公司無關問題
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保護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永續消費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消費者服務、支援、抱怨與爭議解決 N/A 本公司有協助客戶做此

方面服務
消費者資料保護與隱私 第五章 營造舒適安定的工作

職場 P.26

提供必要的服務 N/A
教育與認知 N/A

社區參與
與發展

社區參與 3-7 頤德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
互動交流 P.19

教育與文化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就業機會創造與技術發展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科技發展 N/A 本公司尚無相關活動
創造財富與收入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健康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社會投資 第六章 社會參與和社會公益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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