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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魯班鎖的概念作為主體，象徵信任之間的彼此互相穩固，各個面向呈現『自然』、

『科技』、『人文』，將各種關係結合在主體畫面內，不須任何螺絲，便能自相環扣。

如同頤德的核心價值，溝通為彼此的連結，扣連著關係與信任，創造出無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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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架構

本報告採用 GRI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出版之永續性報告指南 G4 版本進行編撰，同時參照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IR》國際整合性報導架構的六大資本概念、

ISO 26000 社會企業責任標準指南、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

報告範疇

報告資訊揭露期間以 2015 年度為主（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包含財務、人資、環境

等數據；部分特殊專案績效揭露至 2016 年第一季（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前一版報告發行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報告發行周期為每年一次。此外，不定期於官網及社群媒體溝通，

持續與利害關係人互動。

資訊揭露範圍以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揭露核心，若有涉及其他區域的資料，將於報告中標註說明。

撰寫原則

遵循 GRI G4 的三大報告內容與六大品質原則，內容符合全面（Comprehensive）選項揭露，並參考 GRI 
G4 媒體 (Media) 行業揭露及 GRI G4 會展籌辦單位 (Event Organizers) 行業揭露，並參考 AA 1000 的重大

性、包容性及回應性三大原則進行撰寫。

管理方式

本報告相關資料由頤德國際各負責部門提供，並由 CSR 部門進行資料彙整及編撰。揭露的財務數據皆經會

計師財簽後揭露，環境相關數據之計算基準與單位，來自於政府公開資訊；社會相關績效由頤德國際負責

部門及相關合作夥伴提供。

第三方查證

本報告書經獨立且具公信力之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 Council, BSI）依據 GRI G4 檢核 (check)，
本報告書所揭露內容符合 GRI G4 全面（Comprehensive）選項，意見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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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關係與信任之間的奧秘

1.1	 關於報告書
歡迎閱讀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頤德國際）2016 年企業永續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為第 5 本發行出版之報告書。

頤德永續溝通十分重視「主軸架構」的制定，永續報告書的主軸，就是和利害關係人溝通互動的內

容核心，期望幫助利害關係人閱讀過程中，更快速掌握報告傳遞的關鍵價值，以及與頤德核心價值

的關聯性。

頤德 2016 年企業永續報告的主軸定調為『關係與信任』（Relation and Trust），延伸 2014 年的

主軸『溝通』（Communications）與 2015 年的『五感溝通』（5 Senses of Communication），

今年我們進一步探討運用核心價值「溝通」的累積，與利害關係人發展的連結關係及信任。因此本

報告以利害關係人為各章節核心，溝通是彼此的連結，揭露頤德與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奧秘－

信任資產。

報告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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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頤德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關係

聯合國大會於 2015 年 9 月通過「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宣佈未來十五年的

全球共識－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頤德經內部研究各子

目標，並討論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與頤德永續經營的關聯性，將

積極回應以下五個目標，重新盤整這五個目標和頤德重大議題、

重要資本、核心能力及業務等的關係。

為有效展現核心能力「溝通」，人力及智慧資本的成熟度十分重要。因此，

對於永續發展教育及職能培育的投入及發展，是頤德穩健累積此兩大資本

的關鍵。

促進高生產力及永續包容的經濟成長，奠基頤德永續商業模式的穩固基礎

及持續拓展的機會，更是累積頤德人力與智慧資本的磐石。

活動籌辦是公關產業的一個重要溝通工具，如何在規劃及執行過程中，建

立具備永續概念的消費與生產價值鏈循環，是頤德永續營運的能量庫，也

是我們竭力的社會使命。

氣候變遷衝擊是國際高度關注的議題，如何善用「溝通」的專長，深化氣

候議題在台灣及亞洲地區的關注度，是此目標與頤德的關聯所在。

我們的眼界不僅放在台灣地區，長遠來看，頤德期許成為台灣與世界銜接

的永續橋樑。階段性地活化全球夥伴關係，不斷擴充社會與關係資本的經

營與累積，亦幫助我們持續動態調整永續商業模式。

對頤德的重大意義

企業小檔案

聯絡方式

誠摯歡迎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與指教，聯絡資訊如下：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SR 部門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78 號 5 樓

諮詢專線：886-2-2704-3024 #131 陳厚儒（Tino）

回饋信箱：service@csrone.com

頤德官網：http://www.veda.com.tw/

頤德 CSR 服務官網：www.csrone.com.tw

頤德永續溝通品牌「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

Youtube 影音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cXGaYtShTttJJ7RSxnZMQ

Facebook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SRoneReporting/

公司中文名稱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稱 Veda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產業類別 公關行銷顧問

法律形式與

所有權性質
中華民國台灣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上櫃）

資本額 新台幣 1,200 萬

董事長 蔡明勳

總經理 嚴德芬

主要服務 公共關係、永續服務、數位行銷、企業訓練

主要服務地點 台灣為主，中國、美國、東南亞地區為專案服務

mailto:service%40csrone.com?subject=
http://www.veda.com.tw/
www.csrone.com.tw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cXGaYtShTttJJ7RSxnZMQ
https://www.facebook.com/CSRone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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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與 2015 年執行績效
●目標時程調整　　短期：2016~2020 年　

中期：2016~2025 年

長期：2016~2030 年

去年我們主動提出短、中、長期目標，繼聯合國提出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後，頤德除了檢視各目標的執行成

果，2016 年起，內部更進行永續發展的目標盤點，針對環境現況作調整，期許頤德的永續經營績效與成長，

有效和全球的永續發展方向接軌。

●人才選用

●永續商業模式
●經濟表現
●人才選用

●永續商業模式
●服務品質
●媒體關係

●服務品質
●活動永續管理

●新聞議題管理
●能源運用效率 

自願承諾每年舉辦內部CSR教育培
訓課程及分享會至少12場

自願承諾於2020年底，管理階層
外訓參與頻率達每半年一次

妥善運用新專案管理系統MPR，
讓同仁熟習功能的操作，有效提
升工作效率

培養CSR人才，為台灣社會及企業
，注入更多CSR新血，成為台灣向
上向善的力量

推動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並協助客戶將活動導入
ISO 20121認證

訂定與合作廠商合作的標準作業流
程，強化供應商管理

自願承諾於2020年底，全年度碳
排放總量減少至2014年的總量的
10%以上，並於2020年底，有效
節省紙張達2014年總量的20%

鼓勵減少計程車搭乘，多使用大
眾運輸工具

持續與國內外CSR相關NPO/NGO合
作，並配合市場與政府需求，動
態調整頤德CSR商業模式，幫助企
業規劃及實行CSR策略與活動

成為台灣CSR顧問標竿，提供專業
CSR顧問服務，引領企業及大眾在
生活與經濟活動上負起環境永續
、生命關懷的責任，幫助台灣成
為亞洲實行CSR最完整的國家

「2016年 第二屆台灣企業永續報告
分析發表會」，串連國內CSR的產
官學力量，連結16位夥伴
（●詳見1.3章節）

提供CSR顧問服務，並於CSRone永
續報告平台進行永續溝通，匯流國
際與台灣的永續資訊能量
（●詳見4.2、5.2章節）

100%新進頤德同仁參與CSR內部培
訓課程，2015年共舉辦19場CSR培
訓課程（●詳見3.4章節）

規劃中高階管理層參與「7 Habits 
高效管理」外訓課程，2015年共2 
名管理階層參與（●詳見3.4章節）

因MPR系統功能持續擴充，2015
年共舉辦7次系統操作說明課程
（●詳見3.4章節）

1.以策略夥伴及資源互換等方式，
與其他單位舉辦的CSR人才培育相
關活動合作
2.初步CSR綠領人才庫的規劃
（●詳見6.3章節）

2016年第一季舉辦「2016年第二
屆台灣企業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
，順利通過ISO 20121 系統認證
（●詳見1.3章節）

2015年5月起，將「廠商評核」納
入MPR系統，並於2016年第一季的
發表會中首度訂出活動綠色採購聲
明（●詳見5.3章節）

2015年碳排總量較2014年增加
8,991公斤，影印紙張減少80張
（●詳見6.5章節）

2015年添購5張公務用悠遊卡，鼓
勵同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詳見6.5章節）

短：
◆確保頤德全部同仁均接受過CSR培訓課程，奠定每位同仁永續知識基礎
◆推動內部認證制度，以系統化的方式，確保各職級的發展及培育規劃
◆每年持續推動實習生計劃
中：
◆確保提供管理階層多元的培訓機會
◆提升內部輪調制度的實行成效，致力培育T型人才
長：
◆透過內部認證制度的推動，提升具專業技能及管理職能的綠領人才數量

短：
◆確保同仁MPR系統的運用與營運有效結合
◆完善化MPR系統的功能
◆積極參與CSR人才培育相關活動合作，到2020年，每年至少5場CSR人才培育
活動，培育至少150人
中：
◆CSR綠領人才庫的合作夥伴確立、規劃與執行
長：
◆建立CSR綠領人才庫的永續商業模式

短：
◆推動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與客戶溝通永續活動概念，深化台灣市場
的認知，到2020年，每年推廣至少20次
中：
◆將供應鏈的合作系統化，並將永續相關項目納入MPR系統的廠商評核
長：
◆協助客戶實踐活動永續管理，導入ISO 20121認證，到2030年，總共協助導入
至少5名客戶

短：
◆透過CSRone永續報告平台，提升台灣氣候減緩與調適的認知及意識
◆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提升同仁運用公務用悠遊卡
◆提升行動辦公室政策的實行成效
中：
◆制定辦公室節能減碳相關政策
◆提升紙張減少使用的成效，於2020年節省紙張達2014年總量的20%
長：
◆有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幅度，調整於2030年碳排放總量減少至2014年
的總量的10%以上

短：
◆持續與國內外永續相關單位交流及合作，深化頤德的合作夥伴連結的廣度及深
度，到2020年，每年合作夥伴達20家以上
◆持續關注政策及市場的變化，幫助企業規劃及實行CSR策略與活動，亦動態調
整頤德永續商業模式
中：
◆提供專業CSR顧問服務，成為台灣CSR顧問標竿
◆提升CSRone永續報告平台在亞洲永續市場的品牌觸及率及影響力
長：
◆致力全球永續發展網絡的參與，有效連結跨地域、跨語言的永續資源，幫助台
灣成為亞洲實行CSR最完整的國家

促進包容且永續
的經濟成長，達
到全面且生產力
的就業，讓每一
個人都有一份好
工作

確保永續的消費
與生產模式

採取緊急措施以
因應氣候變遷及
其影響

強化永續發展執
行方法及活化永
續發展全球夥伴
關係

確保有教無類、
公平以及高品質
的教育，及提倡
終身學習

永續發展目標 頤德重大議題 2014年目標 執行進度 2015年執行績效 邁向2030年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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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不該只區分你、我個別的責任，

                                       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事”
串聯台灣永續力量，齊力推廣永續性的價值

擁有開放且共享的心胸，是頤德秉持的重要態度，因為我們深知，智慧不見得非要分你的我的，而是大家

可以共享這份美好。今年度永續溝通，完整實踐此概念，是頤德精神展現的縮影。從全台灣永續報告的調

查分析報告的分析、編撰到發表出版，花費長達一年的時間，頤德扮演銜接的橋樑，適時、適人、適量地

連結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優勢，竭盡發揮每項資源的正面影響，並降低對地球的負面衝擊。

頤德由企業 DNA「溝通」，發展我們的永續品牌「CSRone」，並創立「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期許

成為全華文世界中的 CSR 資訊匯流平台，目前是台灣最大永續報告 /CSR 報告書的平台。（• 歡迎至 6.2
章節，進一步了解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此外，我們連續三年出版針對台灣 CSR 報告內容的調查分

析報告，洞悉台灣 CSR 報告現況及趨勢，期盼藉此引領國內企業接軌國際永續的潮流。

「跨領域夥伴合作，資源有效整合」是「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的關鍵方針，活動

規劃和執行秉持三個原則：「資源使用最小化」、「資源整合多樣化」、「環境與社會衝擊最小化」，

結合不同夥伴的優勢及產品服務，包含曾經合作與潛在合作夥伴的大量串聯，進行多樣化資源的溝通

及盤點。透過包容性的溝通，促進各產業、學術研究單位、政府單位 ( 金管會 )、媒體 ( 天下雜誌 ) 針

對台灣 CSR 發展現況及國際永續趨勢的多元交流。此外，活動現場的攤位交流，以及 CSRone 永續

報告平台的線上媒合正式啟動，朝全球永續夥伴的交流與合作機會邁進。

（• 歡迎免費加入 CSR 解決方案媒合專區，成為 CSR 實踐好夥伴）

【永續發展目標 17.17】依據合作經驗與資源策略，鼓勵及促進

有效的公民營以及公民社會的合作

1.3 精選專題報導

「年度永續溝通」結合企業核心，實踐活動永續管理

社會大眾

平台      資訊      大眾

政府      法規      大眾

企業      人才      學校

企業夥伴

企業      服務      廠商

企業      品牌      大眾

致力扮演

永續溝通

的橋樑

分析報告與發表會亮點績效

384 本
台灣 CSR 報告

分析

18 位
CSR 專家學者

洞見分析

10 家
現場及平台 CSR
解決方案單位

16 位
永續領域產官學

媒專家出席

85 則
相關報導
媒體批露

CSRone 平台價值連結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enterprise%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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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 與政大信義書院合作，共有
9 位學生參與。

● 提供內部 CSR 分析訓練與案
例分析課程。

● 提供工作坊、CSR 外部課程
參與機會。

多元觀點

● 分析報告中，廣邀國內外 18
位專家學者，闡述專業領域觀
點。

● 16 位永續各領域專家出席發
表會，透過議程設定的不同主
題，呈現多元見解及 CSR 解決
方案。

永續溝通

● 蒐集利害關係人重視的永續
議題，以活動積極回應。

● 藉 由 CSRone 永 續 報 告 平
台、電子報、社群媒體、合作
夥伴等多種管道溝通及宣傳永
續活動的精神與概念。 

永續創新

●導入國際標準 ISO 20121 活
動永續管理系統，在活動的規
劃及執行細節上，考量經濟面、
社會面、環境面的影響和衝擊，
彰顯永續精神。

供需媒合

●現場提供 CSR 解決方案攤位
擺設，搭配主題性設計議程，
促進 CSR 解決方案供需方交
流。

●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開闢
「CSR 解決方案」專區，提供
線上媒合服務。

【台灣永續市場調查】

擴大「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分析報告調查範疇

1. 擬定表單 善用對國際永續議題的長期累積及掌握，擬定出適切的分析調查表單。

蒐集台灣出版 CSR 報告，針對揭露內容逐一記錄於表單中。

整合各表單數據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及比對，進而研究各項資料間的關聯性。

以數據分析輔佐，同時廣參國際永續趨勢，深入剖析台灣 CSR 報告現況與發展趨勢。

2. 查詢紀錄

3. 分析數據

4. 洞察趨勢

2014

2015

2016

● 研究台灣 92 本永續報告

● 研究台灣 151 本永續報告

● 研究台灣 384 本永續報告

● 第二屆公開發表

首度公開發表

首次導入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永續溝通串流】線上及線下媒合開放，結合紙本與多媒體溝通

2016 年 3 月 23 日，頤德國際的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政大

信義書院、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於台北金融研訓院舉辦「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

表會」，有鑑於近年國內外許多企業不斷發生違背永續精神之經營策略，陷企業與社會於莫大風險，今年

分析報告主軸特別定調為「風險與機會」，除了發表 CSR 報告分析調查結果，更力邀產、官、學、媒體界

的觀點，共同探討 CSR 對企業的商業風險和機會，也於會中提供永續創新思維與未來發展趨勢，協助企業

了解 CSR 報告不是最終目的，而是透過報告撰寫的過程檢視企業之 CSR 作為；此外，更進一步的溝通，

企業需專注於本業上，並連結外界 CSR 解決方案廠商的合作，達成企業永續發展的目的，從中發現 CSR
在商業活動的新契機。 

 • 歡迎線上閱覽：「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

分析報告精華

 • 立即觀賞 9 分鐘精華影片：                                 
「2016 台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影音版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report_1391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report_1391
https://goo.gl/EPXx6j
https://goo.gl/EPXx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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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2012 年 ISO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頒 布 ISO 20121 活 動 永 續 管 理 系 統（Event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期望展會活動主辦單位，在活動舉辦過程考慮到可能造成經濟、環境、社會衝擊影響，與利

害關係人主動進行溝通，確認可能產生的永續性議題，進而訂定活動永續管理原則及目標，以 P-D-C-A
（Plan-Do-Check-Action）方式循序漸進，落實各項永續管理作法。

頤德從多年舉辦公關活動的經驗，我們發現活動籌辦往往耗費過多資源，因此，決定由核心業務出發，期

望藉由活動的永續管理，來推動永續作為及概念。因此，我們將「推動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設立為中期目標，本次我們也藉由「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的籌辦經驗，首次導入

ISO 20121 系統。

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 利害關係人議合

依據活動分工架構，列出主要工作職掌項目
以問卷與利害關係人議合，鑑別出此活動的關鍵

永續議題，9 個 Tier1 議題、8 個 Tier2 議題

參考 AA 1000 SES-2011，鑑別出 9 個利害關係

人類別

依關鍵永續議題，決定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

理系統範疇、活動永續發展政策，設定活動永

續目標

參考全球永續相關標準、法規及要求、頤德年度

目標等，整理出 32 個活動永續議題

根據設定的活動永續目標，於活動的規劃及執行

中，積極實踐永續作為，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1 4

2 5

3 6

本活動目標

與實踐

社會永續進步

經濟永續

活動

環境永續

責任

CSR 解決方案經濟媒合 提供友善環境飲食

分析報告發表 產學合作 公平交易咖啡

社會企業餐點

環保宣傳物及贈品

綠電申購

 • 現場提供 CSR 解決方案攤位擺設，提供企
業媒合機會

 • 開放 CSRone 平台線上媒合專區

 • 午餐便當食材以當地 ( 低碳 ) 為主，
葷食以雞肉為主食，素食為蔬食

 • 現場參與人數達 200 人
 • 分析 384 本 CSR 報告
 • 活動滿意度達九成

 • 參與分析報告計畫共 9 名學生  •  現場提供均為公平交易咖啡
( 與木人艸訂購 )

 • 茶點和 VIP 餐盒與木人艸訂購

 • 分析報告：大豆油墨印製
 • 資料袋：環保白牛皮紙 + 大豆油墨印刷
 • 贈品：FOFOcup 折折杯

 • 以活動會場 + 當週頤德的用電為綠
電申購度數

 • 向每個合作夥伴宣導永續活動精神
 • 使用活動通報名系統，電子化報到

 • 分析報告內 18 位撰稿專家學者
 • 發表會與談人 16 位

 • 行銷推廣
 • 新聞媒體
 • 內部培訓

 • 午餐廠商通過食安驗證

 • 現場提供均為公平交易咖啡
( 與木人艸訂購 )

合作夥伴永續活動宣導
無紙化報到

環保署低碳活動標章

多元 CSR 觀點及資訊 溝通永續活動 健康與食品安全

公平交易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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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活動籌辦為增加曝光及媒體等效果，往往會規劃許多製作物，而多數製作物的使用為一次性，因

此活動後所產生的廢棄物也相當可觀。本次「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的舉辦，「活

動相關廢棄物與環保材質的使用」是其一重大議題，因此在活動舉辦中，大幅減少製作一次性的物品，

例如：降低背板製作數量，並重覆使用；舞台背板使用電子投影的方式代替。

【永續發展目標 12.5】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

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4 頤德重大里程碑

1993

1997

2000

1994

1998

2001

 • 頤德成立，以「頤崇天德」為
營運精神。

 • 啟動科技產業公關服務領域，服
務惠普科技與台灣微軟。

 • 協助籌辦 2000 年 WCIT 世界科技
大會。

 • 跨足觀光產業公關服務領域，帛琉
駐台代表。

 • 跨足汽車產業公關服務。

 • 以運動行銷公關與會展為服務領
域，CBA 中華職籃宏國籃球隊。

 • 協助籌辦 The 2nd APEC Tech-
nomart 廣宣及會員經濟體國內外
參訪招商。

 • 成立致德投資 e21 於香港成立
關係企業。

2015

 • 遷移至敦化南路二段。
 • 參與 ICF 智慧城市國際事務。

 • 完成第一本 CSR 報告書。

 • 遷移現址。
 • 獲經濟部中小企業 CSR 優選企業獎。
 • 開始推動行動辦公室。

 • 成立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 跨足電子商務產業。
 • 推動 MPR 專案管理系統。

2006

2009

2011

2013

 • CSR 部門正式成立。

2004

2007

 • 跨足半導體產業公關服務。
 • 導入生活文化學習課程。

 • 服務關島觀光局。
 • 數位行銷部門正式成立。
 • 建立全球服務網。

 • 公開發行第一本 CSR 報告書。
 • 首度為企業撰寫完整 CSR 報告書。

2010

2012

 •  擴大舉辦「2016 第二屆台灣企業永續
分析報告發表會」，出版「台灣永續報
告現況與趨勢分析報告」，活動獲得
ISO 20121 認證。

 • 拓展藝術文化創意產業，協助 ART
TAIPEI 2014 國內外媒體與行銷事宜。

2016

2014

( 截至第一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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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02
我們的綠海策略

2.1	 經營者的話

Q：頤德的 CSR 使命為何？

Q：頤德永續經營短、中、長期的策略藍圖與未來策略是什麼？

Q：在資源有限下，頤德持續推動對內與對外的永續過程中，最需要改善 / 精

進的面向為何？

Q：隨著今年各國正式簽署巴黎協議，全球開始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

為 2030 年的目標努力，頤德在這國際永續潮流中扮演什麼角色？

Q：頤德下一個 20 年的關鍵營運優勢與作為為何？

Q：頤德對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承諾是什麼？

頤德國際在 CSR 領域自八年前開始啟動，主要是受到前輩的啟發，期待頤德能接起推動

CSR 的棒子，既然身為社會的一份子，並且也期待明天的一切會更好，我們當然有責任來

提醒各產業多盡一份社會責任，也希望所有企業都能同心協力在獲取利潤之餘，真心注重環

境、勞工、經濟等面向的保護措施，以免創造營利之後留下一個殘破的自然環境給後代。

企業是目前全球掌握最多資源卻也是製造最多污染的群體，頤德除了引導同仁實踐永續

社會、永續環境、永續經濟的概念之外，還要鼓勵所有利害關係人傳揚這些永續的概念

給周邊的企業及朋友。我們的策略藍圖就是透過行動找回藍天綠地，讓大地的萬物都能

各得其所，而不是為了經濟利益，逼得本土的物種逐一消失。至於我們的下一步，會朝

向鼓勵同仁找出對前三項有益於永續的事務，然後每年撥出幾天加入志工行列，而且各

自針對參與項目進行進度考核與知識管理，讓志工的志業也能有更深度的視野。

讓頤德的永續知識面的傳播更廣泛的影響周邊國家，雖然台灣在此面向未必是先行者，

頤德也不是唯一的責任擔當者，但大家為永續的地球各盡一份心力必有助於為下一代創

造更美好的未來。因此我們要將 CSRone 以多種語言的面貌推到亞洲各國，讓周邊各國

的良知企業都能用到我們可便於自身製作 CSR 報告書的平台。讓更多的企業都能經常檢

視自己的營利行為是否朝永續的目標更進一步。

雖說頤德只是一中小企業，但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心，我們願意朝著多元的面

向來推動永續發展，期待更快的讓更多的企業關注此議題並在經營管理中加入永續的模

式。至於 SDGs 的推動，那屬於規格制訂，需有各參與國的共識，目前我們除了研究其

執行細節外，也試著與 CSR 報告書的製作規則相融合，這樣才不至於與世界進化的腳步

脫軌。

頤德約每五至八年會來一次轉身的改革，可是這種改革需要全員參與，否則改革只會流

於形式，不論管理或經營層面，都需要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及語言，這就塑造了一個企業

的組織文化，除了讓同仁在低壓力環境下工作，更需要所有同仁在忙碌之餘參與組織的

翻身過程，這不只是為了公司及現有成員，也是在為下一代找出更優良的體制與奠立現

代伊甸園的基底。

與同仁共享經營利益、與客戶分享更健康的組織氛圍、與外包廠商同享無壓力的工作模

式、給予股東所期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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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的話

Q：全球永續意識持續提升，頤德目前或未來的風險與機會是什麼？

Q：2016 年第一季，頤德舉辦「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順利

獲得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認證，這帶給頤德什麼新的啟示及可能性？

Q：在資源有限下，頤德持續推動對內與對外的永續過程中，最需要改善 / 精

進的面向為何？

Q：頤德 2007 年成立 CSR 團隊，將 CSR 概念融入核心服務內，頤德 CSR
的下個十年，有什麼新的規劃？ 

Q：頤德對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承諾是什麼？

頤德面對的風險有三個面向－自律不夠嚴謹、創新的速度不夠快、落實不夠精確札實。

頤德在永續方面是積極的，我們早在 2007 年就成立了 CSR 事業部門，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在開發 CSRone 平台，2013 年建置了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這幾年穩定成長，

但也必須不斷創新，尋求最佳營運模式。頤德在永續的投入，讓原本的公關溝通專業更

精進，融合了企業管理與商業創新的內涵，在市場上能獨樹一格，在業務與人才培育上

都是不錯的機會。

CSRone 團隊的企圖心和決心值得欣慰，希望這份企圖心和決心能為永續發展開創新的

領域。ISO 20121 落實至其他活動的領域，也是值得推廣的，但看來需要相當的規劃，

才能在台灣目前在環境認知與經濟績效仍呈拉鋸的狀況下展開。

1. 借力使力，掌握時效，開創新的領域，包括新的服務模式、服務新的產業、服務新的客戶等等。

2. 更深更廣的同仁核心能力培訓，加強專業服務與拓展事業的企圖心。

不論是 CSR 或 PR 的發展，每天都要有進步，哪怕是細微的改進。大環境變化快速，有

效的營運模式又需要時間的淬鍊；因此，我認為處處用心，不厭其煩不斷改進，勇敢向

前是不二法門，也是這 24 年來的模式。

今日的基礎與成功經驗不一定是明日的優勢。開放的心胸，寬廣的態度，循序漸進但不

急躁的步調是我們的基本理念。

聆聽他們的期望，但更需要了解期望背後的理由與形成因素，逐漸落實最能謀和各方的

策略。

清楚有效的溝通，讓彼此的理念與價值觀能互相了解。建立信任的關係，為彼此創造期

待的機會。

主動尋求新的，能幫助彼此成長的利害關係人。擴大新的機會，開展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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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參考 AA 1000 SES-2011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 (SES) 的五大原則，鑑別

出本報告的主要利害關係人。

鑑別 6 個利害關係人

02
參考全球永續相關標準 / 規範 / 倡議、國外媒體業標竿、頤德歷年重大議

題、頤德年度目標、利害關係人回饋等，蒐集相關議題。

蒐集 60 個永續議題

03
依據永續性脈絡與利害關係人包容性，依 GRI G4 及 GRI G4 行業揭露

( 媒體 ) 的考量面，決定議題邊界。

決定議題邊界

04
以問卷方式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彙整其對各議題關注程度，並由高層管理

者 ( 經理級以上 ) 判定議題對公司衝擊程度，蒐集結果進行問卷分析。

採抽樣方式，與頤德內部不同職位之同仁訪談，紀錄關注之議題和揭

露內容。

量化調查 - 82 份有效問卷   質化調查 - 10 次內部訪談

05
針對量化與質化分析結果，CSR 部門與頤德經營高層討論，將重大矩陣

圖中 Tier 1 議題訂為 2016 年頤德永續報告揭露的重大議題。

11 個重大議題

2.2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鑑別流程

主要利害關係人

06
CSR 部門評估並確認報告涵蓋的範圍、考量面及時間，並由頤德經

營高層核准。

發行報告後，在準備下年度永續報告時，重新審視前一年度報告的考量面

之重大性，同時納入利害關係人回饋，確認報告內容之平衡及合理性。

6 個重大議題考量面

對頤德重要性與意義利害關係人範疇

同仁對頤德的意義，不是資產的主從關係，

而是家人的幸福共享及傳遞，期許擁有「頤

德 DNA」的同仁開枝散葉於社會各領域中。

正職同仁

實習生

工讀生

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是頤德財務基礎的根

本，透過專案合作，與客戶創造永續扶持和

成長的夥伴關係。

合約客戶

專案客戶

潛在客戶

身為公關的角色，媒體是我們溝通的重要對

象。適時、適地、適人提供清楚合宜的訊息

給媒體，為客戶爭取在媒體上最有效的議題

及披露，搭建客戶與媒體間溝通互動的橋樑

是我們工作核心。

各線媒體記者

頤德多數服務都需與合作夥伴連結才得以順

利完成，因此與各領域的合作夥伴，共同發

展更優質及永續的服務和產品，是我們很重

要且持續精進的價值。

永續策略夥伴

活動軟硬體供應商

各類設計師

攝影師

模特兒等

政府法規的持續變化是我們要持續關注的，

提早規劃具遠見的藍圖，提高頤德服務品質

的前瞻性。
各級政府機關

幫助客戶與當地組織的長期互動是頤德業務

的重要一環，透過包容性溝通，創造彼此互

信及共榮的關係。

產業公協會

NGOs
NPOs

社會企業等

同仁

客戶

合作夥伴 / 供應商

政府機關

當地組織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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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

利
害
關
係
人
重
視
程
度

對頤德永續營運衝擊程度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回饋

●同仁向心力

●同仁創意與溝通

●經驗 / 知識管理與傳承

●風險管理

●客戶回流

●公司治理

●法規遵守

●隱私保護

●能源運用效率

●工作與生活平衡

● CSR 實踐

●價值與實務連結

●工作環境

●永續商業模式

●經濟表現

●服務品質

●人才選用

●重視企業文化

●薪酬福利 ●內部溝通管道

●客戶溝通績效

●媒體關係

●新聞議題管理

●活動永續管理

高

高

低

註：因議題眾多，圖僅呈現 Tier1~Tier3 之議題

利害關係人 主要溝通管道及頻率 主要溝通議題
溝通與

回應的章節

同仁

■ 主管業務會議 ( 每月 )
■ 同仁會議 ( 不定期 )
■ 年度 Kick-off 會議 ( 每年 )
■ 每月慶生會 ( 每月 )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Lync 通訊溝通 ( 每日 )

■ 永續商業模式

■ 薪酬福利

■ 人才選用

■ 內部溝通管道

■ 重視企業文化

第三章

客戶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專案會議 ( 不定期 )
■ 檢討會議 ( 不定期 )

■ 服務品質

■ 活動永續管理

■ 客戶信任

■ 客戶溝通績效

第四章

媒體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傳真 ( 不定期 )
■ 媒體餐敘 ( 不定期 )
■ Media Pitch ( 不定期 )

■ 媒體關係

■ 新聞議題管理
第四章

合作夥伴 /
供應商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專案會議 ( 不定期 )
■ 檢討會議 ( 不定期 )

■ 服務品質

■ 活動永續管理

第五章
第一章

政府機關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專案會議 ( 不定期 )
■ 檢討會議 ( 不定期 )

■ 法規遵守 第一章

當地組織
■ 電話與電子郵件 ( 每日 )
■ 專案會議 ( 不定期 )
■ 檢討會議 ( 不定期 )

■ 永續商業模式

■ 活動永續管理

第六章
第一章

重大性矩陣圖

重大
議題

Tier 3

Tier 2

Ti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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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重大議題與考量面邊界

經重大性分析及頤德經營高層評估討論後，以下是頤德與利害關係人共同關注的議題，並對照 GRI 考量面

與管理方針揭露（Disclosure Management Approach, DMA）進行資料蒐集，於本報告完整說明我們如何

管理與 11 個重大議題相關的經濟、社會和環境衝擊。資料蒐集的範疇，我們界定出組織內及組織外邊界，

確保資料揭露的透明度及完整性。

重大議題 對頤德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
GRI G4

重大性考量面

組

織

內

組織外
主要

回應章節客戶 媒體
合作

夥伴

當地

組織

永續

商業模式

永續資訊更新速度極快，如何

無縫接軌地滲透及動態調整我

們的商業模式運作，是頤德內

部必須持續思辯及精進的重要

課題

管理方針揭露

DMA
2.3

經濟表現

持續展現經營與治理績效，是

頤德永續發展在財務資本上的

基礎，幫助我們創新服務上的

投入發展

經濟：

經濟績效
2.5

人才選用

持續吸引並選用好的人才，影

響頤德人才及智慧資本的累

積，並進而提升其他資本的價

值，推動頤德的永續商業模式

勞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勞僱關係

3.2

服務品質

不斷創造服務上的品質升級，

是輔助頤德永續發展的重要推

動力

管理方針揭露

DMA
4.2
4.4

重視

企業文化

我們認為，同仁是家人，不是

資產。因此，讓每位頤德人對

公司企業文化有深切的認同

感，是頤德的使命；讓同仁藉

此更凝聚向心力，是我們持續

努力的目標

勞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員工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

3.2

重大議題 對頤德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
GRI G4

重大性考量面

組

織

內

組織外
主要

回應章節客戶 媒體
合作

夥伴

當地

組織

薪酬福利

提供合理的薪資及福利是企業

的責任，也是公司對同仁價值

貢獻肯定的一部分，唯有合理

的薪酬福利，才能吸引並留住

好的人才

勞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勞僱關係

3.3

內部

溝通管道

保持內部暢通的溝通管道是頤

德堅守的原則，透過無階級的

溝通讓更多創新的點子被激盪

出來，動態優化我們的永續商

業模式

勞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勞工實務申訴

機制

3.5

客戶

溝通績效

專案規劃與執行過程中，溝通是一

大部分無形的成本。因此，如何有

效與客戶溝通，並在溝通與服務的

過程中，提升客戶對頤德的信賴感，

將客戶流失率降至最低，是頤德業

務永續極重要的一環

產品責任：

產品及服務

標示

4.2

媒體關係

公共關係是頤德主要服務類

別，「有效經營媒體關係」是

提升服務品質及客戶溝通績效

很重要的面向

管理方針揭露

DMA
4.3
4.4

新聞

議題管理

「新聞議題的即時掌握及管

理」是頤德在資訊爆炸時代維

持永續發展的一大工具，提升

我們考量新聞訊息時效性的品

質管理，進而優化頤德的服務

品質

行業揭露 -
媒體：

內容創作

(Content 
Creation)

4.3
6.2

活動

永續管理

活動管理是公關溝通顧問產業

的核心。透過導入永續概念，

提升每次活動正面影響，並將

社會及環境負面衝擊降到最

低，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管理方針揭露

DMA

1.3
2.3
4.4

具有重大性，揭露完整資料

註：淺紫色為 2012 年起連續四年均為重大議題

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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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商業模式－持續創造永續價值與資本

隨著社會的變化日新月異，永續商業模式的優化循環是幫助頤德永續發展的關鍵，透過四大方向的策略方

針，每月高階管理職級的主管會議，不斷討論服務上的創新可能，持續創造價值與資本，為頤德自身及產

業價值鏈提供「加值」服務，也透過內部創新提案的方式，開放回饋及互動，讓每位同仁一同參與頤德創

新翻轉的過程。

參考整合性報告的精神，頤德盤點內外部各種形式的資本，我們重新審視六大資本之間的關係，及對頤德

永續商業模式的關鍵影響要素。經內部討論後，確認六大資本中的「財務資本」、「人力資本」、「智慧

資本」、「社會與關係資本」對頤德永續經營具重大關鍵意義。

願景

策略方針

目標

價值與資本

分享與溝通 CSR 最新資訊與知識，

協助企業深化經營、環境與人性永續，

營造社會共贏的發展趨勢。

創新
溝通互動

永續資產
累積

扁平
組織結構

工作職場幸福化

公司治理透明化客戶服務優質化

環境保護制度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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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本
●財務報酬永續成長 ( 詳見 2.5 章 )

人力資本
●強化創新服務發展 ( 詳見 4.4 章 )
●提升同仁的能力與經驗 ( 詳見 3.4 章 )
●強化同仁忠誠度 ( 詳見 3.2 章 )

智慧資本
●持續發表永續出版品 ( 詳見 1.3 章 )
●擴大永續資訊溝通範疇 ( 詳見 6.2 章 )
●獲取國際標準系統認證 ( 詳見 1.3 章 )

社會與關係資本
●提升頤德及相關品牌價值 ( 詳見 4.2 章 )
●深化利害關係人議合的信任 ( 詳見 2.2 章 )
●建構合作夥伴關係 ( 詳見 5.2 章 )

Value Creation

管理
方針

SDG4：教育品質

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

SDG13：氣候行動

SDG17：全球夥伴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2.3	永續經營模式

「信任資產的累積」是永續溝通的基礎，因此，「真誠」是頤德經營的根本，建立與各利害關係人專業共

榮的溝通渠道，並與市場和目標族群做客製化的有效互動。在各產業領域，以「創新服務」為彼此創造極

大化的附加價值，一方面提升公司同仁永續學習成長，強化內部幸福感；另一方面，以專業知識與經驗協

助客戶做整體的策略整合，創造品牌優勢。

符合法律規範的他律，對頤德只是 60 的及格分數，我們奉行的是透過企業文化的無形氛圍，創造道德倫理、

發自內心的自律正循環。

（• 歡迎前往頤德官方網站，詳細了解我們：http://www.veda.com.tw/）

重大
議題

“ 頤德的永續經營格局：
跳脫及格 60 分的他律，實踐 100 分的自律 ”

http://www.ved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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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國際董事的選任，係依證交相關法令及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董事會及符合法定持股比例

要求的股東提名，依法定程序辦理董事提名公告及審查作業，為避免最高治理機構的利益衝突，我們依照

下列程序進行控管：

新任董事均須簽署願任同意書，遵守公司法第 23 條的規定，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所有董事均須簽署聲明書，聲明已確知公司法第 206 條有關表決權行使的迴避內容及其違反的法律效果

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17 條已明定董事應自行迴避事項

在董事的高道德自律標準下，頤德的董事會成立迄今未有任何利益衝突事件發生

頤德專注於經營上的成長，因此頤德董監事均未支薪，僅依各董事持有股份為基礎，進行股利的發放。

2.4	 CSR 治理

頤德多年的堅持－治理原則

公司治理，有如一家企業的骨架，透明誠信的治理，為企業創造的價值是長遠的。頤德公司治理秉持 CSR
精神，不僅主動負起我們對各利害關係人的責任，更視為企業的社會使命。「頤崇天德」是頤德成立至今

一向秉持的原則，積極展現身為 CSR 執行者與推廣者的價值。

董監事組成與薪酬

頤德有設置董事會，並由三名董事、一名監事組成，董事會每年或有重大事項發生時召開，以監督公司營

運遵循法令的規範，並確保財務透明。各董事透過每月主管業務會議，與各經營團隊討論及溝通重大永續

議題，經營管理高層相關意見及執行，可直接在會議中報告。

頤德 2013 年起，每年公開出版年度永續報告書，並不斷嘗試以各種管道，如官方網站、CSRone 永續報

告平台、臉書專頁、Youtube 影音頻道等，主動與各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的溝通，以當責的態度，透過實

踐與推廣的並行，彰顯 CSR 精神及價值。由上而下透明化的溝通管道，賦予各階層權利及義務，向接觸

的利害關係人溝通包容性的制度及策略發展。

頤德國際的 CSR 決策，以總經理為最高決策者，給予頤德在永續發展經營方向。每年頤德永續報告書，

均經由董事長及總經理正式檢視及核准，以確保揭露內容涵蓋所有重要關鍵議題，積極回應利害關係

人的期待。

【永續發展目標 16.6】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行為誠信
透明公開的管理與治理：以平等尊重的觀念創造無階層差異的溝通文化，並以

專案管理系統詳實紀錄專案動態與金流，以利與廠商及客戶溝通

遵守會計原則

遵守會計法則、營運狀況公開透明：每個月公布營運狀況，依據內部財務與市

場狀況，進行動態性策略調整。堅持不漏開發票，並由專業會計師進行年度稽

核、查帳與財簽

重視股東權益
盈餘分配與公開財務狀況：每一會計年度將當年盈餘全數分配，以承擔股東權

益。除法定保留盈餘外，紅利發放給股東，並對股東全面公開公司財務狀況

職稱 現職 名字 性別 年齡層 學歷
於其他

董事會任職

董事長 - 蔡明勳 男
50 歲

以上
南澳大學商學博士候選人

財團法人台北市

賽珍珠基金會

董事 - 蔡明晃 男
50 歲

以上
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碩士 -

董事
頤德國際

總經理
嚴德芬 女

50 歲

以上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eMBA 碩士學位
-

監察人

頤德國際

CSR 部門  
成員

蔡孟儒 男 30~50 歲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

「永續創新」的頤

德 DNA

堅持「多想一步」

的服務理念

重視商業道德

講求企業誠信

提供產業

高附加價值

服務

建立溝通

服務產業

標竿

實現公司

與同仁永續

成長

帶給社會

正面積極

影響力

避免惡性競爭與挖

角

無階級溝通文化

堅持不涉入菸酒與

政治相關業務

積 極 將 CSR 概 念

融入各專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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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總經理

公關部門 CSR 部門 數位行銷部門

經營
事業部

人力
資源部

知識
管理部

資訊
部門

財務
會計部

行政
部門

頤德一直以責任永續企業自許，以提供社會具影響力的溝通為己任。責任企業的價值是透過企業經營績效、

對社會的反饋及對環境的責任得以全然彰顯。而公司保持營運獲利的成長，是持續帶動企業永續發展的主

要引擎。

2.5	財務績效重大
議題

項目 / 年分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年營收入總額 91,302,885 120,540,151 147,007,833

營業收入淨額 91,226,380 120,448,724 146,799,462

年營業成本 73,361,826 98,918,257 119,856,884

營業毛利 17,864,554 21,542,603 26,942,578

營業費用 16,632,879 19,431,890 23,674,704

所得稅 386,524 504,149 561,696

課稅所得額 2,273,675 2,965,586 3,304,093

年總薪資成本 23,178,258 30,115,579 33,402,394

營業毛利率 19.58% 17.89% 18.35%

純益率 2.46% 2.45% 2.22%

單位：新台幣（元）

頤德近三年總營收持續成長，在 2015 年總營收為新台幣 147,007,833 元，較去年成長 21.87%。隨著頤

德規模和人數的增加，營運成本及費用逐年提高，營業毛利仍維持在 18% 以上，2015 年營運毛利率也較

2014 年成長至 18.35%。企業唯有健康的財務狀況，才能不斷永續成長，同時在經濟、社會、環境三面向

積極展現作為，致力互利共榮的社會，對頤德來說不只是被動接受的責任，更是我們堅持的永續使命。

歷年總營收

歷年營業毛利率

2013-2015 年

2013-2015 年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120,000,000   140,000,000   160,000,0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015 年

2015 年 18.35%

147,007,833

120,540,151

91,302,885

17.89%

19.58%

2013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單位：新台幣（元）

註：財務數據以 2015 年財簽財報為基準

註：財務數據以 2015 年財簽財報為基準

2014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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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風險管理與因應機會

“ 風險控管只是基本，
看見背後潛藏的機會，才能開啟永續的大門”

「風險與機會是一體的兩面」，風險管理是正視風險的第一步，而「提前挖掘風險中潛在

的機會」才是頤德永續營運及創新的一把鑰匙。因此，頤德以積極正面態度，持續內部思

辨、整合與管理，可能影響企業經營及永續發展的潛在風險與機會。

財務風險 法規風險 氣候風險

攸關頤德企業營運的永續性，若出現財務資金缺

口，將導致內部經營中斷，進而影響同仁生計、

供應商營運等。

● 隨時檢視營運績效，絕不負債經營。

● 財務透明化，與往來銀行保持良好互動。

● 秉持「不漏開一張發票」的原則，並與國稅局

維持友好互動。

● 鼓勵同仁內部創業，更已積極為同仁未來

創業前期的資源做預備，累積未來創新的

開發機會。

● 獲得深耕「永續創新」企業文化的先機，加速

「產業服務升級」的效度與韌性。

● MPR 新專案管理系統的完整度，將打造為頤

德的創新服務，協助提升專案執行效率

● 頤德 CSR 知識含量及經驗的累積，隨著政府

對企業 CSR 規範越嚴格，將創造更多加值的

永續服務。

● 透過「行動辦公室」多年的推行，逐步提升同

仁不受地域、氣候等外部因素影響的因素，更

往「數位辦公室」的辦公趨勢邁進，降低辦公

室行政支出，辦公室能源耗用、通勤的碳足跡

消耗等。

● 致力遵循法規，嚴格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維護利害關係人隱私。

● 運行 MPR 新專案管理系統，以多種身份辨認

權限控管與機制，保障資料安全。

● 每日固定搜尋管理 CSR 相關政策及資訊，提

升因應的即時度。

● 每月不定期召開業務會議，檢視經營績效，討

論重大議題，協助各專案順利執行。

● 透過專案系統化及財務公開透明化，堅守道德

承諾及誠信原則，塑造反貪腐的企業文化。

● 每份合約簽署均經董事長審核，讓公司業務風

險最小化。

● 2013 年起便實行「行動辦公室」政策，最小化

因氣候因素導致無法維持營運的可能。

法規的遵循影響頤德服務品質，若出現違反法規

之情事，將可能導致客戶流失。

影響頤德的財務狀況，導致內部營運萎縮，進而

影響同仁生計、供應商營運等。

客戶對頤德服務專案是否符合各項環境保護趨勢

或標準的要求更嚴謹。

內部創業 服務升級 創新服務 數位辦公室

衝
擊
影
響

管
理
機
制
與
方
式

潛
在
機
會
效
益

業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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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同仁不是資產！而是家人…

3.1	 永續經營觀點	-	同仁

人事經理－游巧怡 Cherry

永續觀點－

營造身心靈舒適的幸福環境

幸福職場的永續觀點，對我而言，既然工作壓力與大環境競爭非我們能掌控，那就想辦法讓每個人每一天

都能用正向、積極、開心、自信來面對工作與壓力，因此從工作氣氛、同仁互動、照顧同仁身心靈成長到

舒適與彈性辦公環境與模式，每一項都會是規劃的關鍵！

工作氣氛與互動

職場道德與禮儀固然重要，但卻不一定與位階正相關，以團隊模式打拼是多數人所嚮往的，能遇到可以一

起共患難、同歡樂的夥伴才有機會營造出融洽的互動模式。在頤德當然有階級之分，但溝通卻不見得一定

要透過層層關卡，「別想太多，有問題直接說」是身為 HR 的我很常會說的一句話，因為對外面對客戶與

媒體壓力已經夠大，若連對內溝通都需要迂迴與攻心計，那豈不是更加耗損同仁精力？公司要做的理當是

同仁的後盾，像家一樣，因此塑造出讓人能自然而然互動溝通的氣氛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身心靈成長

對每一位工作者來說，薪資與實際層面的福利 ( 如津貼、補休等等 ) 是評估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入的重要因

素，不過以中小企業的我們來說，雖然很努力規劃各項福利措施，但真要比較的話或許仍有相當的進步空

間。不過在追求財富之外，或許有更多面向的知識同樣是需要每個人多加關注的，因此公司特別重視生活

觀念的重建與感官覺知的精微，例如飲食、作息、茶課到 2016 年開始的讀書會，都是希望在工作的同時，

心靈面也同樣能有無形的成長。

此外，為了能讓每一位同仁都能有系統且確實累積相關產業的專業技能，開始推動內部認證機制，透過傳

承、教學相長與具體的學習目標，幫助每一位同仁能更精確習得公關、數位行銷或 CSR 等領域專業知識與

技能。

彈性辦公環境與模式

許多人對於公司的第一印象就是行動辦公室模式，這樣彈性的工作方式其實與多變的溝通產業很契合，但

彈性不代表隨便，反而更考驗每個人的自律性，因此相關配套與檢驗機制就有存在的必要。當然絕大多數

同仁在工作上的自我要求與自律性都很強，也才能讓行動辦公室模式一直存在。

要讓員工打從內心認同所謂的「幸福職場」是項艱難任務，但我深信，若企業能持續投入與努力打造，同

仁一定能感受到幸福滋味！

管理
方針

廣納有潛力的溝通人才及

年輕人，以實際財務支出

( 薪酬福利 )，及多面向的

培育，吸引人才留任。

財務資本

INPUT

OUTPUT

在同仁內部活動中，透過

提案競賽的形式，激勵創

新的動力，及能力與經驗

的投入。

持 續 投 入 永 續 資 訊 的 蒐

集，加以彙整於 CSRone
平台。

定期內部溝通頤德文化及

品牌價值，並舉辦內部活

動，連結同仁彼此間的關

係。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社會與關係資本

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

投入能力與知識的培育，

給予創新發揮的空間，一

再創造優質的服務品質，

提升專案業務績效，增加

客戶信任度和續約比率，

進而增進財務資本。

財務資本

在持續的知識分享、創新

激勵、財務投入下，促進

同仁創新、領導、管理及

合作能力的累積。

同仁在 CSRone 平台經

營維護過程中，獲得平

台營運與管理知識，提

升智慧資本。

藉由內部投入、溝通、

互動的過程，加深對企

業文化的認同感，強化

內部彼此的信任關係。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和同仁的關鍵互動

社會與關係資本



2016
頤德國際企業永續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

關係與信任
RELATION AND TRUST

44 45

人才選用承諾－「家人」與「夥伴」的真誠相待

延攬優秀適合的人才，是台灣企業面對的一大課題。頤德在人才選用上，認真看待每一個環節。人才招募

秉持「公開公平」原則，所有同仁任聘均須經過筆試及嚴謹的面試程序，期望延攬認同頤德理念的家人夥伴，

情感的支持與關懷層面如家人，工作業務的成長與學習層面如夥伴。為減少個人與工作期待的落差，在筆

試及面試過程，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口條清晰度、目標與想法明確度，人格特質正向積極都是我們重視的

條件。

關注到時代逐漸轉變，頤德要提供給台灣年輕人的不全是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傳承，青年需要更多的是機會

和舞台，因此，頤德對零職場經驗的社會新鮮人抱持開放的胸襟，我們願意給予無經驗但態度積極的新鮮人

機會，提供有夢想的年輕人在頤德擁有發揮其創意及想法的舞台。

面對年輕人就業無經驗的問題，頤德願意招募社會新鮮人，並提供扎實專業的培訓，給予發展空間和機會，

讓年輕人在頤德創造舞台，無論其職涯規劃是繼續在頤德與我們共同成長，或到其他國家、公司組織發展，

我們都樂見：一日頤德人，終身帶給這個世界更多正面能量。

【永續發展目標 8.6】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大幅減少失業、

失學或未接受訓練的年輕人人力分布

3.2	人才吸引與留任
重大
議題

2015 年 社會新鮮人到職概況

男 女

社會新鮮人到職人數 1 3

總到職人數 4 15

社會新鮮人佔比 25% 20%

此外，我們尊重每位「頤德人」，不因個人性別、國籍、年齡、宗教信仰、種族等外在因素，對其任聘、

考核、升遷有任何影響，我們堅持，不歧視是對個人基本的尊重。遵守台灣《勞動基準法》制定相關政策，

在同仁就職當天完成簽訂勞動契約，並完成勞健保之投保，保障同仁工作安全。若公司欲終止勞動契約，

也將依《勞動基準法》提前預告：於公司服務 3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提前 10 日預告；於公司服務 1 年以

上 3 年未滿者；提前 20 日預告；於公司服務 3 年以上者，提前 30 日預告。頤德創立至今，從未有強迫勞動、

聘雇未滿十六歲之人員等情事發生。

同仁的回饋

PR 部門／楊筑棻 Emily

回溯到去年此刻，我還在徬徨畢業之後該繼續求學或投入職場，很開心有

幸加入頤德這個溫暖大家庭。同仁們給予我的，不論是傳授專業知識亦或

分享生活態度，都堆砌了我這一年來的成長。想當初還擔心非本科系又沒

經驗的自己會不會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原來多慮了～在這個充滿活力的環

境，認識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所長的同事，大家互相學習，一起成長！

在這裡，我想最重要的並非經驗，經驗可以培養累積，態度卻是一個人的

根本。態度決定選擇，態度影響思路，態度可以改變未來。感謝頤德願意

給新鮮人一個挑戰的機會！

頤德人的共同醞釀－我們的「頤德」文化

頤德企業文化的塑造，不是 Top Down 單方面傳遞，而是全體「頤德人」在工作及生活中，共同醞釀而成的

專屬「頤德文化」。

人本文化的生活品味 開放尊重的溝通與創新

快慢之間的工作哲學

因產業的特性，「求快求變」是工作上常遇到的狀況，

因此每位頤德人都有顆「處變不驚」的心，拿捏著「加

快速度」與「放慢腳步」之間的哲學。

頤德持續傳遞「以人為本」的精神，並透過公司的

慶生會、文化之旅、讀書會等，讓每位頤德人在工

作忙碌及資訊時代中，保有「人」的感官與覺知。

在頤德的環境，很重要的學習是「聆聽」，我們樂

見並重視每位頤德人的聲音，開放每個人的創意和

意見表達，是塑造頤德持續創新的關鍵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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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家人概況及組成

因業務持續擴展，頤德人數量也不斷成長，2015 年共有 63 位，其中包含永久合約的全職人員 51 名，及臨

時合約的工讀實習生 12 位。

2015 年頤德人力結構

類別 組別

男性 女性 性別小計

人數
佔該組別

比例
人數

佔該組別
比例

人數
佔全體

員工比例

職務

企劃人員 19 30.1% 35 55.6% 54 85.7%

行政人員 1 1.6% 8 12.7% 9 14.3%

管理層級

管理階層 12 19.1% 13 20.6% 25 39.7%

一般同仁 8 12.7% 30 47.6% 38 60.3%

年齡

20~30 歲 6 9.5% 25 39.7% 31 49.2%

31~40 歲 10 15.9% 13 20.6% 23 36.5%

41~50 歲 3 4.8% 3 4.8% 6 9.6%

51 歲以上 1 1.5% 2 3.2% 3 4.7%

學歷

碩士 10 15.9% 7 11.1% 17 27.0%

大學 / 專 10 15.9% 36 57.1% 46 73.0%

聘僱合約

永久合約 17 27.0% 34 54.0% 51 81.0%

臨時合約
( 工讀實習生 )

3 4.8% 9 14.2% 12 19.0%

性別小計 20 31.7% 43 68.3% 63 100%

總計 63 人

註：數量統計以 2015 年 12 月計算

反應公關產業所需的創造力、高活力、富彈性等特質，頤德正職同仁有 96% 的非管理職是落在 40 歲以下

的年輕族群；而頤德也積極培養年輕一代的領袖，68% 任管理職的同仁介於 24~40 歲的青壯年，也顯示我

們對年輕同仁的信任，更願意給予領導團隊的機會，於工作實務學習與培養團隊領導和管理經驗。

頤德正職同仁年齡分布

類別 年齡層 男 女 比例

管理階層

30 歲以下 2 1 12%

31~40 歲 6 8 56%

41~50 歲 3 2 20%

51 歲以上 1 2 12%

合計 12 13 100%

一般同仁

30 歲以下 1 15 62%

31~40 歲 4 5 34%

41~50 歲 0 1 3%

51 歲以上 0 0 0%

合計 5 21 100%

頤德 40 歲以下管理階層佔全體 68%

註：管理階層包含董事長、總經理、總監、經理、副理

頤德內部向心力

高流動是公關產業共同面臨的挑戰，因此頤德很早便開始重視此問題。每位同仁離職的因素包羅萬象，包

括自我評估工作型態不適合、另有其他領域職場規劃、自我進修等，而我們主動因應此狀況的努力方向之

一，便是「提升同仁向心力」。

溝通

企業理念

創造同仁

發言機會

提升

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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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 Kick-off Meeting 及年終大會，董事長樂於給予同仁

機會發表自己的創業夢想和價值觀。

除了讓同仁享用健康美食，說明相關政策福利及人事佈達，更安排

「生活分享」的橋段，提供同仁機會分享。

2016 年頤德規劃

每週讀書會：

每週三和週五的讀書會，採自由參與，藉書中文字的咀嚼，探索及分享彼此的解讀與價值

觀，提升參與同仁的正面能量。

Kick-off 
& 年終大會

每月慶生會

每週一三五茶課給予同仁工作放鬆，恣意交談的好時光！同仁可自

由參與，輪流沖泡自己挑選的茶種，彼此藉泡茶到品茶過程，品味

五種感官的變化，也在輕鬆的交談氣氛下，加深對彼此及頤德文化

的認識。

每週茶課

我們相信，提升同仁向心力需要推力與拉力兼施，除了一方面溝通及傳遞企業理念，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創造

同仁發言機會，透過各類固定但富彈性的聚會，大量鼓勵同仁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價值觀、夢想、生活體悟等，

希望藉著每次的交流互動，讓大家敞開心胸去接納不同意見的溝通，也提供更多機會聆聽同仁們真實的聲音。

2015 年 頤德正職同仁新進與離職概況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年

總數
每月
平均

離職 2 0 1 1 2 1 3 0 0 1 3 0 14 1.17

到職 3 1 1 1 2 2 1 2 1 3 2 0 19 1.58

男總數 14 14 15 15 15 15 15 15 16 18 17 17
年離職率

女總數 33 34 33 33 33 34 32 34 34 34 34 34

月離
職率

4.26% 0.00% 2.08% 2.08% 4.17% 2.06% 6.25% 0.00% 0.00% 1.96% 5.83% 0.00% 28.69%

月離職率＝當月離職人數／ ( 上月底在職人數＋當月底在職人數 ) ／ 2

年離職率＝ 2015 年每月份的月離職率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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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頤德正職同仁年資

性別 男 女
總數 比例

年資 管理階層 一般同仁 管理階層 一般同仁

<1 1 3 1 6 11 21%

1~5 4 2 3 12 21 41%

5~10 1 0 2 2 5 10%

10~20 4 0 6 1 11 22%

20~ 2 0 1 0 3 6%

合計 12 5 13 21 51 100%

2015 年 頤德正職同仁年資

女性平均薪資比 男性平均薪資比

2015 全年平均 1 1.01

平均起薪（新台幣） 29,727 30,000

平均起薪與 2015 年台灣基本工資之比例 1.49 1.50

頤德五年以上年資的正職同仁，佔全體 38%

註：若曾離職，並再回頤德工作的同仁，於上表的年資重新計算

人才選用承諾－「家人」與「夥伴」的真誠相待

頤德國際的薪酬政策由總經理為最高核准單位，並承諾頤德聘用之正式員工及臨時雇員薪資，皆高於基本

工資標準（2015 年 7 月 1 日起，台灣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0,008 元，基本時薪調整為 120 元）。

頤德同仁的年薪由本薪 13 個月加上年中與年終績效獎金構成，績效獎金係綜合同仁表現與各組績效成果

發放。同仁的職位與薪資異動，須經過各組總監與同仁面談，並完成「個人表現諮詢暨評鑑表」（PPCE, 
Personal Performance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評量，並由總監提報總經理與董事長審閱簽核。透過

PPCE 考核表格了解同仁成長狀況，以及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期待與掌握，2015 年共計 33 人次完成 PPCE
檢視。

頤德另設有額外獎勵制度，以胡蘿蔔代替棍子的方式，鼓勵同仁在工作中不斷創新，突破自我。

獎金項目 適用對象 說明 發放準則
2015 年

獲獎同仁數

專案創意獎
各組專案
人員

專案人員在業務執行上，包含
提案、活動流程等有具備創意
之表現，並有具體成果 ( 如提
案經客戶認同且完全採用、
工作流程改善提升工作表現效
率、專案期間表現獲客戶具體
讚賞等 )

●一季發放一次

●由總監評估後提名

●以集點方式計算，一個專案
一點，一點獎勵金 600 元

9 人

貢獻獎 全體同仁

包含專案人員、行政人員等，
凡針對與公司有關之營運與制
度等提出正面具體建議並且採
用

●一季發放一次

●由直屬主管、相關改革小組
召集人提名

●依照建議內容與影響層面規
模等裁定獎金，金額 1000-
3600 元

2 人

安全獎金

承接汽車
產業長約
合作客戶
之專案人
員

為提高同仁在平時車輛管理上
的謹慎細心度，透過獎金給予
同仁鼓勵與肯定，同時降低車
輛管理人為疏失與風險

●小組獎金：三個月發放一次，
以團隊為單位

●凡連續三個月小組同仁在日
常車輛處理上均零失誤，可
獲得小組獎金 15,000 元，
獎金由小組成員依工作執行
比例進行分配

6 人

3.3	薪酬福利
重大
議題

管理
方針

頤德正職同仁各職級男女薪資（不包含年中與年終獎金）

女性平均薪資比 男性平均薪資比 平均薪資（新台幣）

總監 1 0.99 74,300

經理職級 1 0.93 53,538

副理職級 1 1.09 43,060

專案企劃職級 1 0.99 34,038

行政 1 1.4 39,178

註：上述數據以 2015 年 12 月計算

以下為各職級人員每月平均薪資統計，同職級同仁會因業務性質、職等、起薪、年資等考量因素的不同，在

個人薪資上有所調整及分配。此外，行政人員亦因職級及年資的因素，男女薪資比例差距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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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健保、團保

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總花費金額
（新台幣：元）

2,864,547 3,530,636 3,929,459

年度租屋津貼費用

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申請人數 5.66 人 4.57 人 7.64 人

總花費金額
（新台幣：元）

203,700 164,377 275,143

2015 年 頤德正職同仁福利

福利 說明

三節獎金 每年三節發放禮金

員工保險

（勞保、健保、團保）

除了遵守勞動基準法提供同仁勞保、健保的保障，由於多數同仁因工作型態經常需

要外出洽公或籌辦活動，因此公司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提供同仁多重的工作安全

保障

租屋津貼
為體恤外縣市同仁租屋的經濟壓力，頤德提供租屋津貼，年資滿一年，戶籍地不在

大台北地區，並在外租屋的正式同仁，可申請每月租屋津貼新台幣 3,000 元

每月圖書金

頤德固定訂閱中外文報紙 15 種、雜誌 50 種，供同仁自由取閱。此外，鼓勵同仁

廣泛閱讀，多方汲取知識與資訊，正式同仁每月可申請 300 元的書籍購買費，培養

自我學習的能力

誤餐費 若當日工作時間超過 9 小時以上並超過用餐時間，同仁可申請當日誤餐費 100 元

加班補休
於假日、非平常工作日、或平常工作日因公務需求上班超過 8 小時，經主管許可，

可申請一般日最多 4 小時、假日最多 8 小時補休時數

3G 補助 副理職級以上專案同仁可視業務需求申請 3G 上網補助費

2015 年 頤德薪酬最高同仁與其他同仁年度總收入之中位數的比率

薪酬最高同仁年薪比 其餘同仁中位數年薪比

4.9 1

註：僅以 2015 年全年度在職同仁計算

2015 年頤德總薪資最高同仁未加薪，其餘同仁平均調薪幅度為 0.9%，2015 年度總薪資調幅比例的中位數為

1.5%。

( 僅計算任職滿 2014 與 2015 兩年的同仁，不包含年度總薪資最高者 )

同仁福利表
隨著不斷上漲的的房價，在大台北地區要找到適宜、又負擔的起得的租屋住宅，更為困難。頤德重視同

仁們在居住上的安全與品質，為減少外縣市的同仁租屋上的經濟負擔，公司提供每月租屋津貼，凡年資

滿一年，戶籍地不在大台北地區，並在外租屋的同仁均可申請。希望透過每月的補貼，確保每位頤德同

仁的住宅起居達一定水準，降低因租屋而影響個人生活品質等環境因素，間接提升工作的品質及效率。

【永續發展目標 11.1】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

安全的，以及負擔的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窟

2015 年 頤德全體正職同仁平均薪資比例（不包含年中與年終獎金）   

女性 男性

平均薪資（新台幣：元） 40,933 48,780

比例 1 1.19

註：上述數據以 2015 年 12 月計算

年度書籍費用（包含每月正職同仁申請之圖書費用）

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總花費金額
（新台幣：元）

202,228 246,811 246,515

註：2015 年永續報告 p.28 之年度書籍費用數據有誤，原為 447,939 元，更正為 246,811 元

退休保障

頤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每月負擔不低於 6% 的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並按行政院核定的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提繳儲存於該同仁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的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2015 年 頤德新舊制退休金同仁數量

選擇勞退舊制同仁數 選擇勞退新制同仁數

6 46

註：只包括 2015 年 12 月在職正職同仁，不含工讀生

由於 2015 年頤德的職級構成，女性為專案企劃職級的人數佔全體女性一半，故整體平均薪資較男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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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人的職涯發展四大啟發面向

3.4	職涯發展與人才培育

幫助同仁有系統且有規劃地成長，提升工作職能及效度，是頤德的責任。我們希望站在「啟發與影響」的

角度，讓每位頤德人依個人的特質及學習興趣等，同步朝專才及通才兩面向發展。

提供同仁嘗試不同的專案工

作，在適才適所的職場環境

中不斷精進，獲得自我實現

的機會。

透過軟性的體驗及感受，啟發

同仁們文化知識水平及生活上

的學習能量提升。

提供同仁公關、CSR 等專業知

識及技術培訓課程，協助同仁

工作能力上的提升。

給予同仁不同機會，利用分組

討論的方式，發想各種創意點

子，培育同仁自我創新的能力。

部門輪調制度

文化生活培力

專業培訓課程

內部創新競賽

部門輪調制度－創造同仁與公司的雙贏

職涯探索

與嘗試

多元能力

培養

適才適所

的崗位

同仁自我

實現

部門輪調

制度

頤德鼓勵同仁積極探索自我職涯方向，培養多方面工作能力；同時部門輪調機制，也將適合的人才放到對

的位置上，亦幫助提升公司的專案業務的效能。

同仁任職達一年若想嘗試不同的專案工作，可主動提出輪調申請；若任職滿三年則會由人資部門主動提出

輪調之討論。提出申請的同仁須與雙方部門總監與人資部門三方進行溝通協調，了解同仁對輪調的想法與

期待，經確定同仁工作志趣與能力符合部門所需，再配合各部門人力狀況，決定輪調時機。2015 年共有 3
名同仁進行部門輪調。

同仁的回饋

部門輪調培養兼具「通才」和「專才」的

T 型人才

CSR 部門／林新雅 Cyndi

2014 年進來頤德時，因當時人力狀況，先進入公關部門，並執行部分的數

位行銷業務。2015 年，透過部門輪調制度轉到 CSR 部門。

儘管 CSR 部門業務和原業務差異很大，但其實三者並不衝突，反而彼此

互相加分。因為一開始在媒體公關及社群經營累積了一些基礎及實務操作

經驗，可以帶給現在組內專案及發展新的刺激；也因為公關、數位行銷、

CSR 三個都接觸過，對個人職涯發展的方向，有更清楚的藍圖，更知道自

己適合做什麼、喜歡做什麼。

記得前陣子華碩董事長施崇棠曾表示：「未來最需要的人才，是能深、能廣，具有通才和專才的 T 型人才。」

身在數位時代中，傳統單項能力的專才已不完全吃香，但只廣而不深的通才，也容易被取代。頤德的部門輪調

制度，協助同仁有規劃地培養「通才」和「專才」，拿捏兩者之間平衡。工作事務都是要親身經歷過，才知道

是否適合自己，對於試圖在職場上探索方向的年輕人才，這個制度提供了一個很彈性的選擇！

頤德人才培育

頤德同仁的成長是帶動公司永續經營及創新發展的關鍵。因此，頤德期望能規劃完備的同仁培訓計畫，以

多元化的課程幫助同仁提升專業職能、平衡工作與生活，而同仁接受培育的機會也不依性別有所差別。

2015 年 頤德人培育課程

培訓類別 課程說明

新人培訓
新的頤德人，我們均安排任職第一天進行公司理念、公司營運項目、行政系

統操作介紹等基礎教育訓練，每位新進同仁，也都會安排 CSR 基本概念及趨

勢的一對一培訓課程，並由 CSR 部門同仁主講

管理階層培訓
著重在專案與人員管理能力。2015 年的培訓以管理思維為主軸，在有限的時

間中，讓工作的成效發揮到最大

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訓
為提升同仁的工作能力，頤德規劃與業務相關的培訓課程，包括公關基礎概

念、簡報溝通技巧、專案管理、職場禮儀等

文化培育及活動學習
舉辦文化之旅、電影賞析、生活講座，讓同仁在放鬆身心的同時獲得充實的

學習能量

電腦培訓
以 Lync、Mobile office、MPR 系統操作使用為主，幫助同仁順利執行工作任

務，進而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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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類別 總人次 總時數
辦理方式 依性別分類 依職級分類

自辦
訓練

委外
訓練

男性 女性
管理
職級

專案
職級

行政
職級

新人培訓 36 3 108 10 43 5 48 0

管理階層培訓 2 16 2 16 16 32 0 0

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訓 175 28 145 30 231 1,031 126 1,125 11

文化培育及活動學習 57 12 57 77 174 121 100 30

電腦培訓 81 4 81 38 124 64 90 8

總時數 351 63 263 89 372 1,388 348 1,363 49

平均時數 21.88 40.82 13.92 61.95 12.25

2015 年頤德同仁培訓

類別 日期 主講人 主題 分享重點
費用

（新台幣）

出席

人次
時數

新人
培訓

全年度 CSR 部門 CSR 概念
CSR 趨勢概念介紹、

公司 CSR 業務
0 19 1

全年度 人資部門 PR Concept 公關概要 0 17 2

管理
階層
培訓

全年度
外部講師 -

睿仕管理顧問
7-habits 高效管理 0 2 16

專業
知識
與

技術
培訓

全年度
人資部門、公關部

門、財務部門
PR 基礎課程

企劃架構、活動預算與

rundown、媒體生態、

新聞寫作、Media pitch
0 59 18

全年度 CCS 系列永續課程
永續競爭力

研習系列
0 12 3

2015.02.24
董事長、總經理

財務／人資部門
VEDA Kick off

1. 2014 年營運概況

2. 2015 年目標與規劃
10,000 47 2

2015.05.14
資訊部門、

公關部門

有效善用工具 ( 上 )
Word/Excel

0 13 2

2015.05.22 總經理 向上管理 0 14 1

2015.08.28
外部講師－

敏哲公關鍾筱敏
客戶管理 3,000 20 1

2015.12.28
外部講師 -

LG 生活事業
職場禮儀與彩妝 0 10 1

文化
培育
及

活動
學習

2015.05.19 外部講師－光遠心 九式瑜珈介紹 九式瑜珈介紹 0 20 1

2015.

05.28-29
外部講師－光遠心 身心靈探索之旅

光遠心診所參訪、竟心村

參訪、創意提案競賽
300,000 24 8

2015.12.18
影想文化藝術基金

會
電影賞析 阿罩霧風雲 II －落子 30,000 13 3

電腦
培訓

全年度
資訊部門、

公關部門

營運系統上線

說明與教學

MPR 專管系統使用教學

新增功能教學
0 72 2

2015.06.23
資訊部門、

公關部門
Lync 使用教學 0 9 2

統計 343,000 351 63

2015 年頤德共 12 名參與實習生培育計劃

未來人才培育－實習生計劃

除了針對頤德同仁的培訓，我們更注意到未來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促進頤德人力及智慧資本的累積。

2015 年，我們規劃寒暑期的實習計劃，兼顧基礎概念及實際應用，包括基礎課程、參與專案規劃與執

行，並以 Mentor 制度，一對一關心每個實習生狀況，確保其學習狀況，也幫助其了解公關產業特性，

啟發其未來的職涯發展與創意潛能。另一方面，也透過 Mentor 制度，提供年輕專案執行人員機會，

累積領導與管理的經驗。

以「暑期實習生計劃」結合學生理論知識與產業職能的應用，參與計劃的學生透過進入頤德不同部門

及組別，於實習過程中，除了提供相關基礎課程的培訓，更透過實際參與專案規劃與執行，提升學生

工作技能與實務經驗，強化其未來職場就業的適應力及抗壓性。

【永續發展目標 4.4】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擁有相關就業、覓得好工作

與企業管理職能的年輕人與成人的人數增加，包括技術與職業技能

2016 年頤德規劃

英文線上學習機制：

語言能力在公關產業是很重要的基本能力，為強化同仁英文能力的自我提升，考量每位同

仁適合的程度不同，將提供線上學習的課程機制。

內部認證制度：

以具體指標檢視各職級的專業技能，同時提供三大類 (PR/CSR/Digital Media) 認證類別，

透過內外部課程學習，協助同仁各面向發展專才，並取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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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的回饋

CSR 部門／劉德鈴 Christine

在 CSR team 最大的收穫就是更了解目前台灣 CSR 落實的情況，透過看很

多企業的報告書和每天相關新聞，以前只是覺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這是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現在則認為這是每間企業都必須努力的行動，如果自己能喚

起大家對 CSR 多一些的關注，是件更有意義的事。

考量到公關產業的特性，完全固定的上下班時間較難掌握，活動前的前製工作到較晚的情形，有時也無法

完全避免，但頤德相當重視每位同仁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創立至今，並未發生過任何工作過勞的情事，

而我們更戒慎地避免因長期超時工作過勞的案例發生，公司給予同仁彈性的工作及個人空間是必要的。除

了董事長不斷透過各內部溝通場合，表達適度的關懷及提醒，頤德高層管理者更以身作則，充分拿捏兩者

平衡，當同仁下班後，除非極為緊急事件外，不以私用的通訊軟體告知同仁工作事項，希望給予每位頤德

同仁充分的私人空間經營生活品質。

考量頤德企業文化與公關產業生態，頤德在職場環境中，發展六大特色，期許朝著幸福企業的目標邁進。

【頤德特色】展現創新 DNA 的年終大會

頤德鼓勵同仁勇於創新，提供許多機會，讓同仁發揮。每年頤德年終聚餐，由新進頤德人發想及規劃執行，

給予發揮創意的舞台，也提供彼此熟識的機會。2015年的年終聚餐以「緣知原Way」的主題，利用「原汁原味」

的諧音，象徵頤德人齊聚的緣分與真摯情感，更以指定不同類型的穿著風格出席，傳達「突破自我」的概念，

呼應頤德跳出舒適圈的「創新 DNA」。2016 年 Kick-off Meeting 亦將「內部創新競賽」融於議程中，以分組

方式討論各組在業務發展上的創新想法，藉此激盪出各式創意，並利用 2016 年開始逐步規劃與落實。

知性趣味
高度彈性

多元互動

高度自由

創新啟發

深度關懷

3.5	最佳職場環境
重大
議題

【頤德特色】兼具知性及玩樂的文化之旅

頤德每年規劃不同主題的文化之旅，除了讓同仁在忙碌的工作中能放鬆身心與交流情感，我們更重視透過

每次旅程讓大家認識台灣的地方文化，並提升同仁專業能力與身心能量。

藺草文化 台南鹽田
光遠心
竟心村

台東池上
稻作體驗
三重奏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頤德規劃

台東池上稻作體驗三重奏：

採自由參與，規劃系列的台東池上種稻體驗，從插秧、除草、收割，讓頤德同仁親身參與種稻過程，一面

認識都市以外的農村文化和生活，也讓同仁從平日工作業務中，有放鬆喘息的轉換空間，創造不同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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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頤德的文化之旅以「身心靈探索」為主題，參訪社會企業「光遠心」，走訪旗下的光流聯合診所與

聖達瑪竟心村，透過整合醫學的認識，以及冥想、品茶、香道、能量互動等課程體驗，幫助同仁沉澱與舒

緩身心，並與自己深層對話，為生活與工作重新注入能量。在文化之旅過程，內部也舉辦了提案比賽，讓

頤德的同仁發揮公關人的創意與溝通能力，發想如何強化大眾對光遠心的品牌認識，頤德期望以核心能力

與良善的企業彼此互惠與交流，帶給社會正面的影響力。

同仁的回饋

CSR 部門／李莉儂 Nancy

2015 年 5 月剛成為公司的一份子，相當幸運能夠躬逢其盛一年一度頤德的

文化之旅。這次的旅行與同仁們一同走訪社會企業光遠心，體驗整合性醫

學，並在冥想、香道、能量互動的課程中，放鬆忙碌緊張的心情，也重新審

視自身與他人的連結與互動關係，晚間入住充滿中國風與茶文化的秋山居，

也讓人感到安寧與閒適。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分組的品牌行銷提案競

賽，對於當時在公司還是新鮮人的我，能與許多豐富經驗的同仁一同討論與

發想，真的是一次難得且收穫滿滿的經驗！兩天一夜的旅程雖然不長，但這

趟旅程卻可以感受到公司的悉心安排，有別於一般的員工旅行，除了玩樂與

放鬆，還多了一份學習與成長，讓人不禁期待明年度我們又將一起探訪台灣

哪個美麗的角落呢？

【頤德特色】高彈性的行動辦公室制度－ Mobile Office

頤德實施 Mobile Office 制度已五年之久，「對同仁自律的培養與信任」與「高度結合現代科技的運用」，是

頤德實施行動辦公室（Mobile Office，以下簡稱 MO）制度的基礎。同仁可以在辦公室外的地點，以電腦與網

路連線的方式處理公司的事務，給予工作更多彈性的空間。

（歡迎進一步了解：頤德行動辦公室制度）

2015 年 MO 的落實狀況提升，每月約有三分之二的同仁申請 MO，每人每月平均申請 MO 超過 2 天。為了提

高同仁 MO 意願，將於 2016 年調整 MO 申請規範，放寬原本每週 2 天的限制，改以每月 4 到 12 天較彈性的

安排。

2015 年 頤德人 Mobile Office 落實概況

2015 年平均 2014 年平均

每月 MO 總天數 117.47 82.94

每人每月平均 MO 天數 2.39 1.93

申請 MO 人數 32.5 24.08

每月月申請 MO 百分比 66.11% 53.32%

註：不重複計算人次，包含之後離職的同仁

工作與生活平衡

讓同仁有自主權平衡工作中的

緊湊及生活的步伐，充分給予

同仁自我時間管理的空間。

高應變能力

提高組織對環境變化的應變，

如遇颱風等不可抗拒之外在因

素時，同仁們可直接在家做溝

通協調及事務處理，達到有效

的風險控管。

高彈性工作型態

提升同仁上班時間的彈性，可

針對當天工作職務的內容和性

質，自行調配工作地點與型態。

【頤德特色】多互動的開放工作環境空間

頤德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知識分享，因此，辦公室的規劃，打破傳統 Cubic 隔間式的設計，採用開放的

辦公環境，創造更多溝通的氛圍與可能性。採以多元的辦公空間設計，包括：中央區開放空間、吧台、和室、

透明玻璃隔間的會議室等空間設計，希望突破以往傳統間隔辦公的疏離，增進同仁之間交流分享的機會，同

時達到緩和工作緊張氣氛的效果。

因此，頤德同仁們沒有固定座位，而是依當天工作的心情喜好，自行挑選當天辦公的位置，也創造不同組別

之間更多的互動機會。另外，辦公室的擺設，隨處可見綠色植物的點綴，希望淨化空氣品質，也讓同仁上班

時能有在家般的舒適愜意之感。

管理
方針

http://www.veda.com.tw/about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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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特色】高自由的 Open Door Policy －透明的溝通管道

頤德所有會議室的隔間，甚至包括董事長與總經理辦公室，全都使用玻璃為隔間，透明、一目瞭然的設計

呈現，直接表露頤德「敞開」的文化氛圍。董事長及總經理辦公室更施行Open Door Policy，隨時敞開的門，

歡迎同仁隨時進辦公室分享創新的想法及給予公司建議。

公司鼓勵同仁在工作中，不論職級、性別、年齡，都可以自由表達想法或提出建言，以開放的工作氛圍，

帶動公司與同仁共同成長。頤德設有同仁意見信箱（Cherry@veda.com.tw）及「員工申訴處理制度」，同

仁隨時可以表達或提出意見，以口頭或書面格式向公司人資部門提出申訴事項，並交由各專案總監負責處

理申訴事件。

另外，頤德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制訂「頤德性騷擾防治措施及處理要點」，以人資部門為申訴管道，若有

性騷擾之情事可提出書面申訴。並於申訴與調查相關過程保密處理，以維護申訴者隱私，而若性騷擾案件

屬實，則以公司人事規定懲處。而頤德成立至今，尚未發生過相關之情事。

管理
方針

頤德對同仁的建議及創意表現出高度的接納，將同仁的想法視為重要的智慧資本，內部溝通採取扁平式

組織的方式，高層經營者 Open Door Policy 的落實、開放式的工作環境，層層減少內部溝通的隔閡。

傾聽同仁真實的心聲，是各決策者回應的第一步，也透過慶生會、茶課、文化之旅不同氛圍的營造，創

造高度包容性且互動參與性的環境，以實現此目標 16.7 的真諦。

【永續發展目標 16.7】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

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

【頤德特色】關懷日常工作的健康生活

安全、舒適、健康的工作環境是同仁們基本的權益，頤德辦公室的公共安全，考量台灣位處高危險

地震帶，特別租用有隔震器的大樓辦公室，並提高建築的耐震強度，除了每年例行性的消防安全檢

查，更裝置門禁設備，希望公司同仁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下工作。此外，關心同仁日常工作間的「食」，

是頤德在小細節上的貼心，期望成為同仁在專注工作的健康補給。

禁菸標誌貼於辦公室，面試時將抽菸列於檢視項目之一，並宣

導無菸害工作環境。

不定期採購有機食品供同仁享用，如當令水果、紅黎麥巧克力

粉、有機烤番薯、芋圓紅豆湯、黑豆茶、手工湯圓等。每月慶

生會準備的食品亦以有機及有益身心健康的食物為主。

無菸害工作環境

提供有機食品

2016 年頤德規劃

同仁滿意度調查：

2016 年底將進行同仁滿意度調查，以公司政策制度、薪資結構、福利措施、獎勵辦法、

辦公環境、內部認證機制 ( 含講師與上課內容 )、實習生計畫、申訴與溝通管道為主要調

查方向。

管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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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勞基法修正】專案工時與成本管理－ MPR 專管系統

根據《勞基法》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時 8 小時、加班每月不能超過 46 小時；但《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責任制條款」，特定職務的勞僱雙方可約定超出法令的工時，並送各縣市勞工局處核備

後生效。

而 2015 年元旦起，有 14 類責任制工作者回歸適用勞基法一般工時規定，為因應公關顧問業修正不

再適用責任制規定，且便於公司更清楚人力成本的運用，MPR 專管系統開發【專案工時與成本】

的功能。透過同仁每天針對各專案任務填寫的工作時數，專案總監及專案負責人可隨時了解同仁投

入每個專案的人力工時，進而有效管理各專案的人力成本；同仁也可根據填寫的工時表，作為申請

加班的依據，讓同仁投入正常工時以外的時間，得到相對的補償。

由知識長和資訊長內部開辦「工時管理及加班申請」系統操作課程，共兩班，一方面，實務操作教

學可幫助同仁理解建置目的，也提升功能操作的學習效率，另一方面，同步蒐集同仁的回饋及建議，

以針對系統的實用性及操作面進行優化。

建置目的

●因應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掌握專案人力工時及成本

●建立同仁額外投入補償機制

●工時填寫

●加班申請

●專案人力成本統計

功能

2016 年頤德規劃

鮮乳訂購：

於 2016 年 3 月起由公司統一訂購鮮乳坊小農鮮乳，鼓勵同仁在公司享用美味健康的早餐，

每周配送 2 次共 12 瓶。

健康檢查補助方案：

2016 年起，滿 5 年以上同仁每年 6,000 元補助，1 年以上 5 年以下同仁每年 4,000 元補助。

在【專案工時與成本】的功能不斷修正及優化後，2016 年 1 月正式上線，為期一年的推廣時間，鼓勵同仁

主動填寫，也開放同仁提供使用上的建議，持續進行調整和優化，並規劃 2017 年納為同仁每日必要執行項

目，確實施行專案工時管理，作為專案報價及同仁培訓的參考指標。

（•歡迎至 4.4 章，了解 MPR 專管系統全方位的功能）

此外，頤德實行週休二日制度，並依照國定假日予以放假，而我們也持續關注近期各界不斷討論《勞基法》

工時修法之「一例一休」或「兩例」，針對此未來可能的調整，頤德秉持以同仁福利為最大優先的原則，

將維持原週休二日制度，並依最後決議之國定假日予以休假。詳細的工時及休假規範調整，將待修法確定

後向同仁公告。
管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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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包容性溝通的秘密

4.1	永續經營觀點	-	客戶與媒體

公關顧問，是客戶與媒體的溝通媒介，透過媒體記者的報導，傳達客戶想要傳達給閱聽眾的訊息。看似簡

單的工作，其中卻蘊含許多的專業；首先，要具備瞬間洞悉客戶需求的專業，換言之，就是需要先聽懂客戶，

了解客戶的產品，找出差異性；其次要具備了解媒體生態與報導屬性的專業，唯有掌握記者的採訪路線與

報導傾向，才能投其所好，有效地將客戶的企業形象、產品或是服務，推銷給媒體記者，吸引媒體記者的

關注與興趣，最終產出符合客戶期待的報導。

上述任務的達成，全賴於彼此間「信任關係」的建立，就客戶端而言，公關顧問屬於高涉入性的工作，接

觸的不僅是客戶中高階以上的主管，獲得的資訊是高度的機密，承接的任務更是市場上未曾揭露的消息、

產品或是服務。因此，取得客戶的信任就非常重要，相信你可以為其保密及精確無誤地完成任務；就媒體

端而言，撰寫新聞是記者的天職，在每天受限的版面，以及這麼多場活動的邀約中，最終決定參加你邀請

的活動，也是建立在記者對於你判斷新聞的信任上，相信你可以提供記者報導所需的新聞資訊，不會讓他

捨棄其他活動，卻無法從你邀約的活動中撰寫新聞。

這樣的信任關係卻非一朝一夕能夠建立，它需要日積月累，把握每次的服務機會並將服務做到盡善盡美，

從中建立客戶及媒體對於公關顧問的信任。頤德國際本於「客戶至上」的公關守則，把握住每次的服務機

會，並將自己比喻為民間的「有應公」，有求必應，不管是在何時，只要客戶或是媒體有需求，當竭盡心力，

使命必達。

從事公關顧問工作近 20 年，許多的新客戶是來自於既有客戶或是媒體朋友的介紹與推薦，這一層深度的信

任關係是如何建立的，個人認為，只要把握住認真及同理心這 2 個原則，認真地了解客戶的企業、產品、

服務及相關的產業價值鏈、認真地完成每次的任務，並將其做到盡善盡美，讓每次的服務機會都為信任加分；

而同理心則是站在客戶及媒體的立場設想，將客戶的產品或服務視為自己的產品，將媒體的需求視為是自

己的需求，並在第一時間回應及解決客戶及媒體的問題。當知，客戶或媒體記者有求於你的時候，正是建

立彼此間信任的最佳時機。

客戶總監－鄧文勤	Peter

永續觀點－

「信任」是頤德經營客戶與媒體關係的金鑰

管理
方針

官網及 CSRone 平台的建

置，是頤德的門面與通路；

亦持續投入財務資本，催

生創新的產品服務。

財務資本

持續投入人力，為客戶及媒

體創造專業訊息的溝通管

道，從互動過程中，釐清彼

此需求，高效解決問題核心。

在創新服務的研發與拓展

中，投入公關及永續專案

流程的知識及經驗。

專注於專案各環節的溝通

投入，協調並連結客戶與

媒 體、NGOs/NPOs、 社

會企業互動的暢通管道。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社會與關係資本

在長期經營客戶與媒體，

及不間斷的創新研發下，

促使頤德服務價值不斷升

級，正向幫助財務資本的

成長。

財務資本

長期在專案溝通執行及創新

的投入，大量累積同仁的能

力與經驗，持續優化服務流

程，提升人力資本。

投注專業人力，持續豐富

專案管理和 CSR 的深厚知

識，並加以融會，於 2016
年順利取得 ISO 20121 活

動永續管理認證。

累積與整體公關價值鏈的

互動，加深彼此的信任關

係，提升外部社會與關係

資本。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和客戶與媒體
的關鍵互動

社會與關係資本

IN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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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溝通橋樑的穩固程度，兼具廣度與深度的信任資本累積是基礎。「客戶」與「媒體」是頤德兩個極重

要的利害關係人。經營維繫兩者間溝通的暢通性、透明度、資訊對稱性等，與「人」的真誠連結是一切根本，

對身處公關溝通產業的頤德來說，秉持「做人」高於「做事」的精神，將每位客戶及媒體，甚至每個利害

關係人，視為「人」而非「工具」，是頤德溝通文化的中心思想。並在彼此互動中，提供「專業」上的協助，

促進雙方成長的空間，是奠基客戶與媒體信任資本的原則。

頤德服務四大分類

公共關係 企業訓練 數位行銷 永續服務

●媒體溝通策略

●媒體關係經營管理

●媒體與市場行銷活動

●品牌溝通策略

●議題管理

●危機管理與處理

●國際會展籌辦

●企業團隊建造培訓

●發言人訓練

●社群媒體經營管理

●網路危機／議題管理

●社群趨勢分析

●社群媒體溝通課程與
研討會

●數位廣告規劃與執行

●虛實整合規劃與執行

● CSR 報告書製作

●利害關係人議合

● CSR 策略與溝通

● CSR 活動企劃執行

● CSR 資產盤點

● CSRone 永續報告平
台經營運作

PRESS CUSTOMER

提供專業資訊，增加媒體議題選材豐富性
溝通企業訊息，提升媒體多元性

依不同性質呈現媒體披露報導，
提升溝通廣度及深度

4.2	客戶夥伴信任關係管理
重大
議題 2015 年服務客戶群

客戶信任感－全方位思考的專業服務

頤德客戶多為長約合作客戶，客戶服務也較廣，因此培養出「全方位思考」的客戶服務模式，不只從單一

專案層面思考，而是透過持續溝通、研究與多層面思考，並洞察客戶顯性與隱性需求，以長期永續的層面

來規劃，協助客戶擬定更適切的專案目標，以求服務能有最大綜效。

頤德全方位

專業服務

大型展會操作

永續資訊服務

永續顧問服務

異業結盟

資源整合

企業相關

溝通訓練

政府機關

合作溝通

NPO/NGO
合作溝通

媒體公關

數位行銷

與操作

投入大量人力及
智慧資本

大幅深化社會與關係資本，

創造財務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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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客戶的期望值，進而創造客戶的高滿意度

及信任感，是溝通顧問服務業非常重要的營運基

石。傳統的溝通模式主要透過電子郵件交付客戶所

需文件、時程表、媒體邀請狀況、專案執行狀況，

為了幫助同仁提升和客戶溝通的成效，透過 MPR
系統，客戶可直接登入系統，立即了解各專案進行

的進度，並同步了解每個進行中的專案有哪些工作

及任務期限即將到期、目前媒體出席活動的確認狀

況、確認出席的媒體家數與人數等專案執行狀態，

讓雙方溝通更即時，進而加深客戶的信任感。

（•歡迎至 4.4 章，了解 MPR 專管系統全方位的功能）

客戶服務品質管理

傾聽顧客的實質回饋，是我們管理服務品質秉持的原則。為了解客戶對頤德服務的滿意度及真實心聲，每

個專案執行後，我們都會和客戶進行專案檢討會議，了解該專案的績效成果，並討論改善之建議。此外，

該專案負責總監會親自致電顧客窗口或其主管，了解在該專案服務及溝通過程中，客戶對服務的滿意程度，

了解其聲音。考量到各專案的服務性質差異，頤德目前無統一的量化評估指標來衡量客戶滿意度，而是以

質化的調查訪談進行管理，未來，量化衡量指標的建立會是我們客戶服務品質管理提升的方向。

客戶溝通管理－ MPR 專管系統

專案進度及預算管理 - MPR 專管系統 

建置目的

●提升客戶滿意度及信任感

●提升客戶溝通效率與即時性

●客戶介面登入，直接掌握專案進度

功能

建置目的

●增加專案進度與執行效率

●提升專案溝通的效率

●專案任務指派與追蹤功能

●紅綠燈警示燈，清楚掌握財務進度

●執行人員明確工作完成期限

功能

專案的管理，是不斷動態優化的循環。從專案確立、任務指派、任務執行與回報到任務完成，中間的溝通

是一來一往持續互動的過程。以往專案負責人多半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工作指派，但卻難以追蹤進度，

全面性掌握專案的概況。加上多數時候，不只是一個專案在進行，而是多個專案同時進行，對總監來說，

要同時對各專案進度狀況瞭若指掌是一大挑戰。

為解決專案進度追蹤的問題，MPR 系統開發出【專案進度管理】功能，一方面，讓專案負責人或總監可以

直接在系統上進行任務的指派與追蹤；另一方面，受指派工作的同仁也會收到郵件通知，並於系統上清楚

看到該任務需要完成的期限。如果該項任務在預計完成日到期時仍未完成，系統狀態上將顯示紅燈，提醒

該同仁盡速完成工作，專案負責人與總監也可以即時了解狀況及評估協助的必要性，以確保專案的執行進

度，提升客戶的服務效率。此外，MPR 系統亦提供紅綠燈警示燈，讓專案負責人及總監清楚掌握每個專案

的財務進度及預算，以提升服務所創造的經濟表現效益。

（•歡迎至 4.4 章，了解 MPR 專管系統全方位的功能）

2015 年經典服務案例故事

公共關係：關島觀光局－關島捷運列車創新包裝與價值鏈整合

關島觀光局在 2015 年底推出「關島捷運列車」，為台北「捷客」創造與眾不同的通勤體驗。關島觀

光局挑選搭乘人數最多的板南線，以浪漫婚禮、潛水、查莫洛文化及艷陽海灘為主題，將關島四大特

色搬進捷運車廂。藉由創新的包裝設計，以車廂佈景具體呈現品牌特色來抓住乘客眼球產生關注，除

了搭乘當下的體驗，再搭配網路活動來創造社群媒體上的話題討論，吸引眾多民眾包括媒體朋友的實

際參與及協助宣傳。

除了品牌宣傳，同時也整合航空公司與旅行社資源，邀請業者設置婚禮、馬拉松、潛水等關島旅遊產

品廣告於列車牆上，變成一場為期近一個月的迷你版車廂關島旅展！

關島觀光局台灣區辦事處首次使用捷運車廂進行創意廣告，

大獲關島當地業者讚賞

臉書粉絲頁活動貼文吸引近 4 萬瀏覽人次、400 位民眾實際

參與社群活動

管理
方針

管理
方針

管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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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贈言與回饋

Guam 關島觀光局

台灣市場－經理／ Russell Ocampo

作為一家頂尖的公關公司，在過去近十年中，頤德國際在台灣為關島

旅遊局帶來優質的服務，提供了卓越的旅遊行銷。

在規劃、發展與執行關島在台旅遊宣傳活動方面，頤德團隊是重要的

推動力量。頤德表現出了善用人脈與創意的能力，幫關島旅遊局帶來

了更大的投資報酬，現在頤德仍繼續展現其活動與宣傳的品質，以提

升關島旅遊在台灣市場上的形象。至於該公司的團隊，則是態度積極、

能力專業又活力十足，客戶的任何託付皆能勝任達成。

除了為客戶提供高品質的服務，頤德也為其員工營造高品質的工作環境，兼顧了舒適與健康，讓員工能於

工作當中活躍與成長。頤德的員工也為了客戶展現出拚勁，他們藉著給予寶貴的建議，帶來了超越客戶要

求的成果，這在競爭激烈的旅遊市場中是極具價值的。

以上的原因使頤德國際在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能在台灣替關島舉辦了多場成功的旅遊活動。隨著關島旅

遊局與頤德國際的關係繼續下去，彼此的交流與合作能讓雙方繼續向上提升，並同時為台灣與關島帶來正

面的影響。

原文請見：http://www.veda.com.tw/about_item2.php

客戶贈言與回饋

台灣微軟

公關副總經理／張衣宜

微軟在台灣今年是第 27 年，而頤德提供給微軟專業的公關服務也有 19 年之

久了。穩健扎實的腳步、洞察產業的脈動，以及對於目標的使命必達與當責，

是微軟信賴頤德的專業、予以嘉許的特點，一直以來的並肩努力與成長，頤

德團隊不僅是重要的合作夥伴，亦建立起深厚的情誼。身處 Mobile First( 行

動優先 )、Cloud First( 雲端至上 ) 的世代，創新與轉型已經是企業持續成長

不可逆的趨勢，微軟更將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數位轉型 ) 訂為 2017 新

會計年度的主要任務，期許頤德的服務也能夠因應數位洪流的新趨勢持續創

新，轉型與成長，藉由 Digital Communications 觸及更廣的族群，並透過社群溝通深化微軟的市場心占率 (mind 

share)，讓更多的使用者及客戶能夠善用科技也進行自我的創新與成長，達成 Do More and Achieve More( 完成

更多、成就更大 )。頤德獨特的企業文化內涵－崇尚自然，協助小農，推廣健康飲食與社會正面力量的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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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家正面媒體披露

54 家媒體出席

超過 13,000 的社群觸及與互動人次

超過 200 萬的閱聽眾觸及人次

公共關係：台灣微軟－ Surface Pro 4 鑑賞會創造情境溝通

為讓媒體搶先體驗台灣微軟全新一代的二合一筆電 Surface Pro 4，特別以全台僅有的 5 台裝置舉辦

「Surface Pro 4 鑑賞會」。活動設計營造真實呈現創作情境，邀請全球合作的國際藝術組織 POW!WOW! 
藝術家到場，現場以 Adobe Photoshop 繪圖，展現 Surface Pro 4 全新的 Surface Pen 真實而有溫度的筆

觸，透過藝術家即興發揮，讓媒體感受到科技與藝術碰撞的火花，將傳統繪畫方式，透過最新科技的運用，

轉變為完美的數位創作。為展現產品操作簡單容易，更邀請 3~6 歲的小朋友擔任「小數位藝術家」，將

Surface Pro 4 作為科技畫布，輕而易舉地畫出想像中的聖誕老人，不僅體驗各種彩繪功能，也啟發藝術的

興趣。

活動上同時邀請微軟代表、藝術家、小朋友們一起同樂，創造獨特的媒體拍攝畫面，展現連小朋友都可以

輕鬆、順暢地使用這台強大的 Surface Pro 4，呈現出科技工具與創意的最好結合。

http://www.veda.com.tw/about_item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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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次實路巡演、拍攝宣傳影片

60 家平面及網路媒體拍攝

21 家電視媒體出機報導

超過 3 千萬廣告效益

公共關係暨永續服務：台灣賓士多元利害關係人溝通

「Mercedes-Benz  F 015 － Luxury in Motion」在 2015 年初 CES（Consumer Electronic Show）國際消

費性電子展上首次登場。

Mercedes-Benz 德國原廠特別選中台北市作為 F 015 在亞洲除香港之外，首次進行實路巡演及拍攝宣傳

影片的國際級都市，讓全球目光聚焦台北。頤德對各界動態觀察敏銳，運用推動智慧交通城市作為切入點

與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進行商討，在考量對宣傳台北觀光與智慧交通城市的效益後，台北市政府決定讓

「Mercedes-Benz F 015 － Luxury in Motion」駛上信義區街頭。在與市政府各局處的會議中，我們善用長

年累積對汽車產業活動的經驗，提出完善且安全的上路計畫，從車輛的運輸、道路的管制、民眾的安全、

甚至市政府可能遇到的民怨都已涵括在計畫內，也成功獲得市政府及客戶台灣賓士雙方百分百的信任。

活動當天，充滿未來科幻感的「Mercedes-Benz F 015 － Luxury in Motion」宛如外星飛船般無預警侵入台

北街頭！引發沿途民眾爭相圍觀拍照，萬頭鑽動的景象盛況空前，依預先提出的安全計畫，將交通的衝擊

降到最低，車輛也受到最安全的保護。對於媒體的驅動，也在披露表現中一覽無遺，為媒體朋友準備視野

絕佳的攝影點，更讓攝影記者讚譽有佳。

對於產業的敏銳度與豐富活動的經驗，是頤德成功替台灣賓士在台灣宣傳「Mercedes-Benz F 015 －

Luxury in Motion」的兩大支柱，同時也是我們在產業中能搶佔先機的重要因子。

長期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台灣賓士，獲得天下雜誌所舉辦的 2015 年百大「天下企業公民」，外商企業

第四名，這無疑是對台灣賓士於社會責任的努力、經營策略的讚許，亦是對身為企業背後重要推手的最佳

肯定。

榮獲 2015 年百大天下企業公民獎－外商企業第四名

客戶贈言與回饋

台灣賓士

公關部主任／楊依玲

台灣賓士為戴姆勒集團在台分公司，身為汽車產業領導品

牌，不僅止於造車工藝追求頂尖，更長期專注於社會關懷

並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期望能於台灣社會中，確實落

實企業公民的角色。2015 年起台灣賓士在總裁邁爾肯先

生的帶領下，正式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重點營運策略目

標，台灣賓士以啟發未來 (Inspiring the future) 作為 CSR

的中心思想，並與頤德共同討論下，清楚規劃出台灣賓士

CSR 五大範疇，包含員工發展、幸福職場、合規誠信、

文化贊助的星盛事及專注於社會公益與環境保護的星夢想計畫 (StarDreams)。2015 年更在頤德 CSR 專業

協助之下，從眾多企業脫穎而出，第一次參與即獲得天下雜誌 2015 年百大「天下企業公民」外商企業第

四名，對台灣賓士的長年 CSR 深耕及頤德 CSR 領域的專業，都是最佳的肯定。台灣賓士期望運用既有品

牌影響力，擴大社會大眾與企業對於永續經營上的認知，盡全力回饋社會，將持續與專業夥伴頤德攜手共

同為企業本身與社會環境永續發展而努力。

數位行銷：台灣本田－ Honda CR-V 十五萬車主榮耀里程碑虛實整合規劃與操作

藉著台灣本田首次舉辦官方的大型車主家庭日活動，頤德透過社群管道宣傳與口碑渲染，以系列 Honda 
CR-V 線上活動操作，讓觸及人數達近 170 萬人得知 CR-V 突破 15 萬車主的訊息，同時讓 Honda 車主、

潛在車主和一般民眾更深入了解 CR-V 產品特色，進而創造對於 CR-V 的認同與榮耀感，同步協助客戶吸

引 Honda CR-V 車主報名車主日活動。

社群觸及超過 170 萬人次

整體互動率達 3.5%
粉絲成長超過 1 萬 5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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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服務：天仁茶業 2014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永續報告的創意溝通

2015 年頤德 CSR 團隊輔導天仁茶業撰寫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除了與天仁相互交流企業永續經營

理念，報告的主軸架構上設計上，以唐朝茶聖陸羽的「茶經」貫穿報告書的章節內容，呈現茶業的歷史、

製程、產業現況等多元面貌，希望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不僅只發揮溝通企業永續作為的功能，也能讓利害

關係人對於台灣的茶文化與茶產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關心。

客戶贈言與回饋

天仁茶業

總經理／林仁宗

2015 年天仁茶業首次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委由頤德國際協助報告

的顧問諮詢，不僅提供專業的 CSR 報告撰寫建議，符合國際 CSR 報

告與會計師確信之原則外，並將天仁茶業的企業文化適當的展現在報告

主軸架構與風格設計中。在輔導過程中亦提供天仁茶業 CSR 執行面向

的建議，完成天仁茶業董監事的 CSR 課程訓練，可稱為天仁發展永續

管理的元年，感謝頤德國際的協助。未來，希望頤德國際能針對國際茶

產業及食品業的永續現況與趨勢，提供天仁前瞻性的永續策略規劃與方

向，共同發揮百分百優雅的台灣茶文化精神，朝向公益天仁、文化的天仁與科學的天仁等永續創新的宗旨

而努力。

天仁茶業在台灣的地位有如「茶」的代名詞，亦是「茶葉的領航者」。頤德於 2015 年永續輔導的過程中，

透過長期累積的 CSR 知識，協助天仁在永續規劃的過程中，盤點永續作為，並訂定出永續策略方向與

規劃，運用國際永續思維及方式，提升天仁的永續競爭力，以天仁的社會責任「取之於茶，用之於社會」

為核心出發點，持續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及溝通天仁的永續營運價值及資訊。

【永續發展目 12.6】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工商作法，尤其

是大規模與跨國公司，並將永續性資訊納入他們的報告週期中

因為科技變化的速度之快，協助提供最新產品及產業的資訊，了解媒體生態的轉變、

尋求將客戶訊息順利傳遞並讓媒體受用的最好方式，以及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將第一手

的即時性消息提供給主線媒體等，皆是頤德與科技線媒體最頻繁與最密切的互動模式。

在每次溝通過程中，了解每家媒體報導議題、每位記者的需求及問題，並有效針對其

需求找到適切且優質的資源及內容，是我們展現的專業。此外，針對不同性質的科技

線媒體需求，舉辦產品發表會、技術記者會、餐敘分享會等各式規模的媒體活動，設

計不同的活動亮點及內容吸引媒體與會，藉由鍵結媒體與客戶的互動交流，進而深化

良好媒體關係並極大化媒體曝光。

定期舉辦媒體試駕及課程體驗活動，是與汽車線相關媒體維持互動的重要管道，透過公辦

試駕規劃豐富的行程，在行程中，適時了解所有媒體的喜好及需求、拍攝的取景方式及報

導採訪角度等，透過專業及產業的知識交流分享，增進雙方的互動，亦增添試駕活動的樂

趣及報導豐富性；另一方面，善用各種車款的特色與性能，提供媒體個別試駕，並依情況

派專責人員協助跟車，建立與主要記者的連結，並藉由試駕過程的密集相處，幫助頤德與

媒體記者們在專業和關係的深厚發展，提升報導的獨特性。

與旅遊線記者的互動，除了日常資訊溝通的基礎外，不定期舉辦主題記者會或媒體餐敘進

行重要資訊傳遞及關係維持。此外，關島觀光局一年會因應不同活動與主題，舉辦數次不

等的關島媒體採訪團，一方面邀請媒體前往關島體驗與採訪來製作報導產生曝光，因提供

記者實際到訪關島的經驗，增添相關報導的撰寫有感且生動；另一方面亦是與重要記者深

度建立個人連結的機會，藉由旅程中長時間與緊密的相處、悉心滿足沿途中各種需求，同

時也能觀察記者喜好並培養長期關係。

身處公關溝通產業，除了客戶溝通，持續與媒體記者創造連結及有效互動，是我們不斷深植及傳承的

經驗。隨著長約合作客戶的產業屬性及長年累積，頤德主要深耕的媒體關係線路有三：科技線、汽車線、

旅遊線。與各線媒體記者的互動，除了建立日常新聞稿發佈、針對媒體的資訊與照片需求予以回覆及

提供的基礎之外，我們也針對不同線路的媒體特性，以細膩誠信經營關係的韌度，搭建客戶與媒體之

間包容性溝通的橋樑。

主要媒體關係深耕與經營

旅
遊
線

汽
車
線

科
技
線

4.3	媒體關係經營與新聞議題管理重大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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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議題管理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有效掌握新聞訊息的即時性及新聞知識含量累積，是頤德很重要的智慧資產。我們認

為，知識管理不能只倚靠個人的累積，而需營造開放且樂於分享的環境，讓全公司的同仁動起來，主動分

享多樣化的議題，交織出頤德資訊互聯網的關係。

高階管理職級每月召開主管會議，由總經理為會議召集人，一方面了解各組別業務狀況，更彼此分享各領

域資訊和最新趨勢，拓展各組公關操作及新聞議題的多元性；同仁間亦有不定期的動腦會議，透過彼此交

流與思辨，不斷激盪出新聞議題的獨特性及多元觀點。

每月慶生會及各種內部凝聚的溝通場合當中所開放的「生活分享」時段，提供同仁舞台分享自己平時關心

與工作或生活相關的議題。透過密集的資訊分享與傳遞，確保每一位同仁在最短時間內，在新聞議題操作

的內容品質與時事及趨勢有高度的結合，進而提升客戶對頤德公關服務的高度肯定。

除了內部資訊的交流，媒體監測亦是頤德即時掌握最新產業資訊的日常事項。為確保資訊內容的高品質，

我們長期與兩家資訊內容供應商有密切合作的關係，分別為大中華地區最大的「新聞訊息整合服務公司」－

慧科訊業（Wisers Information Limited），以及台灣第一家最具權威性的「媒體信息廣告監測資料庫」公司－

潤利艾克曼。此外，每日亦有專門負責同仁，整理並分類與資通科技業、汽車業、旅遊業的新聞，將彙整

後的新聞報表寄送給相關客戶與同仁，以確保即時訊息的流通。

（•關於頤德 CSR 議題管理方式，歡迎至 6.2 章進一步了解）

媒體記者會或活動的出席狀況（媒體家數及記者人數），是衡量一個公關活動是否成功的 KPI 之一。為了

能夠精確掌握媒體記者參與記者會或活動的狀態，當媒體邀請函寄出後，逐一進行電話邀約與確認是公關

產業的必要工作，在與時間賽跑之下，讓多位同仁同時進行邀約是爭取時間及效率的有效辦法。而為了有

效分工，避免同一名記者被多位同仁重複打電話打擾之情事，以及能讓多位同仁同時進行邀約與紀錄，以

多人同步作業的方式，提升此工作的效率，促使了【媒體關係管理】的多樣化功能誕生。

媒體邀請與確認功能，幫助同仁可以針對不同專案的屬性，快速搜尋並邀請合適的媒體記者，多人同時進

行電話邀約並即時記錄邀請的結果，由於媒體的動態性高，出現臨時變化的情況是我們必須即時掌握的，

因此，即時顯示邀約結果為必要的功能，讓專案負責人、執行人員與客戶立即掌握媒體出席狀態。

此外，系統亦設有統一發送機制，可在活動當天統一

發送手機簡訊，提醒確認參加的媒體記者活動的時間

與地點，解決以往媒體記者忘記時間而未能出席活動

的問題。更甚，系統性發送新聞稿的功能，讓當日完

成報到的媒體記者可以在活動開始便就收到電子檔的

新聞稿，幫助記者可迅速使用電子檔進行新聞的撰寫，

有效提升記者會及活動會後的媒體披露機率。

（• 歡迎至 4.4 章，了解 MPR 專管系統全方位的功能） 

媒體關係管理－ MPR 專管系統

建置目的

●媒體名單系統化管理

●提升媒體記者邀約效率與分工

●即時掌握媒體記者最新狀態

●多人協作記錄邀約狀態

●媒體出席狀態即時管理

●新聞相關資料系統化發送

功能

媒體贈言與回饋－旅遊線

商業周刊 alive 編輯部資深記者／柯曉翔

2015 年 12 月在頤德的安排與帶領下，我首次去關島採訪取材。我不僅

潛入深海，還飛到 4200 公尺的高空挑戰高空跳傘，更聽了查莫洛大師

追尋與傳承查莫洛文化的故事。這是擔任旅遊記者以來，最愉快的一次

媒體團採訪經驗。

頤德深知媒體各自的屬性和採訪需求，在出發前，不厭其煩與我多次討

論，確認採訪的內容與角度，幫忙安排深度專訪的人選。關於我的採訪

需求，頤德常在我還沒說出口前，就貼心地為我設想一切，並耐心應對

媒體贈言與回饋－汽車線

Carstuff 人車事採訪編輯／陳紀樺

公關公司與媒體之間的互動，往往可以代表客戶面對媒體的態度，而作

為汽車線媒體與頤德之間的互動，自然是台灣賓士旗下的活動以及相關

試車事宜，在台灣賓士的主導以及頤德相互的協調與安排下，一切活動

流程都更為流暢且貼近媒體需求，同時也因為頤德所承接的公關事宜不

僅有媒體、更有對客戶內部相關活動，也因此感受的到頤德公關對於產

品的理解更勝其他公關公司。

頤德在汽車線的好名聲不僅止於台灣賓士所動所帶來正面影響，在近期

承接的國產品牌 Hyundai Tucson 公辦試駕活動也做了最好的詮釋，充

分的作業時間以及彈性的安排，都能滿足各家媒體不同需求，南陽公關部對此也讚譽有加。

此外，頤德公關也能與媒體間維持友善的關係與距離，長期經營媒體關係儲備發展能量，也讓媒體與公關

之間能夠有默契的協調，讓媒體在報導、作業等更為豐富且便利。

過程的瑣碎。這絕對是記者與公關互動最幸福的事，因為我們的目標一致：推出好看的故事。

村上春樹曾說：「即使在這樣一個邊境已經消失的年代，依然相信自己這個人心中還是有製造得出邊境的

地方，而且不斷確認這樣的想法，也就是旅行。」我想多年以來，Madeline 和 Ean 去關島的次數應該多

到不可數了，但我還是深刻感受到他們滿滿的熱情，彷彿保有第一次來到這個島嶼，對於所有事物的新鮮

與好奇心。我很幸運，工作採訪就是旅行；更幸運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實踐旅行的意義。

管理
方針

管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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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創新服務發展
「從細膩中萃取品質」的頤徳創新精神

【全方位專案管理】MPR 行動公關營運系統

因應大數據時代資料量大幅增加及多元服務需求，也考量透明化治理、即時管理與共同協作的業務模式，

由頤德客戶總監鄧文勤為總召，偕同資訊、專案與財務部門進行 MPR 專案管理系統的發想、設計與執行開

發，並不斷擴充及優化各功能，2015 年 5 月 1 日轉型為「MPR 行動公關營運系統」（下稱 MPR 系統）的

全方位專案管理系統，是頤德營運一個重大里程碑！隨著 MPR 系統正式上線，大幅提升同仁專案管理運作

流程更有效率，與重要利害關係人客戶、媒體、供應商等的合作也更即時且透明化。

每個產品或服務的創新，都為了解決當下的某些問題。抱持不停於現狀的積極開發，頤德內部秉持品質管

理 P-D-C-A 的精神，審視服務過程可以優化內容、創造加值的「小地方」，而每個「小地方」的改善與開發，

藉由「財務資本」、「人力資本」、「智慧資本」、「社會與關係資本」四項資本的投入與累積，促使頤

德整體服務升級，更創造各資本價值的提升。

專案任務進度一目了然，確保每項工作如期完成

提供紅綠燈警示，隨時掌握各專案財務進度

記錄專案工時，隨時掌握專案人力成本

同仁評鑑功能，記錄各專案的表現，可作為年度績效評估

參考依據

媒體名單即時更新，掌握媒體記者最新動態

媒體邀請與確認，第一時間掌握記者出席活動狀況

廠商名單管理，掌握合作記錄，提升溝通效率

廠商表現評價功能，有效進行優良廠商管理

客戶介面，溝通專案狀態零時差

專案進度
及預算管理

人力成本
管理

媒體關係
管理

客戶溝通
管理

供應商
品質管理

重大
議題

雲端化

支援行動裝置，可隨時

使用任何上網的裝置使

用。

模組化

可隨時擴充新的功能。

安全性

使用者角色權限及專案

權限雙重管控，提高各

專案安全性。

彈性化

可自行定義參數，增加

系統的彈性。

整合性

與 會 計 系 統 及 國 稅 局

401 報表整合，降低資

料重複輸入出錯的機率。 

MPR 行動公關營運系統的開發，以公關產業價值鏈為設計基礎，將專案營運過程功能模組化，期望促進

整體產業及其他中小企業的營運系統化管理，於流程中激盪更多創新價值，其高彈性且模組化的特色，其

他組織可自行依照其產業特性予以客製化，期待能帶動不同產業間破壞式創新的交流管道，進而促進台灣

產業轉型及升級。

【永續發展目標 8.3】促進以開發為導向的政策，支援生產活動、

就業創造、企業管理、創意與創新，並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正

式化與成長，包括取得財務服務的管道

【高效率知識管理】CSR 雲端知識管理系統

頤德國際與叡揚資訊早在 10 年前即發覺到「知識管理」的重要價值，將組織每日接受到的資訊做系統化管

理，經長期累積形成龐大知識庫，可依照需求隨心所欲找到關鍵資訊，這對組織在發展新業務、客戶管理、

內部重整、教育訓練等各項管理領域皆能有所發揮，而這也成為外部競爭者無法複製或學習的競爭優勢。

「MPR 行動公關營運系統」五大特色

( 歡迎至 4.2 章 )

( 歡迎至 3.5 章 )

( 歡迎至 4.3 章 )

( 歡迎至 4.2 章 )

( 歡迎至 5.3 章 )

管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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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劃到執行層面，穩定投注人力，透過參與過程，

累積相關人才。

CSR 雲端知識
管理系統

管理階層

● CSR 報告進度與現況掌握。

●負責人更換，歷年繳交資料參考。

●資料責任歸屬。

●資料範本參考。

●資料繳交進度追蹤。

●資料與 GRI 指標對照。

●歷史資料庫，經驗傳承。

執行窗口 單位部門

企業編撰 CSR 報告的過程，也是知識

管理的過程，透過 GRI 考量面指標將

相關資料蒐集彙整，並且每年定期更

新，長年下來所累積的資料即是 CSR
知識寶庫。然而，前提是組織在編撰

CSR 報告時，已經有系統化的管理方

式進行資料分配與歸檔才有可能實現。

因此，頤德與叡揚資訊合作，由頤德提供 CSR 顧問輔導經驗與知識，叡揚資訊提供知識管理系統，共同研

發出 CSR 的知識管理流程，幫助台灣企業編撰 CSR 報告同時，同步進行 CSR 知識管理，建構出企業專

屬的 CSR 知識壁壘，協助企業在 CSR 領域上成為學習標竿，創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未來頤德與叡揚資訊將持續推廣 CSR 知識管理的實際應用，透過實機體驗課程、論壇講座等方式向台灣企

業說明如何實踐知識管理與產出的實際效益。我們相信透過知識管理，可以有效幫助台灣企業從日益漸增

的數據世界中，發掘出關鍵的市場價值，進而提升企業的永續競爭力。

人力資本

財
務
資
本
增
加

【永續性活動管理】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活動籌辦是公關顧問服務的重要範疇之一，因活動舉辦而

造成社會及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往常為人詬病，隨著全

球永續趨勢逐漸抬頭，ISO 國際標準組織於 2012 年頒布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主辦單位可透過活動管理

的程序積極回應利害關係人之期待。

頤德以產業核心為出發點，善用多年累積永續服務的全面

性經驗，將永續活動的概念融入原業務，ISO 20121 導入

及認證輔導也是頤德蓄勢待發的新業務方向，希望能以累

積多年經驗與能量為專業溝通產業樹立標竿。

系統導入是一段需要長時間、跨部門溝通的過程，在向企業推動 ISO 20121 之前，我們以每年初對外舉辦的

年度台灣 CSR 報告分析發表會為標的，希望透過親自經歷整個系統導入規劃、培訓、展開、運作的過程，

試圖了解企業導入此管理系統可能面臨的困難點及挑戰，也藉此經驗，培育相關人才，累積未來新服務拓展

的人力、智慧、社會與關係資本。

 （•歡迎至 1.3 章：「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專題報導）

因是首次接觸相關業務，找尋適合資源，策略性地

建立合作的共識，儲備關係的信任基礎及經驗交流。

社會與關係資本

持續人力的參與及培育，加上各合作夥伴的知識與

經驗分享，大量累積永續活動相關的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

在發表會籌備的過程中，整合人力、社會與關係、智慧資本

的累積，同時適度投入財務資本，為頤德活動永續管理知識

奠基永續資本基礎，進而創造服務加值，以及未來財務資本

的提升。

頤德永續資本

財
務
資
本
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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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使力，1+1 →∞的力量！

5.1	永續經營觀點	-	合作夥伴與供應商

全球企業模式發展至今，不再皆以企業為主體發展，永續發展首重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透過頻繁的

接觸與了解，互相滿足雙方的需求，企業永續最高的目的不是增加多少企業本身的競爭力，打擊其他企業，

而是能夠互相協助、互相信任，發揮 1 加 1 大於 2 的精神，共同為社會及環境盡一份力，同時透過對市場

需求的敏銳度，將企業服務與產品進行創新與升級，與世界不斷變動的潮流接軌。

頤德國際為中小企業，希望能夠運用本身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永續價值，帶給台灣或亞洲地區更多正面

影響力，因此，頤德國際非常重視我們的合作夥伴，對於合作夥伴皆採取百分之百信任的態度與之交流與

合作，並運用頤德最大的核心能力與價值「溝通的力量」，與合作夥伴做最深層的互動與了解，發揮各家

所長，互相提升企業永續價值；當然，企業要永續，獲利絕對是能否持續生存的關鍵，頤德面對合作夥伴

在某部分雖是競合關係，但絕不惡意採取低價競爭，是以提升自我附加價值與服務品質為導向，獲取客戶

的認同與信任，同時積極介紹優良合作夥伴予誠心發展永續管理系統的客戶；在合作方面，主要有三點：

1. 永續訊息與經驗交流：藉由與合作夥伴的互動，了解各合作夥伴的業務與專業領域，並透過永續資訊交

流，互相提升對市場永續需求的掌控，共同發展未來商業合作模式。

2. 實質服務合作：在永續服務鏈中，有許多服務面向皆要尋求外部合作夥伴的協助，藉由實質上的合作互

相了解，增加信任，形成龐大的互利共存之永續生態網絡，合作夥伴在網絡中所扮演的專業角色皆不可

或缺。

3. 與社會企業共同成長：以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是現今許多人重視的商業發展模式，社會企業的理念多

數都非常令人敬佩，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除了期望能提供社會企業與企業合作的機會外，亦希望在與

社會企業交流的過程中發現更多社會待解決的問題，並思考能盡一份力的地方。

頤德國際希望能成為 CSR 合作夥伴互動與交流的平台，以提升台灣永續價值為宗旨，無論是與國際永續議

題的接軌，或是國內法規與政策的建議，皆能在此平台互相激盪出永續與創新的火花，與合作夥伴及有心

之士共同打造一個擁有深度與廣度永續思維的亞洲國家。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負責人－陳厚儒 Tino

永續觀點－

連結合作夥伴，擴大永續影響力

管理
方針

以財務資本的投入，支持

合作夥伴的活動與推廣；

在專案執行中，和供應商

維持業務上的往來與投入。

財務資本

協助合作夥伴舉辦活動與

CSR 相關知識論壇，運用頤

德核心能力，投入人力協助

溝通與推廣。

運 用 CSRone 平 台 為 媒

介，積極與合作夥伴和供

應商串流永續知識、共享

資源。

主動和台灣 CSR 專家學

者及顧問單位互動、經驗

交流、協同合作、共同參

與、凝聚共識。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社會與關係資本

持續和外部接觸、合作與

交流，一方面增加平台與

顧問服務的知名度，也提

升業務合作的機會。

財務資本

藉由與合作夥伴的各樣互

動，擴展人員知識與顧問技

能，增加對客戶的整體服務

價值，提升人力資本。

獲得合作夥伴的知識與經

驗回饋，並藉由資源互換

的方式，穩固雙方合作關

係，同時提升平台品質，

創造智慧資本的增加。

不斷的互動和交流，深化

外部社會與關係資本的認

同與信任，同時提升企業

品牌及聲譽。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和合作夥伴與供應商
的關鍵互動

社會與關係資本

INPUT

OUTPUT



2016
頤德國際企業永續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

關係與信任
RELATION AND TRUST

90 91

5.2 永續生態圈－合作夥伴關係

頤德的永續溝通以「永續顧問業務」以及「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雙軌並行，透過 O2O 的線上線下互相

搭配。若以頤德永續服務為出發點，合作夥伴是我們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也是關鍵的社會與關係資本，

換句話說，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是頤德與合作夥伴共同創造永續價值的平台，而平台上所有永續價值的

創造，皆建立在與合作夥伴關係的信任基礎之上，透過不同的互動方式，持續激盪和提升價值的層次及影

響範疇。 

（• 更多關於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的永續溝通，歡迎至 6.2 章節）

以多種互動模式及跨資源整合，不斷拓展頤德國際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的合作夥伴關係規模，並深化彼

此的信任資產，締造兼具韌度與力度的永續生態圈，藉由穩固與台灣永續夥伴的合作關係，編織跨地域、

跨領域的全球永續夥伴關係網絡，進而促進台灣公民在永續資訊及趨勢接軌的速度，並持續透過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的創新，鼓勵公民社會拋出不同的永續觀點及想法，齊力發展台灣與國際間的永續發展及共

榮合作模式。

【永續發展目標 17.17】依據合作經驗與資源策略，鼓勵及促進

有效的公民營以及公民社會的合作

頤德與合作夥伴共創永續價值

頤德國際

永續合作夥伴關係

環境面非營利組織

資訊交流經驗分享

顧問諮詢解決方案

社會面非營利組織

第三方認證公司

會計師事務所

公部門與協會社會公益

解決方案單位

社會企業

顧問單位 媒體與平台

企業

環境保護

解決方案單位

CSR 倡議組織

媒合機會

資訊交流

解決方案

專案執行

資訊交流競合關係

策略規劃

新聞露出經驗分享 顧問諮詢

跨界合作顧問諮詢

資訊交流

經驗分享

解決方案

資訊交流 資訊交流

顧問諮詢

行銷合作

業務合作

業務合作

合作夥伴關係經營藍圖

永續

創新

合作

媒合

信任

達成彼此企業宗旨，

發展多元永續價值。

以原有合作模式為基底，拓展雙

方或多方創新合作模式。

以滿足雙方需求為出發點，發展合作模式，

確立基本合作關係。

彼此深度了解與持續互動，並針對雙方需求與永續

觀點進行媒合。

與合作夥伴初期的接觸與了解，在於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確

保合作夥伴關係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

長
期

中
期

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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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與各合作夥伴互動與關係經營

互動關係 關係說明

資訊交流
企業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顯學，無論是成功案例、相關議題和法規皆在世界各角落不斷被探

討與關注，透過與合作夥伴持續交流與互動，提升雙方的永續資訊傳播力

解決方案

多元的企業永續作為成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最佳途徑，以求新求變並符合利害關係人期望

的精神，與眾多擁有 CSR 解決方案單位互動，並適時結合企業資源與 CSR 作為，發揮雙方

最大的永續效益

媒合機會
藉由平台的媒合功能，提供社會企業與企業媒合之機會，共同完成 CSR 相關專案的規劃與

執行

經驗分享
透過雙方的交流與經驗分享，提升合作夥伴與頤德的服務知識與動能，共同協助企業永續發

展

競合關係
不削價競爭，以提升服務品質與附加價值是與合作夥伴相互信任的依據，並藉由不同服務面

向的合作，同時展現各自的核心優勢，發揮雙方最大價值

顧問諮詢
永續的面向多元，各有不同的專業，透過與其他合作夥伴的交流與請益，增加永續專業知識，

並善用於客戶專案執行面，提供客戶多面向的永續顧問諮詢

跨界合作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與議題非常多元，透過積極的跨界合作，達成利害關係人期望與不同

的成果展現

策略規劃 協助企業執行 CSR 專案前，提供完整的策略規劃，充分與客戶之間溝通

專案執行
頤德不僅擁有永續資訊部門及知識中心，提供符合國際潮流的永續作為建議，同時可由活動

與公關部門直接進行專案規劃與執行，確保專案進行符合永續理念

行銷合作 透過與合作夥伴共同舉辦永續相關論壇與活動，增加彼此在市場的知名度與實質商業價值

業務合作
永續報告的完成，須與各界多方面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在業務上的合作是必須的，雙方亦

可透過良好的溝通，降低客戶的時間成本，達到三方互利的目的

合作夥伴的期許

以利他作永續企業良友、以創新助企業永續

成長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企業永續學院

秘書長／申永順

在國內外推廣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提昇企業永續績效熱烈的風潮中，

頤德國際公司所建立的 CSRone 資訊平台，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各企業

CSR 專業人員下載報告書、取得最新企業永續資訊，以及交流執行經驗之最佳平台。此一公益性的資訊平

台，兼具利他及拓展自身業務的創新做法，無疑地已成為公關界跨足企業永續領域之策略型 CSR 最佳範

例，值得肯定，也令人感佩。

過去在企業競爭行列中，長官經常指示部屬必須仰臉向前、搶在別人之前努力奔跑，拉開與對手的距離，

但 CSRone 以利他與分享為自身企業 CSR 建構與推動策略，盱衡國內外企業永續前緣脈動，分享關鍵性

資訊發展動態，與企業攜手合作，無私地提供企業創造永續佳績的基石，讓自已的肩膀成為他人的踏石，

幫助企業看見更高更遠的永續藍圖的同時，自己的視野更加廣闊，企業佈局也更加深厚。南宋理學大儒朱

熹詩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頤德國際 CSRone 平台共融、透明、分享及交流的精神，

正如此詩句之意涵，可為國內企業永續風潮之發展常注活水，添加動能。

期許 CSRone 平台在既有優質的基礎下，未來在國內外企業永續資訊報導之深度、議題研析角度之廣度，

回應關鍵性 CSR 新聞之及時性等面向上可持續精進，設計更及時有效的 CSR 資訊查詢知識庫，研發創新

CSR施行技術工具，為政府與企業永續相關政策之溝通需求上搭橋，並將台灣企業永續發展的成果與經驗，

在國際舞台上發聲與宣揚。CSRone, You Can!

合作夥伴的回饋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經理／王彬墀

由主辦「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的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

事長號召國內績優菁英企業群成立「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時間迄

今雖然不長，在國內著名產業學研機構資深學者與負責人志願性的支持

協助與努力下，CSR 資源及資訊共享的交流網絡與平台已然成形，並

朝提升台灣企業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層次，以及接軌國際之方向邁進。

頤德國際與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是我們重要的協力夥伴，不僅在環

境、社會與治理的 ESG 三面向身體力行，且年年出版 CSR 報告書，

同時因應全球最新發展趨勢，發展其擅長的溝通力，在永續資訊交流上

做到多元管道的即時互動，對一個員工人數不多的公司而言實屬不易且令人感佩，係落實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推動企業永續發展的中小企業代表。期許未來攜手努力結合產業與各界力量引領社會核心、傳承永續

志業。

5.3 供應商管理

溝通顧問業非常重視整個溝通產業生態鏈，每個專案活動，都是一個或多個訊息的溝通，需要大量整合各

種專才供應鏈的群策群力，才能成功讓議題與目標族群精準的溝通。好的供應夥伴，不僅能夠提升專案過

程中的溝通效率，也縮小需求與結果呈現的落差。 

頤德主要服務供應商

公共關係 企業訓練 數位行銷 永續服務

活動軟硬體廠商

製作物設計

活動主持人

名人明星

攝影師

模特兒

專業講師

社群意見領袖

動畫設計師

攝影師

模特兒

永續策略夥伴

報告書排版設計

網站製作廠商

第三方驗證單位

活動軟硬體廠商

製作物設計

活動主持人

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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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確定

採購比例

國內 97.37%

個人 32.57%

企業與工作 67.43%

國外 2.63%

供應商性質比例

專案規劃
尋找

合作夥伴
篩選

合作夥伴
專案
執行

供應商品質管理－ MPR 專管系統

註：當地供應商以台灣地區及外島為地理範圍

建置目的

●尋找最佳供應夥伴

●提升客戶滿意度

●增加專案執行效率

●供應商名單管理

●供應商評價

●合作紀錄管理

功能

為了協助同仁在規劃每個專案時，找到最佳的供應夥伴，讓專案的進行事半功倍，達成客戶的高滿意度，

MPR 系統特別增加廠商評價功能，以「整體滿意度」、「交件時程」、「價格」、「配合度」、「態度」

五個面向為評分指標，作為專案執行人員選擇廠商的參考指標，各廠商過去合作紀錄均一目瞭然的呈現，

節省掉重新尋找及挑選適合供應夥伴的時間成本，運用大數據統計，篩選掉較劣質、不符合廠商，增加與

優質廠商合作的機會。以專案經驗值為判斷依據，一旦列為優良供應商，並註明在 MPR 系統，凡有相關服

務需求，優良供應商皆會成為專案執行人員第一首選，有效且有系統地與之經營較長遠且信任的夥伴關係。

廠商評價功能於 2015 年 5 月正式啟用，在 2015 年期間（2015/5/1~2015/12/31），在頤德所有 720 家供

應商中，304 家供應商已受評核，其中評核分數達 80 分以上的供應商有 217 家，佔全部評核供應商數的

71.38%，對於評核分數低於 80 分以下的供應商，除非業務上之必要，將不會視為我們的長期合作供應商。

（•歡迎至 4.4 章，了解 MPR 專管系統全方位的功能）

綠色採購

「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在導入 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過程中，頤德也首度針對供

應商的永續性採購，擬定「活動永續採購聲明」與供應商評核表，確保此活動的規劃及執行過程中，各供

應商皆對頤德永續精神有充分的了解，並能配合永續採購之規範，減少社會及環境的衝擊。

（• 歡迎至 1.3 章節，深入「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專題報導）

為有效達成我們中期目標（2018 年～ 2020 年）在供應商管理的強化與標準化，經此活動綠色採購的溝通

經驗，未來將會持續落實頤德永續採購政策，與供應商共同成長。

長期合作供應商的回饋

姆酷設計工作室／許巧蓉

印象很深刻的一則新聞，一隻在遙遠海洋中的海龜被發現鼻孔流血，原

因是在牠的鼻孔中有一支長達 10 公分的吸管，在我們平常生活中微不

足道的小東西，卻已經遠遠的影響到整個生態，加上氣候變遷、污染…

等等對環境生態造成的影響，不是近幾年才發生的事，這樣的蝴蝶效應

值得深思。

每天有大大小小的活動正在進行，看著那些一次性使用的材料轉眼間就

成了不環保垃圾，這也是大環境成本無法改變的無奈。今年不一樣，很

榮幸參與了一場 CSRone 的 ISO20121 活動永續發展的活動，使用的

是環保可回收的底材，雖然成本較高，也無法做太大的規模，至少是個

開始，相信在各個企業開始重視了以後，也可以慢慢的改變。

從小小的自我開始做起，也可以大大的影響到未來的環境。

5.4	產業公協會參與
頤德雖為中小企業，仍然依據業務需求及所能著力的社會公益議題積極參與，於參與之公協會中擔任要職，

除了善盡企業公民的責任外，更希望藉由在公協會的參與及交流，了解市場現況並適時發聲，而企業永續

發展的關鍵即是隨時了解市場動向與永續趨勢的發展，保持敏銳度，這也是中小企業能持續競爭與創新的

優勢：靈活與彈性。

代表人 公協會名稱 現任角色

蔡明勳 董事長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董事

嚴德芬 總經理

ANTOR 外國駐台觀光代表聯合會 現任會長

TIPRA 國際公共關係協會 現任常務理事

ECCT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CSR committee of co-chairs 

CSR 委員會 聯合主席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輔導委員會 諮詢委員

CCS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出版與推廣執行委員會

共同召集委員

國立故宮博物院 英文導覽志工 



Gung   Ho!

不只你好、我好，
更追求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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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不只你好、我好，更追求共好

6.1 永續經營觀點	-	社會與環境面

頤德國際，自 2011 年起，便不斷投入自然農法與土地復育的行動，從號召 100 個家庭支持一個農夫、在

一公頃土地上，以自然農法耕作，並在生態學的教授指導下，實踐向日葵土地淨化工法與滯留井土壤地涵

水活化的方式，以自家留種育種的方式培育了在地品種第九代的自然農法越光米，堅持不施肥、不用農藥、

除草劑的方式下，在花蓮鳳林鎮維繫了 1.3 公頃左右的土地，至今，在第二位農夫的參與下，花谷計畫不

斷持續，成為頤德國際第一個社群支持型農業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計畫專案的開始，

之後，更進一步繼台大有機農夫市集結束之後，協助一群取得有機驗證的農夫們，協力互助，自 2012 年起

在台大公館商圈的台北自來水園區成立了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從花蓮的產地，到台北都會區的消費端，

建立起一個社群支持型農業的平台，讓全台各地的有機農場，只要有心，都能夠在這樣的平台上，讓自己

被看見，並且建立起自己的有機農業支持社群。若以一個農場平均二至三公頃計算，大約四十至五十個農

場一百至五十公頃土地，讓每個農場出席市集時在台北一個周六的市集收益平均近萬元，近一千多個會員

家庭參與，近五萬名網路社群支持者，形成一個社群支持型的有機農夫市集。

常常有人會問，頤德國際，一個企業公關與企業社會責任顧問公司，怎麼會和一個有機農夫市集，乃至全

台灣幾十個農場有這麼多的連結？

我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那是我們的根本，頤德立足在這個社會，期許扮演的，是以專業的企業公關傳播

能力，協助更多的企業傳遞真實正向的核心價值，進而發揮最大的社會影響力。

再絢麗奢華的豪華奢侈品牌，再繽紛多彩的旅遊行銷、再高深精密的科技產業，這一切的原點，不都是為

了人類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創造？而所謂美好的生活的核心，除了不斷填補無盡的欲望而耗盡生命的一切

之外，每天的飲食與自然環境就是維繫我們生命的根本。We are what we eat! 我們吃進去的每一口食物處

處都＂成為我們＂，而每一天的食物選擇，殺害一個生命、或是避免更多傷害，傷害更多的土地與環境、

或是復育更多的土地生態，消耗更多的碳足跡和水足跡，或者相反，成為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定義自己

的行動。

現在的工業化文明的社會分工型態，讓我們大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朋友們，已經逐漸遠離了土地與自然的

連結而不知。我們只是期許，作為一個專業的價值傳播者，我們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天，都在實踐我們真

實相信的一切。

副總經理－林柏虎	Paul

永續觀點－

回歸根本，與社會及環境和諧共榮

管理
方針

投入財務資本，鼓勵支持

社會企業及公益團體的發

展；辦公室亦採購空氣熱

交換器。

財務資本

與頤德核心能力結合，長期

投入人力，致力社會及環境

面的知識溝通和傳遞。

運用公關溝通及專案管理

的知識與經驗，協助提升

社會企業和公益團體的價

值理念之溝通性。

透過專案的合作，持續與

當地組織單位互動，投注

緊密的連結。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社會與關係資本

固定永續資訊蒐集、專題

分析撰寫，創造 CSRone
平台的品牌價值，為整體

服務加值，進而創造業務

績效的提升，增加財務資

本。

財務資本

豐富頤德 CSR 人才的多元

性及跨領域的資訊交流，累

積綠領人才庫的價值。

藉 著 持 續 交 流 與 專 案 合

作，並以 CSRone 平台為

傳播媒介，提升大眾對社

會及環境議題的認知與理

解。

透過每次的合作與溝通

中， 塑 造 更 深 的 共 同 價

值，提升社會認同，深耕

彼此的信任。

人力資本 智慧資本

和大眾與環境
的關鍵互動

社會與關係資本

IN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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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知識不對稱為當前全球眾多問題的主因之一：貧富差距、環境破壞、競爭力不足、貪腐、

造假、金融海嘯等，「知」與「不知」成為許多企業競爭力差距的因素，而企業的永續發展更是如此。

2007 年頤德國際成立 CSR 團隊，藉由服務客戶的機會，持續蒐集全球各地以及台灣的永續資訊，建立公

司 CSR 知識管理的基礎，而這些永續資訊的累積，除了增加頤德服務客戶的利基與競爭力外，我們同時思

考到永續資訊的價值對台灣社會來說，亦非常寶貴，於是促成了我們的永續溝通品牌－「CSRone 永續報

告平台」在 2013 年的誕生，至今成為台灣最豐富的永續資訊平台。近年來更因為許多 CSR 專家學者與合

作夥伴的參與，豐富了平台永續資訊的參考價值，期望能達到推動與加速國內外永續資訊交流的目的。

（•  歡迎至 1.3 章節，深入「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專題報導）

CSRone 平台發展－確保賦予公民對永續發展相關資訊「知」的權利

關注 CSR 議題長達十年的我們，深感其所涵蓋跨領域、跨產業的知識彙整是企業的耗大工程，經由內部持

續討論永續發展與頤德核心職能「溝通」的結合性，由 CSRone 平台營運開始，每日均由頤德 CSR 部門

固定蒐集全球及台灣永續發展相關的重點新聞，進而整合於 CSRone 平台，希望賦予台灣企業及一般民眾

對於永續知識有足夠認知的權利。

6.2	永續溝通－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重大
議題

管理
方針

儘管永續發展這個詞出現已超過二十年之久，但由於永續發展資訊牽涉到太多跨領域的知識，英文的永續資

訊資料量龐大且持續增加，國外也已有企業 / 組織以不同角度切入，並彙整相關資料，反觀中文的永續資訊

無論在質或量上仍有成長空間，台灣在 CSR 資訊揭露和永續溝通較為發散，資訊散落在不同管道，觸及族

群也分散在各角落。這便是頤德成立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的初衷與利基，以「全華文地區的永續發展資

料庫」為願景，一方面將全球與台灣永續資訊和資源進行有系統的彙整，另一方面運用虛實整合，以平台及

社群管道持續永續溝通，搭配線下永續活動的舉辦，希望藉此凝聚永續意識，儲備能量以拓展跨地域、跨語

文的永續網絡，將永續知識及資訊溝通規模化，以確保各地對永續資訊「知」的權利。

【永續發展目標 12.8】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

有永續發展的有關資訊與意識，以及跟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CSR 服務的供需橋樑

樹立 CSR 企業標竿

接軌國際，協助國內企業永續發展

成為永續發展的正面能量中心

發展 CSR 策略分析工具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亮點

編撰報告

系列輔助工具

蒐集全台最多

CSR 報告

CSR 解決方案

媒合專區

台灣永續資訊

密集匯流平台

多媒體影音

溝通

CSRone 平台營運管理與績效現況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至今經營三年的時間，持續投入財務、人力及智慧成本，2015 年瀏覽量及使用者持

續成長，我們以Google Analytics（GA）的工具觀察平台會員及訪客的瀏覽及互動狀況，以每週為固定週期，

分析數據績效及背後代表的意義，每週由 CSR 部門的平台小組成員召開營運會議，討論上週平台成效狀況

與改善，並於每月底由總經理召集 CSR 部門同仁召開相關會議，希望於平日業務及工作事項之餘，同時發

揮頤德永續溝通的影響力。

以 GA 的數據來看，2015 年每月平均瀏覽數為 31,416 人次，總瀏覽量較 2014 年成長幅度高達六成，使用

者數量亦成長 28%。

CSRone 平台發展現況與績效

CSR 報告 1,041 本 CSR 活動 165 個

CSR 新聞 2,275 篇 會員人數 1,976 位

CSR 專題 519 篇 電子報訂閱數 5,276 位

註：由 2013 年成立累計統計至 2016 年 5 月 25 日

CSRone 平台連結－永續發聲響應

保持多元化、獨立性的特性，頤德以 CSRone 為永續的溝通平台，

透過相關倡議的響應、CSR 相關優質活動或課程的推廣，不遺餘

力地串聯外部企業或組織單位一同為永續發聲。自 2007 年起，由

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世界各地相約於三月同一天關燈一小時，

守護地球的環境。而頤德也自願響應台灣「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

的行動，透過宣傳推廣，在 CSRone 平台積極向平台閱聽眾溝通，

集結台灣大眾之力共同響應參與。



2016
頤德國際企業永續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

關係與信任
RELATION AND TRUST

102 103

• 綠領人才種子庫管理與媒合
• 產學合作

綠領人才制度

CSRone 平台社群溝通－優化閱聽眾的互動可能

Facebook 粉絲專頁－ CSRone 永續觀點

Youtube 影音頻道

Facebook 粉絲專頁績效

累積粉絲數 4,246 位

累積文章 1,749 篇

觸及人數 63,763 次

註：由 2013 年成立累計統計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6.3	綠領人才培育
在 CSR 顧問輔導與平台經營的過程，頤德了解到「綠領人才」是台灣企業急迫且根本的需求，多數企業執

行 CSR 專案的人員以人員的指派為主，在不清楚與不熟悉永續觀念及精神的情況下，導致企業資源使用及

分配不當而事倍功半，而尋求外部顧問的協助雖然能在短時間獲得外部資源與知識，但外部顧問畢竟不屬

於企業內部人員，較難以全面了解企業內部運作狀況與難題，因此具備對永續趨勢的掌握與企業內部營運

的綠領人才顯得非常重要。

因此，頤德積極連結外部單位及資源，發揮核心職能「溝通軟實力」及「規劃執行能力」，參與及發展與

綠領人才培訓相關的活動。

頤德實習生制度

綠領培育
向下扎根

連續舉辦四屆
累計學生近 400 名

至 2016 年 5 月累計 4 場

資誠 CSR 接班人計劃

Epson 綠領菁英計劃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CSR 大學講堂

永續發展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頤德以不同參與形式，提供在學學生 CSR 知識及相關企業案例研討的機

會，增進學生原本學科與永續發展知識的連結及應用。從 2011 前起，與其他企業、組織、學校單位，致

力 CSR 人才知識及技能培育，並將「綠領人才制度」確立為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未來發展主軸之一，

希望將永續人才發展策略結構化，以促進台灣學子能有規劃性地習得必要知識，與國際永續發展同步接軌。

【永續發展目標 4.7】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

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

和平及非暴力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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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德角色 2015 年綠領菁英培訓計畫－「綠色創新與製造」

策劃暨

合作推廣

規劃理念：

■長期培育在學青年 CSR 為企業培育優秀綠

領人才

■開創綠領菁英學員海外交流機會

■創造綠領新鮮人就業機會

■結合公部門政策，支持台灣綠色貿易行銷

課程設計原則：

 ■具備國際趨勢與全球視野

 ■培養專業基礎知識

 ■運用企業實踐案例結合認知與應用

 ■綠領菁英自我培育

綠色創新
與製造

培育人才

專業

趨勢價值結合

創新 實用

報名人數

188 人

98 人

10 人

上課人數

日本參訪人數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6 年初首度舉辦 CSR 接班人種子研習營，報名學生超過 300 名，經過三天的

課程與競賽，提升來自不同科系參與學生在 CSR 的知識與企業實務運作的了解。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以

協辦單位的角色，以平台協助活動宣傳，並提供適切主題的講師，以及業師參與學生發想討論，給予提案

建議。 

（•歡迎進一步收看 CSRone 平台的活動特別報導）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簡稱 CCS）於 2015 年成立，頤德便積極

參與永續事務的推廣，由中心所推出的「CSR 大學講堂」獲得許多大專院校的支持與申請，2016 年起，

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參與其中四場，與學生分享 CSR 溝通策略及綠領人才等議題。

6.4	全員社會參與	追求社會共好
在營運的過程中，持續創造正面社會影響力是頤德一直以來的企業經營理念，除了 NGO/NPO 等公益團體

的支持，近年社會企業以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為核心的商業經營模式，已逐漸成為帶動台灣社會正面發展

的重要力量，頤德在長期深耕 CSR 領域的過程中，也看到社會企業與企業合作的各種形式與可能性。因此

不論是日常營運或專案執行的過程中，我們都以實際行動支持社企產品或服務，更扮演橋樑的角色，創造

更多社會企業與企業之間對話與合作的機會，期望結合不同的企業型態，創造社會的共好與共榮。

3. 橋樑

創造交流對話

2. 夥伴

專案合作

1. 推廣者

理念推動傳遞

5. 動能

啟發永續創新

4. 平台

提供媒合機會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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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社會企業及公益團體的合作模式近年越趨多元，除了直接捐贈、採購商品，如何以企業核心能力回

應社會企業與公益團體的需求，是頤德不斷思考與突破的地方。身處以「溝通」為核心能力的產業，頤德

積極扮演橋樑的角色，創造多方直接交流及對話的機會，進而透過媒合與溝通，啟發更多永續創新的動能。

社企商品採購與理念傳遞－

One latte a day, keeps the pressure away!

創造連結與合作機會

2015 年 11 月，頤德與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共同舉辦「企業的信任存摺－社會共融與創新」研習課程，

探討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與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同時分享企業與社會企業之間合作的雙贏模式。為了讓參

與者有更深層且真實的體驗，也提供社會企業傳遞其理念的機會，課程當天我們邀請７家社會企業現場擺

設攤位（鮮乳坊、鹿窯菇事、慢飛兒、綠藤生機、祥記、社企一起幫、生態綠、好食機），以產品試吃等

輕鬆方式打破藩籬，面對面與現場參與企業分享經營與產品理念。

2016年3月頤德舉辦的「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依循 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標準來構思，

籌辦期間積極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議合，在分析後，「支持社福團體 / 社會企業」為 Tier1 的重大議題。我們

也主動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以社會企業「木人艸」的餐點作為會議茶點，其餐點選擇在地、友善土地的

食材，展現台灣的食農文化，配合精緻的餐桌設計，活動當天獲得許多與會企業的正面迴響與詢問。我們也

對社服團體敞開雙手，邀請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於現場擺攤，提供機會分享其 CSR 解決方案。藉由活動讓

企業直接認識社企與公益團體，媒合彼此需求，是規劃的初衷，而我們更期待激發未來合作多樣性的形式與

包容性的火花。 

（•歡迎至 1.3 章：「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專題報導）

響應社會公益，是因為看見背後的社會議題

頤德長期捐款支持社福、環保、公益與同業團

體，我們看重的不單是捐款表層的行為，更是

背後議題的價值彰顯。2012 年起我們關注到台

灣新移民的議題，連續 4 年捐款贊助「賽珍珠

基金會」，至今已領養 21 位新移民家庭的孩童，

幫助新移民家庭適應文化的差異，讓下一代健

康、快樂的成長。

此外，帶動台灣 CSR 正向發展是頤德重要使命

與承諾，不僅以捐款支持，我們與「台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持續在 CSR 推動上有密切

的交流與合作，期望集結不同產業的力量，提

升大眾對於永續議題的認知及關切。頤德也在

2015 年贊助甫成立的「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

支持以影像紀錄與傳承台灣自己的歷史與記憶，

結合內部同仁電影包場，李崗導演也親臨與同仁

互動交流，啟發頤德許多年輕同仁另類的思辨及

思考脈絡。

除了直接捐款，頤德也不定期在公司內部舉辦公

益活動，2014 年起連續兩年舉辦內部二手衣物拍

賣會，並將所得全數捐贈「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

利基金會」，支持身心障礙者終身照顧，活動所

募得的二手物品同時也捐贈公益團體販賣，讓家

中或活動用剩餘贈品更有效被運用。頤德也響應「舊鞋．救命」物資募集行動，號召同仁捐贈二手鞋子，

幫助非洲肯亞、烏干達等地學童免於因無鞋可穿而感染沙蚤等疾病。透過公益活動，除了讓還可以使用的

物資發揮更大的價值，頤德更期望同仁在參與過程中，更敏銳於看見他人需求，凝聚為關懷社會、參與改

變的正面力量。

頤德長期支持有理念的社企商品，長期訂購生態綠的公平

貿易咖啡豆，2016 年起每週定期鮮乳坊的鮮乳，供同仁

自由享用，除了讓同仁能享受到高品質的商品，也分享社

會企業重視環境、社會、經濟永續的產品理念，讓公司每

日的營運與生活增添幾分價值與溫度。以一杯香濃的拿鐵

咖啡陪伴忙碌的工作，已經成為許多頤德人每天的期待與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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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議題溝通

歷年頤德捐款名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社會福利
財團法人台北市

賽珍珠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灣視障協會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產業 台灣綠領協會
財團法人成大經營

管理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

環境保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生態農

耕自然飲食推廣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宗教團體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

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中華奉元協會

文化藝術 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

總捐款金額（單位：新台幣） 174,000 145,660 319,220

第三方的贈言與回饋

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

執行長／李崗

與頤德公關相識已久，但實際一起工作是在「阿罩霧風雲」下集「落子」

的宣傳期間，正確的說法不是我們去「委任」他們宣傳，而是去拜託頤

德「幫助」我們推廣，其實更精準的說法應該是，頤德在「做公德」。

這些年做監製工作，對自己的期許是提升這個世界和自己，工作的型

態是整合各種能量與資源，然後用影像去說與做出一個故事和傳達，

這次用霧峰林家的的故事，集結學界、紀錄片和電影三界的合作，以

具有高度與多元拚湊出一個接近台灣大歷史的真相輪廓，提供大家一個思考空間，我們覺得是值得花數

年精力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於是我們就這麼做了。

如果為了經濟效益，頤德公關或任何一個正常的公關公司，大概都不會選擇接這個案子，雖然我並不認為

他們對賺錢或幫委任的公司賺錢會排斥，我也不相信他們每個案子都會「做公德」。但在這段「合作」的

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頤德公關，不但選擇了這個案子，而且花了那麼多時間、精力，並且讓我們見識到真

正的專業，去幫助我們一起做「公德」，我認為那是在這個時代裡罕見，一種更高階對自己和對工作的虔

誠與真誠，去贏得別人對自己，與追求自己對自己尊敬的一種的信念。

善用頤德核心能力，動員同仁投入社會關懷及參與

頤德重視生活品質與感官覺知，每一個社會投入及參與，都是我們對某項議題的重視，由領導高層開始帶

頭做起，逐漸融入同仁業務範疇，將社會關懷的參與精神 Top Down 至頤德的社會實踐。

Lifesaver 救命水壺－水資源議題

約五年前，頤德便關注到「水資源議題」將是未來的潛在危機，

2009 年關注到英國發明家 Michael W. Pritchard 開發的 Lifesaver
救命水壺。因看中此產品的功能性，決定爭取成為 Lifesaver 救命

水壺台灣區總代理，並於2011年，正式由頤德關係企業「致德國際」

引進「救命水壺」。 

翻譯原文產品說明打破＂溝通＂障礙－語言

成立救命水壺台灣官網 www.lifesaver.com.tw建立＂溝通＂平台－官網

公開救命水壺的使用示範影片提升＂溝通＂效度－影片

舉辦媒體記者會，善用媒體傳播力量，打通溝通的廣度豐富＂溝通＂力道－公關

設立服務專線，提供消費者完善的諮詢及服務品質深化＂溝通＂渠道－服務

產品代理引進

（•歡迎點入了解 Lifesaver 救命水壺）

http://www.lifesav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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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谷 101 計畫－食農議題

有感於有機農友常需面臨產量波動、收入不穩定的風險，自 2011 年起，頤德透過支持「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

一群朋友們，共同推動「社群支持型農業（CSA）」，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與互助關係，藉由社群的

力量，支持有機農業持續經營。

「花谷 101 計畫」在花蓮鳳林以自然農法種植越光米，計畫號召 100 個家庭共同支持 1 個農夫，農夫則用自

然農改變 1 甲地，而這片土地就是這 100 個家庭的「家庭糧倉」。消費者可透過實地參與農作體驗，與農戶

創造真實的互動，而不論農地的收成多少，都不影響農夫的收入，讓消費者農戶共享收穫成果，也共同承擔

生產風險。2015 年「花谷 101 計畫」邁向第 5 個年頭，未來將持續募集更多消費者的支持，實踐友善土地的

農作理念，也讓更多家庭擁有安全且值得信賴的糧食來源。

（•歡迎點入了解花谷 101 計劃）

產品原料

開發

善用溝通核心發展 強化品牌管理能力 提升商務技巧 內化加值服務

產品包裝

設計
出貨管理行銷管理 售後服務

廠商回饋

將子廠商／百冬

將子與百冬於 2014 年展開首次合作，合作期間可深切感受到將子的企業文化，

不僅對產品品質有著高要求，也將消費者的健康永遠擺在第一位。雖然其中繁

複溝通延長開發產品的時間，但是對於產品的堅持，將子可是絲毫的不退讓，

也因為將子的堅持，讓我們從中學習到開發優質產品的寶貴經驗，好的產品才

有長久的市場。

今年度將子與百冬再度開發了兩項新產品，希望能夠與將子繼續長遠合作，為

消費者提供更多的優質產品。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食農議題

頤德長期支持全台各地從事有機農法的農友，為讓他們在台北能有穩定的銷售據點，自 2012 年 6 月 30 日起

與「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大農藝郭華仁教授」等單位協力合作，

於台北自來水園區成立台北市第一個完全有機小農市集：「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每周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5 點，為都市民眾提供健康安心、有善環境的食材選擇。除了農產品的販賣，市集也

經常性舉辦各種食農教育活動，推廣有機健康與環境友善的生活理念，搭起農友與民眾交流的橋樑。目前水

花園有機農夫市集的 Facebook 專頁已累計達四萬多粉絲，為目前國內農學市集中最大規模 Facebook 社群。

（•歡迎點入了解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現況動態）

6.5	氣候風險與機會因應－環境資源使用與效能管理

儘管身為中小企業的頤德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如製造業或大企業可觀，但長期關注國際永續發展下，我們

清楚認知「氣候變遷」議題是刻不容緩且責無旁貸的，我們更積極思考的是，運用頤德核心力「溝通」，

向企業與社會大眾傳遞氣候變遷的重要性及影響性。

因此，我們善用資訊整合的人力及智慧資本，結合 CSRone 平台的影響力，平台內容不斷推陳出新，彙整

並內化為新聞資料庫及深度專題文章的產出，有效將平面資訊轉化為知識力量，更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

頁和 Youtube 影音頻道，除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更加入多媒體影音的元素，發揮網路及社群的永續影

響力。

2015 年，年底的 COP21 巴黎氣候大會，讓「氣候變遷」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CSRone 平台也將 11 及

12 月專題主題鎖定「氣候變遷」，推出「COP21」系列專題報導，同時交叉搭配「標竿學習」的企業案例

分析，促進華文讀者氣候知識的攝取上更為便利，並加深應用性。 

「將子」有機農產製品－食農議題

有鑑於食安問題風波不斷，為了讓大家有更多安心飲食的選擇，「將子品牌」由頤德與理念相通的先勢公

關共同成立及管理。

頤德在推廣產品，極著重產品本身的品質管理，並將非必要性的廣告行銷費用最小化，以最實惠的價格、

最優等的品質，回饋給消費者，也因為產品品質的嚴格把關，強化消費者的忠誠度及顧客的信任感，創造

良好口碑。

（•歡迎點入了解「將子」有機農產製品）

http://www.angoo.me/
https://www.facebook.com/organicfarmersmarket/
https://www.facebook.com/JiangZi.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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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運用及效能管理

近年因氣候變遷加劇，加上 2016 年 4 月 22 日全球近兩百個國家簽署《巴黎協議》，台灣亦於 2015 年 7
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無論國際或台灣整體環境均對碳排放及管理愈趨關注。因產業性質，

頤德的自然資本主要為用電與用水，連續四年「能源使用效率」為頤德利害關係人高關注的議題，因此在

營運過程中提升能資源的使用效率，是我們對環境的責任。

冷氣空調管理維護

降低照明使用

紙張節約與回收

減少人員交通能耗

●溫度設定於 25~26 度。

●定期派員清洗空調，提升加空調功率。

●宣導隨手關門，避免冷氣外洩。

●安裝空氣熱交換系統後，提升空調能源使用效率。

●宣導同仁座位盡量集中，減少需使用能

源的辦公空間。

● 公 司 差 勤、 簽 核、 專 案 款 項 核 銷 等 流 程

電子化，僅有必要文件保存紙本留存。

●積極宣導文件使用雙面列印，並將無法

使用的紙張妥善分類回收。

● 積 極 實 施「 行 動 辦 公 室 」 政 策， 減 少 同

仁上下班通勤的碳排放。

●盡量採電話會議的方式與客戶進行溝通，

降低交通造成的環境衝擊。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採用空氣熱交換系統

頤德辦公室主要依賴空調維持溫度，但往往造成新鮮空氣難以進入室內空間，因此有時必須開窗，便導致

冷氣外洩的問題，而增加空調耗能。有鑑於此，頤德斥資 26.5 萬元，安裝耗電極低的熱交換系統，讓辦公

室能在不開窗的情況下，引入戶外新鮮空氣，提升空調使用效率。

公關同業對企業永續業務漸重視，可能提

高頤德業務上競爭

台灣企業對氣候意識及預算的增加，整體

產業的永續業務成長

台灣法規越趨嚴峻，能源轉型及低碳經濟

的聲浪提高

國際多年關注氣候變遷，各國不斷凝聚碳

排放的共識 ( 例如近 200 國簽署巴黎協議 )

機 會
頤
德
持
續
累
積
的
永
續
人
力
及
智
慧
資
本

儘管就公關溝通產業來說，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氣候風險對平時營運的連結性較不顯著，但頤德多年持

續關注相關議題，累積豐富的人力及智慧資本，隨著整體環境的氣候意識上漲，頤德也從此趨勢看見可能

面臨的風險及潛在機會。

歷年用電與碳排放量

頤德的碳排放量以用電為主，四年來因同仁數量成長，用電度數微幅增加；若以能源密集度來計算，每位

同仁所消耗的能源量則逐年下降，也顯示頤德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儘管如此，隨著頤德人數仍會持續擴

大，如何搭配內部政策推動與現代科技運用，有效減緩用電量的使用，系統化碳排放的管理，是頤德在環

境管理上的思考方向。

歷年碳排放數據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碳排量

（單位：公斤）
42,369 39,361 37,930 38,939

用電度數

（單位：度）
70,749 73,771 71,894 74,683

百萬焦耳
（1度電=3.6百萬焦耳）

254,696 265,576 258,818 268,859

電費

（單位：新台幣）
321,291 361,186 386,316 392,703

資料來源：台電電子帳單服務系統

註：歷年碳排量以 http://www.carbonfootprint.com/ 為計算依據，為更精準掌握每年碳排狀況，故今年起調整計算基礎，

改以台電電子帳單明細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參考數據，因此 2012 至 2014 年數據依此計算方式調整

以 CSRone 平台專題報導，系統性地規劃推廣「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主題豐富多元，同時融會國際時事

與台灣因應、理論概念及企業實務，順應全球熱潮，建構台灣企業與大眾的氣候認知及意識，以知識含量

高的專題文章與趣味活潑的精選影片雙軌並行推廣，觸及不同族群的閱聽眾，擴大影響的範圍。

精選專題文章：

【時事趨勢】COP21 後，台灣的氣候治理之路？

【標竿學習】氣候變遷領袖－聯華電子

精選影音：【60 秒掌握 COP21 巴黎會議】你必須知道的十大關鍵數字！

【永續發展目標 13.3】在氣候變遷的減緩、適應、影響減少與早

期預警上，改善教育，提升意識，增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http://www.carbonfootprint.com/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2068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813
https://goo.gl/SYv6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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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碳生產力 = 該年度稅後純益／同年度碳排放噸數

單位：新台幣（元）

40,392.81

80,000.00

70,000.00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每噸碳的生產力
NTD

48,019.11 64,945.57 70,498.64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歷年碳生產力

歷年用水量

2015 年頤德用水量較 2014 年微幅提高，用水密集度則下降。頤德目前尚未有具體的節水措施及政策，但

我們關注到水資源管理已是全球及台灣必須極力面對的問題，對水資源議題的重要性已有認知，而我們承

諾將在同仁對水資源議題的意識提升，以及用水效率上有進一步的推動。

（• 請至 1.2 章，了解頤德各目標的設定及執行績效）

歷年用水數據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用水度數（單位：度） 242 290 253 260

人均用水（單位：度） 5.7 6.6 5.5 5

資料來源：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計算方式：人均用水 = 該年用水度數／當年同仁數

歷年能源密集度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人均度數

（單位：度）
1,685 1,677 1,563 1,464

人均碳排放

（單位：公斤）
1,009 895 825 764

人均百萬焦耳 6,064 6,036 5,626 5,272

計算方式：人均度數 = 該年總度數／該年同仁數

　　　　　人均碳排放 = 該年度碳排放量／該年同仁數

　　　　　人均百萬焦耳 = 該年度百萬焦耳數／該年同仁數

歷年用紙量

聯合國大會將陸地生態的保護列為永續發展目標之一 ( 目標 15)，頤德審視自身營運，認為影印紙張使用管

理是我們可努力的範圍，因此 2014 年開始進行辦公室用紙量的統計，紙張用量此兩年無顯著變化，而用紙

密集度則下降。頤德內部長年積極宣導文件雙面列印，並將多數內部流程予以電子化，以減少影印的需求，

亦於「2016 第二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的籌辦過程中，更將「再生紙的使用」訂為日常的營運管理，

希望降低對環境的負面衝擊。頤德內部仍持續討論如何有階段性地降低紙張用量，我們也積極設定 2020 年

的用紙量目標，期望能在營運範疇及能力範圍之內，為地球盡到棉薄之力。

（• 歡迎至 1.2 章，了解頤德各目標的設定及執行績效）

歷年用紙量

年份 2014 2015

用紙量（單位：張） 17,311 17,231

人均用紙量（單位：張） 376.3 337.8

資料來源：金郁有限公司

計算方式：全年人均用紙量 = 該年度用紙量／同年度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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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第三方意見聲明書

附錄二：GRI G4 與特殊行業揭露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類別 指標 頁碼 註解

策略與分析
G4-1 22~25

G4-2 38~39

組織概況

G4-3 8

G4-4
(Add: 行業揭露 - 會議籌

辦單位 : 說明主要活動 )
70、12~18

G4-5 8

G4-6 8

G4-7 8

G4-8 8

G4-9 8、36、46

G4-10 46

G4-11 46

G4-12 93

G4-13 本報告揭露期間無重大變化

G4-14 38~39 本公司目前無相關預警機制

G4-15 本公司無相關措施

G4-16 95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7、36

G4-18 26

G4-19 30~31

G4-20 30~31

G4-21 30~31

G4-22 無重編行為

G4-23
本報告所揭露的議題，除了參考 GRI G4 考量面外，加入

公關溝通產業相關議題範疇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27

G4-25 28

G4-26 28

G4-27 28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7

G4-29 7

G4-30 7

G4-31 8

G4-32 7、116~119

G4-33 7、116

治理

G4-34 34~36

G4-35 35

G4-36 35

G4-37 35

G4-38 35

G4-39 35

G4-40 35

G4-41 34~35

G4-42 35
企業發展宗旨及願景的設立與更新，頤德董事會及經營高

層於每月主管業務會議中核准

G4-43 頤德董事以參與內部 CSR 培訓為主要採取方式

G4-44 頤德目前無擬定評量流程

G4-45 35

G4-46 35

G4-4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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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標準揭露

類別 重大性考量面 指標 頁碼 註解

經濟面 經濟績效

G4-DMA 34、50、72~73

G4-EC1 36~37、108

G4-EC2 39、112

G4-EC3 52~53

G4-EC4 無獲得政府之財務補助

環境面 能源
G4-EN3 113

G4-EN5 114

社

會

面

勞動條件

勞僱關係

G4-DMA
43~44、50~51、

61、63~65

G4-LA1 49

G4-LA2 52~53

G4-LA3
2015 年申請育嬰假人數為 1 人，育嬰假復職與留任人數為 1 人，復職與留任比例

達 100%

訓練與教育

G4-LA9 56

G4-LA10 54~56

G4-LA11 50

員工多元化與平

等機會

G4-DMA 44

G4-LA12 35、46

女男同酬 G4-LA13 52

勞工實務申訴機

制

G4-DMA 62

G4-LA16 本報告揭露期間，無勞工實務申訴案件發生

產品責任 產品及服務標示

DMA 72

G4-PR3 17、32、71~72
頤德服務資訊要求對環境及社會的衝擊、來源及處理方式，並遵循法規標準，但無

量化數據

G4-PR4 無相關情事發生

G4-PR5 72 有相關說明及客戶回饋，但無量化數據

目標 子目標 頁碼

【永續發展目標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
終身學習

【4.4】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擁有相關就業、覓得好工作與企業
管理職能的年輕人與成人的人數增加 x%，包括技術與職業技能

57

【4.7】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
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
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力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
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103

【永續發展目標 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
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8.3】促進以開發為導向的政策，支援生產活動、就業創造、企業
管理、創意與創新，並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包括取
得財務服務的管道

83

【8.6】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大幅減少失業、失學或未接受訓練的
年輕人人力分布

44

【永續發展目標 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
續性

【11.1】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全的，
以及負擔的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窟

53 

【永續發展目標 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2.5】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8

【12.6】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工商作法，尤其是大規模與跨國
公司，並將永續性資訊納入他們的報告週期中

78

【12.8】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永續發展的有
關資訊與意識，以及跟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100

【永續發展目標 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3.3】在氣候變遷的減險、適應、影響減少與早期預警上，改善教
育，提升意識，增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112

【永續發展目標 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 ; 提
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 ;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16.6】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35

【16.7】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有代
表性

63

【永續發展目標 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
伴關係

【17.17】依據合作經驗與資源策略，鼓勵及促進有效的公民營以及
公民社會的合作

13、90

行業揭露

類別 重大性考量面 指標 頁碼

媒體 (Media)

內容創作 (Content Creation)

G4-DMA 81、101

M2 14、81、101

M3 81、101~102

閱聽眾互動 (Audience Interaction) M6 101~102

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M7 14、17、101~102

會議籌辦單位 (Event Organizers)

總覽 (Overall) EO1 13

當地社區 EO4 16

包容性 (Inclusivity) EO5 16~17

軟體與硬體傳承 (Soft and Hard 
Legacies)

EO12 14

附錄三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類別 指標 頁碼 註解

治理

G4-48 26、35

G4-49 26、35

G4-50 26、35

G4-51 35、50~51

G4-52 不適用 未訂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制定的流程

G4-53 35 頤德董事會以持有股份為基礎計算薪酬

G4-54 52

G4-55 52

G4-56 34

G4-57 62

G4-58 62

管理方針揭露 G4-DMA 32~33、72、8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