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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委員會 
組織規程 

                            

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設置目的 

本公司為貫徹企業永續發展理念，積極推動公司治理，強化董事會對誠信經營之管理並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特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組織架構 

本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下設五大推動中心：誠信經營推動中心、環安衛管理推動中心、

綠色營運推動中心、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推動中心及員工關係與社會關懷推動中心；二

工作小組：秘書室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制小組。 

 

第三條 委員會成員及任期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四至七人，其中至少應有半數為獨立董事，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董事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 

依據本公司第

17屆第7次董事

會決議設立之組

織，相關掌理事

項及組織架構如

附件一。 

委員：董事長、副董事長、 

獨立董事 

誠信經營 

推動中心 

依據本公司第

17屆第7次董事

會決議設立之組

織，相關掌理事

項及組織架構如

附件二。 

環安衛管理

推動中心 

依據 本 公司 第

17屆第 7次董事

會決議設立之組

織，相關掌理事

項及組織架構如

附件三。 

綠色營運推

動中心 

依據本公司第 17 屆

第 7次董事會決議設

立之組織，相關掌理

事項及組織架構如

附件四。 

客戶服務與供應

商管理推動中心 

依據本公司第 17 屆

第 7 次董事會決議

設立之組織，相關掌

理事項及組織架構

如附件五。 

員工關係與社會

關懷推動中心 

秘書室 

總經理室 

企業社會責任書報告書 

編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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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董事成員之任期，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章另有規定外，與董事之任期相同為

原則，因故辭任致人數不足五人者，應於下次召開董事會時補足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成員之義務 

本委員會成員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本組織規程所訂之職責。 

第五條 本委員會職責 

本委員會之職責包含設置或變更下設之各推動中心、審核各推動中心之年度計畫、監督與

追蹤各推動中心之執行成果及本組織規程之修正等事項。 

第六條 監督與管理 

本委員會各推動中心應於每年度提供年度計畫及執行情形予本委員會秘書室。 

各推動中心應於每季召開推動中心會議，討論各推動中心相關業務之最新進展與未來方

向，並應於每季結束後 20 日內將會議記錄及相關資料彙整提供予本委員會秘書室，作為

本委員會會議之議案討論事項 

本委員會由總經理室擔任秘書室。 

本委員會之秘書室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秘書室為本委員會之議事單位，負責會議議程、會議紀錄、決議事項追蹤 

及出席人數統計與簽到等事項。 

二、蒐集及彙整各推動中心之會議紀錄、執行結果並彙整資料提會討論。 

三、協助各推動中心有關事項之聯繫、協調及作業整合。 

四、其他協助本委員會行使職責之事項。 

本委員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小組，負責報告書架構擬訂及彙整編製，總公司相關部

門及各推動中心應提供相關資料予編製小組。 

第七條 會議之召開 

本委員會每年應至少召開二次，必要時得隨時召集會議。 

本委員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 

召集人請假或因故不能召集會議時 ，由其指定本委員會之其他成員代理之該召集人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本委員會之其他成員推舉一人代理之。 

本委員會得邀請本公司董事、相關部門人員、其他外部顧問、人員列席會議並提供相關必

要之資訊。 

本委員會決議事項依本公司組織分工及權責劃分，由各主辦單位依職權辦理。 

第八條 出席及決議  

本委員會召開時，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成員簽到，並供查考。 

本委員會之成員應親自出席本委員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委託其他成員代理出席。 

本委員會為決議時，除法令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會成員之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表決時如經委員會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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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九條 議事錄  

本委員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成員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者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委員會之成員、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

對或保留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委員會之成員、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見。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委員會各成員，並應列

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條 定期檢討  

本委員會應定期檢討組織規程相關事項，必要時得提供董事會修正。 

第十一條 法令適用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其他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 核定層級 

本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本組織規程自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實施；第一次修正於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董事會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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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誠信經營推動中心圖與工作職掌 

 

 

 

誠信經營推動中心  

執行單位  

(各事業處處長 / 

管制長/功能主管) 

1. 配合執行並落實誠信

經營推動中心之推動

事項 

2. 接受監督與查核 

3. 針對具體防範措拖制

定相關作業細則  

 

監督查核 

(稽核)  

 

宣導與推廣  

(人資 /法務 )  

依規定定期宣達誠信

之重要性 

人資：誠信文化及行為 

法務：法令遵循 

對不誠信行為風險之活

動： 

1. 於監督制衡機制提

出建議 

2. 規劃檢舉制度 

 

獎懲  

(人資 )  

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

度，並為考核的依據 

1. 負責誠信經營推動中心議事運作 

2. 訂定誠信經營守則等相關原則性規章 

3. 確保法令遵循及規章落實合法有效 

秘書室  

(法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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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安衛管理推動中心組織圖與工作職掌 

 

 

 

環安衛管理推動中心  

(董事長 /總經理 )  

環安衛管理制度活動： 

制定/推動/督導/考核 

環安衛管理制定/推動 

副總幹事 

不銹鋼事業部 

主管 

環安衛管理 

執行/督導/考核 

特鋼事業部 

主管 

環安衛管理 

執行/督導/考核 

線纜事業部 

主管 

環安衛管理 

執行/督導/考核 

銅線材事業部 

主管 

環安衛管理 

執行/督導/考核 

商貿事業部 

最高主管 

環安衛管理 

執行/督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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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綠色營運推動中心組織圖與工作職掌 

 

 

 

 

1. 收集各 OU 綠色產品與綠色製

程開發之實績 

2. 綠色營運推動小組工作執行會

議召開(1 次/季) 

3. 綠色營運年度執行規劃(1 次/

年)與執行進度檢討(1 次/半年) 

4. 提供年度 CSR與綠營運相關撰

寫之協助 

推動中心室  
 

綠色營運推動中心  

1. 掌握與收集各 OU 品質

系統與認證推動情形 

2. 推動與督導各 OU 綠色

產品與綠色製程開發績

效之持續改善 

3. 掌握各 OU 之省資源、節

能減廢與對環境友善之

綠色產品開發的推動情

形 

4. 掌握各 OU 之綠色製程

開發的推動情形，朝向從

源頭改善以減少廢棄物

與能耗 

5. 制定綠色產品與綠色製

程開發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轉化為節能、減

碳、減排之績效指標) 

銅線材事業部 

1. 掌握與收集各 OU 品質

系統與認證推動情形 

2. 推動與督導各 OU 綠色

產品與綠色製程開發績

效之持續改善 

3. 掌握各 OU 之省資源、

節能減廢與對環境友善

之綠色產品開發的推動

情形 

4. 掌握各 OU 之綠色製程

開發的推動情形，朝向從

源頭改善以減少廢棄物

與能耗 

5. 制定綠色產品與綠色製

程開發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轉化為節能、減

碳、減排之績效指標) 

線纜事業部 

1. 掌握與收集各 OU 品質

系統與認證推動情形 

2. 推動與督導各 OU 綠色

產品與綠色製程開發績

效之持續改善 

3. 掌握各 OU 之省資源、

節能減廢與對環境友善

之綠色產品開發的推動

情形 

4. 掌握各 OU 之綠色製程

開發的推動情形，朝向從

源頭改善以減少廢棄物

與能耗 

5. 制定綠色產品與綠色製

程開發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轉化為節能、減

碳、減排之績效指標) 

特鋼事業部 

1. 掌握與收集各OU品質系

統與認證推動情形 

2. 推動與督導各OU綠色產

品與綠色製程開發績效

之持續改善 

3. 掌握各 OU 之省資源、節

能減廢與對環境友善之

綠色產品開發的推動情

形 

4. 掌握各OU之綠色製程開

發的推動情形，朝向從源

頭改善以減少廢棄物與

能耗 

5. 制定綠色產品與綠色製

程開發之關鍵績效指標

(KPI)( 轉化為節能、減

碳、減排之績效指標) 

不銹鋼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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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推動中心組織圖與工作職掌 

 

 

 

負責客戶服務與供應商

管理小組議事運作 

秘書室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推動中心  

執行單位  

執行並落實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推動小組

之推動事項 

1. 客戶服務： 

1) 優化服務流程,提升客戶信賴 

2) 提供貼近客戶需求之服務與產品 

3) 客戶滿意度及客訴處理 

4) 產品責任及服務標示、相關法規與國

際規範之遵循 

2. 供應商管理：  

1) 推展執行供應商永續經營議題 

2) 召開供應商大會 

3) 供應商永續風險評估(問卷自評) 

4) 供應商永續實地評鑑 

5) 收集供應商關心議題 

6) 收集並提供推動小組要求之相關資料 

宣導與推廣  

1. 客戶服務：宣導及推廣客戶

服務之方針、相關法規及國

際規範。 

2. 供應鏈管理：持續對供應商

永續經營議題的推展，擴大

廣度及深度。 

協作 

1. 進行業務推廣、產品服

務、處理品質異常或客訴

問題，以贏得客戶信賴。 

2. 完成客戶或第三方至廠

CSR 稽核。 



                                                           【華新麗華規章辦法】 
 

 

 8 

附件五： 

員工關係與社會關懷推動中心組織圖與工作職掌 

 

 

馬來西亞廠 

環安衛管理執行

/督導/考核 

 

員工關係與社會關懷  

推動中心  

政策及推行計畫之督導 

副主任委員 

推動中心相關業務承辦 

總幹事 

執行單位  

(人資管理部/企業溝通部) 

1. 員工關係：負責推動與建構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得以充分發揮才能的空間、以及合理的報

酬與福利 

2. 社會關懷：擬社會關懷政策，以主動的方式投入

公益、關懷社會、企業社會責任教育，以具體、

持續的行動力回饋社會 

執行單位  

(各事業處主管) 

1. 員工關係：負責推動與建構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得以充分發揮才能的空間、以及合理的報

酬與福利 

2. 社會關懷：擬社會關懷政策，以主動的方式投入

公益、關懷社會、企業社會責任教育，以具體、

持續的行動力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