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書說明
報告目的及原則：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昇恆昌或昇恆昌公司）主要經營旅遊免稅零售產業，並於臺灣各大
國際機場及離島提供銷售與公共服務。自 1995 年成立以來，秉持「誠信、專業、創新、公益」之企業
經營理念，並以傳統文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進而發揮「公共服務為導向，利益大眾為宗旨」之
企業經營核心價值，期能達到「社會企業，企業社會」之友善境界。
為達前述企業相關理念，昇恆昌雖非屬政府主管機關所規定應公開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
企業法人，但仍於 2014 年首次以「GRI G3.1」標準，主動發行「2014 昇恆昌 CSR 整體績效報告書」，
並經第三方公正單位 – 法國國際 BV 集團（Bureau Veritas，於臺灣所登記設立之公司全名為「臺灣
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以 AA1000AS 標準查證確信。不僅是臺灣首家通過 CSR 報告書
查證的百貨零售業者；更是全球發布 CSR 報告書的免稅零售業先驅，足證昇恆昌拋磚引玉，推廣企業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公益使命。
而 本 次「2017 昇 恆 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 則 為 昇 恆 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參 考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於 2013 年 5 月 所 公 佈 之「 第 四 代 永 續 性 報 告 指 南（GRI
G4,GRI Guideline Ver.4）」及聯合國「全球盟約（UNGC, UN Global Compact）」等國際趨勢所
準揭露，旨在呈現昇恆昌公司對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溝通、重視與環境友善的基本方針與永續經營策

前言

再次編製。本報告書並依據「GRI G4 永續性報告指南」，以「核心」選項為主要依循目標進行標
略，並以之增進企業治理之透明度，同時促進對外界之交流。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以昇恆昌公司 2015 年至 2016 年間 CSR 相關績效數據為發布要點，其資訊採計週期如下：
2015 年部份：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部份：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報告範圍：
本報告書所述及之地理邊界包括「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1. 位於臺北市內湖區之企業總部。
2. 全臺灣 11 處營運據點，包括：臺北市區之昇恆昌免稅廣場旗艦店、民權店，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
航廈及機場旅館門市，高雄國際機場，基隆港，臺北松山機場，臺中國際機場、花蓮機場及金門營
業部等營運據點。
3. 位於桃園南崁之物流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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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準確性之保證：
本報告書相關資訊之公開，本公司均盡最大之努力，並經過各該相關部門之核對與確認，以確保公
開資訊之準確。本公司並於報告書製作及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確信後，印行紙本並公布電子檔案於
企業網站（http://www.everrich-group.com）以昭公信。
為暢通與各相關利害關係人之交流及傾聽外部意見，本報告書亦邀請各相關利害關係人等，不吝提
供寶貴意見。聯絡資訊如下：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289 號
CSR 專責單位：總經理室、公共事務室
電話：（02）8178-5588 # 572、560、566
E-mail：Service@everrich.com.tw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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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企業社會責任 推動企業成長
關於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
責任，有很崇高的使命，在於使一家公司能夠針對其利害關係
人透明公開、全面揭露運作的資訊。這其實是一件大工程，也
是經營者的一大挑戰。
對於昇恆昌公司而言，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很廣、很多，
但最終的目標都是公益社會。如何將匯聚到公司的資源有效的
使用、分配，檢視公司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而去
改善、調整，甚至是回饋社會，才能讓企業認識到自己的社會
責任。
公益社會是昇恆昌長久以來的目標。公司 5,360 位員工皆
為志工，每個人都能自動自發，為社會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員工的善念、公益成就昇恆昌貼近顧客、體貼服務的高品質。
近年來因著國際旅遊市場的環境改變，免稅商店的經營面

在困境之中才能磨出堅毅的信念。因此，昇恆昌將秉持著「誠

江松樺
前言

臨不少挑戰。但我始終相信，迎向挑戰才能讓公司成長茁壯，

董事長

信、專業、創新、公益」四大原則，以及「公共服務為導向，
利益大眾為宗旨」的核心價值，砥礪昇恆昌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能在瞬息萬變的新世代裡，即時創新、貼近潮流，讓
免稅商店的服務更多元且創新。
企業永續經營是每一位經營者的目標，但是企業的永續不
單來自獲利能力，還包括了與社會公益的互動、企業與顧客的
關係、內部員工的照顧、企業股東的責任等。在多元面向下的
規劃、執行與實踐，才能使一家企業走在永續經營的軌道上。
未來，昇恆昌會持續肩負起在機場第一線，為國家門面的榮譽
持續努力，提供來往臺灣的國際旅客、國人們，更優質且感動
貼心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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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社會 企業永續
近年來國際情勢瞬息萬變，臺灣企業與政府面臨許多挑
戰。環境艱困，卻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契機，外在環境的變
化不是逆境，而是讓企業省思自身的責任。
身 在 國 門 第 一 線 服 務 旅 客 的 昇 恆 昌 公 司， 對 於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有很
深的感觸。不僅是企業經營，更是國家形象維護、公益社會、
服務大眾進而達到企業永續的目標。因此，昇恆昌公司秉持
「誠信」、「專業」、「創新」、「公益」經營理念，打造企
業永續經營的願景。
誠信，透過誠信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股東關係以及對內
的員工關係。以誠信為本，建立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信任，因
著信任而能凝聚向心力，朝著共同的目標卓越向前，才能在大
環境變動時，始終如一地保持服務品質、商品完備。
前言

專業，因著專業而能貼近顧客需求，提供貼心服務與信任
感。本於專業，而能在環境改變之時因應各式挑戰，持續保持
服務品質的高標準，給予顧客意料之外的感動服務。專業本於
堅持卓越，持續自我要求、成長。
創新，順應時代、科技潮流，提供更為人性化、便利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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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如電子商務興起後，所需的行動支付、線上預購等，都
是昇恆昌因應市場需求而創新服務模式的改變。因著專業而能
保持根本服務價值，進而創新更優質的服務。.
公益。回歸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昇恆昌的社會企業責任即是在於社會的關懷，傳遞愛、啟發
善，讓善念、美意能在人與人之間串連起彼此的好，進而改變
社會風氣，促使整個環境更為向上。
當企業與社會大眾站在一起，公益社會、企業永續的目標
才能達成。昇恆昌未來將會秉持「誠信」、「專業」、「創新」、
「公益」經營理念，提供社會大眾更璀璨的免稅商店服務，讓
企業永續、公益社會，生生不息。

副董事長

吳秀光

以專業為基底 由創新造趨勢
2016 年，來臺觀光旅遊人次突破 1,000 萬大關，而桃園
國際機場所服務的國內外往來旅客也堂堂邁向 4,000 萬人次。
對昇恆昌而言，在國門第一線服務，我們與臺灣觀光旅遊的發
展始終密不可分。而國門機場的商業設施、公共服務品質與旅
客滿意度，更是我們一直堅持與努力追求的目標。
在此要感謝各機場航站與主管機關的督促、國內外旅客的
支持與業界合作夥伴的相互砥礪，讓我們昇恆昌及桃園國際
機場能在 2015 及 2016 年間，有幸先後獲得 SKYTRAX「世
界 機 場 大 獎 – 全 球 最 佳 機 場 服 務 人 員 」 第 一 名、 國 際 機 場
協 會 ACI「2016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評 比（ASQ，Airport Service
Quality）」亞洲及全球 2,500 萬至 4,000 萬旅運量機場雙料
冠軍及國際知名媒體《Frontier》雜誌評選為「年度全球最佳
機 場 零 售 業 者（Airport retailer of the year : Top-achieving
Single Location）」等獎項肯定。

江建廷
前言

昇恆昌的服務品質，主要來自於對熱情與專業的堅持要

總經理

求，並透過人文底蘊及共利共好的心念，在企業管理與顧客感
動服務上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但世界不停快速轉動，分分秒
秒都在催促著我們與時俱進，所以為因應經營風險的管理，
昇恆昌秉持「事前預防 – 即時掌握 – 快速回應」之三階段方
針，由第一線工作人員、基層主管與高階經理人進行分層負責
的「風險控管」及「危機處理」。
面對全球旅遊市場的快速變化、以及消費者的需求趨勢改
變，昇恆昌不斷創新結合電子商務、行動支付等數位趨勢，期
打造更為便捷且更具效率的服務模式，提供顧客全新的服務體
驗；我們亦持續與臺灣本土中小型業者、地方小農等進行密切
合作，輔導協助在地企業將臺灣特色商品重新設計包裝後，能
於國際機場平台推薦給全球旅客。
而在國門服務的昇恆昌，亦十分重視環保節能等全球環境
議題，並進行長期能源改善計畫，導入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
透過設備與耗能行為之分析及政策推動，達到有效節能的目
標。且為符合企業升級之需求，更積極進行 ISO27001 資訊安
全及 HACCP 餐飲安全等認證，以最高的自我要求標準，提供
顧客最安心的服務。
透過全方位的實際行動，我期許昇恆昌能持續展現企業對
於社會責任的重視。並盼望在「善」的信念之下，我們能永續
堅持專業、保有熱情、不斷創新，並傳遞公益與溫暖，在每一
條「利益大眾」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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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企業重要事紀
2015
昇恆昌全面公開食品 SGS 檢驗報告
昇恆昌自 2012 年起即與國際第三方公正單位 SGS 合作，全國首創建置「昇恆昌
商品檢驗報告專頁」，只要使用智慧型載具掃讀商品外包裝之 QR Code，即可立即查
看昇恆昌各類食品完整檢驗資訊。
昇恆昌的採購人員更不定期訪廠並與供應商簽訂食品安全宣言，透過採購合約規
範，讓消費者買得安心，再次順利度過臺灣油品食安危機。

桃園國際機場客運量突破 3,500 萬人次，並榮獲全球專業航空評鑑機
構 Skytrax 評選「全球最佳機場服務人員」，晉身亞太指標機場
昇恆昌與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共同為國門機場貢獻心力，並提供往來旅客最優質的
完善服務。因此桃園機場榮獲全球專業航空評鑑機構 Skytrax 評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服務人員」 ，並於 2017 年 3 月再度獲獎。

前言

發展離島、推廣觀光，「昇恆昌金湖大飯店暨金湖廣場」正式落成啟用
為發展離島觀光、推動傳統文化傳承及兩岸和平發展，昇恆昌所投資興建之「昇
恆昌金湖大飯店暨金湖廣場」正式開幕啟用。透過實質的投資與建設，帶動金門青年
返鄉就業，為離島觀光產業帶來新風貌。
臺灣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與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更於同年 5 月假金門昇恆昌金
湖大飯舉行「兩岸事務首長會談 – 夏張會」，積極促進兩岸和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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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緊急捐贈醫療設備，提供塵爆傷患可用醫療資源
為因應新北市遊樂園塵爆事件之緊急醫療需求，昇恆昌捐贈臺北三軍總醫院「生命
狀況監測平台」，並提供鄰近飯店免費住房服務，安置傷患家屬，為急難救助貢獻心力。

昇恆昌榮獲國際航空旅遊媒體《The Moodie Reports》評選為全球
Top 10 Duty Free Shop
昇恆昌免稅商店除提供完善購物服務之外，並融入臺灣在地文化特色，不斷精進
機場公共服務與空間規劃品質，獲得國內外旅客一致的肯定。連續兩年受到國際航空
旅遊媒體《The Moodie Reports》評選為全球前十大免稅業者。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C1 臺灣音悅候機室」開幕啟用
昇恆昌以臺灣身居華人流行音樂中心的文化特色，特別在桃園國際機場打造「臺
灣音悅候機室」。不僅推廣臺灣藝術文化，更使往來旅客在候機同時亦能感受臺灣人
文之美。

昇恆昌代表臺灣於東京 ACI 大會發表主題演講：
The New Taiwan Travel Retailer with Social Benefit Oriented Belief
昇恆昌由總經理江建廷代表臺灣免稅業者，應國際機場協會（ACI）邀請，前往
東 京 ACI 大 會 發 表 主 題 演 講「The New Taiwan Travel Retailer with Social Benefit
Oriented Belief」，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

昇恆昌協助培育國際海洋法學專業人才
臺灣以海洋立國，面對南太平洋主權爭議、海洋資源保育及合作協商，昇恆昌特別
捐助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培養國際法專業人才。

昇恆昌創辦人榮獲「亞太企業商會」頒發「亞太企業精神特別成就獎」
昇恆昌創辦人江松樺董事長因致力社會公益、推廣文化傳承，榮獲「亞太企業精神
獎之特別成就獎」。主辦單位「亞太企業商會」更讚許昇恆昌能夠堅持優質服務、關
注社會公益，並時時回饋弱勢，推動「善」循環，是具有「社會公民精神」的企業家。

前言

2016
臺南震災救援刻不容緩，昇恆昌協助市府救災
為協助臺南大地震之急難救助，昇恆昌緊急捐贈經費及物資，協助災民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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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大型公益活動「第一屆光譜計畫」啟動
昇恆昌累積多年公益經驗，特別整合偏鄉教育、觀光推廣、青年公益、全民參與等
議題，籌劃為期半年的大型公益活動「昇恆昌光譜計畫公益觀光營」。號召大專學子
以營隊提案方式深入偏鄉，也讓偏鄉學子從營隊中學習到課本之外的知識。計畫受到
桃園市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支持與肯定，2017 年並將擴大舉辦第二屆「昇恆昌光譜計畫
公益觀光營」。

桃園國際機場榮獲全球機場服務品質第 1 名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ACI）公布全球機場服務品質調查
評比（ASQ）結果，桃園國際機場於客運量 2,500 萬至 4,000 萬的級距中，榮獲亞洲
及全球雙料冠軍。

昇恆昌代表臺灣參加新加坡國際免稅大展，並發表主題演講：
The Role of Travel Retailer
昇恆昌代表臺灣參與 TFWA Singapore 國際免稅盛會。並由總經理江建廷擔任大會
講者，分享企業落實公益文化的經營經驗，提昇臺灣國際能見度。

昇恆昌推廣體育運動，協助培養體壇新秀
為推廣體育、鼓勵臺灣優秀運動員，特別贊助網球好手張凱貞之訓練經費，並邀
請張凱貞擔任「昇恆昌公益大使」，落實社會公益的企業理念。

「EverRich.com 昇恆昌免稅預購網」正式營運
昇恆昌領先連結電子商務新趨勢，在經過長時間的研發與試營運後，「EVERRICH.
com 昇恆昌免稅預購網」正式上線。除提供旅客更便捷的免稅商品選購服務外，更創
建線上預購平台，滿足更多元的消費需求。

「Ever Rich Jewelry 昇恆昌珠寶」正式營運，打造臺灣自有珠寶品牌
為將臺灣珠寶飾品推向國際，昇恆昌特別成立 Ever Rich Jewelry，打造臺灣自有
珠寶品牌，並結合臺灣的風土民情與人文涵養，讓珠寶設計更能傳達寶島自然、人文
之美。

前言

昇恆昌榮獲 Frontier 雜誌評選為「全球最佳機場免稅零售業者」
因為昇恆昌卓越的公共服務，獲得國際知名媒體《Frontier》雜誌評選為年度「全
球最佳機場免稅零售業者」。不僅肯定昇恆昌的經營績效與服務品質，更讓世界看見
臺灣豐富多元的自然、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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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廣邀東南亞網路名人體驗臺灣旅遊樂趣
為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將臺灣優質觀光行程推展至東南亞國家，昇恆昌特別邀
請菲律賓知名部落客來臺體驗。並於 2017 年 3 月擴大舉辦，廣邀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菲律賓等知名網路意見領袖來臺，透過網路自媒體趨勢，宣傳行銷寶島
多元旅遊行程。

昇恆昌澎湖飯店興建案舉辦上樑儀式
為發展離島，帶動世界最美麗海灣的澎湖觀光旅遊產業。昇恆昌籌資參與澎湖馬
公第三漁港綜合旅館區飯店興建案，於 2016 年 10 月舉辦上樑儀式。宣告昇恆昌於澎
湖建設的承諾，望能藉此吸引青年返鄉發展推動無煙囪工業。

為推廣臺灣觀光，贊助臺北 101 跨年煙火秀
與觀光局一同為宣傳臺灣形象攜手「點亮臺灣」，特別贊助
「2017 臺北 101 跨年煙火秀」。且為兼顧綠能環保，更搭配科技
聲光效果，縮短煙火施放總長至 238 秒，節能減碳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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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秉持「誠信、專業、創新、公益」的企業經營理念，
昇恆昌以公共服務為導向，以利益大眾為宗旨。
卓越的企業視野，來自於不斷自我超越的專業態度；
宏觀的永續堅持，來自於貼近廠商顧客的服務熱情。
昇恆昌提供國內外旅客，無與倫比的購物樂趣、
厚實溫暖的臺灣記憶、充滿驚喜的文創體驗，
以專業態度洞察細節，以服務創新體貼至微。
不只追求穩健永續，更發願與環境、社會和諧共生，
一同構築「社會企業，企業社會」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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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專業視野，永續公益
源於對臺灣的熱情，百分之百由國人投資經營的昇恆昌免稅商店於 1995 年成立，以立足本土、接
軌國際為職志。1997 年起先後取得高雄國際機場綜合免稅商店、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與第二航廈、臺北
市區免稅預售中心、臺北松山機場、臺中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基隆港、花蓮機場、金門水頭商
港等營運據點經營權。
而為推廣臺灣觀光、提昇臺灣旅遊服務品質、
配合政府建設離島政策，昇恆昌更陸續成立金門離
島市區金坊免稅商店，澎湖、綠島、小琉球離島市
區澎坊免稅商店等子公司，且為「傳承中華傳統文
化，永續兩岸」更投資興建「昇恆昌金湖大飯店暨
金湖廣場」，業已於 2015 年 3 月 19 日盛大開幕營
運；而為推廣臺灣美麗海洋風光、帶動離島發展，
於 2014 年 11 月起建之「澎湖縣馬公第三漁港綜合
企業簡介

旅館區」大型飯店 BOT 案，亦於 2016 年 10 月 11
日舉辦上樑典禮。
臺灣免稅商店標竿的定義，不斷隨著昇恆昌的精進而更新，揉合誠信、專業、創新與公益，昇恆昌
致力讓全世界旅客都能領略臺灣風華，一個永無止盡的進化歷程於焉展開，並將自身的專業、經營成
果與社會公益結合，將企業經營與公益，永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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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1995 年 9 月 27 日
企業總部：臺北市內湖區湖新二路 289 號
營運項目：免稅零售服務業、百貨零售業、餐旅服務業等
1

員工人數：5,360 人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56 億元

2

1. 以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為統計主體，不包括其他關係企業及子公司。

2. 2017 年 4 月 25 日經核准增資為新臺幣 56 億元。

服務據點
在臺灣與全球的交會處，
沿著昇恆昌的指引，您將踏入國際時尚的崇高殿堂。
在人文與科技的匯流點，
信步與昇恆昌同行，您將領略臺灣寶島的萬千風情。
這方地圖上正為您標誌著，
文化與經典的陶冶，美學與時尚的淬煉。

陸、海、空三重維度的購物便利，開啟時尚、樂趣與尊榮的完美組合，
昇恆昌給您「一站購足、全 服務」的精緻購物體驗。

金門水頭商港旅客服務中心免稅商店

KEELUNG
基隆港東岸旅客服務中心免稅商店

金坊離島市區免稅商店*
金門尚義機場免稅商店*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暨金湖廣場

PENGHU

TAIPEI
臺北松山機場免稅商店
市區預售中心 - 民權店
昇恆昌免稅廣場

澎坊離島市區免稅商店*
澎坊馬公機場免稅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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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第二航廈免稅商店

KAOHSIUNG
高雄國際機場免稅商店

TAICHUNG
臺中機場免稅商店

HUALIEN
花蓮機場免稅商店

Linqin
澎坊小琉球離島市區免稅商店*

企業簡介

KINMEN

GREEN ISLANDS
澎坊綠島離島市區免稅商店*

據點名稱後方加註（*）者（金坊、澎坊、澎坊 – 綠島、澎坊 – 小琉球），為昇恆昌之子公司暨關係企業，係獨立營運，並未包含於本次報告書範圍。

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利益大眾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5 年成立，目前包括子公司與關係企業等共有員工 7,000 餘人，均自行
僱用非經人力派遣；同仁們透過完整教育訓練，咸具專業、敬業與服務熱誠。公司財務結構穩健，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56 億元，自有資金充裕，並無重大訴訟案件或債信問題。具備完善的國際化商品供
應鏈，商品系列完整，直接買斷進貨並自行經營管理。並建置有旅客服務系統及嚴密的安全衛生管理
與危機處理機制，為一組織健全的現代化企業。
昇恆昌公司長
期 在 創 造「 增 加 政
府財政收益」、「提
昇 旅 客 滿 意 度 」、
「企業努力照顧員
工 」 及「 促 進 國 際
交流合作」的同時，亦採多元模式從事全方位的公益活動來善
企業簡介

盡企業社會責任。除成立三個全國性基金會來推動公益活動
外，基金會所有費用與支出，悉由董事長江松樺及昇恆昌公司
盈餘贊助，未對外募款。
昇恆昌始終相信，國際機場免稅商店是臺灣國門的櫥窗、
也是國家形象的表徵，所以經營國門免稅商店的業者，除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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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專業服務，更必須堅持以身作則來落實社會公益。故本著弱勢及偏鄉關懷的精神，昇恆昌自董事長至
各級主管，均一起帶領全體員工積極投入社會公益的服務，僅 2016 年全年便有超過 495 場、11,480
人次的公益志工參與，要用實際行動拋磚引玉，期許能將「善」的力量傳遞至世界各角落。

專業創新，公益傳承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委託具實務經驗之專業經理人（總經理），進行包括
CSR 及企業經營在內之決策統合、擬定治理策略及經營方針，並向股東會及董事會報告，且受到依《公
司法》所設，非股東身份之獨立監察人（一名）監督。昇恆昌並制定符合《公司法》規定之《公司章程》，
定期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全體董、監事之職務安排、薪酬補償與利益迴避、競業禁止等相關事宜，
並同時受到《公司章程》與各別契約之共同規範與保護。
公司設置「法務及內部稽核單位」直接隸屬總經理室，並設有「公共事務室」，負責企業對外溝通、
CSR 及形象建立等相關事宜；「客戶服務中心」，負責顧客、旅客之各類意見回覆與服務諮詢；「履
約管理專業辦公室」，負責溝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航站，並控管各專案之履約管理事宜。
「營業管理處」主要管理昇恆昌各營業據點，為直接面對消費者與旅客的第一線；2016 年並成立
「昇恆昌免稅預購網」，透過虛實整合的 O2O（Online To Offline）服務，回應行動通訊時代旅客對於
電子商務的多元需求。全體員工在工作之餘，由同仁自主參與規劃執行社區敦親睦鄰計畫、關懷弱勢、
照顧偏鄉等社會公益事項。
企業簡介

「行政管理處」則統合公司內部各行政事務，包括人力資源、人才培訓、友善職場、兩性平等及員
工福利等計畫。「採購管理處」直接面對供應商，並依公司「推廣臺灣在地名特產」之政策方針，尋訪
各地優質農民、生產者及中小企業，協助輔導開發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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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

股東會

營業管理處
行政管 理 處
採 購管理處

財團法人
昇恒昌基金會

財團法人
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

社會公益

執行 副 總 經 理
公共事務室

財團法人
江許笋文教基金會

總經理
法務室
企業簡介

履約管理專業辦公室
(CSR統籌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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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

董事會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稽核室

客戶服務中心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營業部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營業部

金門水頭商港營業部

高雄機場營業部

台北市區營業部

松山機場營業部

台中機場營業部

基隆港營業部

花蓮機場營業部

昇恆昌免稅預購網

安全衛生管理部

人力資源發展部
資訊管理部
財務部
會計部
工務部
總務部
營業企劃部

珠寶部
國外採購部
國內採購部
商品控制部
物流管理部

營業項目與服務內容
豐富您的精彩旅程
昇恆昌是亞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通過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之免稅商店；其領導
業界的「市區預售中心」，更是臺灣唯一經核准設立的市區免稅商店。每年服務逾 4,000 萬入出境臺
灣國門的國內外旅客，並基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投入大量資源與心
力，規劃與執行各項國門改造及臺灣印象在機場、
港口的服務與推廣。
延續對服務的熱情與專業，為企業注入創新與
人文的精神。透過全新的企業形象，昇恆昌將不斷
自我提昇，持續改寫卓越非凡的定義。

時尚殿堂，魅力綻放
成功與國際接軌，登上全球精品銷售業界的顛峰。昇恆昌匯聚全球頂級國際精品、高級腕錶、流行皮件、

企業簡介

敏銳的時尚嗅覺，精準的卓越品味，深厚的國際招商實力，加上不斷追求自我超越的動能，昇恆昌
美妝香氛、珠寶首飾、菸品酩酒、運動與 3C 商品等，集大千萬象於一堂，滿足顧客所有的購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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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思維，行動未來
2016 年更首度跨足 EC 電子商務領域，全新推出「昇恆昌免稅預購網」，讓每一位有出國旅遊計
劃的旅客們，都可以在彈指之間「輕鬆購物、機場提貨」。並創立「everrich jewelry」昇恆昌珠寶品牌，
將臺灣在地的自然、人文美景，透過國際級的珠寶設計行銷到全世界。

國際精品

旅遊休閒

專櫃品牌

品牌配件
影音圖書
進口食品玩具

珠寶配件
珠寶
飾品
筆錶配件

美妝香氛
化妝品
香水

昇恆昌
免稅預購網
菸酒
菸品
酩酒

地方特色商品
臺灣在地名特產
民藝品

其他
3C 商品
授權品牌
餐廳

寶島機場，文創臺灣
昇恆昌積極輔導臺灣優質
中小型名特產廠商，嚴選、開
發數千種臺灣在地特色產品。
並 透 過 嶄 新 的 行 銷 包 裝， 融
入 臺 灣 藝 術 家 創 作， 用 品 牌
專 賣 店 的 形 式， 打 造「Hello
Hakka- 客 家 館 」、「 臺 灣 發
原地 - 原住民特色館」、「臺
灣好滋味 - 臺灣名特產館」等
特色專賣店；更引進臺灣新銳
設計師堅強的文創實力及聞名
全球的工藝經典，成立「森活
提案 +」，向每位到訪者傳遞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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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臺灣的多元與深厚、溫暖和
魅力。

好饗，旅行好滋味
為提供機場旅客更優質與更多元化的餐飲服務，昇恆昌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一、第二航廈、臺北松山
機場、臺中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與基隆港等國門據點，設立了 homee 好饗廚房及 Bistro :D 畢卓
樂地餐廳等，提供旅客各式好味服務。從健康養生的輕食飲品、美味道地的中西式餐點、國際聞名的臺
灣特色小吃、到遠近馳名的冠軍牛肉麵與全球風行的 Bistro 餐酒館等，以明亮寬敞的空間、力趨平實
的價格，並經 HACCP 管理認證，與國內外旅客共享這份機場好味。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議合
‧SKYTRAX「世界機場大獎」全球最佳機場服
務人員第一名
‧ 國際機場協會 ACI「2016 服務品質調查評比
（ASQ，Airport Service Quality）」亞洲及全
球 2,500 萬至 4,000 萬旅運量機場雙料冠軍
‧ 國際知名媒體《Frontier》雜誌評選為「年度
全球最佳機場零售業者（Airport retailer of the
year : Top-achieving Single Location）」
‧ 亞洲企業商會頒發「2015 亞太企業精神獎
（APEA）- 特別成就獎」予昇恆昌創辦人
江松樺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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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昇恆昌企業經營之核心理念為「公共服務為導向，利益大眾為宗旨」，故自成立以來即十分重視相
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與福祉，設置各權責部門藉由多元管道，與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長期溝通交流。並
依議合內容設定企業重大考量面，列舉「直接政府機構」、「旅客 / 顧客」、「間接政府機構」、「員工」、
「供應商」、「社區與公民社會」、「股東 / 投資人」等八大利害關係人群組，進行議題之反饋與回應。
故於本報告書中，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及重要考量面之排序整合，均經昇恆昌各相關部門組成工作
委員會後，由 CSR 權責單位「總經理室」暨「公共事務室」統整與會人員之意見，並畫設重要考量面
之邊界後所得出，經企業高階經理人依各類別之經營管理方針予以確認完成最終定序，後由董事長倡議
推廣 （如後表）。
首先，昇恆昌透過於臺灣國門國際機場之服務，直接面對廣大旅客民眾，且與機場航站之間更是共
榮共利的「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關係。除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
稱「促參法」）》，以領先全球的國際機場免稅商店 OT（Operation、Transfer）、ROT（Rehabilitate
Operation, and Transfer）經營模式，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條件下，發展出獨特的「商業經營結合公
利害關係人議合

共服務」營運型態，亦即參與經營國際機場管制區內免稅商店的同時，同時需負擔機場管制區內之「公
共空間規劃建置」、「公共服務營運維護」，且每年均須經由機場航站內、外部專家嚴格評鑑績效優良。
更由於身為觀光旅遊免稅零售服務產業的一份子，我們長期配合政府觀光事業主管機關之觀光政策，對
推廣臺灣旅遊，並對發展在地文創不遺餘力。我們亦積極回應員工同仁與供應商的建議，在共榮共利的
基礎下追求永續發展；致力敦親睦鄰，共同創造自然與人文的和諧環境；期許提昇臺灣觀光旅遊產業的
服務品質與水準，讓國際旅客走進臺灣，讓臺灣的美走向國際。故凡相關利害關係人問題關切之所在，
就是昇恆昌追求永續經營發展的努力目標，而落實永續經營發展的經營方針，也方能確保股東、投資人

20

對企業發展的共同期待。
因此本報告書亦將依據此利害關係人之排序，並於後續章節中分別陳述各重大考量面之關鍵議題與
回應。

8

股東
投資人

7

1

直接
政府機構

（交通部、
機場航站）

2

公民社會

6

旅客
顧客

3

間接
政府機構

社區成員

（觀光局）

5

供應商

4

員工

利害關係人群組
類別與序位鑑別

關鍵議題

(一)
直接政府機構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減少政府財政支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
旅客 / 顧客

議合方式與頻率

昇恆昌專責部門

報告書回應內容

履約管理
專業辦公室

利害關係人議合：
公 私 協 力 促 參
ROT、OT 案 績 效
卓然

各區營業管理部
各區採購部
商品控制部
客戶服務中心

利害關係人議合：
商品品質與
顧客服務

營業企劃部
各區營業部
國內採購部

利害關係人議合：
關懷在地行銷本土

人力資源部
人事行政部
訓練發展部

友善職場

各區採購部

利害關係人議合：
商品品質與顧客服
務、關懷在地行銷
本土

營業企劃部
各區營業部
所屬基金會

社會公益

董事會
總經理室
法務及稽核單位

經營者的話
公司治理

履約管理會議
（不定期）

內外部評鑑會議
（2 次 / 年）

機場服務品質
商品品質

客服專線（即時）
線上信箱（即時）
旅客諮詢服務櫃
（即時）

定期滿意度調查
（1 次 / 年）

( 觀光旅遊產業主管機關 )

推廣臺灣觀光
推廣藝文、體育
鼓勵文創
發展在地名特產

活動企畫會議
（不定期）

產品開發會議
（不定期）

利害關係人議合

(三)
間接政府機構

校外實習計畫
（不定期）

人員招募活動
(四)
員工

創造就業
員工福利
職業訓練
人權政策

（不定期）

教育訓練課程
（不定期）

總公司月會
（12 次 / 年）

總經理信箱
（即時）

(五)
供應商

(六)
社區與公民社群

商品策略

採購會議

環境保護
國內弱勢關懷
國際急難救助
支持偏鄉醫療

社區公益活動

發展策略
風險管理

（1 次 / 年）

（不定期）

（不定期）

活動會議
（不定期）

股東會
(七)
股東 / 投資人

董事會
（1 次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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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spects of Stockholders
政府機關 / 顧客 / 旅客
公私協力促參 ROT、OT 案績效卓然
免稅產業之經營屬於高度國際競爭的範疇，而臺灣主要的競爭對象包括鄰近國家如新加坡、香港、
韓國、日本及中國北京、上海等國際機場免稅業者。由於受限於機場硬體建築，故臺灣與鄰近國家的競
爭優勢，主要在於善用在地文化、打造機場特色，紮實的員工專業訓練及優異的商品品質與服務管理。

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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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恆 昌 於 2006 年 起， 首 創 全 球 以 OT、
ROT 之促參模式經營國際機場免稅商店，並積
極改造公共及商業空間，打造舒適、明亮之機
場環境，提昇旅客服務滿意度與機場經營績效。
尤其昇恆昌公司所有商品均直接採購、買斷進
貨，物流亦有高度自主管理。且長期落實傳統
文化之員工訓練，強化人文服務優勢，均贏得
國內外旅客及評鑑單位高度肯定，並由於服務
人員的專業表現及熱忱，更使桃園國際機場受
到國際旅客的好評。

昇恆昌不僅以單一機場經營績效受到國際肯定，2015 年獲得國際媒體《The Moodie Reports》評
比為全球免稅業者 TOP 10；更與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共同協力，使桃園國際機場能於 2015 年及 2017
年 SKYTRAX「世界機場大獎」中，獲選「全球最佳機場服務人員」亞洲及全球雙料冠軍。並且除了國
際機場協會 ACI 將桃園國際機場評選為 2016 年 2,500 萬至 4,000 萬旅運量機場，服務品質調查評比
（ASQ，Airport Service Quality）同級第一名之外。昇恆昌於同年更自眾多國際知名跨國免稅營運業
者如 DFS、杜拜免稅店、拉格戴爾旅遊零售、卡達免稅店等廠商中脫穎而出，獲得全球最具權威及公
信力之旅遊專業媒體《Frontier》雜誌以及跨產業的專業評審群共同評選為「年度全球最佳機場零售業
者大獎（Airport retailer of the year : Top-achieving Single Location）」殊榮。而本次大獎中受到評
審驚豔的原因正在於：昇恆昌於桃園機場可運用的營業面積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為非營利用途，作為旅
客公共服務空間，是全球首創「以公共利益為導向」之免稅商店。

免稅專業服務

2

以旅客為本位

3

呈現台灣人文
風情

4

深根在地

5

創意思考

6

樹立旅遊零
售新標竿

昇恆昌於桃園國際機場有 2,000 餘位免稅專業人才，每年服務桃園機場逾 4,313 萬旅客人次；較鄰
近擁有 6,437 萬旅客吞吐量，卻僅有 1,200 位免稅商店員工的香港機場，足證昇恆昌以密集之人員服
務與高度商品銷售專業，創造國內外旅客極高的滿意度。

因 此《The Moodie Reports》 總 編 輯 曾 建
議：「所有機場 CEO 及全球各大企業的老闆們，
都應該買張機票親自飛一趟臺灣，利用幾個小時
在桃園國際機場細心品味體驗。因為我從未見過
一個機場，能像昇恆昌一樣巧妙地融合國際化與
迷人的地方特色」。

利害關係人議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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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以「誠信、專業、創新、公益」之
利害關係人議合

經營理念再造臺灣國際機場，並於桃園國際機
場之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維運等項目進行高額
投資，單公共設施維護及旅客相關服務之非營
業工作人員，即高達 248 位（無營業產值，佔
桃園全體員工 11 ％）。為發揮創新與創意集
合產、官、學各界專業將臺灣自然、人文特色
融入公共空間，在第一航廈中即以「臺灣之光」、「臺灣之美」為主題，打造 14 間特色候機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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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廈亦有「飛閱」、「臺灣音悅」、「臺灣禮好」、「Hello Kitty」等主題候機室，全區共計 30 餘處。
更結合流行音樂與書法，創作大型公共藝術 – 「文學之牆」。並設置有植生牆、旅客諮詢服務櫃台、
育嬰室、戶外吸煙區、兒童遊戲區，以及提供方便旅客使用的購物行李手推車，種種體貼旅客的規劃
與服務，更使桃園國際機場受到國際旅客的好評。

Material Aspects of Stockholders
顧客 / 旅客 / 供應商
商品實力，全球保障
昇恆昌身為專業專職的免稅商店經營業者，致力引進世界知名品牌，並設置專賣店提供旅客接軌國
際的多樣購物選擇；更跳脫傳統免稅零售服務業的框架，為所有銷售的商品負完全責任。昇恆昌所有商
品均源自原廠、買斷進貨，直接經營管理，並自行培訓專業服務人員，以提供最直接、最專業的服務，
保障我們的顧客，也保障每一家供應商與合作夥伴。

多元服務，旅客安心
除了原廠引進的商品外，每樣食品類商品，都與國際檢驗權威單位 SGS 合作，建置全國首創的「商
品檢驗報告專頁」，絕對讓旅客買得放心；再加上設置中、臺、英、日、韓等多國語言的消費者服務專線，

共榮共利，創新未來

利害關係人議合

每一位在昇恆昌消費的旅客，無論身在世界何處，都能安心的享受即時、專業的售後服務。

企業與消費者間，也是「共榮共利」的關係。以客為尊的昇恆昌以消費者角度審視所有可能的需求，
首創「市區 / 線上預購，機場提貨」服務，不論是「昇恆昌免稅預購網」或是「市區預購中心」，均大
幅提高旅行的購物效率，讓每一位旅客都有更多機會，體驗旅途中的美麗與感動！加上專為消費者量身
打造的全球第一張免稅店聯名卡 – 昇恆昌聯名卡，更是盡享昇恆昌專屬優惠禮遇的尊貴象徵。

免稅商品類別包羅萬象，
一應俱全

多元商品種類

商品策略
保障商品質量

所有商品均經過合格檢驗且具有
合法知識產權及來源

商品來源可靠

所有商品源自原廠，買斷進貨，
直接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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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夥伴 / Shiseido
TESTIMONIAL FOR EVER RICH
Please find below a testimonial from Shiseido Travel Retail for the
purpose of Ever Rich’s CSR Report submission to Bureau Veritas.
Since its inauguration in 1995, Ever Rich Duty Free Shop has carved
out a reputation for itself as a pioneer in Taiwanese duty free, driven by the
bold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Founder and Chairman Simon Chiang.
Today, Ever Rich ranks among the world’s top 10 travel retailers – a
successful enterprise characterised by its world-class operations, passion for
championing Taiwanese tourism and culture, and tremendous dedication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hilippe Lesné
President Shiseido Travel Retail

Thanks to Mr. Chiang’s business acumen and the Ever Rich team’s
relentless pursuit of retail excellence, Shiseido Travel Retail has seen
significant growth of our brands in Taiwan. We consider Ever Rich a key
strategic partner, and share their commercial vision built on exceptional
standards and genuine collaboration. Just as Ever Rich prides itself on being
the flag bearer of Taiwan’s rich heritage, we, too, are proud upholders of our
Japanese culture and values.

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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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presentatives of one of the old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with close
to 145 years of history, we have a profound admiration for Ever Rich, which
has embraced public service since its founding a little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 Today, that ethos is stronger than ever – putting people first remains one
of Ever Rich’s core business values.
This deep commitment to CSR is another common ground we share.
Shiseido’s mission is to inspire a life of beauty and culture, and realize a
sustainable society where people can enjoy happiness through beauty. Like
Ever Rich, we strongly believe in giving back to the society promoting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We also consider our people as our
greatest asset, regarding our diversity as a source of strength.
At Ever Rich, employee welfare takes top priority, and this has manifested
itself in a workforce that has embraced volunteerism and community work,
outside of their CSR obligations. Chairman Chiang has instilled a sense of
altruism in his employees, by way of leading by example alongside Ever Rich’s
senior management. This is charismatic at its finest. This is a corporation with
a heart, and a testament to the fact that commercial success and concern for
social welfare can coexist.
Consequently, our associates at Ever Rich are some of the most genuine,
good-hearted and supportive partners we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with.
They truly embody the company’s four key values of sincerity（ 誠 信 )、
professionalism（專業 )、innovation（創新）、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公益 ),
and we have deep respect for the work that they do – for our business, for the
duty free industry and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Sincerely,

國際合作夥伴 / CHRISTIAN DIOR
EVER RICH / PARFUMS CHRISTIAN DIOR
EVER RICH stands as one of the leading retailers in today’s
world of Duty Free and through the years, has become a special
and unique business partner for Parfums Christian Dior.
Ever since its creation in 1995, from the very first stores
in Taipei to the impressive Neihu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luxury retail destination in Kinmen Isl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been and continue to be strong, driving
forces for EVER RICH.
Mr. Hugues Dusseaux
LVMH Group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South, South East Asia
and Australia)

luxury brand, responsive to today’s customers’ expectations and
desires, PCD shares to the full the same dedication to bringing a
unique and memorable brand experience to our customers.

利害關係人議合

Parfums Christian D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s a modern, creative and visionary retailer EVER RICH
is committed to propose a full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o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visitors evocative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providing the highest levels of service. As a world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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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value th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he EVER RICH
teams have for the uniqueness and richness of the Dior brand.
We treasure and nurture the strong busines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uilt through the years between our two companies.
They pave the way to a successful and prosperous future together.
On behalf of PCD,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EVER RICH
for its successful business achievements and its commitment to
retail excellence. I would also like to pay tribute to its Managers for
their philanthropic actions to fight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through
countless charitie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building together a successful
Travel Retail business in Taiwan and wish Chairman Simon Jiang,
President Kevin and the entire Everich team continuous success
and prosperity in all their endeavors.

六心級感動服務
從牛肉乾到品質把關
曾有位臺商顧客出差前在機場買了十包牛肉乾帶到大陸，送給同樣是臺商的客戶。不久後客服同仁收
到該位顧客的客訴，表示其中一包牛肉乾不但發霉，還是客戶夫人吃下後才發現的，讓他覺得有失面子。
客服主管不但第一時間退了牛肉乾的全數購買費用，更在隔天飛往蘇州親自向客人致歉。為了一包
牛肉乾，二話不說飛往大陸，並取回那包發霉的牛肉乾協助廠商找出問題根源。積極面對問題的態度也
讓顧客看見昇恆昌解決問題的誠意，讓事件因而圓滿落幕。

不只聚寶也聚滿意
買聚寶盆講求緣分，氣場對了、眼光被吸引住了，就會選定一個最圓滿的聚寶盆，帶回家中討個吉
利。一位來自大陸的顧客，在臺灣遊玩時買下聚寶盆要送回大陸家中擺放。一切都是如此順利…但卻在
幾天後，顧客向客服表示聚寶盆有發霉現象。
利害關係人議合

後來，客服親自前往大陸，提供顧客多項售後服務選擇，無論是修復、換一個新的聚寶盆等，但顧
客只愛自己看上眼的聚寶盆，於是便向客服主管說：「聚寶盆我就不要了，你們也不用退錢給我，看在
你們有誠意處理，我下次去臺灣購物時給我折讓即可。」
從此事件中，內部同仁也對於檜木藝品保養、維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因為這段聚寶的經驗，匯
聚了顧客的滿意。

修一雙鞋，修一段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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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無數匆忙的身影中，有個巨大的
身影惴惴不安。原來是一位外國旅客鞋子壞
了，但因為鞋店內沒有符合尺寸的商品，導
致登機時間已接近，卻無法「始於足下」。
昇恆昌的賣場同仁見著了，便主動提供協助。
先是準備了強力膠、黏著性的修補材料，
試圖幫這位外國旅客修補開口笑的部分。但
畢竟不是專業的修鞋師傅，在加上時間緊迫，
實在沒辦法立即將開口笑的鞋子復原。後來，
同仁們靈光一閃，便用透明膠帶直接將鞋子
的上緣和鞋底綑在一起，便克難的令鞋子站
時能使用。後來還將透明膠帶、簡單一併給
了這位外國旅客，讓他在旅途轉機過程中能
夠順利行走。
修一雙鞋，也修一段國民外交。雖然語
言不通、形貌不同，但熱心助人、真摯服務
的心，世界上共通的語言。

推廣臺灣文創觀光
關懷在地，行銷本土
昇恆昌公司身為國門服務第一線，為行銷臺灣、推廣觀光
旅遊，企業經營的思考面向除了提供旅客完善購物服務之外，
協助臺灣在地的小農與優良廠商，將其特色商品推廣至全世
界，更是責無旁貸。故昇恆昌長期與臺灣本土
中小型廠商合作開發具在地特色之名特產品，
藉由國際機場往來旅客的國際化展售平
台， 協 助 MIT 商 品 增 加 國
際能見度，並將「臺灣製
造」行銷全世界，使 MIT
的招牌更為閃耀。

利害關係人議合

結合在地產品，將 MIT 推向國際
昇恆昌輔導協助在地小農與中小企業廠商，能創新開發具特色的臺灣伴手禮，包括十二生肖瓷罐、
藝術家系列、三太子系列等，總計超過 6 大系列品牌、逾 560 個品項，成功將臺灣伴手禮行銷至國際
舞台，受到各國及兩岸旅客的歡迎。
而且身為國際機場免稅通路業
者，昇恆昌對食安與製程的要求亦未
曾一刻輕忽，除了每個上架銷售的商
品，均經過嚴格查廠、原廠就源管理
與 SGS 檢 驗 認 證 外， 所 開 發 之 各 項
伴手禮，亦均取得相關檢驗認證，每
年投注於食安檢驗等相關費用即近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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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合作夥伴 / 歐文瓷（歐文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陶瓷新活水
歐文瓷以保護傳統產業並將藝術與傳統、文化結合做
為企業發展首要條件，延續著鶯歌永不熄滅的窯火榮光。
將臺灣在地陶藝之美遠播國際是歐文瓷在文化產業上努力
的目標，也和許多藝術大師共同合作公益活動，幫助弱勢
族群、為社會注入溫暖。
同為推廣臺灣在地之美、人文藝術且熱心公益的昇恆
昌公司，與歐文瓷經營理念相同而結下不解之緣。2014
年夏天，歐文瓷與昇恆昌首次合作生產羊年生肖糖罐，將
傳統陶藝結合商品實用性，生肖糖罐成品可愛逗趣的外
型、親民的價格與節慶結合，讓陶瓷不再只是高單價的觀
利害關係人議合

賞藝品，而是與生活節慶相關的實用商品。

▲歐文瓷董事長 馮文俊 先生

自此之後歐文瓷便與昇恆昌共同開發許多產品。
從設計、討論、不斷溝通與試驗，歐文瓷的師父們
全全意桃戰不可能的任務。特別是設計概念很嶄新
時，平常十幾道手續就可以出品的陶瓷品，就會多
出五十幾道手續才有辦法完成。但這樣的過程很重
要，不斷精進陶瓷生產經驗與技術，才能留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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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跡。若不是昇恆昌提供的舞台，鶯歌陶瓷業可能
將找不到發揮的機會。

昇恆昌於機場國門的良好服務，將陶瓷機能性商
品推向全世界、走入國際化，提昇臺灣陶瓷的能見
度並且讓傳統技藝能持續傳承，是歐文瓷樂見的成
果。未來歐文瓷仍保持一貫努力，不斷在陶瓷設
計上繼續創新，與昇恆昌共同向世界推廣臺灣
陶瓷，使新活水不斷注入本土藝術傳承。

在地合作夥伴 / 鹿谷鄉凍頂茶葉生產
合作社
將臺灣茶葉品牌推向國際
過去，鹿谷鄉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簡稱凍頂合作
社）凍頂合作社所舉辦的茶葉比賽在業界頗負盛名，使得
獲獎茶葉水漲船高、售價翻倍，售價極為混亂。
但自從與昇恆昌合作以來，除了協助引進產品檢測機
制到包裝上市外，更協助建立生產履歷與產銷履歷的流
程，讓凍頂合作社的茶產品能符合安全衛生的規範，使茶
農、合作社因品質優良的凍頂烏龍茶葉而獲得應有利潤。

比賽的協辦單位，協助凍頂合作社建立更好的比賽機制，
並提出「把多的利潤還給茶農」的核心理念，透過「特等

▲凍頂合作社理事長 康峻瑜 先生

茶王」與「五梅金獎」全數收購作為實際行動，發揮企業

利害關係人議合

昇恆昌更於 2016 年冬季起，成為凍頂合作社年度茶

理念照顧弱勢的農民，增進農民的收益，也使凍頂合作社
的比賽茶售價得以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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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昇恆昌
支持在地生產的理念，更將
臺灣茶葉送入機場國門銷售，提供高品質、高價
值之商品，消費者「安心、放心、開心」享受品
茗之樂，打造臺灣茶葉品牌，充滿質感地介紹給
國際旅人。
感謝昇恆昌公司與凍頂茶合作社超過 15 年
的合作，讓鹿谷鄉凍頂茶業能踏上國際舞台，提
供國內外消費者更多服務，使臺灣茶葉與世界接
軌，提升凍頂烏龍茶在世界的地位。

在地合作夥伴 / 親水軒（臺東米藏鳳梨酥）
在地創新產品 分享國際旅人
親水軒原是臺東關山的麵包店品牌，惟因偏鄉交通不
便，為讓更多人能品嘗麵包美味，10 多年來，每天往返
40 公里，將麵包送上南橫部落，賣新鮮也做人情，更以
在地食材做烘焙、助銷農民作物，讓烘焙之路充滿意義。
親水軒的以臺東關山米研發了米鳳梨酥系列產品，
內餡使用臺東純正土鳳梨，派皮採用臺東關山米及臺東
米胚芽增加口感，更將臺灣東部的海洋深層水加到鳳梨
酥中讓餅皮更為酥香、內餡酸甜好滋味，使米鳳梨酥的
味道、口感層次提升，有別於一般市面上的鳳梨酥。此
產品獲得昇恆昌青睞下，進而有了合作機會。
▲親水軒老闆娘 高美惠 女士

利害關係人議合

昇恆昌將米鳳梨酥品牌化，以「米藏土鳳梨酥」上市，昇恆昌提供包裝和行銷，親水軒負責生產、
品管。之後也與昇恆昌共同開發許多系列產品，並以臺東當地原物料為主題發展。如：布農族原住民所
種植的紅藜、臺東當地所生產的鳳梨、新鮮關山米還有本土薑黃、咖啡豆等，串聯各部落產業，藉此行
成生產研發鏈並提昇臺東在地農業的經濟規模，推動農業而起的社區營造。
感謝昇恆昌讓親水軒得以躍上國際舞台，將米藏鳳梨酥帶入機場販售躍上，更因為昇恆昌的品牌保
證，讓產品銷售屢創佳績，使保有臺灣傳統技藝的鳳梨酥更能延續生命、綿延不斷，並且提供臺東偏鄉

32

更多工作機會，使青年返鄉，投入農業、社區營造等新氣象。
未來將會持續以臺東特有作物來研發新產品與昇恆昌合作銷售，希望與昇恆昌的合作可以長長久
久，將臺灣本土商品推向國際舞台。

利害關係人議合

友善職場
企業是有機的生命體，
而員工同仁也如細胞一般，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正因為昇恆昌聚集了許多不同專業、不同特質的優秀人才，
並且共同激發出熱情、創意與巧思，

才讓昇恆昌得以永續成長茁壯，
才讓昇恆昌得以廣闊的思維、六心級的服務，
在國門第一線為往來旅客，展現台灣特有的溫馨、體貼與美麗。

昇恆昌友善的職場環境，
讓每位同仁在大家庭裡有榮譽心和歸屬感，
並且身心靈都獲得豐沃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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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spects of Stockholders - 員工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本公司務實穩健，視員工夥伴為企業最重要資產。即便遭逢亞洲金融風暴、921 大地震、911 恐怖
攻擊、SARS 及全球金融海嘯、H1N1 新型流感病毒、旅遊市場變遷等嚴峻衝擊考驗，也堅持不裁員、
不減薪、不中斷營運的優良紀錄，並在世界金融風暴發生時，第一時間即響應政府簽訂「愛心企業約定
宣言」、「立即上工計畫」，提昇就業率，並盡心照顧員工及其家庭生計。
本公司每位員工同仁於任用時，均協議簽訂有保障勞雇雙方權利義務之勞動契約，新進同仁並須接
受包括勞動健康、勞工安全等課程議題之教育訓練。本公司並提供性別平等、親子友善及暢通申訴管道
之職場環境與完善福利。期許隨著企業穩健成長，國際觀光發展，我們將更繁盛茁壯，提供更多就業機
會，培育優秀青年成為國際級免稅專才。

2015-2016 年昇恆昌性別平等概況
友善職場

擔任主管職務之性別比 例
基層主管

性別平均薪資

中高階主管

33.1%

38.7%

男性人數 137

男性人數 43

66.9%

34

50%

61.3%

女性人數 277

男性平均

女性平均

44,385

43,770

女性人數 68

育嬰假實施概況
具育嬰假資格
之員工人數
895

具育嬰假資格
之員工人數
658

申請
人次

申請
人次

400

372

具育嬰假資格
之員工人數

55.4%

237
申請
人次

女

男

復職率

206

217

39.3%

復職率

28

男

54.3%

復職率

11

女

男

女

總計人數

2015-2016 年昇恆昌人力資源概況
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為統計基準日，員工總數為 5,360 人
本表離職率採計方式為：離職人數 / 到職人數 + 統計基準日人數 × 100％

到 / 離職概況

身份比例

2015年 2016年
17.7%

2015年

18.1%

離職率 離職率

1364

1192

2016年

1.6%
85

1120

0.8%

844

42

0.2%
9

到職人數

原住民

離職人數

身障

外籍

友善職場

任用類別
性別

女

男

人數及佔比

3,756（70.1 %）

1,604（29.9 %）

任用類別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非正式

人數

3,534

222

1,512

92

比例

94 %

6%

94.3 %

5.7 %

總數

5360

非正式員工包括：建教生、助理員、計時人員、工讀生

年齡 / 性別分佈
34.1%

學歷分佈

33.5%

1827

1794

75.2 %
4031

16.7%
897

12.4%

2.6%

664

0.8%

135

女

30 歲以下

男

女

31-50 歲

男

0.9 %

1.8 %

1181

97

51

43

男

22 %

女

50 歲以上

國中
以下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以上

35

全方位員工福利
員工同仁是昇恆昌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因此昇恆昌十分重視員工生活的照顧，除了提供均衡營養
的團膳、典雅大方的制服、便利的通勤交通車，更是唯一興建多功能員工宿舍大樓的國際免稅產業經營
者。正因為這份對待員工如家人般的用心，昇恆昌的每一位同仁都能無後顧之憂的敬業、樂業，更提升
了同仁們在國際機場的整體服務品質。

一、保險

三、設施

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制度 6% 提撥。

桃園國際機場免費交通車
（台北、桃園、中壢、南崁線）。

團體保險（定期壽險 , 意外險 , 癌症險 , 醫療險）。

桃園國際機場提供中南部員工
（以戶籍認定）免費宿舍。

二、職工福利

免費提供制服。

本公司全體員工於報到日起，即受到勞方所籌組之
職工福利委員會（簡稱「職福會」）的福利照顧。
並由職福會幹部代表參與勞資相關議題之集體協商。
全體員工並享有以下各項福利
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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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結婚、生日禮金、中秋節、端午節金。

免費提供團膳或伙食費補貼
設有員工交誼廳，提供休閒育樂所需。
總公司設置哺集乳室。

傷病住院、喪葬慰問金、育兒補助。

四、其它福利

辦理年度員工健康檢查及健康檢察諮詢服務。

績效獎金、年終獎金。

辦理年度員工子女獎學金並舉辦頒獎典禮。

員工購物優惠、員工子女獎助學金。

2015-2016 年昇恆昌員工福利支出費用
2015-2016 年昇恆昌員工福利支出費用（單位：元 / 新台幣）
1

勞工保險

357,445,128

2

國民健康保險

259,188,163

3

員工團體保險

19,324,025

4

員工旅遊平安險

5

職工福利支出

45,424,577

6

員工年度健檢

19,168,766

7

員工尾牙活動

122,616,508

8

員工子女獎學金

9

員工團膳費用

216,739,638

10

員工退休照顧

1,133,834,927

11

員工心理諮商

50,000

12

外島同仁各項補助（返鄉交通補助、租屋補助）

15,752,729

13

資深員工旅遊

20,565,511

總計

684,892

3,982,000

2,214,776,864

本公司所有正式員工，均享有完整員工福利。包括： 1. 分公司舊有年資優於勞基法之 3.5 % 退休金提撥。
2. 新制勞工退休金提撥。

3. 舊制勞工退休金請領。

4. 退休員工之金飾紀念品致贈。

創新培育，感動傳承
人才培育
昇恆昌公司為培育優秀觀光旅遊人才，共與本島北、中、南、東與離島等各區，逾 46 所高中職及
大專技職院校共 130 科系進行建教與產學合作。有效加強同學們的實務專才，並培養未來就業競爭力，
現任員工中有 95 位同仁，均於 2015 至 2016 年結束實習後成功留任。

教育訓練
員工是創造「顧客滿意」的重要關鍵，而「以人為本」的軟實力，正是企業永續經營的穩固基石。
昇恆昌為員工同仁分階段規劃完整多元的教育訓練，並開展全面性的職能教育。
昇恆昌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列表
類

別

核心職能

項

目

感動服務定期全員講座
中階主管管理職能學程
基層主管管理職能學程
人才育成中心（TP）學程

友善職場

管理職能

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包含人權教育、企業倫理、職業安全及 CSR 概述）
專業職能

營業銷售 / 商品知識
餐飲 / 飯店人員訓練
總公司後勤

法規遵循

法規相關證照外派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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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員工教育訓練概況
2015 年

年度
員工職別

主管

2016 年
員級

主管

員級

服務類別

營業

後勤

營業

後勤

營業

後勤

營業

後勤

開課時數

990

1184

3746

952.5

1131

1192.5

2991

1300

總開課時數

6,872.5

6,614.5

總受訓人次

17,435

21433

總受訓人次成長率

22.93%

另 一 方 面， 在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下， 為 有 效 應 用「 知 識 管 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友善職場

系統，面對未來各項外界環境的
改 變 與 挑 戰。 本 公 司 訓 練 發 展
部門更持續推廣建立「學習型組
織」，以期透過不斷自我組織再
造，維持團隊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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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內部員工刊物「抱報」，促進同仁交流並分享工作心得

故 2016 年更推動「職能訓練發展計劃」，有計畫的育成人才，創造出更堅強穩固的戰鬥團隊，除
持續依「核心職能」、「管理職能」、「專業職能」等項目，系統性的展開訓練計畫，並透過「企業大學」
的概念，建構「模組化學習系統」，讓教育訓練的工作再度進化。

友善職場

社會公益
一年 495 場公益關懷活動，
超過 11,480 人次的志工參與，
關懷範圍涵蓋國內外及離島急難救助、
偏鄉孩童生活學習與長者照護、弱勢訪視、
教育體育與文化藝術推廣、機場社區敦親睦鄰等…

昇恆昌以「誠信、專業、創新、公益」為理念，
展開一連串企業文化創新工程，
並融入《弟子規》、《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等傳統文化經典，
社會公益就是每一位 EVERRICHer 共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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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spects of Stockholders
社會公益 / 敦親睦鄰
全員志工的企業運動
從急難救助到弱勢關懷、從長者陪伴到兒少守護，「身體力行，親力親為」是昇恆昌一直以來的堅
持。昇恆昌全體員工都是志工，以公益志業的精神，足跡遍佈本島、離島以及各大社會福利單位與弱勢
家庭，牽著他們的手，陪他們一起共度難關！
昇恆昌暨所成立之三大基金會，長期投入社會公益並推廣全員志工，歷年直接或間接受益人數逾
26 萬人 。除國內外急難救助、長者及身障弱勢關懷、觀光及體育推廣外，亦專注於偏鄉教育及兒少扶
助、閱讀推廣等工作。

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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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公司暨三大基金會社會公益支出統計
昇恒昌公司

永瑞基金會

江許笋基金會

昇恒昌基金會

總計

2015

290,056,324

9,797,061

48,306,318

17,495,569

365,655,272

2016

247,579,297

13,436,472

18,193,876

11,397,871

290,607,516

總計

537,635,621

23,233,533

66,500,194

28,893,440

656,262,788

．昇恆昌創辦人江松樺先生，為感念雙親恩情與熱心為善的義風，特以父母及企業之名，成立「昇恆昌基金會」、
「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與「江許笋文教基金會」。
．上表所載之公益費用均不對外募款，由創辦人江董事長個人及公司盈餘提撥，為台灣多元公益面向貢獻心力。

2015、2016 重要社會公益工作項目

‧ 捐助「臺南震災」重建基金新台幣 1,000 萬元（急難救助）
‧ 捐助「尼伯特風災」綠島地區受災戶新台幣 300 萬元（急難救助）
‧ 捐贈三軍總醫院「八仙塵爆」所需之軟硬體醫療設備（急難救助）

‧ 持續辦理金門大學「昇恒昌講座」（教育學術）
‧ 捐助成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新台幣 2,000 萬元（教育學術）

‧ 捐贈新北市復康巴士乙部（提昇社福及偏鄉醫療品質）
‧ 捐贈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20 人座醫療服務專車（提昇社福及偏鄉醫療品質）

‧ 贊助懷德風箏緣地育幼院「單車環島活動」（偏鄉及弱勢兒少關懷）

友善職場

‧ 捐贈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偏腹部超音波檢查儀器（提昇社福及偏鄉醫療品質）

‧ 捐助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抗癌圓夢計畫」（偏鄉及弱勢兒少關懷）
‧ 贊助舉辦紙風車「青少年教育劇場工程 – 拯救浮士德反毒
劇」及「368 鄉鎮市區兒童藝術 工程」（偏鄉及弱勢兒少關懷）

‧ 贊助舉辦台灣燈會（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臺灣江蘇燈會（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海峽旅遊博覽會（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浯島迎城隍（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台灣美食展（推廣觀光）
‧ 贊助舉辦雞籠中元祭活動（推廣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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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及體育推廣
為同一個名字努力
昇恆昌服務國門機場二十多年來，在機場看見許多優秀的台灣體育選手，在包括網球、羽球、棒球、
舉重及拔河隊等各個運動項目，默默付出汗水、不斷努力練習，並勇敢走出國門，在世界的體育舞台上
用力發光，並且讓「台灣」的名字飄揚。
因為同樣努力過，昇恆昌也深刻明白，每一滴汗水都需要被鼓勵、每一次勇敢都應該被支持。故長
期以來，昇恆昌從鄰近社區的各級學校開始，積極推廣體育教育；並獎勵運動選手的培訓、協助舉辦國
際賽事，更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頒發「2016 體育推手金質獎」的最高榮譽。
2015、2016 重要體育贊助項目

‧ 桃園籍優秀網球選手張凱貞 105 年度訓練及參賽。
‧ 協助舉辦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TPGA」國際賽事。
‧ 贊助台東豐田國小少棒隊 –「豐田少棒之家」球隊維運
與宿舍興建。
‧ 提供國立體育大學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 協助舉辦桃園、金門及基隆地區青少年及社區籃球賽。
‧ 協助舉辦澎湖島帆船週系列賽。
‧ 協助舉辦金門半程馬拉松競賽。
‧ 參與台北市所舉辦之「第二十九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宣傳贊助及活動協力。
‧ 以台灣體育發展及國際爭光為主題，拍攝
「為同一個名字努力（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wZr7vbqxrWw）」形象影片，
一週內獲得百萬人次觀賞，振奮台灣體壇。

展現台灣藝術文化軟實力
昇恆昌重視文化、藝術的推廣與傳承，長期於各機場、港口之營運據點，舉辦各類「推廣臺灣文化
藝術」與「行銷在地文創設計」的特色展覽，不僅讓本土藝術創作者有發表的平台與空間，也讓國際旅
客看見臺灣文創藝術的軟實力。
單於桃園國際機場便規劃有超過 13 處藝文空間，並在政府零出資、零補貼情況下，至今舉辦超過
108 場互動式的文化、藝術展覽活動，每年並有超過 17 場與旅客體驗同樂的傳統節慶及藝術文化演出，
內容均包括歷史文物、中西藝術、音樂繪畫、傳統文化等範疇。更無償提供臺灣文化與藝術大師（如陳
錦芳老師、游文富老師等）、新創藝術家（如網路插畫作者：爽啾貘等）於機場藝文空間中統籌展出，
作為行銷臺灣文化、藝術之通路與平台。
2015、2016 重要藝文活動項目

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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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恆昌藝術季（桃園、高雄、台中）

‧「無邊的心境」曾雅雲創作個展（高雄）

‧「瑞麗芬芳」徐瑞芬瓷繪藝術展（桃園、高雄）

‧「消長 – 凝結與流動」劉雄俊個展（高雄）

‧「鳥語花香」陳牧工筆畫展（台北、桃園）

‧ 濱線熊 Macaca 插畫展（桃園、高雄、台中）

‧「原神幻境」鄭建昌創作展（高雄）

‧「轉動視界，從心出發」柯錫杰攝影展（桃園、高雄）

‧「山頭開花」劉高興創作展

‧「奇幻時刻」克里斯多插畫創作展（桃園）

‧「天地能場」陳隆興創作個展（高雄）

另有包括協助嘉義大林萬國老戲院修復、舉辦台灣手繪獎成果展等多項藝文推廣活動。

昇恆昌光譜計畫
愛心企業 + 大專青年 + 偏鄉學子 = 以「愛」凝聚的公益觀光營
昇恆昌長期投入社會公益，過程中不斷反思除了
身體力行之外，如何號召更多人投身公益也是思考方
向。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給予未來善的種子才有可
能改變世界。於是，光譜計畫的催生來自於昇恆昌長
期投身公益的基礎，以及看中青年學子的熱情、善念
需要有人推他們一把，走在好的道路之上。
大專學子們的創意超乎想像，從他們對於營隊規
劃、簡報製作以及自我介紹的短片影像中，很難不受
這群滿懷熱血的學子影響，總覺得活力十足、無所畏
懼。而年輕的熱情需要正確的方向和好的舞台發揮。透過昇恆昌過於地方偏鄉教育的關懷，結合大專
學子們的熱情，亦同執行公益活動所迸發出的火花，將照亮每一個需要關懷的角落。
社會公益

並且提供優秀青年學子企業實習機會，使其不只是投身公益，亦能瞭解企業的運作與職場的實務狀
況。從公益到企業的核心價值；由學校書本、理論，到實作執行，讓公益活動的口號能夠真實地被實踐、
帶來正向力量。
透過大專學子們規劃「觀光公益營」，以年輕創意的方式去傳遞專業知識、愛關懷，並且在營隊舉
辦中與偏鄉學子「密切互動」。不同於單向施捨、給予，而是讓投入公益的人，彼此都是有捨、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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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成長學習。

能源耗用與節能計畫
本公司重視「環境友善」及「節能減碳」之
落實，除全體志工團隊長期協助環保淨灘與資
源回收等工作，在各大營運據點更以降低耗能、
提昇能源效率為目標，進行長期能源改善計畫。
積極導入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透過設備與耗
能行為之分析及政策推動，達到有效節能，並
大量更換使用 LED 節能燈具，以創新多元之環
境工法，如廣設植生牆柱、設計弧形天花與有
機採光牆、太陽能電動遮光簾等，達到降低熱
能、節省能源耗用。

2015、2016 年能源耗用統計
用水總度數

2015 年

26,599,760

196,264

2016 年

24,501,440

202,318

同期耗能比率

-7.9%

3.1%

社會公益

用電總度數

本報告書期間之總用電度數為 51,101,200 度，換算為範疇二之溫室氣體當量（CO2e）為 51,101,200 * 0.528 =26,981,433.6
（CO2e）
本報告書期間之總用水度數增加 3.1%，係因昇恆昌金湖大飯店於 2015 年 3 月正式營運後所新增之用水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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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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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G4 指標對照表
‧CNS 27001:2014 認證證書
（由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核製頒）
‧2015 年、2016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內餐廳 –Bistro:D
HACCP 衛生評鑑證書

GRI G4 指標對照表
本報告書依循「核心」應用準則，相關內容與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RI）2013 年 5 月所發布之「第四代永續
性報告指南（GRI G4,GRI Guideline Ver.4）」之指標對照如下：

GRI G4 指標

揭露項目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

一般揭露事項
策略與分析
G4-1

組織最高決策者聲明

P.3-P.5

經營者的話

G4-3

說明組織名稱

P.11

企業簡介

G4-4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P.11
P.16-P.17

企業簡介
營業項目與服務內容

G4-5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P.11

企業簡介

G4-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與永續發展議題有關的所
在國）

P.11

企業簡介
特別說明：本公司主要服務臺灣及臺灣各離島往
來旅客，於他國並無相關營運據點。

G4-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P.13-P.14

公司治理

G4-8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地理細分、所服務的行業、客戶 / 受惠者的類型）

P.11
P.16-P.17

企業簡介
營業項目與服務內容

G4-9

說明組織規模：
1. 員工總人數（P.11 企業簡介）
2. 營運據點總數（P.12 服務據點）
3. 淨銷售額（N/A）*
4. 按債務或權益區分的資本總額（P.11 企業簡介）
5. 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數量（P.16-P.17 營業項目與服務內容）

組織概況

附錄

特別說明：有關本指標之「淨銷售額」項目，本
公司財務報表均經會計師無保留意見之簽證確信，
惟因事涉機場、航空站等第三方合約保密規定，
故本報告書不予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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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0

1.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總數
2.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正式員工總數
3. 依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4. 依據地區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5. 組織的主要職位是否大部分由法律上認定為自聘的人員擔任，或由非員工及非
正式員工的個人（包括承包商的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擔任
6. 聘僱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

P.35-P.37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G4-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P.38-P.39

全方位員工福利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P.27

商品品質與顧客服務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大變化

N/A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任何有關組織規模、
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P.5

經營者的話 – 總經理江建廷

G4-15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或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N/A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並未簽署前述各項規章、原則
或倡議

G4-16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

N/A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並無加入前述各項公協會或國
際性倡議組織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1.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包含的所有實體。
2. 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P.1-P.2

報告書說明

G4-18

1.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2.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19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請參照本表後述

G4-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2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行重編的影響及原因

P.1-P.2

報告書說明

G4-23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面邊界上的顯著改變

P.1-P.2

報告書說明

G4-24

列出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5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的方法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6

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7

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及組織的回應

P.18-P.2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8

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

P.1-P.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P.1-P.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30

報告週期

P.1-P.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31

聯絡資訊

P.1-P.2

利害關係人之鑑別與議合

G4-32

GRI 揭露指標、遵循選項以及外部確信報告

P.1-P.2
A1-A4
P.50-P.51

報告書說明
獨立機構查證聲明書
附錄：GRI G4 指標對照表

G4-33

組織為報告取得外部確信的政策與做法

P.1-P.2
A1-A4

報告書說明
獨立機構查證聲明書

組織的治理結構

P.13

公司治理

行為準則與倫理守則

P.3

經營者的話 – 董事長江松樺

利害關係人議合

報告書基本資料

附錄

公司治理
G4-34

倫理與誠信
G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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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揭露事項
類別
經濟

項目

內容

重大考量面

指標

頁次

G4-DMA

P.3-P.5
經營者的話

經濟績效

-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EC4

企業簡介

市場形象

- 基層員工平均薪資與法定薪資的差額
- 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EC5

P.35-P.39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EC6
重大考量面

G4-DMA

P.48
能源耗用與節能計畫

-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 減少能源的消耗
- 範疇二

EN3
EN6
EN16

P.48
能源耗用與節能計畫

社會

重大考量面

G4-DMA

P.35-P.39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勞工實務與
尊嚴勞動

勞雇關係 *

LA1

P.35-P.39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環境

-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之新進
員工與離職員工總數及比例
-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
員工（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
比例

LA2

LA3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

-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
元化指標劃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
類員工的組成

LA12

P.35-P.39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女男同酬 *

-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
男基本薪資和報酬比率

LA13

P.35-P.39
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

揭露說明

- 本公司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模式百分之百自償經營國際機場管制區內
綜合免稅商店，政府零出資、零補貼。

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內餐廳 – Bistro:D
HACCP 衛生評鑑證書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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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27001:2014 認證證書（由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核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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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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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27001:2014 認證證書（由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核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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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6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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