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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通過ISO9001品質認證，實踐永大對品質第一的承 諾。設有客戶24小時免付費申訴專線，確保客戶搭乘電梯的安全，另外也設有申訴信箱 及網頁，由專人負責處理。  八、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無。  ((((四四四四))))公司如有設置薪酬委員會者公司如有設置薪酬委員會者公司如有設置薪酬委員會者公司如有設置薪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應揭露其組成應揭露其組成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職責及運作情形職責及運作情形職責及運作情形::::無無無無。。。。    ((((五五五五))))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公司對環保公司對環保公司對環保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區參與社區參與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貢獻社會貢獻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人權人權人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行行行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一）公司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以及檢討實施成效之情形。 （二）公司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之運作情形。 （三）公司定期舉辦董事、監察人與員工之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事項，並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系統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之情形。 
 (一)尚未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  (二)尚未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 (三)本公司訂有工作規則，人資部門不定期透過內部溝通管道進行宣導。 

 未來視實際需要研議辦理。  未來視實際需要研議辦理。 未來視實際需要研議辦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之情形。   （二）公司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之情形。  （三）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以維護環境之情形。 
 (一)研發設計朝清潔製程發展，減少廢棄物及污染產生；開發應用節能PM主機之產品；推動背面紙再利用及資源回收；產品出貨改以鐵籠裝箱，可回收再利用，減少資源使用。 (二)已推行ISO14001及OHSAS18001並已通過驗證。每年持續向員工宣導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三)本公司設立安全衞生室，由安衞管理師專責訂定並督導各單位執行各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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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四）公司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情形。 項安全衞生措施。設立品質及環安衛推行委員會，以落實環境維護之責。 (四)製程中產生之廢氣由直燃式焚化爐及活性碳吸附處理後排放，辦公環境亦訂定冷氣溫度控制標準。   尚無重大差異。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建立適當之管理方法與程序之情形。  （二）公司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之情形。  （三）公司制定並公開其消費者權益政策，以及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之情形。  （四）公司與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五）公司藉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免費專業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慈善公益團體相關活動之情形。 

 (一)本公司人事行政均符合勞基法規範。視員工為最重要之資產，除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外，工會亦扮演勞資溝通的橋樑，為員工爭取權益。 (二)通過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每年並舉辦勞工安全教育課程及緊急應變計劃講習，確實為員工工作安全把關。  (三)通過ISO9001品質認證，實踐永大對品質第一的承諾，設有客戶24小時免付費申訴專線，確保客戶搭乘電梯的安全，另外也設有申訴信箱及網頁，由專人負責處理。 (四)無。  (五)本公司內部設有公益社團，關懷弱勢團體，提供相關支持，並每年固定捐助文教、社會福利基金會回饋社會，99年社福基金會主要活動為兒童、青少年及老人福利等項目。文教基金會主要活動為圍棋、維護原住民文化等項目。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未來視實際需要研議辦理。 尚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之方式。 （二）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於公司網站「關於永大」-「資質認證」揭露品質政策及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無。  將視情況於公司企業網站適時辦理。  未來視實際需要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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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公司目前尚未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定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無。  七、公司產品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六六六六))))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公司建立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並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以確保誠信經營之落實。 ((((七七七七))))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應揭露其查詢方式應揭露其查詢方式應揭露其查詢方式::::無無無無。。。。    ((((八八八八))))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    本公司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照情形如下：         1.國際內部稽核師：經營部門 1人、財務部門1人         2.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師：經營部門2人、財務部門 1人、稽核部門 1人         3.中華民國會計師：經營部門 1人 ((((九九九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請見下頁。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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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公司對其內部人公司對其內部人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無無無。。。。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董事會/ 股東會 日期 重要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董事會 99/3/19 1.決議訂定九十九年度股東常會時間、地點。 2.決議九十九年度股東常會召集事由。 3.決議九十八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1.九十九年度股東常會已於99/6/11 召開，並依召集事由逐項讨論議決。  董事會 99/4/15 1.決議通過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決議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3.決議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4.決議通過融資額度案。 1.已於 99/6/11 股東會承認。  2.已決議九十八年度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1.5 元，並於 99/6/11 股東會議決‧ 3.修訂後作業程序已於 99/6/11 股東會議決。 4.已辦理融資額度續約。 股東會 99/6/11 1.承認九十八年決算表冊案。 2.承認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3.決議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2.已決議每股配發現金股利1.5元,並訂定 99/7/5 為除息基準日，且已於 99/8/3 發放現金股利。 3.已依修訂後之作業程序運作。 董事會 99/6/11 1.訂定本年度除息基準日暨發放日期。 2.決議通過股票全面轉換無實體發行案。 1.已訂定 99/7/5 為除息基準日，且已於 99/8/3 發放現金股利。 2.已於99/9/7將股票全面轉換無實體發行。 董事會 99/8/19 1.決議通過九十九年上半年度財務報表。 2.決議通過銀行授信額度到期展期案。   2.已申請展期。 董事會 99/12/16 1.決議一○○年度營運計劃及預算案。 2.決議一○○年度稽核計劃案。 3.決議通過追認銀行授信額度到期展期案。 4.決議通過財務主管任免案。   2.已依決議後稽核計劃執行中。 3.已申請展期。  4.新任財務主管已於100/1/1上任。 董事會 100/3/17 1.決議訂定一○○年度股東常會時間、地點。 1.一○○年度股東常會已訂於100/6/10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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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議一○○年度股東常會召集事由。 3.決議九十九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2.股東常會召集事由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董事會 100/4/14 1.決議通過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決議九十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3.決議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4.決議通過融資額度案。 1.將於 100/6/10 股東會提出承認。  2.已決議九十九年度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0 元，並將於 100/6/10 股東會提出議決‧ 3.修訂後作業程序將於100/6/10股東會提出議決。 4.已辦理融資額度續約。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其主要內容其主要內容其主要內容::::無無無無。。。。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包括董事長包括董事長包括董事長、、、、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會計主管及內部會計主管及內部會計主管及內部會計主管及內部稽核主管等稽核主管等稽核主管等稽核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解任日期 辭職或解任原因 財務主管 杜正茂 84/8/1 99/12/31 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