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摘要說明

一、落實公司治理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 本公司於105年3月董事會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相關實施成效詳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度，以及檢討實施成效？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 本公司透過各項會議持續宣導企業經營理念與社
會責任義務。
練？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 本公司業已指定總管理處兼職推動企業社會責
（兼）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 任，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完成每年度企業社
管理階層處理，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 會責任報告書編撰及申報，並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
情形？
告。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 本公司已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監督職責，
將員工績效考核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 訂有薪資管理辦法、員工紅利發放辦法及獎金管理
辦法，依工作規則給予獎勵及懲戒，與員工分享公
政策結合，及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與 司利潤，員工薪酬與公司營運共同成長。
懲戒制度？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 1.
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
生物料？

本公司向來注重環保，致力於各項節能減碳策
略，不僅從自身做起，並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
賓客一同響應「節約能源，愛地球」
，在享受服
務之餘，共同為環境保護盡心力。
為更落實環保愛地球，108年下半年起房內不提
供礦泉水，改架設飲水機供住客使用；由自家
員工開始，員工住宿館內不提供一次性備品；
並公布及宣導109年將不主動陳列一次性備品。
2. 水資源回收：
泳池及SPA用水大部分會採用自動循環性毛髮
過濾器及過濾系統，回收過濾加氯消毒再利
用，循環率高達99.73%。
3. 汙水處理：
餐飲廢水設置油脂截留設施處理，主要使用汙
廢水槽收集，並利用沉水式馬達泵送汙廢水，
透過館內自設汙水生化池等汙廢水系統設備處
理後，再依據政府指定之汙水排放口放流之。
4. 依據季節及氣候適時將空調、熱泵溫度之設定
調整或採行時間管控(如冬季夜間外氣溫度較
低，於00時~06時關閉冰水主機)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 本公司依據相關法規維護工作環境以及自然環境。
境管理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 1.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
影響，並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制定公 主要目標是減少企業營運產生的碳排放量，包括:
「柴油鍋爐改為熱泵系統」
、
「宣導節約能源，隨手
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關閉電源」
、
「飯店公共空間空調溫度管理」
、…等。
2.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
「愛護地球、節能減碳」
，並積極執行節能目標。 設
定本公司每年節省能源 1%以上。
3.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之計畫：
(1) 計畫逐年更新空調設備，提高效能。
(2) 辦公室隨手關燈，午休熄燈及下班時間關燈巡
檢。
(3) 飯店公共區域調高空調設定溫度(26-28 度)。
(4) 辦公室調高空調設定溫度(26-28 度)。
(5) 確實推動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6) 辦公室影印文件儘量重複利用回收紙張。 (7)
加強實施會議無紙化作業及公告作業以電子化替
代紙本。
(8) 增設熱泵節能設備，替換鍋爐設備。
(9) 飯店照明燈具改為節能燈具。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 本公司訂有完整且符合勞動法規之相關制度及管
理辦法，由專責人員負責執行，以保障員工合法之
約，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勞動權益。另亦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各福利事
項。
本公司設有多元申訴管道，員工滿意度調查表、董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
事長信箱(Ｅ-Mail)、內部會議及公司網站等；另
並妥適處理？
依「性別工作帄等法」設立性騷擾申訴專用信箱，
提供員工申訴管道。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本公司符合職安相關法規要求並定期檢修各項設
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 備，並符合自主管理機制；舉辦員工年度健康檢
查，以讓員工對於自身健康及安全多一層保障。
教育？

（四）公司是否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 1.每年定期執行「職場幸福指數調查」及「360管
並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 理職評核調查」。
2.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員工溝通大會、部門會議及
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主管會議等，宣達內部政策及經營方針，以利員工
了解公司狀況；定期辦理滿意度調查，以便了解公
司應改善或繼續保持之處，並執行改善措施計畫。
帄時亦以電子郵件及佈告欄隨時告知員工最新資
訊。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 本公司不定期為員工舉辦教育訓練，旨在給予員工
有效之職涯能力。
發展培訓計畫？
（六）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產、作業 本公司官方網站設有各分公司聯絡方式，供消費者
及服務流程等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權 申訴或提供意見。
益政策及申訴程序？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公司是 本公司對產品之行銷及標示，遵循相關法規，維護
消費者權益。
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

（八）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是否評估供應 本公司透過供應商基本資料調查、供應商評鑑、實
商過去有無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地訪視等機制評估供應商適任性；惟如其有影響環
境與社會等之紀錄，將不會將其納入供應商之列。
（九）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是否包含 往來中之供應商如有顯著影響環境與社會之行為
供應商如涉及違反其企業社會責任政 者，本公司將不再與其往來。
107年初提供供應商雙方交易條件聲明書並簽回，
策，且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 其中明訂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
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等情事，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合約。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司已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資訊。
等處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資訊？
五、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一)108 年度積極參與各項認證及參賽，除提高內部服務品質外，進而履行社會責任：
月份

公司別

發布單位

獎項名稱

108/8

總管理處

天下雜誌

企業公民獎-小巨人組，獲得第 13 名(共 204 間企
業參加，雲品入圍小巨人組前 20 名)

108/11

總管理處

財 團 法 人 台 台灣企業永續獎，第 2 類-銅獎
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108/6

日月潭分公司

行 政 院 環 保 金級環保標章旅館
署

108/6

日月潭分公司

工商時報

108/9

日月潭分公司

全 球 永 續 旅 全台首家五星級酒店或 CU-GSTC 飯店認證 (全球
遊協會
永續旅遊認證)

108/10

日月潭分公司

交 通 部 觀 光 星級旅館｜心動之旅-環保智能之星
局

108/10

日月潭分公司

環保署

108/10

日月潭分公司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綠色產業資源回收評鑑 優等

108/11

日月潭分公司

經濟部

108/04

台北分公司

米其林指南 《2019 台北米其林指南》頤宮中餐廳 榮獲米其林
三星餐廳

108/11

台北分公司

遠見雜誌

108/11

台北分公司

勞 動 部 勞 力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
發展署
銅牌]

108/11

台北分公司

台 北 市 政 府 [108 年觀光飯店安全防護工作檢查 優等]
警察局

(二)持續推動與社會供應相互連結活動：

2019 台灣服務業大評鑑 休閒度假飯店金牌獎

績優綠色服務暨環保標章業者表揚
節水 NO.1 績優獎

遠見五星服務獎 [五星商務飯店第三名]

月份

公司別

活動說明

108/1

日月潭分公司

響應魚池鄉農會寒冬送暖，贊助 20 組五菜一湯年菜，關懷在
地弱勢家庭，讓這些需要的家庭能在新春團圓夜也能溫馨圍
爐。

108/9

台北分公司

號召同仁一同參加荒野保護協會的淨灘活動。

108/9

日月潭分公司

為親愛愛樂實驗學校建置愛心廚房，讓團員們可以在廚房的設
備使用上得以自給自足，更可以自理料理

108/9

日月潭分公司

與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邀集在地機關及民間團
體，首度辦理自發性聯合淨潭活動，共計 11 單位、約 200 人
次參與，共清除共 100 公斤潭邊區域垃圾。

108/10 集團

於太魯閣馬拉松賽是當天號召企業團內海內外共 111 名員工共
襄盛舉，發起「淨跑勇士」活動，並主動邀請百位選手跑回終
點站之後，再次返回第一水站，共同清理這座被譽為「一生必
跑一次的最美賽道」，以具體行動實現「自己的垃圾自己清」
宣言。

108/10 集團

「快樂任意門」公益演講，邀請耶魯大學名師 Lauire Santos
來台暢談「快樂」，門票收入、場地租金所得全數捐予台灣脊
柱裂守護協會，共計 282,600 元，協助脊柱裂病患與家屬一起
走出新生命。

108/11 日月潭分公司

募集全體同仁的愛心，代表公司送出物資與感恩節捐款 20000
元予南投家扶中心(埔里服務處)，做公益的同時，聽到了不同
家庭的故事，這也讓我們更懂得學會知足，並且更能體會到「施
比受更有福」其中的含義。我們相信這一點小小的幫助，合在
一起就是大大的力量。

108/11 總管理處

響應鉅亨網 2019 年溫暖送愛公益活動「付諸行動〃與愛童行
年末聯合溫暖送愛心」而今年專案活動主軸為「付諸行動〃與
愛童行」，
捐贈 10 萬元捐款予鉅亨網，由鉅亨網贈予紅心字會、家扶基
金會、安得烈慈善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三)持續員工關懷活動：
1. 360 管理職評核調查、膽固體檢報告(原職場幸福指數滿意度調查)。
2. 加強人才招募及培育計畫(例：雲管家、婚禮小管家)，讓更多畢業生有更多就業訓練

3.

機會，業界人士或內部員工有轉職、輪調及提升自己專業技能等機會，逐漸提升飯店
業之服務品質。
鼓勵同仁共組康樂社團或競賽，提供補助款，增進生活品質及工作效率，達工作及生
活帄衡之目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