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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SOMO 對手機品牌大廠 CSR 分析報告的警訊 

壹、SOMO對手機品牌大廠CSR分析報告大要

許多國際手機品牌大廠總是給人正面評價的社會形象，然正如同Disney

在香港及可口可樂在印度的案例讓人驚訝一般，一個總部位於荷蘭，致力於

研究多國企業及其國際脈絡的非營利研究機構—SOMO，於近日內出版了一

份報告書「打電話的高代價—手機產業的關鍵議題」(Critical issues in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這份報告書檢視了 Nokia、 Motorola、Samsung、Sony 

Ericsson 和 LG Electronics 這五家品牌商的 CSR 政策，報告中檢視每一家品

牌商所宣稱的 CSR 政策，並批判每一家品牌商並沒有具體的政策以落實企

業社會責任，更糟的是缺少落實整體供應鏈系統的監督，致使其許多間接供

應商(sub-tier supplier )的員工在極其惡劣的環境下工作，薪水亦低於當地最

低基本工資，另所生產的產品在製造中造成的污染、社會資源的消耗且並無

完整的回收制度處理廢棄手機等眾多缺失。該分析報告聚焦在研究品牌手機

業者在中國、印度、菲律賓、泰國的供應商情形。研究的合作夥伴包括有位

於印度的「抵抗企業偏差行為的學生與學者組織」(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以下簡稱 SACOM)、「公民發展與和平計

畫」(Civil Initiatives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以下簡稱 CIVIDEP)，以及

位於泰國的「勞工協助中心」(Workers Assistance Center)與 SACOM 泰國分

部。 

貳、SOMO 對手機品牌大廠 CSR 報告的重要議題與缺失 

該分析報告中分就 CSR 相關面向的議題加上調查、分析與評論，並具

體指出品牌廠商未落實 CSR 政策而要求其供應商執行的結果，造成許多供

應商嚴重違反國際勞動標準、未達到其應有的環境保護標準等等案例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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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以下謹將所列示的議題及案例缺失情形說明如下： 

一、勞工議題 

最常見的國際勞動標準在於童工、強迫勞動、無歧視、自由結社

及協商權、騷擾虐待、職業安全衛生、薪資與褔利、和工時等項目。然

SOMO 對於手機品牌商的研究卻顯示其許多供應商(尤其是非第一層的

供應商、sub-tier supplier )嚴重違反了上述國際勞動標準，其中所舉的

案例如下： 

（一）案例一、豪威星科薄膜視窗(深圳)有限公司【Hivac Startech Film 

Window (Shenzhen)Co.Ltd】: 

豪威星科薄膜視窗(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豪威星科公司)

位於中國大陸深圳市，其主要產品為手機用玻璃鏡片，其間接供

應 Motorola 手機用之玻璃鏡片，在 94 年底時該公司出現了許多

員工呈現正己烷中毒之情事，經 SACOM 調查並揭發了豪威星科

公司的惡行如下： 

1.生產環境毒害工人 

(1)車間密封、通風系統差，工人長期接觸有毒化學物品。 

(2)職業病防護用品極度不足，直接危害工人健康。 

(3)關於化學品的危害，公司並無給予員工教育訓練。 

(4)公司推脫責任、拖延治療，導致年輕女工中毒，孕婦承受喪

兒之痛。 

2.公司拒絕改善生產環境 

3.公司公然侵害勞動權益，漠視基本人權 

(1)工資底於勞動法標準。 

(2)工時過長，強迫勞動。 

(3)沒有提供勞動合約，亦無遵守社會保險條例。 

(4)工人被剝奪合法假期。 

（二）案例二、Giant 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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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 Wireless 公司位於中國大陸深圳市，其主要產品為手機

用相關零件，其間接供應 Motorola 手機製造所需之零件，經

SACOM 調查其缺失如下： 

1.不合格的工作環境 

由於工廠並未配有適當的空調設備，致使員工工作時總是

汗流夾背，並常發生員工在工廠昏倒之情事，此外由於製造過

程中有銲接及化學蝕刻等製程，但未有適當的防護措施保護員

工，致使員工暴露在化學有害物質中，並已發現有工作一至二

年的同事發生頭暈、噁心及自律神精失調等現象。 

2.超時工作及強迫加班 

旺季時在該工廠，員工每月除正常工作時數 174 小時外，

通常被要求每月需加班 150-180 小時，員工如拒絕加班可能會

無法領到全勤獎金及被警告將遭到資遣。 

3.給付給員工的薪資未達法令最低標準及未支付加班費 

在 92 年時該公司支付給每位員工之月薪為美金 50.25 元

(時薪為 0.12 元)，低於法令規定之最低標準美金 74.37 元，而

加班費每小時 0.45 元除低於法令規定之最低標準外，有時還有

未支付之情事。 
 

（三）案例三、Namiki 公司及 LTEC 公司 

Namiki 公司及 LTEC 公司位於泰國，其主要產品為手機用相

關零件，其間接供應 Nokia 手機製造所需之零件，經 SACOM 調

查其缺失如下： 

1.不合格的工作環境 

工廠製造過程中有銲接及化學蝕刻等製程，但未有適當的

防護設備措施保護員工，且公司為了節省製造費用，連手套都

不願意發給員工，員工需自行購買；此外為了確保生產線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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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產量能達預計標準，員工再沒有得到領班許可的前提下，不

得去上廁所，此外廁所的數量也嚴重不足，例如有一年度，公

司新增了二千名員工，但居然沒有增加任何一間廁所。 

2.超時工作及強迫加班 

員工每天需工作 12 小時，旺季時一週七天都需要上班(週

日偶而可以休息)，而且每位員工每日需達到預計之產出，若是

未達預計產出將受到領班的責罵。 

二、環境議題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應該致力於減少對環境污染、追求自然資源

使用量的減少及商品廢棄物的回收，然 SOMO 對於國際手機品牌廠商

的研究卻顯示其對未達到其應有之標準與企業責任。 

(一)使用有毒物質(use of toxic substance) 

由於包含手機在內許多電子產品的組成原件中包含許多有毒物

質，因此歐洲已有許多法規如 WEEE 及 RoHS 均致力於降低有毒物

質的使用，然而依據 Greenpeace 在 2006 年時對主要國際手機品牌

廠商有關環境保護的研究調查顯示，並無任何一家公司達到令人滿

意的標準，詳見下表(表四)： 

表四 2006 年主要國際手機品牌廠商環境保護的研究調查統計表 

公司 
分數 

(滿分 10 分) 
負分項目 正分項目 

Nokia 7.0 1.提供手機回收資訊，但並未

提供正確的回收數量。 
2.對於預防環境污染政策定

義不明確。 

1.所有的新機種將採無

PVC 材質並致力於在

96 年底時所有機新種

將不含 BFR 物質。 
2.已辦識出手機中其他

有害物質並將於未來

致少該類物質之使用。

Sony Ericsson 5.3 1.未提及預防環境污染政策。

2.未提及協助供應商之責任。

3.並無訊息提供手機回收數

1.在 95 年底時所生產之

機種已無含有BFR物質。

2.網站有關於自願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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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收手機之訊息。 

Samsung 5.0 市面上並無無使用 BFR 或

PVC 材質之機種。 
1.預計將於 2010 年底前

所有機新種將不含

BFR 物質。 
2.將致力於支持 IPR。 
3.有手機回收政策。 

LG 4.3 1.市面上並無無使用 BFR 或

PVC 材質之機種。 
2.在網站上並無關於自願性

回收手機之訊息。 
3.並無訊息提供顧客廢棄手

機的回收資訊。 

1.對於預防環境污染政

策有明確的定義。 
2.將致力於支持 IPR。 
 

Motorola 1.7 1.並無預防環境污染之政策。

2.市面上並無無使用 BFR 或

PVC 材質之機種。 
3.無致力於發展無使用 BFR
或 PVC 材質之機種。 

4.未提及協助供應商之責任。

5.並無訊息關於手機的回收

數量。 

1.提供關於不應使用有

害物之清單。 
2.在美國、歐洲及中國有

自願回收廢棄手機之

計劃。 

資料來源：Greenpeace 2006 年 8 月 

 

(二)環境影響及自然資源的過度消耗 

SOMO 的研究報告指出，一支手機通常需要使用 12 顆晶片，

平均需要耗掉 32 公升的水、72 公噸的化學物質和 1.6 公斤的燃油，

而且這樣的燃油消耗量約是手機重量的 800 倍，相對而言，製造一

部汽車也僅耗要掉其重量的兩倍，顯見手機製造對自然資源耗用的

程度是相當驚人的。 

此外在製造中所排放的廢氣、廢水及廢棄物質，便是嚴重的影

響環境，不論是氣候、空氣、水資源及土地都受到影響，目前大氣

層中的臭氧層遭到破壞就是最明顯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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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廢棄物(E－Waste) 

報告指出許多國際手機品牌廠商雖然有廢棄產品的回收計畫，

但通常缺乏架構與組織，並且沒有明確的執行計畫與程序。再者，

有些國際手機品牌廠商將廢棄產品的回收計畫外包給其他廠商，但

缺乏後續的監督，致使許多廢棄產品的產品流往發展中的國家，例

如中國大陸與印度，而一旦該類廢棄產品流入發展中的國家，其處

理情形就無軌跡可循。而且將廢棄產品任意出口，也違反了巴爾賽

約定(Basel Convention on the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此外，許多處理廢棄產品的公司因為缺少適當的勞工與工作環

境，也造成了另一項問題，例如報告中指出一間位於印度德里僱有

二萬五仟名勞工，每年處理達二十萬噸電子廢棄物的廢棄物處理

廠，但其設備簡陋，許多加工回收的工作甚至是在家庭及許多簡陋

的場所進行，勞工可能曝露於有毒物的影響下，此外許多勞工是童

工，每日工作高達 16 至 18 個小時。因此，若無適當的處理其廢棄

產品，將造成二次環境與勞工安全的傷害。 

(四)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與法規鬆綁 

許多發展中國家為了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紛紛設置所謂

經濟特區，提供便宜的土地、賦稅優惠及相關的配套措施需引外資

至當地投資，依據 ICFTU 的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93 年底時，全球

經濟特區已僱用多達四千兩百萬名員工，可見其規模之龐大。以印

度而言，目前已有 14 個經濟特區，每個經濟特區佔地廣達二百英

畝，而未來已有 61 個經濟特區已經政府核准且在建立中，足見未來

經濟特區的規模將會愈來大，影響層面會日益漸增。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許多的經濟特區優惠措施除了提供便宜的土

地及賦稅減免外，對於勞工法令及環境保護法規鬆綁，皆令人憂心，

以印度而言，許多位於經濟特區的公司被允許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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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勞工簽訂的合約可以不提供包含健康、勞工宿舍及相關褔利。 

2.公司可以不公告勞工工作時數及薪資率 

3.員工人數在一千人以下之公司可以隨時停業 

4.公司可以不受勞工安全衛生機制的檢查 

簡而言之，經濟特區的設置及勞工法令和環境保護法規鬆

綁，使包含手機品牌製造商在內的許多公司，罔顧勞工權益及環

境保護責任都變得合法化。 

第二節 手機品牌大廠將可能採取的規範與舉措 

由 SOMO 的報告中可知各大手機品牌廠商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採取的規

範說明如下： 

壹、Nokia 

一、Nokia 訂有供應商規範(Nokia Supplier Requirement)，內容包含許多勞動

場所的要求、對環璄的要求，同時也要求其供應商本身應訂立勞動權益

及環保的政策與系統。且為了監督供應商是否符合其對於企業責任應有

之規範， Nokia 設有兩種評估方式，一為系統性評估 (System 

assessments)，另一則為深度評估(in-depth assessments)，其中深度評估

通常包括了對工廠員工訪談、管理階層的訪談、住宿環境及工廠設施的

檢查，Nokia 每年約有 5-10 次的深度評估及 100 次左右的系統性評估。 

二、Nokia 目前尚未要求其供應商需通過 ISO 和 SA8000 的認證，此外 Nokia

也承認其倡導許多保障勞工權益的措施現階段仍未為其整體供應鏈廠

商所認知，特別是上游的間接供應商，並認為間接供應商之勞動場所安

全、員工權益等標準應由直接供應商來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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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Motorola 

一、至 2005 年底時，Motorola 的手機部門佔公司整體營收達 58%，近年來

Motorola 進行組織改造，降低自行生產比重，並大幅提高委外代工的比

重，目前其約有三千六百家供應商，分佈於中國、印度、巴西等國。

Motorola 訂有企業行為準則(Code of Business Conduct)與 Corporate 

citizenship 政策，並且為全球永續發展協會及 SCWG 之會員，積極的參

與該會之相關活動。Motorola 對其供應商訂出許多行為準則，包含禁用

童工、禁止歧視、勞工有組織工會的權利、合理的工作時數與薪資、安

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及環境保護。Motorola 對於每年新增的直接供應商

或原供應商的組織架構有大幅度變化時，都會進行相關的稽核，一旦發

現有違反上述原則者即要求其改善，若逾期未改善者，則停止與該供應

商往來，2005 年度時一共對供應商進行了 75 次相關的稽核。 

二、Motorola 雖然認為其自身應對整體手機供應產業負責，但其亦不否認目

前主要對於直接供應商進行監督，對於間接供應商仍是力有未逮，僅表

示一旦發現間接供應商如有違反其訂立之供應商規範，將會進行調查與

要求其改善，因此 2005 年時其間接供應商豪威星科有九名員工因工作

造成正己烷中毒之事件，Motorola 表示己要求豪威星科改善其工作環

境。 

參、Samsung 

一、Samsung 是目前全球前五大供應商中唯一未將手機製造業務外包之公

司，不過近來因低價手機盛行，致使其市場佔有率逐年降低，因此其亦

移往中國大陸等地進行設廠及量產手機。Samsung 雖訂有企業行為準則

規範，惟該規範相當不清楚，僅概略提及該公司遵循國際組織的準則、

相關的法令，但對於如何達成 CSR 的目標，卻無具體的施行方式，此

外 Samsung 並無簽署同意 EICC，亦非 GeSI 成員。 

二、Samsung 自認其致力於遵守國際環境保護合約，並且依據歐洲 RoHS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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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盡可能於手機製造過程中不使用有毒物質，然而從未具體說明如

何達成該目標；此外 Samsung 對於其供應商並無訂有行為準則，僅將

供應商視為商業夥伴，在 Samsung 的企業行為準則中僅以“本公司將

依商業目標選擇商業夥伴，並鼓勵其能對勞工權益、工作環境之衛生與

安全負責＂，惟仍未說明如何達成此一目標。 

肆、Sony Ericcson 

一、在 1990 年時 Ericsson 與 Sony 手機部門合併成 Sony-Ericsson，

Sony-Ericsson 表示環境的永續發展及企業獲利都是該公司重要的目

標，雖然該公司本身並非 GeSI 之成員，但其母公司 Ericsson 則是 GeSI

之成員，此外其自身亦已對於供應商設計問卷，以了供應商自身之勞工

權益、勞動場所安全與衛生等相關事宜。Ericsson 在 1987 年時將企業

生產重心由瑞典移至亞洲後，該公司已自訂了供應商行為準則，

Sony-Ericsson 則表示其訂立的供應商行為準則則更加完備。 

二、如同其他手機大廠，Sony-Ericsson 只稽核直接供應商，以確保該供應

商有符合供應商行為準則規範，對於間接供應商則仍依賴直接供應商的

監督，Sony-Ericsson 如在例行稽核中發現供應商有違背供應商行為準

則規範時，將要求該供應商提出合理的解釋，並提供更正的必要協助，

若逾期未改善者，則停止與該供應商往來。此外由於 Sony-Ericsson 是

Joint Venture，所以該公司並無自身 CSR 的報告，僅有其母公司有自身

的 CSR 報告，自亦為其未來需改善之方向。 

伍、LG Electronics 

一、相對於供應商的監督和勞工權益的保障， LG 著重在環境保護，該公

司表示環境保護議題是其在做決策時，重要的考慮項目之一，且在 94

年時其永續經營報告已提到藉由自身訂立有毒物質管理標準，以達成其

環境保護的目標。此外，該公司設置 X 光檢驗設備以檢測其進貨原件



第四章 台灣手機代工業所面臨 CSR 之挑戰 

與銷貨產品有無禁用的有毒物質。 

二、LG 雖訂有企業行為準則規範，惟該規範相當粗略，完全未提及供應商、

亦無提及勞工權益及國際組織等標準，僅概要說明該公司將執行適當的

程序以確保勞工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衛生，對於如何達成 CSR 的目標，

卻無具體的施行方式。 

綜上可知，國際手機品牌大廠在落實企業社會責任方面，不論是在保障

勞工權益方面，或是環境保護議題，仍有許多待加強的空間，特別是對於手

機產業供應鏈中的上游間接供應商(sub-tier supplier)惡劣的工作環境，勞工

常因工作環境充滿有毒溶劑或有毒氣體，職業病的發生時有所聞，國際手機

品牌大廠針對相關上游供應廠商所產生的問題均表示將會致力於改善此一

情事。然而在人力成本及可實行方式的考量下，國際手機品牌大廠均表示對

於間接供應商的監督將仰賴直接供應商。 

第三節 台灣手機代工業面臨手機品牌大廠 CSR 要求之衝擊 

SOMO 報告顯示了當前國際手機品牌大廠在 CSR 的執行方面仍有許多需要

改進的部分，特別是對於手機產業供應鏈中的上游間接供應商(sub-tier supplier)

惡劣的工作環境，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多數國際手機品牌大廠表示在人力成本及

可實行方式的考量下，對於間接供應商的監督將仰賴直接供應商，而台灣許多手

機代工組裝業者如華寶、奇美通訊、華冠、英華達、明基、廣達、華碩系為國際

手機品牌大廠的第一線直接供應商，因此面對來自客戶要求其自身應設有適當的

CSR 政策並要求監督間接供應商(sub-tier supplier)時，國內的手機代工組裝業者將

面臨重大的衝擊。 

一份由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簡稱 GeSI) Supply Chain Working 

Group 及 Electronic Code of Conduct Implementation Group(以下簡稱 EICC)共同設

計供資訊及通訊產業業者之供應商自行評估的問卷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upplier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是目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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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O 在內的許多組織所認同協助供應商檢視及建立 CSR 政策的良好工具，也

已由許多國際品牌大廠所採用，謹將其要求簡要列述如下： 

一、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規範(Labour Management and Ethical Conduct) 

(一)勞工管理及道德準則政策(Labour/Ethics Policy & Procedures)  

1.有無管理階層負責檢視公司是否符合現行勞工相關法令及商業道

德行為規範及法令？ 

2.公司是否訂有書面勞工政策及倫理政策(ethics policy)？且該勞工

政策及倫理政策是適用於公司所有工廠(不論國別)？ 

3.公司訂立之勞工政策及倫理政策是否持續改進？ 

4.公司訂立之勞工政策是否包含不強迫員工勞動、每週最高加班時

數、無歧視政策及組織工會等權利？ 

5.是否要求公司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相關法令及商業道德行為規

範及法令？ 

(二)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Labour/Ethics Management System Status) 

1.公司有無適當的管理系統確保勞工受到適當的對待？ 

2.公司有無適當的管理系統確保公司之行為符合倫理規範？ 

3.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是否經 SA 8000 或其他類似組織所認

同及註策？ 

(三)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組成項目(Labour/Ethics Management System 

Elements) 

1.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是否有追蹤評估(tracking system )足以

檢視所有與勞工及道德相關的法令？ 

2.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是否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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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是否由稽核人員定期稽核？ 

4.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是否含有風險評估系統對於日常營運

所可能產生與勞工或倫理道理有關之風險加以評估？ 

二、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一)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政策 

1.無管理階層負責檢視公司是否符合現行勞工衛生安全及環保相關

規範及法令？ 

2.公司是否訂有書面勞工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且該衛生安全

政策及環保政策是適用於公司所有工廠(不論國別)？ 

3.公司訂立之書面勞工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是否持續改進？ 

4.公司訂立之書面勞工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是否包含下列事

項？ 

(1)控制製程的有害物質與可能發生的工安意外事件 

(2)對工安意外事件的緊急應變措施 

(3)對所在地疾病與意外傷害之預防及報導 

(4)對工廠設有安全人員及安全防護設施 

(5)設有員工宿舍及相關衛生設備 

5.是否要求公司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衛生安全及環保規範及法

令？ 

(二)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系統(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tatus) 

1.有無適當的管理系統確保公司符合勞工衛生安全相關法令及規

範？ 

2.有無適當的管理系統確保公司符合環保之相關法令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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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的勞工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是否經 ISO14001、OHSAS 

18001 或其他經認可機構所認證？ 

(三)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系統組成項目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lements) 

1.公司的管理系統是否有追蹤評估(tracking system )足以檢視所有與

勞工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相關的法令？ 

2.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是否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

標？ 

3.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管理系統是否由稽核人員定期稽

核？ 

4.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是否含有風險評估系統對於日常

營運所可能產生與勞工或倫理道理有關之風險加以評估？ 

GeSI 及 EICC 共同設計供資訊及通訊產業業者之供應商自行評估的問

卷，有助於公司評估其現階段建立及執行 CSR 的狀況是否符合包含永續經營

協會在內等許多非營利組織之基本要求與品牌大廠的認同，然而若要求將該

問卷項目立即實施，可預見的是現今台灣手機代工業將會面臨多項缺失的窘

狀。 

第四節 台灣手機代工業 CSR 的調查與分析 

壹、問卷調查情形 

由本章第一節SOMO報告可知，要求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聲浪與日俱

增，而包含SOMO在內的許多組織更以具體調查的方式，指出手機品牌業者

之缺失，在可預見的未來，台灣手機代工業者勢必面臨來自手機品牌業者要

求整體供應鏈力行企業社會責任的壓力。有鑑於國內手機代工業者，均未有

任何一家申請公司治理的評量，就前述天下雜誌社及遠見雜誌社的調查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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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尚無有一雀屏中選，在近年來有關CSR相關議題的論述與作為上，亦極

少國內手機代工業者負責人或高階主管有所參與及著力 1，此一行業對於

CSR似乎較不熱衷，甚至於部分公司有些輕忽，因此，亟欲對此行業上市公

司就其CSR執行現況加以調查，並將GeSI及EICC共同設計之自評問卷中重

要內容，設計具體而精簡式的問卷，並洽商各該公司主管此項議題或策略的

高階主管或相關部門經理人，以填寫問卷方式進行調查，側重於各該公司建

立與執行CSR的具體層面，藉以瞭解台灣手機代工業者現行執行CSR概況之

情形，總計針對該行業國內五大公司的廣達、華冠、華寶、明基及華碩進行

問卷調查，除華碩婉拒外，其餘四家皆有所回答，茲將其問卷回覆結果（均

以自編英文代號標示）說明如下： 

一、AB 公司 

(一)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規範部分 

1.該公司表示其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類似組織

所認證。 

2.該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標。 

3.該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並由稽核人員

加以稽核。 

(二)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部分 

1.該公司未能要求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衛生安全及環保規範及法

令。 

2.該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並未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

標。 

二、BD 公司 

                                                 
1受問卷調查的某一公司雖曾因 2005 年併購外國知名公司手機部門而聲名大噪，且經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及其委託研究之基金會予以列為案例分析中之個案，但究僅側重其併購過程中對員工的尊

重與承諾，建立企業認同與信任，因而受到青睞，整體CSR履行仍未必臻於理想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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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規範部分 

1.該公司勞工政策及倫理政策並非適用於公司所有工廠(不論國別)。 

2.公司並未要求公司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相關法令及商業道德行

為規範及法令。 

3.該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類似組織所認

證。 

(二)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部分 

1.該公司之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並非適用於公司所有工廠(不

論國別)。 

2.該公司並未求公司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衛生安全及環保規範及

法令。 

三、CG 公司 

(一)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規範部分 

1.該公司表示其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類似組織

所認證。 

2.該公司的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並由稽核人員

加以稽核。 

(二)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部分 

該公司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並由稽核

人員加以稽核。 

四、DK 公司 

該公司表示在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德規範；健康、安全與環境

管理部分皆符合問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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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回覆結果彙整與分析 

一、將問卷回覆結果彙整如下： 

為利於統計與分析，爰將所進行調查並回覆之四家主要手機代工

業，其問卷答覆內容，就其未符合 GeSI 及 EICC 共同設計 CSR 之事項

予以彙總，並分點統計，其中有 DK1 家僅概括表示盡皆符合以外，其

中以第 1 項「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組織所認證」，

有 AB、BD 及 CG 等 3 家皆未符合者，最為嚴重；又第 3 項「勞工及

道德管理系統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及第 6 項「.該公司未能要求自身

之供應商遵循勞工衛生安全及環保規範及法令」各有 2 家未符合者，居

次；其餘 6 項則各有 1 家未符合，茲將彙列統計情形如表五： 

表五 四家主要手機代工業問卷回覆結果彙整統計一覽表 

未能符合GeSI及EICC共同設計CSR之自評問卷 AB BD CG DK 

1.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組織
所認證 

V V V  

2.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
目標 

V    

3.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 V  V  

4.該公司勞工政策及倫理政策並非適用於公司所
有工廠 

 V   

5.公司並未要求公司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相關
法令及商業道德行為規範及法令 

 V   

6.該公司未能要求自身之供應商遵循勞工衛生安
全及環保規範及法令 

V V   

7.該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並未訂有實
際執行可達成的目標 

V    

8.該公司之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並非適用於
公司所有工廠 

 V   

9.該公司的衛生安全政策及環保政策管理系統並
未由稽核人員定期稽核 

  V  

註：表中〝V〞係表示該公司係具備該項目所列（未作為）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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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問卷回覆結果分析 

由上述問卷結果彙整可知，國內手機代工業者現行執行 CSR 概況

未能符合 GeSI 及 EICC 等組織要求之標準，亦即其現行 CSR 執行與國

際手機大廠未來可能要求的標準差異之窘境分別列示如下： 

(一)未能要求供應商建立及執行 CSR 政策 

手機品牌大廠之間接供應商(多為台灣手機代工廠商之直接供

應商)為符合低價手機之要求，多設立在開發中國家，且僅以降低製

造成本為考量，並未建立勞工管理系統與倫理道德規範、員工健康、

安全與環境管理系統，而台灣手機代工業者也未能對此類供應商加

以要求，督促其建立及執行 CSR 政策。 

(二)勞工及道德管理系統未經 SA 8000 或其他組織所認證 

相較於多數台灣手機代工業者在環境管理系統方面己符合

ISO14000 或相關機構的認證，惟在勞工管理系統方面則缺乏重視，

未符合許多國際組織所要求 SA 8000 或其他組織所認證。 

(三)未能對公司所在不同國別的工廠採用一致之標準 

正如同 SOMO 及許多非營利機構之調查結果顯示，許多品牌大

廠在美國及歐洲等已開發國家地區皆設有良好之勞工管理系統與倫

理道德規範、員工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系統，但到了中國大陸、

印度等新興地區時，卻只著重降低成本，並未設置及執行勞工管理

系統與倫理道德規範、員工健康、安全與環境管理系統等機制，因

地制宜的兩套標準為常見的缺失，而在此次對台灣手機代工業者之

問卷當中亦發現如此之缺失。 

(四)對於勞工管理系統及環境管理系統未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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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統的觀點而言，企業往往只重視財務方面的績效，訂立預

算或財務預測設有明確的目標，對於勞工權益、環境保護則未立明

確的目標，以環境保護議題中對所產品的廢棄物回收為例，SOMO

的報告顯示許多手機品牌大廠皆未能對其生產手機建立適當的回收

機制，而在此次對台灣手機代工業者之問卷當中亦發現有廠商對於

勞工管理系統及環境管理系統未訂有實際執行可達成的目標這項缺

失。 

(五)對於勞工管理系統及環境管理系統未未列入年度稽核計畫並由稽核

人員加以稽核。如前項所述，企業往往只重視財務方面的績效，內

部稽核亦只著重於生產、銷貨及進貨等傳統八大循環，並未將勞工

管理及環境保護等項目納入稽核範圍，亦為此次問卷中發現之缺

失。 

第五節  台灣手機代工業 CSR 現況與強化之道 

壹、問卷對象之 CSR 執行現況 

按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如前所述乃參酌 GeSI 及 EICC 共同設計之自評

問卷中重要內容，所設計具體而精簡式之問卷，內容上均偏重在勞工衛生安

全政策及環保政策等社會與環境面向之事項，對於該產業有關其 CSR 之執行

現況，另有關於經濟面向的公司治理情形，則由於該等業者皆係上市公司，

其公司治理相關資訊皆已於股市的公開資訊觀測站相關網頁、資訊揭露評鑑

機會（證基會）暨公司治理評量機構（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之網站與刊行資

料可供查詢，爰將查獲各該公司之公司治理情形，併同社會與環境面向之事

項加以彙總與統計，以探討與分析本次問卷對象手機代工廠商之 CSR 執行狀

況表列如表六，並分點列述如下： 

表六  四家主要手機代工業 CSR 現況彙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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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項目 
A B B D C G D K 

獨立董事及監察人之設置 三 位 獨 立 董

事、二位獨立

監察人 

二 位 獨 立 董

事、二位獨立

監察人 

三 位 獨 立 董

事、二位獨立

監察人 

無獨立董事及

監察人之設置

資訊揭露評鑑排名 
A A B A 

公司之勞工管理及環境

保護政策是否適用於公

司所有工廠(不論國別) 
 
工廠設置地 

 
否 
 

 
台灣、中國大陸

 
否 

 
 
台灣、中國大陸

 
是 

 
 
台灣、中國大陸 

 
是 
 

台灣、中國大

陸及馬來西亞

公 司 網 站 是 否 提 及

CSR、環境保護等政策 無 無 無 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公司有無設置獨立董事、獨立監察人： 

一個公司其公司治理的程度並不易量化，然有無設置獨立董事

或監察人應為其基本要件，然受訪的四家公司中仍有一家公司未設

立獨立董監、監察人。 

(二)資訊揭露評鑑的排列等級： 

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針對我國上市

櫃公司就資訊揭露相關法規遵循情形、資訊揭露時效性、預測性財

務資訊之揭露年報之資訊揭露及網站之資訊揭露等五大類資訊揭露

品質，公佈之最近期資訊評鑑排名(依序為 A+、A、B、C 及 C-等五

級)，受訪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為 A 級，一家為 B 級。 

(三)公司之勞工管理及環境保護政策是否適用於公司所有工廠(不論國

別)： 

受訪的四家公司中有二家表示其勞工管理及環境保護政策並不

適用於公司所有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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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網站是否提及 CSR、環境保護等政策： 

受訪的四家公司其網站僅著重於強調公司之品質、技質及服務

客戶等項目，完全未提及 CSR、環境保護等政策。 

貳、綜合分析與強化之道 

依上開我國手機代工業者的問卷調查結果加以探討，仍有許多缺

點亟待改正與強化，顯見未來仍有著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以下謹就上述

調查結果各項分按治理面社會面與環境面予以分析與評論： 

一、公司治理方面： 

有關於獨立董事監察人的設置及資訊揭露評鑑均屬於行政院

「強化公司治理政策綱領暨行動方案」公司治理原則中關於「強化

市場機制，加強資訊透明度」的範疇2，因此，上述受訪查的手機代

工業者雖然均屬於已上市的掛牌公司，但其中仍然有未設置獨立董

事之情形，至於更進一步於董事會轄下設置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及其他功能性委員會等，以強化與提昇公司治理等

組織機制，自然是全部付之闕如，究實而言，不僅是手機業者，舉

凡國內超過 1200 家的上市上櫃公司，除了台積電、中華電信、中鋼

及台灣大哥大等及其他少數公司外，普遍對建立與落實公司治理的

議題與呼籲，始終是輕忽不已，冷淡以對，此所以幾經鼓勵與推動

之下，願意主動申請接受「公司治理評量」的公司家數，迄今每年

仍都只是個位數的原因之所在，所以尚無任何手機代工業者申請評

量，實也不足為奇，但是面對國際機構投資人越來越強調公司治理

的投資策略，甚至社會責任型投資日益風行的趨勢之下，我國業者

                                                 
2 依行政院 2003 年 11 月 12 日所頒布「強化公司治理政策綱領暨行動方案」中揭示『參照OECD2及

國內外機構對改革公司治理的建議方向，可以歸納公司治理的基本原則應包括：1.保障股東權益

及追求企業永續發展；2.講求企業民主，並保障少數股東的權益；3.重視利害關係人包括股東、

員工、客戶、上下游廠商、銀行、債權人等彼此間權利及義務關係的平衡；4.誠信管理及有效監

督；5.強化市場機制，加強資訊透明度。』：*行政院改革公司治理專案小組提經行政院第 2865 次

院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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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不可一再逃避拖延，否則未來將在國際競爭力上日益落於他國

之後，值得警惕。 

二、公司之勞工管理及環境保護政策未適用於所有工廠（不論國別）： 

（一）分析問卷調查對象之手機代工業者，其從事代工業務的工廠，

除了明基公司另有馬來西亞廠外，每一家都是設廠在台灣及中國

大陸，而且其中有華冠及明基二家表示公司之勞工管理及環境保

護政策適用於不論國別之公司所有工廠，另外的華寶與廣達則則

並不是一體適用於台灣與大陸的工廠。 

（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已在其 2006 年開始的第十一個五年計畫

「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規畫」中，明確提到 2010 年的環境保護主

要只標─單位GDP能源消耗降低 20%，主要污染物排放總量減少

10%，森林覆蓋率由 18.2%提高到 20%；中國政府迅速將「節能、

減排、降污」列為重點政策，在其中央政府堅持減排降污的明確

政策及強大意志之下，就從 2006 年開始，中國環保總局已停批、

緩批不符環保的投資申請，金額高達人民幣七千七百多億元，到

了 2007 年更是雷厲風行，對嚴重違反環評及環保驗收制度的行業

之投資專案實行停批或限批，並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行政責任，

而且專案停批或限批的對象包括了中外合資的公司在內，引發了

相當程度的企業遷移的蝴蝶效應，以台商發跡與群聚最夥的深圳

市政府就頒布相關的條例，明文指出污染與高耗能的違規情事絕

不寬貸，另外除了高新科技及優良產業可豁免停電外，高耗能的

傳統產業一定要訂出詳確的節能計畫來，否則就得離開深圳，事

實上，隨著深圳以環保為手段而被迫搬遷的台商，大約就有八百

家之多。許多離開的台商都是屬於中小型的傳統產業，固然台商

協會正協助他們以集體遷移的方式，找尋蘇北、浙江及內陸等為

落腳處，但面對中國這波為降污、減排、節能的「優化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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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大政策壓力下，深圳台商協會莊世良常務副會長指出，自己

要升級，否則到那裏都一樣，最後將難逃被淘汰的命運3。 

上述手機代工業者一定要體認中國環境保護與勞動政策的改

變與發展、審慎研究兩岸法令規定的異同，以最大的誠意與努力

因應，對其設於兩岸的工廠 ESG 各層面等量齊觀地圖謀落實改善

與強化升級，以預先防範避免 CSR 的違失情事與爭端。 

三、公司網站是否提及 CSR、環境保護等政策部分： 

各該公司對於整體 CSR 以及 ESG 各層面的資訊均未見於其公

司網站上有所揭露，顯見該等公司對 CSR 的認知、建制與執行，似

乎較為不足暨缺乏關注，允宜開始積極規劃與執行 CSR，並著力於

相關資訊的具體揭露與提供，俾免因欠缺 CSR 資訊可供瀏覽蒐尋而

遭受質疑而流失或喪失商機。 

                                                 
3 陳雅玲，「關鍵五年看中國經濟蝴蝶效應」，商業周刊 10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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