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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瞻科技 成立於1997年，至今仍不斷致力於提供最佳數位記憶與

數位分享的產品及服務，以成為最佳記憶體模組領導廠商之一。

近年來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的議題已成為利害相關者最關注近年來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的議題已成為利害相關者最關注的

焦點，宇瞻科技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並以

「人」為本的基礎下，將理念與信念融入日常工作當中，為組織注

入新能量，貫徹執行並持續改進，培養管理團隊默契與堅強的紀律

，進而提升策略上的競爭力，展現宇瞻科技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

並回饋於社會的企業文化。

一、經營階層聲明

宇瞻科技Apacer源自於「Apace 快速地」與「Pacer 領導者」，

期許成為具前瞻視野、可快速應變趨勢潮流的產業領導者，提供消

費者多元數位儲存解決方案。透過區隔化的優異服務與值得信賴的

產品品質，贏得業界合作夥伴與顧客一致好評。宇瞻科技全力落實

信賴與創新的核心價值，信賴是對公司經營、服務品質的自我要求

，創新則是推動產品、公司到整體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彈性進行

人才與組織優化，強化數位儲存核心技術，不斷地追求應用創新。人才與組織優化，強化數位儲存核心技術，不斷地追求應用創新。

 
在大陸、美國、日本、歐洲及印度等全球主要市場設立分公司，建

構全球產品銷售與服務網絡，透過ERP系統精確掌握全球庫存、貨況

及需求，落實數字管理、提升效率，以實現「力求完美、分享記憶」

的品牌使命與承諾。

本的基礎下，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及環境當中。在企業經

營上提升策略的競爭力，並追求長期穩定獲利與成長，進而建立人性化

管理模式與提供良好福利制度，達成與員工共同成長、茁壯的幸福企業。

 

工作環境上，宇瞻科技力行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ISO50001能

源管理系統，減少能源及資源之耗損，通過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

系統驗證，提供健康與安全的職場環境。在品質管控上，建立ISO9001系統驗證，提供健康與安全的職場環境。在品質管控上，建立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及QC080000 HSPM電子電機零件及產品之有害物質流程管

理系統，不僅堅持產品品質保證，更落實綠色生產流程及符合RoHS國際

標準。

宇瞻科技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在以「人」為

展望未來，宇瞻科技將不斷自我鞭策，從企業使命、理念與信念，延伸

至同仁價值判斷與行為準則，並持續在穩定成長中創新發展，整合內外

部資源，實踐節能、環保、健康的生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達成員工

、企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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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宇瞻科技

2.1 公司簡介與發展沿革

Apacer宇瞻科技(股票代號:8271)成立於1997年，初期以DRAM模組

的專業供應商為定位，將經營聚焦在「記憶體模組」。憑藉對半導體

垂直整合的完整記憶體模組技術能力與專業行銷業務，成功在全球打

出Apacer自有品牌，並於1999年成為全球第四大記憶體模組廠商。

另一方面，看好Flash產品市場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將成為IT市場主流

的趨勢，Apacer宇瞻科技於1999年，延續「記憶儲存」的經營聚焦

，新增了，新增了Flash與USB等行動儲存產品，持續累積數位儲存研發實力

，朝新的數位儲存領域發展，並定位為「數位儲存供應者」。

2009年，因應記憶體產業變化，Apacer宇瞻科技在DRAM模組產業

與嵌入式記憶體(工業用SSD)站穩腳步後，首度跨足消費性數位產品

線，讓三大產品線三足鼎立，更有力的支撐起Apacer宇瞻科技這個

數位應用創新領導者品牌。

2012年，除原有事業版圖的穩定經營與獲利之外，更積極發展雲端

科技的新事業領域；希望在數位產品的生產製造與應用領域能持續創

新居領導地位外，也能建立新的科技服務生態系統，降低權位落差，

展現更多元且值得客戶與社會信賴的企業價值。

2013年，以「智慧分享、連結生活」主題，不論是在工業用產品或消

費性產品，都能展現內外兼具的產品性能與特色，希望使用者可透過

數位儲存、生活的產品應用，輕鬆連結人際生活。宇瞻科技致力研發

新產品，並提供加值的客製化專業服務，深入解決客戶問題，展現在

工規領域的專業技術和持續創新。宇瞻將透過組織、模式、管理三大

創新策略，進行企業優化，廠辦合一，實現幸福企業本質，並揭開經

營嶄新頁面。營嶄新頁面。

 
2014年，將品牌承諾Access the best「力求完美、分享記憶」進一步

延伸為全面優化使用者的體驗「Access the best experience」，從客

戶端立場出發，提供企業客戶及消費者產品以外的加值服務理念，並

同時跨足雲端與行動領域，拓展事業版圖。宇瞻持續在專業領域推出

符合科技趨勢且具前瞻性的產品，除了高水準產品及優質服務外，更

提供硬體、軟體上的同步支援，達到「軟硬兼施」的水準，清楚表現提供硬體、軟體上的同步支援，達到「軟硬兼施」的水準，清楚表現

出宇瞻為客戶提供產品以外的加值服務理念外，更積極發展潛力市場

，提供也使用者完整多元體驗，開啟企業嶄新頁面。

2010年，更專注在經營管理層面，同時開始進行組織與經營模式的

改變，在策略上，深耕工業用固態硬碟(SSD)市場，並積極開拓消費

性數位產品，以提升高毛利加值型產品的營收比重，年底正式於台灣

證交所掛牌上市交易。

2002年，Apacer宇瞻科技正式成立多媒體軟體(Firmware)研發團隊
，將公司再定位為「數位儲存應用之整合者」，推出多項深獲專業媒

體與消費大眾好評的數位儲存創新產品，在全球獲得許多獎項。

   2005年，Apacer宇瞻科技以「力求完美、分享記憶」(Access the best)
為承諾，致力成為消費者心中最佳的數位記憶品牌。為承諾，致力成為消費者心中最佳的數位記憶品牌。

 
2007年，Apacer宇瞻科技投入大量研發人力，在嵌入式記憶體設計
領域取得同業先機，成為數位應用領域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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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業經營理念

力求完美，分享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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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技術引領產業潮流、提昇品牌健全通路

Apacer宇瞻科技擁有全球行銷通路與創新品牌價值。除了在全球主要

市場設立分公司，並透過健全的經銷商體制深耕各市場，建立起

Apacer宇瞻科技的全球產品銷售與服務網絡，以及Apacer的全球品牌

忠誠度。目前宇瞻科技的銷售網絡已可涵蓋全球五大洲各主要大城，

與世界分享歡樂記憶。

創新品牌價值

Apacer宇瞻科技以「研發」與「行銷」為主要核心競爭力。以數位儲

存技術為中心，宇瞻科技不斷創新應用並累積智慧財產權，所提供的

全系列產品，獲得全球媒體與顧客的肯定；持續佈局全球通路，讓顧

客持續對宇瞻科技產生信賴與認同，提升Apacer宇瞻科技品牌價值。 

顧客服務

Apacer宇瞻科技注重顧客服務，希望顧客打從與產品接觸的第一時間

起，都能愉快地體驗的產品與服務，認同宇瞻科技品牌。 

對於直接顧客（代理商、經銷商），不定期更新產品資訊及巿場趨勢

，協助直接顧客於巿場銷售能力和通路廣度擁有更優競爭力。 

致力於落實完善的售後服務、嚴格控管產品品質，並提供專屬客戶服

務回覆，以確保消費者百分之百滿意的使用經驗。務回覆，以確保消費者百分之百滿意的使用經驗。

微笑曲線的橫軸中間代表「製造」；左邊為「研發」，屬全

球性競爭；右邊為「行銷」，屬地區性競爭；縱軸代表「附

加價值」。宇瞻科技策略調整「製造」、「研發」與「行銷

」投入比例，增加整體性發展，形成一向左右兩端延伸的微

笑曲線，也象徵著宇瞻科技掌握關鍵技術，創造品牌勝利的

微笑。

創新開發產品

自主產品開發

半導體垂直整合

研發設計 生產製造 行銷業務

微笑曲線 Smile Curve

價值

動力

提升品牌健全通路

全球行銷通路

創新品牌價值

強化策略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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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永續發展

3.1 綠色承諾

宇瞻科技為落實愛護地球及環境保護的理念，深切了解到保護地球環

境是目前世界各國重要課題，為此，宇瞻科技產品從設計即考量降低

生產過程、使用到廢棄或回收再利用等不同階段降低環境所造成污染

與衝擊，在追求品質之同時注重環境保護之重要。宇瞻科技長期致力

於環保議題，重視綠能觀念，藉著內部環境管理系統的建立推動環保

工作，在採購和製程上也符合歐盟RoHS的規範及相關國際法規之要求

，遵守EICC規定而能與國際標準接軌。

 

身為全球記憶體模組廠的成員，宇瞻科技以永續經營為目標，專力於

開發綠色產品、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能源與資源再生利用等，同時在

公司內部宣導綠能環保觀念，讓員工從日常生活中落實，維護社區環

境與共生，期盼能一起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3.2 環安衛暨能源政策

基於創造美好工作環境及善盡社會責任，『遵守法規，節能減廢，諮詢溝通

，控制風險，綠色設計，持續改善』為宇瞻科技對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及能

源管理的政策核心，全面提供所需資源，定期進行審查，確保達成環安衛暨

能源管理目標。

我們承諾遵守國際公約、國內環境保護、安全衛生、能源法規及相關要求規

定，履行客戶對產品或製程的要求，污染預防且減少使用危及環境的物質，

以降低環境傷害。有效控制各項危害因素（捲夾、感電、洩漏、墜落）提供

一個舒適健康的職場環境。妥善運用新技術/科技及資源，掌握能源及資源

之使用與耗損，藉由節能減碳及資源再利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實踐環

保、健康、節能的生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達成員工、企業與環境永續

發展目標。

宇瞻於2015/8 通過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認證，藉由管理系統之

建立，透過管理行為改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非必要能源之耗

用，促使能源使用最佳化，落實節能減碳。

落實電子化作業，減少紙張用量

公司作業流程均採用電子表單系統，避免過度使用紙本作業，另外針對

紙張用途，也盡量以雙面列印或是使用回收紙，以減少紙張用量。

  

產品包裝設計上

產品包裝設計上，朝節能減碳方向考量，考量包裝材積，減少塑膠材料

之使用，同時變更包裝方式，降低成品之重量，增加出貨紙箱之容量，

減少運輸及塑膠廢棄物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

 

空調系統

空調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公司內部窗口加裝窗簾、隔熱紙及循環扇，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部份公共區域採自然通風；辦公室室內空調溫度設定

為26℃，如有需要加班需求，儘量集中人員於同一區域，減少不必要的

耗能。非上班時間，辦公區域空調系統自動停止運轉，避免能源之浪費。

3.3 節能成效



三、環境永續發展

減少生活用水

為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公司各洗手設備改換省水龍頭，減少民生用水，

並張貼節約文宣，另有專人檢視水設備，發現故障及時維修，珍惜水

資源，避免水資源的浪費。

 
節能減碳獎項

宇瞻科技支持綠能環保，在公司內部強化能源使用效率，減少不必要

之能耗，讓員工從日常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於103度獲得環保署企業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績優獎之殊榮。

 

3.4 產品生產流程
 
宇瞻科技了解產品在生產過程相關排放物及廢棄物可能會對環境或安

全造成影響，故藉由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及HSPM QC080000有

害物質管理系統的推動，設定各項指標與執行方案，隨時檢驗其執行

成效，並針對Green Product的生產作業進行管理，以確保Green 

Product生產過程中能杜絕環境危害物質的汙染，以期達到公司品質

系統之要求及滿足客戶品質系統需求。

力求完美，分享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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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規格或採購程序，均依標準書面或公正合約執行，以使供應商正

派專心經營，提供最佳品質與合理價格。

 宇瞻科技透過對供應商的影響力，將有害物質管制、製程及品質管制

3.5 供應鏈管理
 
宇瞻科技依循電子工業行為準則(EICC)之行為規範，嚴禁供應商與員

工有任何賄賂行為或是有不當意圖影響正常業務或決策之餽贈，一切

產品設計理念導入環保節能原則，符合ISO14001 之精神。

建立原物料成分限用物質管制清單，並與國際法規同步。

供應商產品需採用無鉛或無鹵製程。

產品符合 ISO9001/ QC080000/歐盟RoHS規範及客戶之要求。

建立綠色管理稽核機制。

委外協力廠商之工作環境符合環安標準及國際法規之要求。

、勞工人權與衛生安全、童工禁用等議題，經由合作關係，推廣至上

游供應鏈，並建立溝通管道，以確保供應商也確實遵守EICC政策，降

低不符合法規要求之風險，實踐宇瞻科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

 為落實企業綠色責任，從供應鏈中產品原物料的取得至最終產品，執

行有系統性的綠色管理模式，確保產品品質與環境保證，以降低產品

及其製程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作法簡述如下：

1999年取得 2005年取得 2007年取得 2013/4年取得

品質管理
系統

ISO9001 ISO14001 QC080000 OHSAS18000

環境管理
系統

危害物質
管理系統

職場安全健
康管理系統 





四、社會責任與服務

員工行為規範：

依照【員工行為規範與倫理守則】規範，嚴格要求員工避免個人利

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之利害衝突。

依照【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規範，定期宣導與要求員工落

實相關行為守則；同時法務、稽核、財務、資訊、行政等相關部門

也不定期對同仁宣導工作相關應遵守之行為要求重點，包含智財權

保障、資訊安全相關規範。

在【工作規則】中對員工行為規範與守則進行明確的要求。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宇瞻科技員工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

於公務上，且資產的使用與管理皆有明確制度辦法加以控管。

保密責任：

除了在【工作規則】中明定性別平等相關規範外，另制定【工作場所

性騷擾申訴及懲戒辦法】，詳細提供員工得以遵循之標準以及相關申

訴管道與程序。

性別平等：

宇瞻科技重視保密及智財權的保護，內容涵蓋對公司機密保 密義

務、僱用與離職後智慧財產權歸屬等相關規定；且對業務或技術上

之機密，均不得對外洩露；不得任意翻閱、複製不屬於自己掌管之

文件、函電、設計圖面等；當然，除規範員工行為外，本公司也恪

遵【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善盡員工個人資料的保護之責。

4.4 員工發展

公司十分重視員工職涯發展、員工福利、員工人權與衛生安全，

使員工能安心在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中，發揮個人專長，優化組

織運作與人才培養，進而強化企業競爭力。

為了提供合宜的職涯發展藍圖，宇瞻科技投入充足的資源培訓員工，

重視員工的訓練與發展。從員工任用開始即提供新進員工在職訓練，

透過新人訓練向新進員工說明公司企業方針、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及

相關福利制度等，公司另安排額外的課程，包含基礎課程(新人引導訓

練、勞工安全相關訓練等)、通識課程、職類別專業訓練課程、主管管

理才能訓練課程等，每年每位員工平均約接受20小時以上的教育訓練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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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是宇瞻科技的管理信念，將安全觀念融

入員工之日常工作生活中，經由安全工作行為與態度的內化，來降低

員工職業災害的發生，打造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得以讓企業永

續經營。

目標與管理：公司內部成立一個專案小組，每年根據環境及職業健康

安全調查結果，訂定目標與管理策略進行改善，並積極導入各項國際

性環安衛管理系統。

危害物管理：將危害物品標示清楚，依屬性分別儲存，並定期宣導與

教育訓練，以維護員工健康及防範緊急狀況。

危害物管理：將危害物品標示清楚，依屬性分別儲存，並定期宣導

與教育訓練，以維護員工健康及防範緊急狀況。

意外發生處理：成立緊急事件應變小組，制定緊急事件應變相關辦

法與程序，使危害範圍降到最低，並調查發生原因與檢討預防措施

，避免後續發生相關意外。

員工健康管理：每年安排身體健康檢查，由公司負擔費用，並依照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分別實施一般作業及特別危害作業之檢查項

目；對於游離輻射、有機溶劑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工作人員進行多

項特殊檢查，並實施分級管理，並對高血壓、高血脂、血糖異常、

身體質數異常等代謝症候群同仁，經由公司聘顧之駐廠護士施做「

人員風險評估表」協助個人注意健康狀況，落實保健生活習慣。此

外，定期邀請外部專家以講座方式分享健康新知與健康相關之正確

常識，建立員工預防保健的觀念。

職災防治：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計畫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使其達到零職災目標，截至目前並無重大職災或意外發生。

作業環境測定：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定期實施作業

環境測定以保障人員健康。

4.5 職業安全衛生

培訓員工對宇瞻科技經營是一種責任，深知員工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

，協助員工在工作學習中激發潛能，不斷提升員工成就價值，以維持

企業持續成長的動力。員工的教育訓練架構分為新人訓練(Orientation)

、OJT(On Job Training)及自我學習(Self-development)，並透過

職務別與功能別，建構多元化、有系統性的教育體系。每位員工皆可

透過多元發展途徑提升其專業能力，在公司內部，包括實體課程訓練

、工作輔導、工作調動、講座、線上學習、讀書會等；於公司外部，

可參加專業機關單位所開辦的研習活動、國內外知名大學及訓練機構

之長短期訓練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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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和諧的勞資關係

依據安全衛生法令要求及安全衛生風險評估結果，對高架作業、動

火作業、游離輻射設備等作業，實施特殊作業管制及工作許可，作

為工作人員依循。

所有機械設備均依法令實施定期檢查合格，操作人員取得專業執照

並辦理定期在職回訓。

針對所有傷害、非傷害及虛驚事故均展開提報追蹤改善，消除潛在

危害，另外全面實施運轉設備之潛在作業危害點及防護措施實案檢

查及改善方案列管控制，以避免人員發生傷害。

機動巡查廠區之作業情況，除對於道路週遭之作業活動及環境檢查

外，對於廠區突發之交通事故、緊急搶救事故及廠區重大演習，亦

可擔任支援搶救。

為確保作業人員不受輻射危害，確實執行設備定期偵測工作，並規

定工作人員須佩戴輻射佩章及參加輻射作業健康檢查，經由佩章計

續數及健康檢查結果，確實掌握作業人員接受輻射劑量與健康狀

態，避免設備異常，造成作業人員之輻射傷害。

2013年取得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推動在符

合法規與持續改善的精神下，運用ISO的PDCA基本原則，透過風險

評估、風險控制及改善管理、定期稽核的方式，來達成職業安全衛

生績效的提昇。

宇瞻科技近年來不斷創新產業升級，加速整合企業內部資源，培養

許多優秀人才並擔負公司內部重要職位，奠定了公司內部的基礎，

而造就如此成效，來自長久的人才培育，對人才紮根與深耕結果。

另一方面開放多元溝通管道，定期舉辦勞資協調會議，由勞資雙方

推派代表參加，雙向溝通公司各項制度與員工對公司各項政令、工

作環境、安全衛生等問題，在充分溝通與意見交換中，讓勞資雙方

的意見有共識，加強彼此互信關係，藉由多方建議與改進，讓我們

工作環境充滿活力、安全與舒適；公司成立至今19年未曾因勞資糾

紛造成任何損失，預計未來亦無此類情事發生之可能。

宇瞻科技尊重員工權益，鼓勵員工自發性籌組各類社團，凝聚員工

向心力，並由員工推派代表組成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員工福利業

務、制定相關社團管理辦法及舉辦各項大型活動，透過柔性活動的

潛移默化與情感交流，強化員工對企業價值的認同；同時公司十分

重視利潤與成果分享，除依照公司章程明定員工酬勞外，更有優於

法規的退休辦法，此外也實施各項激勵留才措施，如員工認股權憑

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或買回庫藏股轉讓予員工等，目的皆是為建

立一個幸福理想的工作環境，達到勞資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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