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是 否 摘要說明

1. 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1) 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

誠信經營政策，並於規章及對
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階
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
承諾？

(2) 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評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
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
風險之營業活動，並據以訂定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且至少
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行為
之防範措施？

(3) 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為指
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
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正
前揭方案？

√

√

√

為健全發展本公司以誠信正直為基礎，融合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
理念，經董事會通過訂立「誠信經營守則｣明定誠信經營之政策及作
法，以樹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創造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期許並要
求台達成員包含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等積極落實誠信經營之政策，
本守則詳見於公司網站之投資人服務之公司治理專區。

本公司已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
● 「台達電子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第八條揭示反賄賂貪瀆、避免從事

違反不公平競爭行為。
●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明示嚴禁行賄或收賄、嚴禁提供非法政治獻

金、嚴禁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不得與第
三人有不正當往來之關係、禁止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交易行為、禁止
未經公司同意而任意發布內部重大訊息等行為，在慈善捐贈或贊助
方面則應符合「慈善捐贈及贊助管理辦法｣規定。

● 採取各種型式宣導，舉辦誠信經營之風險評估及案例解析實體課
程，並製作線上課程進行培訓，以強化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 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制訂誠信經營風險評估暨防範方
案，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建立風險控管機制，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 本年度推動內部內控自評，請事業及功能單位填寫風險評估表共計
33份資料(填寫率100%)，並落實各項管制措施，每年度依據內外
相關稽核等資料更新自評文件。

本公司己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
懲戒及申訴制度

●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規範本公司所有利害關係人於誠信行為之標
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作為實踐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

● 「檢舉制度管理辦法｣提供員工及相關檢舉人舉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行為準則或誠信經營守則之行為，藉以確保檢舉人及相關人之合法
權益。

● 「獎懲管理辦法｣規定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懲戒。
● 為實踐行為準則避免利益衝突，要求每一位新進同仁到職時須進行

利益衝突申報，現有在職同仁則每年度公告提醒申報，本年度共
404位主動完成申報 (員工內部親友關係申報表397位，員工本人或
親屬參與公司業務交易報告表7位) 。

● 以上相關辦法可詳見於公司內部人資網站或公司網站投資人服務之
公司治理專區。

符合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

2. 落實誠信經營
(1) 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

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
簽訂之契約中明定誠信行為條
款？

√ 本公司落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
●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規定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

評估商業往來對象之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有不誠信
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透明且不會要求、提供
或收受賄賂。

● 訂定「台達永續供應鏈管理辦法｣使本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供應鏈
於勞工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道德及管理系統面向皆符合當地
法規要求、供應鏈企業永續政策及相關行為準則(如責任商業聯盟
行為準則等)，並依盡職調查原則，要求本公司之供應鏈符合相關
規範，以建構永續供應鏈管理機制。

● 供應商需簽署《台達電子永續供應商承諾書》，並完成《台達電子
供應鏈ESG風險控管稽核評分表》。

符合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是 否 摘要說明

(2) 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
動企業誠信經營專責單位，
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
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
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
行情形？

(3) 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
策、提供適當陳述管道，並落
實執行？

(4) 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
立有效的會計制度、內部控制
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位依不
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
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
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5) 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
內、外部之教育訓練？

√

√

√

√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人力資源部、法務智權部負責誠信
經營政策制定，由稽核部負責監督執行，並由人力資源部為推動單
位，定期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及監督執行情形。人力資源部業於民國110年2月24日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109年度誠信經營執行情形。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規範台達集團全體成員應避免利益衝突及相
關指引、「董事會議事規範｣第十五條、「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三十一條等規範董事利益迴避，而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公司治理關係
基於公平合理原則，嚴禁本公司與關係人及股東間利益輸送之情事，
細則明示於「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關係人交易、內線交易及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亦分別制定
「關係人交易之管理內部控制作業｣及「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控制作
業｣之內部控制及「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內部並提供適當
管道供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
突。

● 本公司財務報告遵循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金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IFRSs)編
製。

● 內部控制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有效
性判斷內控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有效性，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

● 內部稽核單位依據不誠信行為風險評估結果之重大性視需要採取相
關措施，例如：擬訂相關稽核計畫等。稽核計畫的內容包括稽核對
象、範圍、項目、頻率等，並據以查核防範方案遵循情形，且得委
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前項查核結果
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
事會。

本公司人力資源部推動誠信經營之落實，舉辦各型式之教育訓練：
● 新進同仁報到時，學習「台達集團行為準則｣線上課程，以落實相

關事項宣導：
■ 避免利益衝突。
■ 收受禮品和服務招待。
■ 商業誠信。
■ 誠信經營之商業活動。
■ 政治獻金、政治參與及慈善捐贈。
■ 內線交易。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 公平競爭。
■ 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及機密資訊。
■ 尊重個人隱私。
■ 多元化、公平僱用的機會與尊重。
■ 禁止歧視及騷擾。
■ 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 使用公司資源。
■ 遵守環保規定。
■ 教育訓練與申訴管道。

● 全體同仁透過線上課程每年回訓落實宣導及不定期舉辦高階主管
內、外訓誠信經營課程。

● 每季績效考核於台達價值觀與能力項目均將誠信正直列入員工考
核項目之一。

● 109年度參加行為準則培訓共計9,177人次，完訓率達95.7%。其
他誠信經營相關之實體與線上課程培訓人次達到4,452人次。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是 否 摘要說明

3.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1) 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

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
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
受理專責人員？

(2) 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
調查標準作業程序、調查完成
後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及相關保
密機制？

(3) 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
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

√

√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及「檢舉制度管理辦法｣明訂， 設置獨立且有
專責人員管理之檢舉管道供員工、台達供應商，以及其他外部利害關
係人舉報非法、違反人權、行為準則或誠信經營守則之行為。除可依
循所屬單位主管、當地稽核主管、人力資源部主管或法務智權主管
外，亦可使用當地設置之電子信箱反應機制等管道進行檢舉。 檢舉
事件經查證屬實且其貢獻及所產生之經濟效益重大者，將給予檢舉人
適當之獎勵。
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檢舉申訴電子信箱 
HR.GRIEVANCE@deltaww.com 
供應商檢舉申訴電子信箱885@deltaww.com 

「檢舉制度管理辦法｣明訂處理程序如下：
● 檢舉人可由本人或代理人書面或口頭提出，並提供違反人權、行

為準則或誠信經營守則之行為或情事之具體事項及足夠資訊以利
查證。檢舉人可選擇匿名，但鼓勵具名以便進行溝通及調查。

● 申訴案件應於一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結案時應以
「檢舉申訴回覆表」回覆申訴人，若舉報人未能提供聯繫方式或
聯絡無回應則不在此限。申訴人如對處理結果不服時，得於接到
回覆日起十日內，再填具「檢舉申訴事件記錄表」並提出新理由
及具體之新證據，由執行長另行指定有別於首次受理單位之其他
適當單位受理該復議，申請復議以一次為限。

「台達集團行為準則｣及「檢舉制度管理辦法｣明訂，檢舉人可選擇匿
名，檢舉受理單位對於檢舉資料將予以嚴格保密，僅在調查必要之情
況下始得披露予特定人，並會採取合理之預防及保護措施，避免檢舉
者遭受報復或不當對待。

符合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

4.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
站，揭露其所定誠信 經營守則內
容及推動成效？

√ 「誠信經營守則｣、「台達集團行為準則｣、 「台達電子企業社會責
任守則｣皆揭露於公司外部網站的投資人服務之公司治理專區。此
外，也於年報、台達永續報告書中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誠信經營
相關資訊。

符合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

5. 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6. 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無。

(七) 公司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之查詢方式

本公司網站『資訊揭露』部分，設有『公司治理』專區，供投資人查詢下載公司治理相關規章，董事會決議重
要事項、重大訊息等內容。
其網址為http://www.deltaww.com。

(八)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

1. 本公司持續投入資源加強公司治理運作，董事成員原先全部為經營團隊擔任，逐漸改為引進外部人士擔任。
目前共有獨立董事四名，非員工董事二名且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2. 在公司內外網站上，亦闢有專區說明公司治理情形，並附有公司治理相關規章供內、外人士下載參閱。



3. 另，本公司亦將重大訊息即時揭露給大眾及定期召開法人說明會，且連續五年獲得「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肯定，選為「能源之星年度合作夥伴(ENERGY STAR®
Partner of the Year)」，並連續三年獲得「傑出永續大獎(Sustained Excellence Award)」。在2020年道
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評比中，台達連續十年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DJSI
World)，並從眾多標竿企業中脫穎而出，第五度榮獲產業領導者(Industry Leader)殊榮。此外，台達在2020
CDP「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與「水安全(water security)」評鑑中，更雙雙獲得了最頂尖的「A」領導
級殊榮，成為台灣首度獲得雙「A」的領導級企業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台達在2020年，已連續第十年入選
台灣最佳國際品牌，品牌價值更連續八年成長，達3.31億美元，較2019年提升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