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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面對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全球暖化現象，台灣
富士全錄以360度全方位的永續經營為出發
點，以幫助各利害關係人、以及社會和地球
環境實現永續經營為目標，積極研發節能產
品，運用高科技技術協助企業節能減碳，同
時為了減輕地球的負荷，負責本公司所有報
廢品的處理。
台灣富士全錄同時帶領全體員工積極投入社
區關懷和參與公益活動，除了激發員工對地
球暖化問題全面性的關懷，也期待能透過活
動讓平時各自忙碌的員工家庭齊聚一堂，將
環保意識傳遞給下一代，共同為環境保護做
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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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重複，提升業務產能。透過「言行一致」的
活動，可以提升富士全錄全體員工對於問題的洞
察力與解決力。

經營者承諾
以卓越企業為目標‧持續貢獻台灣社會
戶、廠商、地區、政府與公司員工等所有的利害關係
人。從1970年公司成立迄今，台灣富士全錄立足台灣
四十餘年來，我們的經營理念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付
出始終如一，並且與台灣社會各界共同成長，緊密的
結合在一起。
身 為 台灣富士全錄的 經 營 者 ， 本 人 承 諾 並 且 深 切
期許，將帶領公司全體同仁以卓越企業(Excellent
Company)為目標，持續貢獻台灣社會。

2012 年度回顧
2012 年度由於歐債危機蔓延，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
及美國面臨財政懸崖與政府違約風險等因素影響，全球
景氣持續走緩。而在台灣方面，受此國際景氣的影響，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對外出口表現疲弱，民間消費和企業投資亦受波及，致
使整體經濟景氣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台灣富士全錄在 2012 年度以「成長是必要的，也是為

感謝與期許

了我們自己─現在是展現我們個人價值的時刻了」為經
營方針，並展開以下的之行動方案：

這是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的第二本『永續

挑戰新的高峰

經營報告書』，在2012年出版的第一本『永續經營報告

贏得更多新安裝案件 / 增加彩色安裝以及印量 /

書』中，本人明確指出台灣富士全錄身為台灣日商企業

超越銷售目標

的角色與責任，在報告書公開之後，本人得到許多同樣

突破既有極限

是在台日商企業主的共鳴，更有許多來自客戶和社會各

持續進行支援事業成長的Kaizen 活動 /

界的鼓勵，本人謹在此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

努力改進工作生產力 / 強化經營品質

本人認為，台灣富士全錄在台灣設立企業的使命，是

雖然面對不景氣的經濟環境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台灣富

透過高技術水準及優異品質之富士全錄商品的銷售，

士全錄勇敢的迎接挑戰，在 2012 年度的營業收入比較

將其高價值推廣至台灣社會各界，並且經由在台灣當

前一年度仍然有所成長，並以優異的高價值產品、優質

地的企業活動，將優良的企業品質及文化推廣到客

服務和品牌形象，持續在事務機器業界居於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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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以卓越企業(Excellent Company)為目標，持續貢獻台

業界唯一獲得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績優綠色採購企

灣社會，台灣富士全錄一直努力不懈。社會公益與地

業」的榮譽。

球環境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是台灣富士全錄最重視
的經營政策之一，在企業活動中，對客戶持續提供綠
色商品，以及綠色辦公室、服務和解決方案。

2013 年度展望
今年全球經濟仍有不確定因素，美國政府自動財政強

為了提出具體的綠色辦公室解決方案，台灣富士全錄

制減支、舉債上限等財政問題，以及歐元區經濟停

將台北總公司辦公室做為「LIVE OFFICE」，於公司

滯、日圓大幅走貶等，均增添台灣經濟變數。國內經

內部打造出『言行一致』的工作實態環境。先將要向

濟在內需方面，生產、金融、就業維持穩定，零售消

客戶提供的服務、解決方案等，在公司內部實際執行

費呈現增加，惟出口及訂單成長力道較緩，國內景氣

並確認達成效果，然後將其成果回饋給客戶，可使客

在和緩復甦中仍面臨挑戰。

戶在參觀後，對於台灣富士全錄的提案能夠因充分理

2013 年度，台灣富士全錄的經營方針為「成長是必

解而產生信賴，並進而完全的接受。

要的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現在是提昇我們個人價值的

在環境保護方面，與各區域團體共同推行種樹、淨

時刻了」，我們將行動方案定調為「成長及提升價

灘、社區清掃等愛護地球活動。在社會關懷方面，

值」，主要的營運重點如下：

定期舉辦捐血活動；經常辦理提供公司二手電腦給

‧擴大 NB 市場及營收

學校、偏鄉地區、弱勢團體等的各項捐贈與愛心志

‧加速彩色化轉型

工活動。為了鼓勵公司同仁踴躍參與，以具體落實

‧增加彩色機安裝及印量

企業社會責任，以上的活動本人均親自參加。

‧提供 Solution、Service及Global Service 的擴大

從 2003 年取得『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透過價值提升確保合約總額、服務保養和大口案
件利潤

之後，台灣富士全錄就持續進行環境相關的改善
活動，每年舉辦環境教育和環境稽核。由於環境績

本人期望在 2013 年度，本公司能於全體同仁的努力

效卓著，2012 年度更榮獲台北市政府頒發「績優

之下，順利達成公司預定的目標。本人更承諾，在企

環境教育獎民營事業組創新獎」、「績優綠色商

業邁向永續經營的同時，我們將更強化對企業社會責

店」、「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等多項殊榮，以及

任的履行，以回應台灣社會各界對我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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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編輯及方向
報告目的

報告的範圍

富士全錄及關係企業，密切關注歐洲各國在 CSR 方面

本報告範圍包括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非財務資訊的法律動向，並參考全球永續報告協

‧位於台北市敦化北路的總公司，及

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所推出之永續性報

‧全省 32 個營業據點，及

告指南第3版綱領(GRI G3)的國際報告標準，致力公開

‧桃園龜山工業區之再生部門，及

非財務資訊，包括透明的企業決策流程，以及完善的

‧五股、北區、中區、南區之物流中心。

PDCA(Plan-Do-Check-Action) 管理方法，以滿足利害關
係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日益濃厚的興趣。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雖非上市公司，但在公告

報告的原則

資訊時仍然參考證交所的「上市/上櫃 CSR 公司治理

‧我們在編撰這本報告書時，參考了下列資料：

實務守則」，考慮到投資人所關心的議題；並以此本

國際認可的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RI）的2011年永續性

「永續經營報告書」為媒介，向外界提供可靠及具透

報告指南 3.1 版、ISO 26000 企業社會責任指引、聯合

明度的資料，同時透過公司網站公佈各種詳細資訊，

國全球契約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促進與利害關係者的雙向溝通。

‧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及

此外，隨著利害關係人對 CSR 的更多關注，本公司預

‧公司在市場上的定位。

期他們要求公開非財務資訊的呼聲會越來越高，因此

‧此為台灣富士全錄繼2012年度首次發行「永續經營

公司目前正致力於更詳細之補充資訊的公開、受理外

報告書」後，於2013年度再次發行，我們參考了GRI

部詢問及回答、增加對話機會等事宜。

G3自我宣告符合GRI B等級的揭露。

報告期間
本報告以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會計年
度（即從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
活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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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公開資訊的準確性
公開CSR相關資訊，會給利害關係人帶來重大的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盡最大的努力，注意每一項細節，保證
公開資訊的正確與完整。本公司公開的每項資訊都要
經過各相關部門的再三確認，以確保資訊的準確性。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聯絡我們，聯絡資訊如下: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88號7F
電話：02-27319099 轉 6703
Email：grace.chen@twn.fujixerox.com
Website： www.xerox.com.tw

此外，本公司也認真考慮客戶的共同參與，儘量呈現
公開資訊的真實性，為了傾聽外部意見，本報告書同
時邀請客戶提供寶貴意見。

與利害關係者的溝通
利害關係者

關注面

溝通方式

員工

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福利及待遇
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
員工聲音

員工滿意度調查
員工意見信箱
員工建議系統
Kick Off 會議
方針績效管理系統

事業夥伴

符合本公司 CSR 政策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CSR 問卷調查
供應商評鑑與輔導
供應商說明會

產品及服務的品質
使用者角度出發的設計
售後服務

優質客戶管理流程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聲音管理系統
公司網頁

社區、民間組織

地球暖化議題
社區環境
關懷弱勢族群

參與種樹活動
參與社區年終掃除活動
二手電腦捐贈

股東

利益可持續性
企業治理
風險管理

股東會議及年報
風險管理會議
危機預防與對應機制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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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富士全錄
公司概況

「卓越企業」的理念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為台灣全錄股份有

做為富士全錄集團的一員，台灣富士全錄始終秉持日

限公司，由和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富士全錄

本富士全錄「卓越企業」的理念，並將此作為企業經

株式會社，於 1969 年合資並於 1970 年 1 月 27 日成

營管理的基礎。我們將卓越企業定義為「強大」、

立，同時引進國內第一台普通紙複印機，從此開啟台

「友好」、「充滿樂趣」。

灣文書資訊處理的先河。

一個「強大」的企業，能夠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一流

1994 年台灣全錄百分之百轉投資成立和範股份有限

商品和服務，同時給予股東持續回饋；「友好」的企

公司，以領先的專業技術持續發展至今，已成為目前

業，積極表現對本地和全球社會的友好態度，包括環

台灣市場首屈一指的文書處理服務公司。

境、道德和社會貢獻等方面；「充滿樂趣」的企業，

2006 年 4 月，日本富士全錄收購屬於中國信託的股

則使其員工能夠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並更進一步地，

權，正式取得台灣全錄 100% 經營權後，更名為台灣富

被客戶和業務伙伴認定為活潑有趣的企業。台灣富士

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在經營團隊與員工的共同努力
下，以穩健的腳步不斷前進，今年將邁向第 44 週年。

全錄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將「強大」、「友好」和「充
滿樂趣」緊密且合理結合的企業。

今天，台灣富士全錄的專業團隊已超過千名員工，
以其在文件管理專業知識及獨特能力，致力於提供

共享價值觀

客戶各種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彩色和黑白辦公室
複合機設備、量產型數位印刷設備、辦公室印表機
設備、辦公傢俱和通訊設備、以及全球性跨國服務
等各種文件解決方案，不但是全方位、多元化經營
的卓越企業，並以主動積極、貼近客戶的服務，成
為與客戶共同成長的最佳夥伴。

台灣富士全錄配合高科技時代的來臨，致力在「永續
發展」、「解決方案」和「服務」的基礎上培養嶄新
的文化，以協助利害關係者更加了解本公司的永續發
展。
我們的「共享價值觀」，表達無論為台灣富士全錄
工作、還是做為社會的一份子，在其所有的業務活
動中應該遵守的 10 個價值觀：客戶滿意度、環境
意識、高道德規範、科學的思維、專業化、團隊精
神、文化的多元性、信任和理解、快樂與成功以及
冒險/開拓精神。這 10 個價值觀成為全體富士全錄
員工特徵。台灣富士全錄將牢記這些價值觀，努力
在日常業務活動中完成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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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全錄 2012 年度的獎項及成就
環保署「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
行政院環保署積極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綠色採購計劃」，以鼓勵綠色
生產及綠色消費，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舉辦「綠色績優採購企業表揚大會」，
本公司繼去年得獎後，連續 2 年榮獲「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的表揚。台灣
富士全錄將綠色採購納入公司環保政策，有效擴大企業體的經濟、環保與
社會效益，因而以綠色環境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中央政府級的殊榮。

台北市政府「績優環境教育獎」民營事業組 創新獎
台北市政府為慶祝環境日、台北市環境教育日屆滿週年以及表揚推動環境教育績效優
良機構，於 2012 年 6 月 5 日舉辦「績優環境教育獎」表揚活動。本公司以優異的表
現，獲頒「民營事業組創新獎」。台灣富士全錄脫穎而出的關鍵就在於，公司的 CSR
活動落實了「言行一致」，努力耕耘終於開花結果！

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商店」
台灣富士全錄各項產品都取得環保標章，並充份展現辦公室節能措施及落實
綠色銷售等方面的努力和成績，於 2010 年榮獲「績優綠色商店」，於 2012
年再度榮獲「績優綠色商店」殊榮，為唯一獲獎的事務機器業界代表。

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
作為地球公民的一分子，台灣富士全錄肩負社會責任，配合台北市政府所推動的「低
污染、省資源、可回收」‧「環保商品」‧「綠色消費」理念，本公司為業界唯一自
2010 年起連續三年獲頒「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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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全錄組織架構
為了讓所有的客戶享受到最親切便捷的服務，

董 事 長 室 ：全公司短、中、長期策略性專案規劃
(P)、執行(D)、掌握(C)、對策(A)。

台灣富士全錄以台北總公司為中心，發展成台
北區第一和第二營業處(大台北地區、基隆、

資訊管理處：建構全公司電腦化資訊架構、策略規劃

宜蘭、金門、政府機關和文教)，NMA 營業處

及資訊資源運用，促進高效能之管理。

( Na t i o nal Majo r Acco unt 金融和大企 業 專 戶 )，

事業計劃處：擬訂年度企業事業計畫和策略方針。

北區營業處(三重、板橋、桃園、中壢、新竹、

行 銷 處：全公司行銷策略與行銷計劃的制定、銷

苗栗)、中區營業處(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售促進的管理與執行。

嘉義、花蓮、台東)、南區營業處(台南、高雄、
岡山、屏東、澎湖)等六個營業據點，以及事業

財 務 處：負責公司各項財務資源之運作、調度，

發 展 處 (傢 俱 、資訊、新市場開發) 。

並提供營業活動結果之資料彙總。
技術服務處：客戶服務與機器維護策略的技術規劃與

組織與權責

執行。

營業區處、分公司：公司產品銷售與業務之拓展，擴

人資法務處：公司人力資源，法務及勞務之規劃管理

大市場佔有率並促進公司營運目標之達成。

與執行。
董事長

董事總經理
個資對應小組

董事長室

營業本部
副本部長
資 訊處

事業計劃處

財務處

人資法務處

行銷處

NB推進部

PS營業部

技術服務處

SS處

NMA營業處

台北營業一處

台北營業二處

北區營業處

中區營業處

南區營業處

事業發展處

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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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2 策略性
機能

關於台灣富士全錄
經營管理體系

永續經營管理委員會

台灣富士全錄之高階經營者藉由『經營管理體

台灣富士全錄在追求利潤、確保股東最大利益的同

系』，政策決策會議 (PCM)、業績檢討會議 (PSR)、

時，還必須兼顧到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包括員

行 銷 會 議 ( M K C ) 、 人 評 會 ( H RC ) 、 供 需 管 理 會 議

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和環境等需求。我們始終

(SDM)、品質管理會議 (QMC ) 與風險管理會議

秉持著為客戶提供價值與照護員工福祉以及與事業夥

(RMM)等會議體來實施全公司級的討論、目標達成

伴共同成長的經營理念，積極創造有吸引力及友善環

之評量，策略挑戰及財務結果確認。

境，持續關懷社會，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因此本公
司 2010 年設立永續經營管理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

董事會議

主任委員，指派行銷單位與品質管理部門推動全公司
政策決策會議 (PCM)

風險管理會議 (RMM)

永續經營管理系統。
其目的是要確保高階管理層可從 P-D-C-A 的管理循環
中，推動企業的永續發展。透過本委員會的運轉，可

營運討論會議
營運檢討會議
(PSR)

行銷會議
(MKC)

人評會
(HRC)

供需管理會議
(SDM)

品質管理會議
(QMC)

了解實現客戶永續發展所需的動力，並把握國家所公
告的各種攸關環境保護、商品責任、勞工權益等相關

在經營管理體系下，公司制定 KPI 關鍵績效指標，並

法令要求，以及各政府機關舉辦的公聽會、社會中的

進行規劃、執行、考核、改善來提昇組織整體的績效

各種工商團體協進會議、法人公益及環保團體的需求

水準。進而鞏固企業之經營基盤以邁向永續經營。

和活動參與中，有著全球在地化的共同體認。

主席：董事長兼總經理

永續經營管理委員會
事務局

客戶關係

員工關係

行銷處

人資法務處

• 提供降低客戶環境
負荷的提案
• 提供環保商品
• Live Office Tour

• 改善員工滿意度
• 雇用殘障及原住民
等弱勢族群
• 性別平等
• 提供員工教育訓練
及褔利
• 維持勞資和諧

供應商

供需管理部
• 公平交易
• 綠色採購
• 供應鏈管理

股東

財務處
• 納稅
• 提供高配股
• 健全的財務報表
• 良好的內控
• 確實的風險管理
• 持續性成長

CSR / 環境管理

經品部
• ISO 14001 認證
• 推動戶外還境活動
• 捐血活動
• 二手電腦捐贈
• 提高客戶滿意度

社會關懷

基金會
• 獎助學術研究
• 出版書籍
• 企業經營交流
•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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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

法令遵循

台灣富士全錄深刻瞭解，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

以分享改善經驗並互相觀摩學習。一年一期的改善活

守法令以及道德規範，適時將這些需求轉為具體的行動，

動，無論是降低成本或提昇營收，都為本公司創造相當

以事業最大可能的資源，為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

的效益，並因而讓客戶更為滿意！

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進步與繁榮發展作出貢獻。

為擴大交流以精進改善活動，本公司每年甄選優秀

本公司於 2004 年引進集團的「職工道德及行為規

改善團隊，代表台灣富士全錄參加集團內的發表大

範」，尊重基本人權，並支持公開、公平的企業活

會。2012年5月，榮獲亞太地區APO Kaizen Forum改

動，具體的涵蓋範疇包括：尊重人權、防止歧視和騷

善發表會第二名；2012年7月，在日本東京的ALL Fuji

擾、個人隱私、勞工權利、強迫勞動和兒童勞工、工

Xerox Genko-Itchi Forum改善發表會榮獲「優秀賞」。

作地點的健康和安全、溝通、資訊披露、公平競爭、

為拓展改善活動的視野，2013年3月台灣富士全錄首

銷售活動和採購交易、反貪腐的力量等。所有員工每

度參加社外的「第193屆全國品管圈大會」，以精彩

年都必須在「職工道德及行為規範簽署書」上簽名，

的改善成果發表榮獲「優秀獎」，又因具有獨特意義

提示並確定公司員工對於行為規範完全遵循。

的優異表現，另獲頒發品質至高榮譽的「石川獎」。

由於企業的誠信實為企業經營之基礎，因此台灣富士
全錄對於內部管控機制以及對遵守法紀的要求都相對
提高。根據國際認可的沙賓法案 (JSOX) 和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的要求，我們會定期針對財務和環保的
合法性進行內部和外部稽核。
在2012會計年度，台灣富士全錄沒有發生任何重大違
法事件，也沒有發生重大客戶及供應商抱怨事件，員
工也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道德事件。

改善活動
為鼓勵全體員工發揮創意積極參與及提昇執行能力，

台灣富士全錄參加第193屆全國品管圈發表大會，榮
獲優秀獎及石川獎

自2007年起持續實施PSP (Problem Solving Program)問
題解決課程、QC Tool運用學習，以符合經營層所要
求；每位員工都要具備問題解決及業務改善基本能力
的目標。
在2012年度，台灣富士全錄各部門共組成66個改善
團隊〈即QCC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以客戶
滿意為指標〈含外部與內部客戶〉，全公司展開改善
活動。由改善事務局實施訓練研習、活動輔導，並於
活動結束時，舉辦全公司改善活動成果發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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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3 屆全國品管圈大會石川獎及優秀獎

風險管理

企業治理

在多變的世代，各種風險與危機事件已透過科技化與

台灣富士全錄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本

全球化的腳步深入每一家企業，企業如何控制風險、

部長和組織各機能別部門長擔任執行委員；判別有風

緊急應變，保護員工人身安全以及履行對客戶服務的

險性的具體化事件、發生可能性及影響度評估，決定

承諾，是企業檢視本身競爭力與邁向卓越經營之重要

與執行相關的對應措施。風險管理事務局執行風險管

關鍵。

理計劃、實施、查核與改善；並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

台灣富士全錄針對風險事件，依其影響程度及發生頻

會報告，以確保公司營運持續處於最佳狀態。

率，區分為1~5級，我們以整個的事業和組織來檢視

2012年06月12日，本公司位於龜山工業區的北區倉

所有的風險，建構完整的風險管理機制，所有的員工

庫，受豪大雨影響發生嚴重災情，淹水發生後，立即

充份了解風險的管理與如何對應，除有緊急應變計劃

根據風險管理組織體制與風險事件對應機制，緊急成

與通報體系，同時進行演練和定期檢討，以避免危機

立災害應變小組處理後續問題，將公司的損失降至最

事件對事業和客戶的影響，並將損害減到最低。

低。

風險事件對應機制
風險類別

緊急應變

公司聲譽

客戶服務

行為規範

資訊安全

商安 / 客訴 / 環境

其他

風險事件

說 明

對應權責部門

員工人身安全

員工因公務、公司團體旅遊或在辦公處所發生之人身安全或發生疾病大流行事件

人資法務處

大規模災害

火災事故或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或重大竊盜事件

總務部

財務危機

與客戶或廠商之重大財務糾紛、公司資金週轉不靈等事件

財務處

企業形象損害

媒體負面報導或擴大渲染，導致影響企業形象之事件

行銷處

商品終止服務

公司商品終止服務，導致可能對客戶權益造成影響之事件

行銷處

服務品質

因公司提供之服務有品質瑕疵，所引起之嚴重爭議事件

技術服務處

供應鏈中斷

公司上游之商品、零耗、紙張或原材料等嚴重斷貨；或下游之配送、運輸、
倉儲等無法提供服務之事件

供需管理部 /
物流管理部

法令遵循、
員工道德規範

公司觸犯政府相關法令、員工嚴重違反公司規章或違背職工道德行為規範
等事件

人資法務處

資料安全控管

公司機密情報外洩、客戶資料外流、員工個人資料洩露等事件

資訊設備管理

公司資訊設備、電腦等失竊、遺失或嚴重損壞事件

商品安全

公司商品發生燃燒、冒煙、臭味；對人體健康、生命、財產等造成威脅之事件

客戶 VOC

客戶對公司商品或服務重大抱怨，所引起之要求賠償或訴訟事件

環境管理

公司業務活動及內部作業過程，在整體資能源之消耗、可能的污染等，對環境
產生影響及造成衝擊之事件

其他風險

非屬上述之其他風險事件，由風管局判定或報風管會裁決

資訊處

經營品質推進部 /
技術服務處

風管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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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1>

富士全錄 CSR 發展史

富士全錄的 CSR 管理
富士全錄的 CSR 管理源於創立美國全錄的 J.C.Wilson

從最初的銷售業務、委託生產起步，但到了20世紀70

的經營理念，此理念與現代的CSR觀點相通，在富士

年代，透過 TQC(Total Quality Control) 全面品質管制

全錄集團企業營運中，以實現“良好的社會構想”和

活動，轉變為製造型企業，在 1980 年獲得了品質最

“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為目標。

高榮譽的戴明獎(Deming Prize)。更在 80 年代展開了
以尊重個性、創造性、實現舒適的工作環境、發揮更

發展歷程

多想像力為目標的新工作方式計畫（1988年），力求

日本富士全錄是富士軟片與英國蘭克全錄(當時為美
國全錄的子公司)於 1962 年合資設立，立即以普通紙
影印機的銷售引領風潮。

實現『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公司』。
之後，在 90 年代提出了旨在實現「強大」、「友
好」、「充滿樂趣」兼備的『卓越企業理念』（1992

成立初期，富士全錄向社會提供的價值是「複印」和
「租賃」。充分解決當時用手寫和閱讀的不便，實現
迅速、正確的溝通，我們將這一劃時代的商品效率稱
為『資訊民主化』。

年），至今這仍是富士全錄集團的CSR管理架構。
現在，社會狀況有了很大改變，許多客戶運用新的資
訊技術，創造全球化的價值。本公司的職責在於提供
高效率、正確的文件管理服務，為客戶的價值創造貢

接著，根據美國全錄的創新系列商品，富士全錄加入

獻力量。在資訊技術發展的過程中，紙張已不再是唯

了自我研發技術，針對辦公室事務處理，陸續再推

一的溝通方式。我們將影像、聲音等所有媒介都理解

出了傳真機、印表機、網路服務、工作站（PC 商品

為“文件”，提供文件服務和溝通方式。

的原型）等創新性商品，從資訊的「複製」、「傳
遞」、「儲存」、「處理」到「美化」，提供一系列
完整的 OA(Ofﬁce Automatic) 辦公室自動化服務。

CSR 管理的發展歷程
富士全錄集團的
主要 CSR 活動

台灣富士全錄的
主要 CSR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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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
● 富士全錄創立 (1962)
● 在東南亞各國展開業務 (1965~)

透過業務活動，不斷解決客戶的經營課題、持續為社
會發展作出貢獻，這就是富士全錄CSR的本質，同時
也是本公司一直追求的理想經營方式。

20世紀70年代

20世紀80年代

● 設立小林節太郎紀念基金會，透過日
本和亞太地區的學術交流實現相互理
解並促進雙方的友好關係（1977）

● 獲得卓越品質管理 獎“ 戴 明 獎 運 用
獎”（ 1980）
● 引入新工作方式，以達到力求可激發員
工都具想法的愉快的工作環境（1988）
● 開始為製作放大教科書支援（1989）

● 台灣富士全錄創立（1970）
● 於桃園龜山工業區設立複印機工廠
(1974)
● 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關懷員工增進福
祉(1976)

● 職工福利榮獲台北市 長獎 (1989)

近年來，伴隨經濟的全球化，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等

富士全錄的使命是，將“使命宣言（Mission

各種課題日益嚴峻，對我們的生活和企業活動也造成

Statement）”中的理念，透過提供文件服務以獲得

了重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國家、企業和非政府組

實現，並加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瞭解，為解決各類社

織與多樣化的人群跨越國界、相互理解，變得空

會問題作出貢獻。為了實現這些遠大的目標，全公司

前 重 要。

必將上下齊心，帶著開拓者的精神努力拼搏，為實現
永續發展的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Joseph C. Wilson
1909-1971
全錄 (XEROX)公司的
創始人。他將採用靜
電印刷技術的乾式影
印機進行商品化，創
造了任何人都能輕鬆
獲得資訊的環境。此
外，他呼籲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員，
必須致力於貧困、教育、種族歧
視、空氣和水污染等社會課題，並
作出了表率。

我們的營運哲學是，透過較佳的溝通方式，增進人與人之間更深的瞭解。

全錄人結合了熱情和創造性，我們的夢想是建立一個會在社會上留下足跡
的企業，不僅追求利潤和事業的成功，還展開負責任的工作，對客戶提供
有價值的服務，同時以作為服務者為傲。

我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並從容地生活。
要建立富裕的家庭；要展開能為員工帶來幸福、為客戶提供誠信的服務、
為股東帶來利潤的業務；還要向社會伸出援手，促進社區團結。

20世紀90年代

21世紀初

21世紀10年代

●制定實現“強大”、“友好”、“有趣”兼備型企業的“卓越
企業構想”（1992）
●成立端數俱樂部：由員工薪資的尾數累積起來作為會
費的社會貢獻活動（1992）
●以“零廢棄”為目標，將回收的零件分類，重新還原成
原物料（1996）

●成為聯合國全球盟約簽署成員（2002）
●泰國2004年、台灣2007年、中國2008設立回收基
地，啟動國際資源循環系統
●開始在日本、中國、韓國、台灣實施CSR採購（2007）

●加強生物多樣性活動（2010~）
●啟動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的資源循環系統（2012）

●1990年成立全錄文教基金會,透過學術機構暨民間企
業團體之交流活動，以提昇文化教育及經營管理水準
●辦理職工福利績效卓著，連續10年榮獲台北市政府表
揚，獲頒7次市長獎、3次局長獎(1990~1999)
●職工福利表現優異，連續2次榮獲行政院勞委會主委
獎(1997~1998)

●2004年取得ISO 14001證書
●2007年桃園工廠達成零廢棄

●2010年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綠色商店
●2011年天下企業公民外商組第八名
●2011年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環保署綠色採購
●2012年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綠色商店
●2012年台北市政府績績優環境教育獎

13
13

<焦點2>

全方位永續經營管理

CSR管理架構
富士全錄透過深化交流，促進人類社會相互理解，並
以幫助各利害關係人、以及社會和地球環境實現永續

理念前提下，立足於永續經營，透過CSR活動展開企
業變革，持續提高企業競爭力，向利害關係人展現公
司全新的面貌，持續為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而努力。

經營為目標，正在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為了實現永續經營，最重要的是做到與時俱進，將利
害關係人的期望與要求融入企業經營，同時不斷為社
會創造價值。我們的目標是，在“CSR即是經營”的

富士全錄將CSR活動的評價與回饋融入管理流程中，
為了讓CSR更加深入人心，公司重視“溝通”與“監
督”兩方面的努力: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溝

通過不斷培養相互信任和促進文化多元化、
為世界進步做出貢獻

●

●

每個人在職業和個人的生活中
不斷成長並獲得滿足感

經營戰略

理念•共享價值

經營計劃 ● 業務 / 產品計劃
● CSR 計劃 ● 環境計畫
● 社會貢獻計劃
●

CSR
會議

價值
提供

查
調 自
意度 採購
戶滿 CSR 查
●客
調
商
供 應 滿意 度
員工
●

●

企業品質
需要優先解決的 CSR 課題

●

查 品牌
集 ● 與 知名
團
內 CS 度調查
部
R
CS 專 家
R問 的
卷 對話
(PD
CA ●
調查
)

●

監

2012 年本公司從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出發，

督

探討了右面的重點課題。

公司
環境 網站
●
員工 、社 ●
網頁 會 經
貢
獻
●
CS

通

建立有利於創造如何有效利用知識的環境

報告
經營 訊
話 永續
部通
談 ●
者
●內
營 動
活 育
R教

承諾展開負責任的經營
要成為卓越企業，財務的表現當然要好，每個員工

我們以“Volume with Technology”─ 提供具有卓越

亦須展現行動力，使企業保持著高度的積極性、生

技術和成本競爭力的魅力商品，贏得新客戶；並以

氣勃勃及充滿活躍氣氛。

“Value with Services” ─持續為本公司所銷售的商
品，提供更多高價值的解決方案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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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溝通：利用永續經營報告書和網站等，交流CSR資

2.監督：面對社會上各種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要求，

訊， 促進與利害關係人對話。其中，永續經

我們的企業活動究竟滿足了多少需求呢？這

營報告書亦是與員工進行溝通的工具之一。

要求我們重視量化分析，在準確的事實基
礎上選定CSR課題，並從管理層面上加以改

公司高層與員工積極地將公司的理念與活動

進。為此，公司展開了針對利害關係人的滿

傳達給客戶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透過與社會

意度調查，並在國內外關係企業的內部進行

密切的接觸，認識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法，這

了CSR問卷調查。

樣才能為利害關係人提供價值。

利 害關係人
加強 CSR 採購。

供應商

構建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個人潛力，
生機勃勃的工作環境。

員工

等
產品服務 等

客戶

地球環境
下一代
社會
社區
股東
投資商

提供能夠滿足客戶期望的價值，
促進客戶的業務發展。

在集團內部加強統一的環境管理。

為文化發展和創建更好的社區做出貢獻。

開展健康、透明的經營活動，以滿足
股東和投資方的期望。

基於 CSR 就是企業經營本身的觀點，我們要深思“公

我們必須徹底落實「言行一致」，以台灣富士全錄自

司因何而存在？”，不應滿足於現在所獲得的成就，

身的成功經驗，持續提供解決方案滿足客戶的實際需

要將屬於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經驗和價值觀的員工

要，協助其他企業創造「言行一致」的價值，共同邁

凝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創造新的價值。

向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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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富士全錄價值鏈的 CSR 活動
富士全錄在產品提供過程（價值鏈）的主要CSR
活動，從材料的採購到減少廢棄物產生、再利
用、循環使用和廢棄，本公司將整個價值鏈視為
本身所須肩負的責任，展開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活
動，為社會的永續經營作出貢獻。

因此富士全錄集團向供應商推廣 CSR 採購時，
也將這一理念列為重要要求事項的範疇。富士
全錄將供應商視為“共同理念、方針的商業合作
夥伴”，共同學習有關 CSR 的價值觀和目標，
透過共同研討，將與環境、人權、勞工、企業商
業道德等相關的各類風險降至最低，以構築基於
信賴之上的互惠互利的關係為目標，在全球推進
C SR 採購 活 動。

⢌
ͧ

ະ

ⳍ

台灣富士全錄鼓勵供應商和承包商與本公司共同

Ễ
⳧

⽣

建立負責任的採購方法，並於進行採購時，優先
考慮有 ISO14001 認證的廠商。我們已經對紙
張供應商設訂有關環境、健康和安全的要求，其

ᖝ↲
ъϊ⽣

主要目的即在確保整個紙張原材料管理過程都符
合保護樹林資源的規範，並確保它們日後的永續

ᔋ

⚠


᱿
⥑

ʑ
ل

Ј

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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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採購時，我們還會考慮公平和平等機會等

͐

ʑ
ᮢ

因素。因此，當有需要從本地承辦商和海外供應
商之 間 作出 選 擇時 ，我 們完 全 公平處 理 。
自 2011 年度起，為了促進 CSR 採購，台灣
富士全錄配合集團方針，召開供應商說明會並

供應鏈

發放CSR 自我查核表，以使供應商能自主展開
C S R 活 動 。 2 0 12 年 度 舉 辦 的 C S R 說 明 會 ， 共 邀

富士全錄約 300 家供應鏈都需要符合聯合國

請 20家供應商，有 25 位代表參加，出席率為

的《全球盟約》和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的《電子

100%。同時，本公司的採購小組還進行查訪、

工業行為準則》永續發展標準。每個供應商都

確認實際情況，並透過面對面的交流來協助供應

必須填妥超過 260 項有關環境、人權、勞工

商進行改善工作。透過這樣的說明會交流機會，

和商業道德的問卷項目。

和供應商建立互信並共同承諾。在彼此雙贏的前

富士全錄依照歐洲聯盟對電器和電子設備所頒佈
的《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修訂集團的《環保
採購標準》。此基準適用於集團的製造工廠和供
應商。
富士全錄於 2002 年加入並簽署聯合國倡議的
“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富士全錄
及關係企業將聯合國全球盟約的理念，作為公司
基本 價值 觀之一，積極 推進公司 的CS R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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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相信台灣富士全錄與供應商都能持續改善
成 長 ，維 持長 久 、良 好的 合 作關係 。

製造

報廢產品處理

富士全錄在日本、中國、韓國、泰國等地的製造設

雖然台灣富士全錄在台灣沒有製造任何辦公室設備，

備，都符合品質、環境和安全標準。所有設備都獲得

但我們仍負責所有使用後的報廢產品處理。為了符合

ISO 9001、ISO 14001和OHSAS 18001等認證，並達

巴塞爾公約，以及本地和海外的法律要求，富士全錄

到零廢棄的目標。從2005年起，這些設備所製造的

所有產品在設計和製造時，都參考了產品資源回收的

各項產品都完全符合《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

政策。

設備

台灣富士全錄桃園工廠自2004年起，開始對收回的舊

報告的編輯及方向

機，重新建立「事業廢棄物再資源化」的管理體制，
富士全錄樂於運用高科技技術來幫助客戶增加可永續
發展程度，方法包括：

對於重要及技術性的組件，從分解、清洗、檢查、選
別、更換及組裝測試後再生使用，於2007年3月達成

‧確保設備納入環保設計，且具有更高的能源效益；

零廢棄的目標。其定義為將單純焚燒和掩埋數量控制

‧確保我們的文件軟體和數位技術能將紙張的浪費減

在廢棄物發生總量的0.5%以下。目前國內法規尚未
將複印機商品廢棄列入強制回收項目，本公司率先實

少至最低；
‧確保我們的服務能夠優化設備的基礎設施，從而改
善客戶的效率、降低成本和減少碳排放量；
‧確保我們的產品都具有高品質，而且每項產品的生命週
期中所涉及的設備都符合《產品安全管理系統》指南。

施報廢機拆解處理達成『零廢棄』，足為業界表率。
在2012年度，共回收1,042.7噸物料。截至2012年3
月，台灣富士全錄在本地進行的回收物料累積重量已
超過3,933.5噸。

報廢機拆解流程

塑膠外殼拆卸

主機板分解

細部分解

細部分解

塑膠子分解

骨架壓縮

機器骨架

鐵廢料

廢線材

鐵廢料存放

骨架壓縮區

廢塑膠

廢機板

再資源化
處理
再資源化素材排出

機器骨架壓縮存放

素材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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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一致的辦公室環境活動

<焦點3>

辦公室環境管理活動

提供節能產品

台灣富士全錄於 2003 年 12 月取得 ISO 14001 的環

富士全錄制訂「2020年溫室氣體降低目標」，計畫

境管理系統認證，依循日本富士全錄環境管理方針:

在 2020 年時，能將每台富士全錄設備的耗電量，比

「防止地球暖化」、「保護自然資源」、「降低有害

2005 年減少 80%；製造每台機器時所產生的碳排放

物質風險」為主軸，追求環境永續經營，並設定「管

量減少 75%；透過服務及解決方案，將客戶端的碳

理 CO2 排放量」、「降低廢棄物量」、「綠色採購」

排放量減少 700 萬公噸，身為集團的一員，台灣富士

為環境經營管理的短中期績效指標。

全錄也需要減少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

2012 年在總公司新大樓升級照明系統，以 T5 燈取代

為達到這項指標，必須鼓勵這一代及下一代，在辦公

T8 燈管，午休時間全面關燈，加上使用面積減少、各

室中以新的方法工作。因此，富士全錄致力於「開發

類用電設備相對減少、公用電降低、及空調系統從水

節能商品」，同時研究「對客戶提供降低環境負荷的

冷式冷氣改為氣冷式變頻設備，有效降低耗電量，全

解決方案」。

年度溫控設定 25。C，新大樓的用電量較舊址大幅改

富士全錄新推出的多功能事務設備，均內建最新的通

善 40%，全公司 CO2 排放量亦較前一年度減少 22%。

用控制器軟體，備有先進的環保功能，最新型的「智

CO2 排放量（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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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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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強度

0.46

0.4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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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0.47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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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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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58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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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per head（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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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慧型能源管理技術」。當設備從節電模式「甦醒」

備。再加上3秒開機速度稱冠全球的感應加熱定影技

時，只會供電至實際運作中的掃瞄器、控制面板和控

術，幾乎不用等候，即可複印文件或操作其他需要的

制器，以節省能源，同時採用 Smart WelcomeEyes 運

功能。此技術於 2013 年 2 月榮獲日本「第3回神奈

動感應技術，達到省時節能。當使用者走近設備時，

川地球暖化對策大賞」。

感應器會自動「喚醒」睡眠狀態中的多功能事務設
「IH熔著部」節省能源及操作便利

創新的高效率 IH 熔著部不必預熱，
因此在待機模式中不會耗電，實現
全球最快三秒啟動。

全新科技：業界首創

「EA Eco 碳粉」節省能源

「 Smart WelcomEyes 」節省能源及操作便利

採用低溫熔著新一代 EA-Eco 碳粉，
有助於降低耗電量。

採用「Smart WelcomEyes」感
測器，偵測使用者靠近，自動
從睡眠模式啟動。

「LED」節省能源，體積輕巧

高速度& 高品質

「智慧電源管理系統」節省能源及操作便利

僅供電給需使用的機器組
件，不但減少耗電量，也
降低噪音。

LED列印讀寫頭及高亮
白LED掃瞄光源，滿足
1,200x2,400dpi高解析
度及高速掃描的需求。

掃描器
控制面板
輸出設備
控制器

LED 列印
讀寫頭

高亮白LED
掃描光源

第12次獲得日本省能源大賞
富士全錄於 2013 年 1 月，以 Apeos Port-IV 系列共 8機種 35 機型榮獲日本經濟產業省頒發『日本省能源大
賞』，這是富士全錄產品自 1999 年起迄今第 12 次的獲獎，為業界獲獎次數最多的廠商。
年度

1999

2000

2001

獲獎機種

DocuColor D o c u P r i n t DocuCentre
1250 系列 C2220 系列 507/607/
707 系列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2

DocuPrint
181/211
系列

DocuPrint
C2425/
C2426
系列

DocuCentre
Color
a450/f450

ApeioPort/
DocuCentre
C7550

DocuPrint
C3050

DocuPrint
C1100

ApeosPort-II/
DocuCentre-III
C2200/C3300/C2205/
C3305 系列
DocuPrint C2250/C3360

ApeosPort-IV
系列
DocuCentreIV系列
C5570/C4470
C3370/C2270

ApeosPortIV系列
DocuCentreIV系列
C5575/C4475
C3375/C2275

彩色

彩色

黑白

黑白

彩色

彩色

彩色

彩色

彩色

彩色

彩色

彩色

機種別

高速

低速

高速

低速

低速

高速

高速

中速

中速

中速複合機‧

中速

中速

複合機

印表機

複合機

印表機

印表機

印表機

印表機

印表機

印表機

印表機

複合機

複合機

資源
能源廳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資源
能源廳
長官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資源
能源廳
長官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賞

資源能源廳
長官賞

經濟
產業
大臣賞

省能源
中心
會長獎

獎項

黑白/
彩色

長官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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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台灣市場的環保產品
近年來政府對「低污染、省資源、可回收」、「環保

重視環境保護，例如維護保育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當地

商品」、「綠色消費」逐漸重視，為了響應政府綠色

居民的權利。本公司的紙張採購，堅持其過程必須有

採購的呼籲，台灣富士全錄持續引進環保節能的產

利於永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因此，公司規定紙張採購

品，並積極申請環保標章及節能標章認證，不但得到

相關人員並鼓勵供應商，都採購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

客戶的肯定，更由於績效卓著，在2010年及2012年

要求和能夠保育生物多樣性的紙張。

通過台北市政府審查獲選為『績優綠色商店』。

在 FY2012, 台灣富士全錄共採購 23,329,696 金額的

迄今，台灣富士全錄的產品已取得190張環保標章證

FSC 紙張，計 760.6 噸。

書，在第一類環保標章廠商獲頒產品數排名第八，為
業界排名第一的環保標章認證廠商。

資訊安全
台灣富士全錄嚴格遵循政府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所

致力推廣 FSC TM 認證紙張

正式施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致力於保護客戶的

目前國際間主要的造紙木材認證機構，首推森林管理
TM

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通過FSC

TM

認證的紙張，能確保其紙漿原料來自可持續經營、植
栽的林木，避免原始森林遭到破壞，此FSC TM認證已
廣為全球知名企業採用。台灣富士全錄自2004年起，
開始提高對紙張供應商的要求，努力達到提供認證紙
張。本公司要求合作的供應商須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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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資料，防止文件在管理過程中外洩或被盜，或在
未獲授權的情況下被取得或修改。
為提供客戶在使用機器過程中資料得到嚴密保護，所
有富士全錄多功能文件管理系統都具有先進的數據儲
存功能，可以確保資訊安全。從 2004 年起，所提供
的設備都取得了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中的 ISO 15408 認
證。

言行一致活動
過去三年來，台灣富士全錄對自己的辦公室導入綠色

工因設備減少而產生之不安全感，同時，藉由漫遊列

辦公室專案，具體落實「言行一致」。除了幫自己有

印機制，員工可以在公司內任何富士全錄設備上取

效降低 30%的事務成本外，也降低 55%的碳排放量。

件，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此綠色辦公室專案分成兩階段進行，將本公司全台各

台灣富士全錄的辦公室環境管理方案，全力協助客戶

營業據點與總公司的設備總台數從96台減少到47 台。

達到以下成效，創造營利及環保的雙贏局面：

2011 年起，配合台北總公司搬遷作業，執行「言行
一致Live Office」專案，除了透過改善工作流程，整
合多功能事務機內建的功能達報進一步精簡設備外，
同時也透過改變員工列印行為等無紙化行動方案，更
積極地朝向節能減碳的目標前進。

1. 降低總成本及設備最佳化：透過簡化程序縮減設備使
用，進而節省工作空間、減少用紙，降低營運成本。
2. 安全的信息存取：管理使用者身份認證，避免不必要
的或遺忘的列印文件。
3. 減少耗電量及碳排放：使用富士全錄的節能設備，大
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紙張的使用量從2010 年的每個月平均(297,142張)，
到 2012 年的目標(169,685 張)，每個月可以節省 7 棵
高度 8 公尺、樹徑 16 公分的樹，一年下來可以節省

4. 提昇企業形象：鞏固企業在民眾心目中的環保形象，
有助於提昇企業商譽。透過更環保、順暢以及更有效
率的工作流程，增加企業生產力，並獲取更大營利。

84 棵樹木，相當 CO2 排放量(98.28kg)雖然台灣富士
全錄的產品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已經比其他業者少，但

抗氣候變化及全球暖化的重要性。

降低成本

是因為已意識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對於對

2010年
設備台數
設備配置率 (EDR)
空間 (坪)

2011年

2012年

36

20

14

12:1

21:1

31:1

11

7

5

483,283

381,002

336,450

文件處理總頁數

352,857

280,464

225,631

全錄本著「言行一致」的理念，率先以身作則，運用

• 影印 + 列印

295,904

219,676

165,989

• 傳真接收

13,619

10,066

3,720

• 傳真送件

4,989

5,602

6,370

• 掃描頁

38,345

45,120

49,552

紙張使用張數

自身多元的事務機產品、解決方案及服務，在自己的
台北辦公室執行符合環保概念的綠色計畫。期待藉由

文件改善

每月總成本 (NTD)

為協助台灣企業有效降低辦公室碳排放量，台灣富士

自身的體驗與成效，擴及到所有客戶，為客戶提供確
實可行的環保解決方案，引領業界走向環保辦公室。
節能減碳

<成功案例>
台灣富士全錄曾經成功為國內某大外商銀行(員工數約

297,142

204,753

166,779

雙面使用率 (%)

8

21

21

多頁合一使用率 (%)

-

-

2

電力消耗度數 (Kw/H)

1,005

648

458

樹木 CO2 吸收量 (Kg)

1,816

1,221

834

綠色節能設備台數

3

7

14

比率 (%)

8

35

100

4,500 人)執行辦公室設備整合瘦身計畫，大舉將設備
總數從 1,645 台降低到 506 台，每月二氧化碳排放量

完善的後勤服務體系，提升該銀行的員工滿意度。
此外，為某製造業(員工數約 500 人)量身訂製合理的
設備建置總數，透過「漫遊列印」解決方案，消弭員

電力 約當量
紙張 約當量

從 19.85 公噸降低到 8.94 公噸，並透過台灣富士全錄

CO2

Kg / 月

CO2CO2

2500
2250
2000
1750
1500
1250
1000
750
500
250

1,486
1,024
639
2010 年

834

404

280

2011 年

2012 年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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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4>

客戶服務與客戶滿意

讓客戶滿意的服務
我們認為，企業必須對所有使用其產品的客戶負

助，無論何時何地，客戶都能獲得全天候的客戶支援

責，台灣富士全錄為能明確掌握客戶對本公司產品

服務。客戶亦可致電客戶支援中心，客戶服務人員可

及售後服務的滿意程度，我們建置了客戶支援服務

透過電話進行問題診斷及簡易故障排除，或將軟體和

系統及客戶聲音管理系統，並透過競爭標竿調查和

網路有關等複雜的技術問題提報至技術支援團隊，由

新安裝客戶滿意度調查等積極行動，做為整體產品

線上工程師利用最先進的工具和技術，以線上合作和

和服務作業的改善依據，以強化公司各方面的服務

遠端桌面共享的模式，幫助客戶解決問題。當客戶的

品質，進而提高客戶關係與信賴度。

問題無法進行線上排除或者客戶偏好現場工程師到

台灣富士全錄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支援服務。

場，我們將立即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現場支援。

我們建置了完整的線上資料庫，客戶可以輕易連上

台灣富士全錄的線上支援解決率2011年度為8.2%，

台灣富士全錄官方網站，尋求線上支援系統的幫

2012年度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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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能力及績效認證 (SCP)

企業夥伴自動服務平台 (EP-BB)

富士全錄亞太集團榮獲國際知名的SCP服務能力與績

EP-BB主要是幫助客戶節省寶貴的時間來管理辦公設

效認證，是富士全錄線上支援策略的重要里程碑，該

備。透過獨特的EP-BB網路平台連接至客戶的多功能

認證包含了超過100個國際認可的服務標準。此技術

事務機，經由網際網路傳送設備的最新狀況，監控設

支援中心總部設在澳大利亞雪梨，透過位在澳洲雪梨

備進行快速診斷和故障排除，並提供自動錶號擷取、

及韓國首爾的線上支援中心，運用電子平台解決服務

耗材使用狀況、故障即時通報及產出綠色環境報告。

Service Capability & Performance

需求及消耗品訂購，為亞太區域的11個國家提供相同

Electronic Partnership Broadband

‧自動錶號擷取：

的支援服務，提供客戶即時的電話支援服務或遠距技

在富士全錄有效的管理下，能準確地自動回報錶數，

術支援。台灣富士全錄以此認證要求的基準，承諾對

節省人工抄錶及提交報告時間，加強工作效率。

每位客戶提供世界級標準的優質服務，在同業中樹立
最佳的服務典範。

‧故障即時通報：
富士全錄為客戶管理所有裝置，找出潛在的問題
及主動提出解決方案，確保運作暢順。
‧耗材使用狀況：
富士全錄將補充耗材流程全面自動化，當耗材數量
降至某一水平，就會發出通告，我們的服務團隊透

技術支援服務中心

過網上支援獲得即時資訊，耗材立刻得到補充。

辦公產品

‧綠色環保報告：
客戶支援中心

客戶支援中心

綠色環保報告包括三個主要報告，透過報告讓客

政府機關/超商

戶獲得多種資訊，包括輸出用途，紙張及能源耗
用及服務記錄等。

技術支援服務中心
量產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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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管理聯盟(SMA)

新安裝客戶滿意度調查 (PIS)

Supply Management Alliance

Post Installation Survey

台灣富士全錄於 2012 年7月加入「供應管理聯盟」，

為讓客戶對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絕對滿意，台灣富

並成為其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供應管理聯盟」為經

士全錄在客戶購買產品後的初期階段，都會進行調查

濟部所推動，由工研院、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及

客戶對公司所提供服務的評價，透過客戶回函，我們

半導體封測的重量級廠商等，所共同發起組成的一個

可以瞭解客戶從接觸我們的業務代表開始，到機器安

半導體封測產業採購供應鏈運籌組織；身為供應管理

裝、日常使用、收到發票等過程中，對我們所提供服

聯盟成員之一，台灣富士全錄期待透過既是供應商又

務的意見。一旦發現客戶反應的意見有不滿或建議、

是客戶的關係，提供節能的設備，滿足半導體產業辦

需求事項，台灣富士全錄會立即採取相對應的行動，

公室綠化服務，並結合企業界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

改善產品及服務，以提高客戶的滿意度。

為綠色採購投注心力。

PIS 是在客戶裝機 60 天後，由專責部門依銷售流程、
服務流程、收款流程及整體評價等四大項目進行調
查，從精心設計的 14 道題目中，掌握客戶對我們的
期待。
這份問卷幫助我們了解客戶的最新需求，並進一步提
昇客戶對台灣富士全錄更深度的信賴。
在 2012 年度，我們共寄出 6,022 份問卷，回覆1,926
份，回卷率 32%(31.98%)，整體滿意度達88.35 分，
比前一年度成長 0.24%。

88.4
88.35

88.35
88.3
88.25
88.2
88.15

88.14

88.1
供應管理聯盟執行主席 周春光(左)
台灣富士全錄經品部經理 陳惠玫(右)

88.05
8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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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標竿調查 (CBS)

客戶聲音管理系統 (VOC)

Competitors Benchmark Survey

Voice of Customer

從 2010 年起，富士全錄亞太集團透過知名的全球性

為迅速有效處理客戶聲音，提昇服務品質與客戶滿意

市場研究調查公司MarketProbe，抽樣電訪企業採購

度，以與客戶建立長期互信關係，台灣富士全錄於

主管，對富士全錄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調查。

2005年起，強化客戶聲音的管理，在 2006 年 7 月建

此調查包括對本公司業務人員、維修人員、紙張耗
材配送人員、帳款回收；以及客戶服務中心之服務
評價；並包含富士全錄產品與他廠牌產品和服務的評
價。經由此問卷可以了解顧客最新的需求和期望，進
而提升客戶滿意度。台灣富士全錄藉由此項每年的定
期調查，廣泛且深入地掌握競爭品牌定位及調整對客
戶滿意度的策略。
台灣富士全錄 2012 年度的整體滿意度為 84%，客戶
願意續購指標為 72%，客戶願意推薦給他人指標為
64%，忠誠度指標為 60%，已連續三年在台灣市場
取得領先地位。但在發票及計費滿意度較去年下滑
7%，公司已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改善。台灣富士全錄

置完成「VOC 管理系統」，傾聽客戶聲音，瞭解客戶
意見或抱怨，無論反應至客戶服務中心、總機、員工
本人、以及各相關單位網頁中之客訴訊息，都能透過
此管理系統迅速處理與回應，並持續追蹤客戶對處理
過程和結果是否接受與滿意，VOC 事務局也設定三項
關鍵性指標 (KPI)，提供各級主管及權責人員隨時掌
握客訴意見的處理執行狀態。
此外，另設置有 0800 免付費服務專線，聽取顧客的
需求或心聲，建立與客戶的溝通管道。同時，為了隨
時掌握任何客戶的意見和抱怨的聲音，在企業網頁首
頁也設置(Contact Us)與我們連絡的對話方塊，方便客
戶上網直接傳達意見。

會努力提供提昇客戶價值的服務，力求盡善盡美，以

在 2012 年度，「VOC 管理系統」共處理 2,837 筆客

協助客戶的業務更上一層樓。

戶聲音，三項關鍵性指標 (KPI)：48 小時回應率、五
天內解決率及滿意度結案皆達 100%。

0800

確認：

◎ 客訴案件

問卷調查

公司網頁
與我們連絡

◎ 一般業務聯絡

◎ 其他(參考用)

處理權責與分級判定

整體滿意度
指標 84%

願意續購
指標 72%
忠誠度
指標60%

權 責單位回應及處置客戶之意見

NO

YES
實施客戶意見處置之滿意度確認

NO

願意推薦指標
64%

處置結果確認

是否滿意的確認

YES

客戶意見處理結案

VOC 月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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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5>

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深刻瞭解，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追求永續經營

此特別開闢機車安全宣導說明，進行全員的安全教育

的同時，對整體社會應付出的必要回饋；企業承諾持

及影片宣導，期能藉此避免同仁意外事故的發生，以

續遵守道德規範，適時將這些需求轉為具體行動，以

保障員工生命財產安全。

事業最大可能的資源，為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
體社區、社會生活品質、進步與發展作出貢獻。

2. 舒適的工作環境
良好的辦公室氛圍，能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為提供

友善職場

給公司同仁更舒適的工作環境，2012 年 1 月，台灣
富士全錄搬離使用約 15 年的舊辦公大樓，喬遷至敦

1. 妥善的員工關懷

化北路和南京東路口的台北金融中心大樓新址。

台灣富士全錄一向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對於

台灣富士全錄計劃搬遷開始，即以「Live Office」為

員工權益與人權方面，確實遵循勞動基準法、性別工

目標，積極為員工打造舒適的辦公室環境。遷入新大

作平等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符合其他相關法規；同

樓後，辦公室照明採用類太陽光的燈具，柔和淡黃的

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燈光再搭配草綠色的屏風，就彷彿置身於大自然；創

法，進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員工，並安排適當的工

新設計的波浪式辦公桌，讓空間感覺寬廣舒暢；人體

作，給予一視同仁的照顧。

工學的座椅，就是上班久坐也不至於疲累。

為使同仁能無後顧之憂的安心工作，公司為員工投保

此外，為顧及女性員工需求，並對應兩性平等工作法

包含眷屬的團體綜合保險，提供定期健康檢查、員工

「子女未滿1歲，每日必須給予 2 次哺乳時間，一次

急難借支、秋節獎金、不定期慰勞金、婚喪喜慶禮

30分鐘」之要求，台灣富士全錄於 2008 年起就設置

金、汽車/機車無息貸款，並辦理新春聯歡會、退休

了哺乳室；新大樓除了哺乳室更舒適方便外，更規劃

給付、退職慰勞金、撫卹金給付、公傷/職業災害補

出女性同仁最喜愛的化妝間和更衣間。而在公司的關

償，還有職能教育訓練、外部研習補助、優秀員工派

懷和祝福下，台灣富士全錄在 2012 年度計有 2 位同

赴國外研習-----等。

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在家照顧幼兒。

本公司外勤的業務人員及技術人員，在出外拜訪客戶

由於本公司近三分之二的同仁為外勤人員，考量員工

時，較容易發生交通意外。近年來，國內的職業災害

身、心、靈確實達到平衡與健康的必要性，於 2009

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如何降低職業災害發生比

年 9 月起即設置員工休息室，供員工暫時休息及保健

率，一直是我們的重點目標。在 2012 年，外勤同仁

之用，增添各種急救器材，如醫療床、醫藥箱、血壓

因騎乘機車所造成的意外傷害事故時有所聞，公司為

計----等，當同仁感到不適時，向主管報備後即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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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司另在新大樓各樓層景觀視野最好的地方規劃

員工的滿意度亦是公司重視員工意見的反映管

出員工生活休息區，配置電視、書報櫃還有舒服的沙

道，台灣富士全錄每年均進行員工滿意度調查，

發和茶几，以做為員工休息和交誼之用；同時委請合

此項不具名調查的內容包括有：方向及溝通、尊

作廠商提供優惠價格的研磨咖啡和各種不同的飲料，

重員工、參與感、資源、授權與負責、回饋、認

方便同仁隨時取用。

同及肯定、訓練及生涯發展、團隊合作、信賴等

2012 年度的員工滿意度調查中，有關工作的周遭環境滿
意度問項，也因此從 2010 年度的 59% 大幅上升至76%。

1 0 個 題 目 群 組 ， 每 年 的 員 工 滿意 度 調 查 結 果 ，
皆會提供給經營層及主管做為改善的參考依據。
經統計分析後從中瞭解員工滿意度的狀況，並掌
握滿意度的強項和弱項；強項持續努力，弱項則

3. 傾聽員工的聲音

立即深入檢討，並由相關部門提出解決方案尋求

台灣富士全錄創建自由、開放的組織氛圍和企業

改善。公司經營層甚至不定期舉辦全省巡迴的基

文化，以激勵員工樂在工作，設立員工信箱來收

層座談會，近距離的傾聽員工聲音，由於公司當

集並聽取員工的改善意見與建議；員工所提的問

局的重視，台灣富士全錄的員工滿意度也因而逐

題經專責部門受理後，由各相關權責部門直接並

年上升，2012年度的整體滿意度77%為近幾年

迅速回應；聽取內部員工的意見更是公司參考改

來最 高 的一 次。

善 的 重 要依據。

100%
90%
80%
70%

68%

70%

75%

77%

60.%
50%
40%
30%
20%
10%
0%

2009

2010

2011

2012

女性更衣間

女性化妝間

集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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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進員工的福祉
台灣富士全錄秉持「照顧員工，增進福祉」的理

目前由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的福利措施包括：國外旅

念，將福利政策與行動方案具體實踐；公司的職

遊活動、國內大型旅遊活動、新春聯誼禮品或禮金、

工福利委員會曾經多次被台北市政府評選為“優

勞動節禮金或紀念品、社團活動、生日禮金、結婚祝

良職工福利機構”並於勞動節大會上接受表揚；

賀金、生育祝賀金、子女新生入學祝賀金、子女獎助

獲頒 4 次「台北市勞工局長獎」、8 次「台北市

學金、住院慰問金、急難慰問金、員工及眷屬奠儀、

長獎」、2 次獲頒企業辦理職工福利最高榮譽的

急難借款、退休慰勞金----等，在公司歷次的員工滿意

「行政院勞委會主委獎」。由於推動員工福利的

度調查中，都獲得極高的評價。

績效卓著，數次榮獲台北市政府和行政院勞委會
邀請，在其舉辦的職工福利研討會中，發表台灣
富士全錄的推動經驗，與企業界交流和分享。

溯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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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社活動

瘋馬社

5. 職能教育訓練
員工是公司的資產，培訓人才一直以來都是台灣富士

為培育高階主管人才，富士全錄集團訂有人材培育計

全錄重要的課題。

劃予以長期培育，並與國外優秀人員共同研習，同時

業務同仁進入公司以後有半年的培訓期，第一階段的
基礎的課程，參與的學員必須住宿於五股的訓練中心
接受三週的訓練。在2012年度共舉辦四梯次，計有
80位學員完成受訓。

與富士全錄集團高階主管直接對談，藉由長期的培
育，養成未來的高階主管人才；2012年度公司選派1
位高階主管赴日本進行培訓。
另外，公司依需要選派優秀同仁至國外進行海外OTP

新人訓結束後，每位業務同仁皆由有豐富經驗的學長
帶領進行培育輔導，協助新進人員解決在職場所遭遇
的種種問題，以期能儘快融入現場營業活動及面對未

(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 訓練，地點可依需要選
擇在日本、新加坡、澳洲、或其它海外國家等，也會
依據需要決定一至二年的海外訓練時間，進而擔當未
來重要的職務。藉由工作培育國際觀及學習不同的文

來業績衝刺的挑戰。

化，返國後在對外事務的對應上亦能更佳的瞭解。
中階主管是公司的主幹，為了讓這些主管能持續成
長，每年亦會針對中階主管進行培育訓練，以期培育
更優秀的管理人才迎接更高層級的經營挑戰。2012
年度舉辦一梯次，共有38位主管參與學習。

2012年度有一位同仁至新加坡亞太總部，在越南及
上海各有一位業務同仁協助進行銷售至當地台商的業
務活動，另外有兩位技術同仁在韓國從事技術支援的
工作。

每日晨跑

公司制度說明

環境教育

企業社會責任

勞安衛課程

機器功能與操作

銷售技巧

結訓典禮

終於成為全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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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和志工活動
做為一個有著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公民，台灣富士
全錄一向主張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文化中，參與這項
有意義的活動，是體現企業的誠信，贏得社會之尊敬
的大好機會，我們將繼續發動廣大員工群眾，透過更
多的公益活動，來履行作為企業公民的責任。

1. 捐血活動

3. 二手電腦捐贈
二手電腦的捐贈與台灣富士全錄核心價值中的「環境保
護」信念息息相關。因此，本公司將提供給員工使用的
電腦，在淘汰後經過整理，一部份捐給公益團體，一部
份給員工認購。2012 年度共捐贈 60 台二手電腦，從 2009
年度迄今所捐贈的二手電腦累計已達 231 台。
台灣雖然貴為科技之島，電腦普及率已達八成，卻仍
有一半以上的偏鄉孩童，苦無學習電腦的機會。受贈

本公司從 2009 年起固定於寒、暑假舉辦捐血活動，

之一的公東高工學校老師表示，每當進行資訊融入教

已成為捐血中心的長期合作夥伴，並為社會大眾創造

學時，發現家中沒有電腦的孩子，其學習成果遠遠落

福祉。每年適逢學校寒假及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是比

後於其他班上同學，希望藉由這次的愛心二手電腦捐

較容易缺血的時期，為能幫助病患生命得以延續，因

贈，讓弱勢家庭的學生也能及早接觸電腦科技，縮小

此，從 2009 年 9 月起，由台北總公司開始與鄰里合

學生之間的數位學習落差。

作，之後於 2010 年 2 月開始將捐血活動展開至北/中
/南區各營業據點。此舉不僅可以增進員工對企業的
認同與信賴感，也可強化與鄰里的互動。捐血中心表
示，捐血車每次到台灣富士全錄活動地點，都可看到
志工熱心招呼民眾參與，稼動率比其他地點高，工作
人員都沒有休息時間，因此由初期的3床車改為 5 床

受贈單位：雲林信義育幼院

受贈單位：慈惠庇護工廠

受贈單位：台東東公高工

受贈單位：花蓮家扶中心

車，以方便全錄同仁與民眾捐血。累計至 2012 年之
捐血袋數為 1,530 袋，共 382,500c.c.。

2. 社區清掃活動
台灣富士全錄定期於年終歲末，號召公司多位志工參
與公司附近社區鄰里的大掃除活動，與鄰里長以及住
戶民眾一起清掃周邊街道及鄰里公園，還給大地原來
整潔、清新的面貌。這樣的活動通常在上班前的一小
時進行，活動結束後，擔任志工的全錄同仁抖抖衣服
灰塵、洗洗手，又趕回公司上班；沒有疲累，只有奉
獻和付出的滿足，上班更有朝氣和活力。
對台灣富士全錄而言，這樣的活動不但擴大社會參與，
增進企業對社區的關懷，也開拓了雙向溝通的管道，促

受贈單位: 南區家扶中心

進敦親睦鄰的達成；CSR企業社會責任也包括了社區溝
通與關懷，台灣富士全錄正以具體的行動落實。

社區清掃: 敦中公園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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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球日百萬森林種樹活動
2012 年的地球日台灣富士全錄參與由喜馬拉雅自然

鞋，但是都很開心的與親手種下的樹苗合照，並大聲

保護協會所主辦的百萬森林活動，號召公司同仁響應

呼喊：「下次還要再來！」參與活動的公司同仁也紛

「百萬森林」種樹活動，具體展現愛護地球的決心。

紛表示：「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真是難得的體

活動當天，在本公司宮嶋董事長的帶領下，近百位參

驗，希望明年還能夠參與！」

加活動的員工及家屬一起到新北市「三鶯陶花源」為

11 月 25 日台灣富士全錄再度響應喜馬拉雅自然保護

陽光天使（遲緩兒）一起打造全球首座陽光森林公

協會在雲林「貓兒干雲端生態教育園區」的「2012

園！ 在會場上以及植樹區的草地上，台灣富士全錄

百萬森林．一起來種樹」活動。總計 2012 年度共種

的幾面大旗，迎著蕭蕭的風，呼呼的飄起飄落，似乎

植 160 棵樹苗，根據林務局資料 1 棵樹每年大約可以

正在向大地宣示，台灣富士全錄愛護地球、關懷社會

吸收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預計每年可以為台灣減少

的信念恆久不變。熱情的太陽好像也來參與地球日活

1,800 公斤的二氧化碳。

動，原本凌晨還下著傾盆大雨呢，天亮竟然就放晴

台灣富士全錄的種樹活動，在為地球盡一份心力之同

了。許多小朋友玩得很開心，踩著爛泥巴親手栽植一

時，也寓教於樂的完成了親子同樂的環境教育。

棵棵小樹苗，雙腳雙手沾滿泥巴，球鞋都變成了泥

貓兒干種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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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要
名
總

公

電
負
成
資

責
立

時
本

股
員

工

稱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Fuji Xerox Taiwan Corp.）

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 88 號 7 樓

話

（02）2731-9099

人

董事長 宮嶋修

間

1970 年 1 月

額

12 億 6 仟 7 百萬元

東

新加坡商富士日洛克斯亞太股份有限公司（99.8%）

數

935 名（2013 年 3 月）

業務概要
辦公產品業務

量產型印刷服務業務

銷售彩色 / 黑白數位多功能
複合機等辦公產品，提供各
種高附加價值的軟體產品

主要為提供即需即印系統和工作流程支援服務，同時
也提供連續報表紙和單張列印設備，作為核心系統的
資料輸出

辦公印表機業務

富士全錄全球服務業務
室

中

心

辦公

列

印

發室

超高效能的辦公傢俱，提供
高品質高效率工作環境所需
要的完美解決方案

提供網路通訊及電腦週邊
設備

件

作

工

網路通訊業務

動

辦公傢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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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行

擁有雄厚的顧問經驗，最
佳的IT運用策略以及全球
服務網路，提供全方位的
文件管理流程，讓企業降
低成本、提高產能

印

件收
/郵

銷售彩色 / 黑白雷射印表機
業務

文件
列

者

委

文
外

營業據點及銷售服務網

大事紀要

全省有 6 個營業處，32 個銷售及服務地區，主要分布在

1970

 1 月 27 日富士全錄與和信開發 ( 股 ) 公司合資設立

台北、板橋、三重、基隆、桃園、新竹、台中、彰化、

1976

 4 月於桃園龜山工業區設立複印機工廠

1979

 3 月推出第一部自製普通紙複印機 3103 型

1983

 7 月正式生產 2100 型微電腦複印機

1984

5

營業區處

1988

 與和信企業團共同成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分公司

1989

 職工福利榮獲台北市長獎

1990

 成立“富士全錄文教基金會”

1991

 自行研發成功第一台國人自製傳真機
 品管圈榮獲“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合作組金塔獎

1992

 傳真機榮獲經濟部頒發“台灣精品”標誌
 榮獲全國商業總會評鑑為“優良教育訓練單位”

1993

 於五股興建全錄工業大樓，設立教育訓練中心
 傳真機榮獲英國 DNVI 及商檢局 ISO9002 品質認證

1994

 4 月成立和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文書處理服務

1995

 品管圈榮獲“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合作組金塔獎
 榮獲台北市政府及勞委會評鑑為優良勞工教育單位

1997

 推出國內第一輛 OA 巡迴展示車 ( Demo

1998

 推出國內第一輛“即時零件配送專用車”( Parts Car)

1999

 8 月榮獲加拿大 SCC 頒發 ISO9002 國際品質認證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等主要城市。

NMA營業處
臺北營業一處
臺北營業二處
事業發展處
PS營業部

南區營業處

Bus )

 職工福利榮獲勞委會評選為“全國特優單位”

北區營業處
中區營業處

月生產複印機耗材

2004

 取得英國 UKAS ISO14001 認證

2006

 10 月嶄新“台灣富士全錄”，更名後再出發

2007

 3 月桃園工廠達成廢棄物管理零廢棄目標
連續第六年榮獲讀者文摘 Trusted Brand 金牌獎

2008

 4 月啟用新企業識別標誌 ( CI )

2010

 3 月榮獲環保署“ 98 年度環保標章產品績優單位”

 12 月榮獲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商店”、“績優綠

色採購廠商”表揚
2011




榮獲天下雜誌評選為企業公民獎外商組第八名
榮獲環保署與台北市政府頒發績優綠色採購企業

2012




榮獲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綠色商店
榮獲台北市政府績績優環境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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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者意見
台灣富士全錄公司身為日商在台企業，並不受

告書或相關產品是否通過第三公正單位認證)為

台灣證券交易所與櫃檯買賣中心所公布『上市

基礎，分別列出合計24個評核指標，再逐一根據

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之規範，然台灣

企業所發布的股東會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富士全錄卻能秉持「言行一致」的企業理念，

(或稱：永續經營報告書)，以及公司網站所揭露

貫徹「CSR即是經營」的行動綱領，參考全球

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資料，進行逐筆資料檢核，

永 續 報 告 協 會 ( G l o b a l Re p o r t i n g I n i t i a t i v e ，

以評核台灣各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績效*。

G RI ) 的國 際報告標準 (G R I G 3)，主 動 發行 『 永

台灣富士全錄雖非上市上櫃公司，但依上述指標

續經營報告書』，提供完整、透明的非財務資

評核的分數為 23 分(尚缺第三公正單位認證)，

訊，充分與利害關係者溝通其所關切的議題，

僅次於台積電公司唯一的 24 滿級分，由此可見

著實 令人 感佩。

台灣富士全錄『言行一致』的企業理念已然體

台灣富士全錄的CSR核心管理理念，係以實現

現，其 C SR 績 效表 現， 深 值肯 定與 喝 采。

「良好的社會構想」和「使命宣言」為目標，

孔子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並以 10 個『共享價值觀』(shared values)凝

之，不處也。」企業在追求獲利的同時，必須

聚全員共識，打造出『言行一致』的工作實態

考慮營利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或損及他人

環境，是以能成功地將CSR 徹底落實在所有的

利益。老子亦云：「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

業務活動中。事實上，富士全錄集團早在 2002

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我們期待社會能有更

年就已加入並簽署聯合國倡議的「全球盟約」

多如台灣富士全錄的CSR績優企業，在追求企業

（ G l o b a l Co m p a c t ） ， 並 將 聯 合 國 全 球 盟約 的

經營利潤之外，也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共同讓

理念，作為集團與關係企業的基本價值觀。由

消 費者 放心 、投 資 人安 心 ，更 使社 會有 信 心 。

於富士全錄一向將供應商視為“共同理念、方
針的商業合作夥伴”，故富士全錄在互惠互利
的關係基礎上，亦將CSR的價值觀和目標，貫穿
在其全球產銷價值鏈中，已能真正落實「CSR
即 是 經營 」。

陳振遠/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

本人從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並

國際創新創業協會理事長

曾針對全體上市上櫃公司的 CSR 績效表現進行
調查，以「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 請詳見陳振遠、洪世偉(2013)，”企業社會責任指數投資績效之研究”

六大構面(公司治理、環境永續、社會公益、資

證券櫃檯雙月刊，165期，頁88-97

訊揭露、其他企業社會責任事項，以及 CSR 報

http://www.otc.org.tw/ch/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etai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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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後記
恰 似 飛 鴻踏雪泥，永遠 會有新的 足跡。
我們要交付給孩子們的未來，是個怎樣的時代？
台灣富士全錄本著為社會貢獻的理念，我們一直
飛翔、躍進，也不斷的、持續的，在企業永續經

一代，得到福蔭的不只是我們自己，且將庇護我
們的子子孫孫！公司發展依靠的是大家的真誠和
努力，在此衷心感謝所有同仁及提供本報告書資
料的各位夥伴。

營的道路上留下更新的足跡；每一個足跡，都記

今後，台灣富士全錄仍將會堅持這本報告書中所

錄著我們在邁向成為一個強大、友好、充滿樂趣

闡述的思想和理念，在邁向永續經營並成為「卓

之「卓越企業」的同時，為了克盡企業社會責任

越 企 業 」 的 道 路 上 ，以 穩 健 的 步 伐 繼 續 前 進 。

所投 注的 心血和努力。
2012 年 8 月，台灣富士全錄出版了第一本『永

── 編輯室 2013.08

續經營報告』，我們獲得許多來自於社內和社
外的好評與肯定，我們也認真傾聽各種不同的
聲音；所有的意見，我們都認為是真誠關心的共
鳴 ， 因 為有大家的關注，我們就會更 為 精 進。
2013 年 8 月，我們再度發行『永續經營報
告』，更詳細、更精確的公開本公司非財務性
的、CSR 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資訊，包括透明的
企業決策流程以及公司治理的 PDCA，為我們過
往的努力歷程，持續做最佳的詮釋和最真實的歷
史 見 證。
台灣富士全錄感謝社會各界給我們的掌聲和肯
定 ： 同時 也 感 謝 所 有 對 我 們 的 批 評 和 指 教 ； 任 時
光流轉、世事變遷，我們會牢記創業時的初衷，
努 力 使 C S R 融入 每 個人 的日 常工作中。
今年在整理這本『永續經營報告』的活動照片
時，我們發現參與 CSR 活動的同仁愈來愈多，
台灣富士全錄鼓勵員工積極投入社區關懷及參與
公益活動，透過這些有意義的活動，讓平時各自
忙碌的員工家庭齊聚一堂，將環保意識傳遞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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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指標一覽表
員工
GRI LA 4

員工總數中直接雇用員工比例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直接雇用員工比例(%)

90.3%

88.8%

88.2%

定義：直接由台灣富士全錄雇用員工的比率，包含正式員工及派遣員工。
2012 年度績效說明：台灣富士全錄近年來針對非核心的事業，改以人力派遣的方式，導致直接雇用比率的降低。
目標‧課題：為優化人力，台灣富士全錄將持續直接雇用更多核心事業人才，並確保企業內部專業知識和技能傳承。

GRI LA 3、EC3

員工滿意度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員工滿意度(%)

70%

75%

77%

定義：員工對台灣富士全錄的滿意程度，包含認同、尊重、資源等等。
2012 年度績效說明：FY12 年員工滿意度改善2%，與公司進行薪資結構調整、改善福利措施、以及工作環境有關。
目標‧課題：將針對滿意度低的部門進行改善，以持續提高員工滿意度。

管理職位女性所占比率

GRI LA 1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管理職位女性所占比率(%)

22.5%

23.3%

21%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女性員工擔任管理職位所占的比率。
2012 年度績效說明：管理職位是指課長級以上（包含Group Leader）的職位。
目標‧課題：台灣富士全錄注重兩性平等，將持續鼓勵優秀女性員工擔任管理職位。

女性員工比率

GRI LA 1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女性員工比率(%)

27%

27%

27%

定義：女性員工佔全體員工的比率
2012年度績效說明：近年女性員工人數比率維持在27%。
目標‧課題：台灣富士全錄將不論性別，持續雇用優秀人才。

達到法定殘疾雇用比率

GRI LA 1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法定殘疾雇用比率(%)

45%

45%

32%

定義：依照法令規定，台灣富士全錄未達到法定雇用殘疾人士的比率。
2012年度績效說明：雇用不足額的部分，改以繳納代金的方式補足。
目標‧課題：未來將努力增加殘疾人士的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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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LA 7

員工的年人均勞動時間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員工的年/人均勞動時間(小時)

1,904小時

1,894小時

1,876小時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員工每人平均整年的工作時數。
2012 年度績效說明：在公司鼓勵員工妥善運用特別休假減少工時的政策推動之下，FY12 平均減少18小時。
目標‧課題：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及調和工作及家庭平衡，將會持續鼓勵員工休假減少加班工時。

職業災害千人率

GRI LA 7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職業災害千人率(人/1000)

8.43

8.91

9.71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員工每一千人發生職業災害或通勤災害的頻率指數。
2012 年度績效說明：職業災害發生的比率偏高，主要因為公司有六成是外勤人員，容易產生交通意外。
目標‧課題：職業災害發生率有逐年升高的趨勢，如何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為台灣富士全錄 FY13 的重要課題。

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數

GRI LA 8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數 (人數)

1人

4人

2人

定義：依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人數，男女不拘。
2012 年度績效說明： 在台灣富士全錄推動兼顧職場及家庭的政策下，FY12 年申請人數2人。
目標‧課題：配合政府政策，提供為期兩年的育嬰留職停薪，另由政府提供六個月的六成薪水的補助。

員工聲音管理

GRI LA 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員工聲音處理件數

4

186

83

定義：員工對於改善公司提供的建議及建言數量
2012 年度績效說明：員工對於改善公司作業流程、環境等提供建議，讓公司能夠以 PDCA 的手法持續改善。
目標‧課題：持續聆聽員工的聲音，並注意改善後是否能滿足員工需求。

員工行為規範

GRI HR 3、SO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簽署率 (%)

─

100%

100%

e-learning學習率(%)

─

83.2%

87.58%

定義：員工簽屬職工道德暨行為規範同意書的比率及線上學習職工道德暨行為規範的比率
2012 年度績效說明：為了讓員工明瞭職工道德暨行為規範，於每一年度簽署同意書，並從 FY11 年增加線上學習課程。
目標‧課題：將持續推動線上學習課程，讓員工瞭解職工道德的重要性，更進一步的去遵守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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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LA 1、EC 7

員工數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全公司員工人數

878

908

935

定義：會計年度最後一個月的員工總人數
2012年度績效說明：員工數不包含和範子公司。
目標‧課題：持續增加雇用員工，以達成營收目標。

GRI LA 10

員工訓練時數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員工訓練時數(小時)

22,078

30,384

30,264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員工每年接受教育訓練的總時數(未包含線上學習的部分)
2012年度績效說明：教育訓練包含SR新人訓練、CSE技術訓練、行銷課程等， FY12訓練總時數與FY11相仿。
目標‧課題：惟有員工成長，公司才會成長，台灣富士全錄非常重視員工訓練，將會持續增加教育訓練的種類。

員工離職率

GRI LA 13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全公司離職率(%)

11.08%

8.20%

8.31%

定義：員工離職率是以該年度離職人數除以平均員工總人數。
2012年度績效說明：員工離職率因退休人員增加,離職率微幅上升。
目標‧課題：為優化人力，台灣富士全錄會持續招募優秀員工改善經營體質。

客戶
客戶滿意度

GRI PR 5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CBS調查

87%

86%

84%

定義: CBS – Competitor Benchmark Survey， 從2010年度開始進行台灣市場競爭者標竿調查。
2012年度績效說明: 台灣富士全錄在競爭者標竿調查客之戶滿意度為84%，領先其他競爭廠牌。
目標‧課題: 繼續在台灣市場取得領先地位。

商品安全通報

GRI PR1， PR2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商品安全通報(件數)

20

13

10

等級

C4

C4

C4

商品安全通報平均時間(小時)

9.4

3.3

5.2

定義: 台灣富士全錄商品安全意外事故之等級分為A、B、C、D，等級A和B屬於重大意外事件，如發生火災影響客戶業務活動或導致人員
喪失工作能力；C1和C2屬於次要意外事件，C3至D屬於一般事件; C3以上通報時間為24小時， 以下為48小時。
2012年度績效說明:本公司並無重大產品事故。目前所通報均為等級C4機器異味。
目標‧課題: 所有的產品均以零重大意外事件為目標， 致力提供安全的產品。

客戶聲音管理

GRI PR 5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客戶聲音處理件數

1374

3112

2837

48小時回應率

100%

3.3

5.2

5天內解決率

100%

100%

100%

定義: 為迅速處理客戶報願及客戶意見，以獲得客戶信任，提昇服務品質與客戶滿意度。
2012 年度績效說明:共處理 2837 筆客戶聲音，皆於 48 小時回應客戶，並於 5 天內提出解決方案。
目標‧課題: 透過客戶聲音管理，與客戶建立長期互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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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指標
GRI EN3、 EN4

辦公室CO2排放量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單位(噸)

1,849

1,849

1,521

定義: 將全公司各辦公室的耗電量/耗油量及瓦斯耗用，換算成CO2排放量來表示的指數。
2012年度績效說明: 全公司CO2排放量較FY2012下滑，主要為總公司搬遷面積減少一半，耗電量相對降低。
目標‧課題: 持續在各辦公場所進行CO2減量活動。

GRI EN 5

辦公室用電消耗量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單位(KWh)

2,912,917.8

2,907,889.2

2,253,751

定義: 全公司各辦公室耗電量。
2012年度績效說明: 全公司用電消耗比前一年減少23%，主要為總公司搬遷面積減少一半，耗電量相對降低。
目標‧課題: 持續推動辦公室節能活動。

辦公室用油消耗量

GRI EN 5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單位(KL)

37.39

39.45

40.02

定義: 全公司各辦公室的公務車耗油量。
2012年度績效說明: 用油消耗40 KL， 比前一年成長5.5%。
目標‧課題: 辦公場所的公務車用油之管理， 以每年設定之平均由耗標準作為管理。

辦公室用水消耗量

GRI EN 8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單位(公升)

15,752.80

14,829.87

13,967.44

定義: 全公司各辦公室的用水量。
2012年度績效說明: 全公司用水量為13,967.44公升， 比前一年減少9.3% 。
目標‧課題: 總公司新址使用面積減少、公用水降低、及從水冷式冷氣改為氣冷式變頻設備，預計總公司新址的用水量將較舊址大幅改
善， 對全公司達成貢獻度最大。

辦公室瓦斯消耗量

GRI EN 5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單位(KM3)

26.729

29.419

31.116

定義: 五股大樓的瓦斯用量。
2012年度績效說明:瓦斯耗用 持續成長， 主因為新人訓及進階業務訓練課程增加所致。
目標‧課題: 持續執行定期管線洩漏檢查。

零廢棄管理

GRI EN 2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資源再利用率

99.95%

99.95%

99.95%

廢棄率

0.05%

0.05%

0.05%

定義: 在台灣桃園工廠回收客戶端報廢的多功能機，其資源再利用率及廢棄率的管理。
2012年度績效說明: 目前再資源化比率達99.95% 。
目標‧課題: 已達到零廢棄管理，定期稽查廢棄物處理廠商。

減少間接能源

GRI EN 7

說明: 透過新世代節能商品全面協助客戶推動言行一致的綠色環保辦公室活動，實現客戶的節能減碳目標及企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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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GRI EC 8

二手電腦捐贈數量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台數

86

50

60

定義: 將員工使用過的電腦，進行篩選、 整理後捐贈給偏遠地區學童及NGO。
2012年度績效說明: 依公司汰舊計劃實施。
目標‧課題: 繼續對偏遠地區學童提供資源。

GRI EC 8

百萬森林種樹
年度

FY2011

FY2012

數量 (棵)

100

160

地點

福德坑復育公園

新北市鶯歌&雲林貓兒干

定義: 凝聚員工的愛心，與捐血中心合作，深入、持久、健康地開展救助工作 。
2012年度績效說明: 分別在新北市鶯歌及雲林貓兒干，共植160棵樹。
目標‧課題: 持續進行捐血活動。

GRI EC 8

基金會獎助學金金額
年度

FY2010

FY2011

FY2012

金額(NTD)

440,000

200,000

50,000

定義: 表示基金會對清寒學童的贊助金額。
2012年度績效說明: 2012年度實績為5萬元，捐贈對象為薇閣慈善公益協會。
目標‧課題: 繼續對偏遠地區學童提供資源。

40

41

2013 永續經營報告
住址：105 台北市敦化北路 88 號 7F
電話： (02) 2731-9099
http://www.xerox.com.tw
出版日期： 2013 年 8 月

本報告書使用環保紙及 Fuji Xerox 產品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