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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瓢蟲是大眾耳熟能詳的小動物，也是大家小時候最先認識的昆蟲。瓢
蟲是植物的好朋友，可以作為環保的指標性生物，牠們身上多有金屬
光澤，外型豔麗，紅底黑點，讓人喜愛。近年來，由於地球暖化日益
嚴重，此類生物已日漸稀少；如何減緩溫室效應，已成為重要課題。
台灣富士全錄持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繼去年通過 ISO 50001 認證，
2015 年又相繼通過 FSC CoC 及溫室氣體盤查，為實現環境的永續經營
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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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承諾

台灣富士全錄一家人
─成立 45 週年的感謝與期許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小林雅春

無盡的感謝
台灣富士全錄自 1970 年成立，從創業時率先導

本人於去年 7 月 1 日開始接任公司總經理，在

入第一部普通紙複印機，其後持續銷售和文件

台灣的這一年，親眼目睹公司主管和同仁們克

相關的產品，到現今積極提供辦公室的服務與

盡職守，兢兢業業的在工作崗位上投注心力，

各種解決方案，我們始終在業界居於領先地位。

努力衝刺業績，並秉持日本富士全錄的 CSR 管

立足台灣 45 年來，透過富士全錄高技術水準及

理架構，持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實現全

優越品質之商品的推廣，將其高價值引進台灣

方位的永續經營管理。台灣富士全錄在 2014

社會各界，成功的達成在台灣設立企業的使命，

年度榮獲企業界最高榮耀的「企業環保獎」，

並且能夠一步一腳印，持續的邁向永續經營。

以及持續榮獲政府單位的綠色採購獎項，受到

我們感謝台灣全錄時代經營者的運籌擘劃、曾

廣大客戶和社會各界高度的讚譽，我們必須持

經在本公司工作之員工及其家人的努力與辛勞，

之以恆，並努力成為業界典範。這些在在落實

以及所有客戶與社會各界長久以來的愛護和支

了日本富士全錄秉持的觀點：「CSR 就是企業

持，我要在此表達最誠摯與最崇高的感謝之意！

經營本身，其工作只有在企業活動的所有過程

因為有大家的厚愛，台灣富士全錄才能屹立不

中去思考才有意義，每一位員工在日常工作業

搖的在今年堂堂邁向 45 週年。

務中以自然的方式體現，這就是 CSR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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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承諾
Ownership & Communication

新口號：台灣富士全錄一家人，

本 人 進 入 日 本 富 士 全 錄 服 務 以 來， 一 直 以

Be the NO.1

“Ownership & Communication”做為行動指

台灣富士全錄一向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標；簡單的說就是「責任意識」和「良好溝通」。

因此必須以關懷員工、打造友善職場的積極作

責任意識是指對自己的每一項工作完全負責，

為，進一步的提昇員工滿意度；在明確了培養

清楚的知道什麼是本身該有的責任，並自覺、

全球化人才、推進人才的多樣化、實踐工作和

認真地把責任轉化為實際的行動，竭盡一切努

生活平衡的新型工作方式等目標的基礎上，我

力去完成；責任意識的價值在於為解決問題提

們應更為積極進取，創建自由、開放的組織氛

供使命感，並將其轉化為行動力，使各項工作

圍和企業文化，以激勵員工都樂在工作，全力

能夠“更上一層樓”。溝通包括上下垂直的溝

去創造一個能夠使各種多樣化人才最大限度地

通以及左右橫向的溝通，對於所有人、事、物

發揮本身智慧、創意與才能，並充滿活力和激

必須要有良好的溝通，才會有更好的執行力，

情地工作的優秀企業。在 2014 年度的公司 ES

並能從中創造更高的工作績效，進而凝聚整體

（Employee Satisfaction）員工滿意調查首度突

向心力和提昇團隊生產力。本人去年剛接任總

破 85%，創下歷年新高。我期待員工和諧緊密

經理一職時，即向所有員工說明，希望本公司

的融合在一起，使台灣富士全錄能真正成為一

每一位同仁都能在自己的工作上謹守本份，就

家人，大家在這裡都可以盡情揮灑，發現自我

「責任意識」和「良好溝通」這部份確實的執行，

價值，並相互啟發獲得提昇和肯定。

這樣的想法，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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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全錄 2015 年度的經營方針為 "Be the

提供超越客戶期待的價值

No. 1"、我們將透過『台灣富士全錄一家人』的

我們在所有的企業活動中，都應該將客戶的滿

團隊精神，共同達成「客戶滿意度 No. 1、員工

意視為最重要的事情，努力把握並理解客戶的

滿意度 No.1、市場佔有率 No. 1」的目標。

意見、期望和要求。透過公司的『言行一致活

本人接任公司總經理以來，發現台灣富士全錄

動』，針對客戶的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最引人為傲的，就是員工水準高於其他同業，

讓客戶能切身體驗，以引起客戶的共鳴，並對

無論是業務、行銷支援、技術或是後勤幕僚同

該解決方案因加以實證、確認而全盤接受。另

仁，都比競爭同業優秀。但是，若要在嚴峻的

外，我們必須在業務領域的所有國家和地區不

經濟環境以及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就

斷的進行創新，可以與客戶完全的溝通，並全

必須更磨練自我的能力，提供客戶更高的價值。

力以赴滿足客戶需求能以隨心所欲的溝通，努

本人希望，所有員工都能團結一致、創造利潤，

力的成為能夠一站式解決客戶經營管理問題的

快馬加鞭、全速前進，朝向共同的目標一起向

最佳夥伴。

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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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對未來的期許

台灣富士全錄將省電 / 節能技術與各種解決方案

身為台灣富士全錄現任的經營者，本人希望能

相結合，協助客戶辦公室推動環保管理，大幅

與公司所有同仁一起為更長遠的未來做準備，

減少客戶辦公室的 CO2。

努力成為值得客戶信賴的好夥伴，提供台灣社

同時，在全省超商安裝事務機器設備，提供民

會更便利的生活。讓我們集結台灣富士全錄整

眾輸出 / 傳真 / 掃瞄等需求，並靈活運用公司優

體力量，共同達成目標。迎接多變的未來，本

越品質的產品和傑出的專業人才，在機場設置

人希望大家依然維持以往旺盛的鬥志，能夠充

指紋辨識系統，有效縮短民眾出入境的時間，

滿自信地掌握情勢，以正確的判斷迅速回應客

提供台灣人民更便利的生活。

戶和市場的需求，持續我們的競爭優勢以及在

本人希望台灣富士全錄同仁能夠積極有效地發

業界的領先地位，並讓台灣富士全錄成為優秀

揮公司獨特的業務能力來貢獻當地社會。我們

企業 (Excellent Company) 的代表。

也透過持續性活動的檢視和驗證，努力和供應
商建立共同的 CSR 目標，並讓貢獻的成果積極
擴大。我們在此感謝供應商夥伴與眷屬們，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的地球日大力支持在苗栗銅
鑼舉辦的「百萬森林種樹活動」，與台灣富士
全錄一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最後，本人再次感謝所有的利害關係者對我們
的支持與信任，尤其是 45 年來為公司服務的員
工以及在背後默默關懷的員工眷屬。
我誠心承諾，透過台灣富士全錄的產品和服務，
在台灣建立一個更便利的社會及高綠能和低污
染的環境，持續對台灣社會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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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編輯及方向
報告目的
富士全錄及關係企業，密切關注歐洲各國在

者對 CSR 的更多關注，本公司預期他們要求公開

CSR 方面公開非財務資訊的法律動向，並參考

非財務資訊的呼聲會越來越高，因此，我們目前

全球永續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正致力於更詳細之補充資訊的公開、受理外部詢

GRI) 所 推 出 之 永 續 性 報 告 指 南 第 4 版 綱 領

問及回答、增加對話機會等事宜。

(GRI G4) 的國際報告標準，致力公開非財務資

報告期間

訊， 包 括 透 明 的 企 業 決 策 流 程， 以 及 完 善 的

本報告以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會計

PDCA(Plan-Do-Check-Action) 管理方法，以滿足

年度（即從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利害關係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日益濃厚的興趣。

的活動為主，2015 年度的經營方針和活動也有部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雖非上市公司，但

分介紹。

在公告資訊時仍然參考證交所的「上市 / 上櫃
CSR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考慮到投資人所關
心的議題；繼 2012 年起以「永續經營報告書」
為媒介，每年向外界提供可靠及具透明度的資
料，同時透過公司網站公佈各種詳細資訊，促
進與公司內、外部的利害關係者的雙向溝通；
台灣富士全錄將持續致力公開各方面的資料，
以完整呈現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方針
及表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此外，本公司又繼續強化與員工、客戶及供應
商的全面溝通。最終目標是讓各界和其他利害
關係者，更容易向我們表達寶貴意見。當前市
場日益講求資訊披露的透明度，這對台灣富士
全錄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所以本公司會在這
方面努力建立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歸根結底，
我們高度重視以協助利害關係者能夠據以鑑
別、監督，同時可以報告本公司環境、社會和
企業治理的核心問題為己任。而隨著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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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範圍
本報告涵括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範圍：
• 位於台北市敦化北路的總公司
• 分佈在全省的 6 個營業區處及 22 家分公司
• 設置於桃園龜山工業區的桃園工廠
• 分佈在五股、北區、中區、南區的物流中心

報告的原則
我們在編撰這本報告書時，參考了下列資料：
• 國際認可的全球永續報告協會（GRI）的永
續性報告於 2013 年 5 月新發表的 G4 指引、
ISO 26000 企業社會責任指引、聯合國全球
契約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 利害關係者的意見
• 公司在市場上的定位

下次報告預計發行日期
• 2016 年 8 月

保證公開資訊的準確性
公開 CSR 相關資訊，會給利害關係者帶來重大

此外，本公司也認真考慮客戶的共同參與，儘

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盡最大的努力，注意每一

量呈現公開資訊的真實性，為了傾聽外部意

項細節，保證公開資訊的正確與完整。本公 司

見，本報告書同時邀請客戶提供寶貴意見。

公開的每項資訊都要經過各相關部門的再三確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聯絡我們：

認，以確保資訊描述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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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利害關係者的溝通
利害關係者

關注面

溝通方式

2014 年度施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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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訪查 / 員工滿意度調查
教育訓練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員工意見信箱 / 員工建議系統

申請健康啟動標章
舉辦員工身心健康講座
職安衛危害鑑別及風險
評估
舉辦全員永續經營報告書
導讀

事業夥伴

符合本公司 CSR 政策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供應商 CSR 問卷調查
供應商評鑑與輔導 / 供應商說明會
供應商 CSR 宣導

持續提升物流供應商 CSR
水準專案
舉辦供應商 CSR 說明會

客戶

產品及服務的品質
使用者安心的產品設計
售後服務

媒體露出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聲音管理系統
公司網頁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提昇企業夥伴自動服務平
台使用率
提供電子化服務最佳化
提供無縫遠端服務平台
發行永續經營報告書

環境、社區、
下一代、
民間組織

地球暖化議題
社區環境
關懷弱勢族群

報廢舊機零廢棄處理
種樹活動
社區年終掃除活動
捐血活動 / 捐款活動

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
系統
申請 FSC CoC 雨林聯盟
認證

股東會議及年報
風險管理會議
危機預防與對應機制

持續發行營業報告書
風險地圖 (Risk Map) 及
對應計劃
持續風險事件通報系統

股東

利益可持續性
企業治理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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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富士全錄
公司概況

「優秀企業」的理念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為台灣全錄股

做為富士全錄集團的一員，台灣富士全錄始終秉持

份有限公司，由和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富

日本富士全錄「優秀企業」的理念，以深化交流促

士全錄株式會社，於 1969 年合資並於 1970 年 1

進人類社會相互理解、幫助各利害關係者、以及社

月 27 日成立，同時引進國內第一台普通紙複印

會和地球環境實現永續經營為目標。我們將優秀企

機，從此開啟台灣文書資訊處理的先河。

業定義為「強大」、「友好」、「充滿樂趣」，至

1994 年台灣全錄百分之百轉投資成立和範股份有

今這仍是本公司的 CSR 管理架構。

限公司，以領先的專業技術持續發展至今，已成

一個「強大」的企業，能夠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一

為目前台灣市場首屈一指的文書處理服務公司。

流商品和服務，同時可給予股東持續回饋；「友好」

2006 年 4 月，日本富士全錄收購屬於中國信託的

的企業，積極表現對本地和全球社會的友好態度，

股權，正式取得台灣全錄 100% 經營權後，更名

包括環境、道德和社會貢獻等方面；「充滿樂趣」

為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在經營團隊與員

的企業，則使其員工能夠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並更

工的共同努力下，以穩健的腳步不斷前進，今年

進一步地，被客戶和業務伙伴認定為活潑有趣的企

邁向第 45 週年。

業。台灣富士全錄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將「強大」、「友

台灣富士全錄專業團隊之所有員工，以其在文件

好」和「充滿樂趣」緊密且合理結合的企業。

管理的專業知識及獨特能力，致力於提供客戶各

共享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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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本公司已從單
純的事務機器銷售，轉型成為提供解決方案與服
務型的事業，持續於業界建立卓越的優質口碑。
透過解決客戶的管理課題，蛻變為真正的解決方
案與服務的提供者，成為深受客戶和使用者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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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中都應該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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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高成長和高獲利性且員工積極工作的公司，

文化的多元性、信任和理解、快樂與成功以及冒險 /

不斷實現自我使命。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全方

開拓精神。這 10 個價值觀成為全體富士全錄員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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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的最佳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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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全錄配合高科技時代的來臨，致力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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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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富士全錄 2014 年度的榮耀及成就
行政院環保署企業環保獎
2014年10月29日(三)，本公司榮獲
行政院環保署『第23屆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成為第一家獲得此獎
的事務機器業者。
這是企業界推動環境保護的最高榮
譽獎項，為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主辦單位特地安排獲獎者早上到
總統府接受表揚，下午另在台北市
中正紀念堂舉辦隆重的頒獎典禮，
可謂備受尊榮。本公司小林總經理
特別親自出席接受頒獎表揚。

左: 副總統 吳敦義
右: 台灣富士全錄總經理 小林雅春

行政院環保署綠色採購獎
2014年9月29日(一)，行政院環保署
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辦102年度
「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的表揚大
會，本公司再度獲獎，由小林總經
理親自出席接受環保署魏國彥署長
頒獎表揚。
台灣富士全錄推動綠色採購表現傑
出，自99年度起已連續四年獲得此
項「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的殊榮。
左:台灣富士全錄總經理 小林雅春
右:環保署署長 魏國彥

台北市政府綠色採購獎
2014年12月03日(三)，本公司在台
北市政府舉辦的「103年度民間企業
綠色採購頒獎活動」中榮獲「績優
綠色採購企業」獎項表揚，為活動
中唯一獲獎的事務機器業代表。
當日由台北市政府環保局吳盛忠局
長主持頒獎，本公司行政本部蔡本
部長代表出席領獎和接受表揚，如
雷掌聲全場迴飛。
左:前台北市環保局長 吳盛忠
右:台灣富士全錄行政本部長
蔡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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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全錄的 CSR 管理架構
為實現永續經營
富士全錄以透過提供更好的交流環境來促進人類社會相互理解、幫助各利害關係者、以及社會和地
球環境實現永續經營為目標，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實現這一目標我們要立足於社會及經營環境的變化，將利害關係者對於公司 CSR 活動的期望與要求
融入企業經營中，透過不斷轉動 PDCA 循環進行改善，使我們所提供的價值也不斷獲得提升，這點
非常重要。
以 "CSR 即是企業經營管理本身 " 這一理念為前提，改革企業活動，不斷提高公司的競爭力，同時向
利害關係者展示新的魅力，為社會的永續經營做出貢獻。

各 部門

使命宣言

經營戰略

CSR會議

CSR方針
目標的展開

成果報告

銷售部
研發生產部
關係企業

推進 CSR 管理體制
富士全錄為了在企業管理中將業務營運與 CSR 徹
底融合，在 2010 年 4 月設置了 CSR 會議。
CSR 會議作為決定特定部門相關管理事務的管理會
議之一，在董事會和管理層會議之後舉行。公司

總裁

以 CSR 會議為中心，將管理層制訂的 CSR 方針及
計畫等與現場工作結合，同時還接受來自現場的
回饋，並確定要透過 PDCA 循環來改善經營流程。
2012 年 7 月以後，為了強化推進 CSR 管理的過程，
每月至少召開一次 CSR 會議，每個利害關係者都
要提出本公司的課題和要達成的目標 (CSR 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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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CSR

溝通與監控
富士全錄為了在市場和事業轉化的基礎上，將 CSR 活動的評價與回饋融入管理流程中，重視 " 溝通 "
與 " 監控 " 兩方面的努力。
1. 溝通
利用永續經營報告和官方網站等，交流 CSR 資訊，促進與利害關係者的對話。特別是永續經營報告
是與客戶、員工進行溝通的重要工具。基本理念是員工積極的將本公司的理念與活動傳播給客戶及
其他利害關係者，透過與社會的接觸，立足於當地的實際情況來認識問題並尋找解決辦法，這樣才
能為利害關係者提供價值。

溝通

告
發展報
續
永
●
工內網
網
●員
●官
辭
● CSR培訓
活動
裁致
獻
總
貢
●
會
境社
環
●

永續經營
利害關係者

供應商

員工

客戶

富士全錄在整 個價 值鏈 上的 業務活動

地球環境

●

●

客戶

供應

滿意

當地社會
度調

查 ●
品牌調查
S R採
與C
購
S
R
自
有識
●
我查檢
團隊
之士
的對話
內部
● 員工滿 度調查
CSR調
意
查問卷
（PDCA調查）
●

商C

股東
投資者

監控

2. 監控
面對社會上各種利害關係者的期望與要求，我們的企業活動究竟滿足了多少需求呢 ? 這要求我們重
視量化分析，將結果正確反映在經營判斷和意向決策方面，為了改善經營採取 PDCA 循環。為此，
公司展開了針對利害關係者的滿意度調查，並在國內外關係企業進行了掌握 CSR 管理的實際及課題
的團隊內部定期 CSR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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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架構
為了讓所有的客戶享受到最親切便捷的服務，台灣富士全錄以台北總公司為中心，發展成台北區第
一營業處和第二營業處 ( 大台北地區、基隆、宜蘭、政府機關和文教 )，NMA 營業處 (National Major
Account 金融和大企業專戶 )，北區營業處 ( 三重、板橋、桃園、中壢、新竹、苗栗 )、中區營業處 ( 台中、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花蓮、台東 )、南區營業處 ( 台南、高雄、屏東、澎湖 ) 等六個營業據點，
以及一個事業發展處 ( 傢俱、資訊、新市場開發 )。除總公司外，目前全省共有二十二家分公司。

總經理
個資對應小組

總經理室

營業本部

行政本部

本部長輔佐
資訊處

職業安全衛生處

經營品質推進處

人資法務處

事業計劃處

財務處

供需管理處

行銷處

技術服務處

專案市場&再生推進處

新市場開發處

解決方案支援處

GS事業處 註3

PS事業處 註2

NMA營業處 註1

PS:Production System

註 3 GS:Global

台北營業一處

NMA:National Major Account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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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

Service

實現永續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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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全錄集團在使命宣言中，樹立了“建立有

2010 年起設立永續經營管理委員會，以總經理為

利於創造和有效利用知識的環境”、“透過不

主席，集合全公司高階主管的智慧，投入各機能

斷培養相互信任和促進文化多元化，為世界進

別部門的資源，結合客戶、員工、供應商等將利

步做出貢獻”。基於此，本公司的基本存在價

害關係者的期望與要求融入企業經營，不斷為社

值是提供卓越的文件管理和溝通方式，為客戶

會創造價值。在“CSR 即是經營管理本身”的理

創造自身價值和為社會的更好發展做出貢獻。

念前提下，改革創新自身的企業活動，不斷提高

只有在永續經營社會中，企業才能維持其永續

本公司的競爭力，同時向利害關係者展示新魅力，

發展。為了讓這種價值觀得以實現，本公司自

持續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

永續經營報告 2015

永續經營管理委員會
主席：總經理

事務局

客戶關係

員工關係

供應商

行銷部門

人資法務部門

供需管理部門

‧提供降低客戶環境
負荷的方案
‧提供環保商品
‧Live Ofﬁce Tour

股

東

財務部門

CSR/環境管理

文化交流

經品部門

基金會

‧改善員工滿意度

‧公平交易

‧納稅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獎助學術研究

‧雇用殘障及原住民

‧綠色採購

‧提供高配股

‧ISO 14001 認證

‧出版書籍

‧供應鏈管理

‧健全的財務報表

‧推動戶外環境活動

‧企業經營交流

‧性別平等

‧良好的內控

‧捐血活動

‧獎助學金

‧提供員工教育訓練

‧確實的風險管理

‧二手電腦捐贈

‧持續性成長

‧提高客戶滿意度

等弱勢族群

及褔利
‧維持勞資和諧

參與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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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傾聽外部聲音，本報告書同時
邀請客戶提供寶貴意見。台灣富士全錄透過 “來自社會的要求”及“公司的經營目標和特點”，在
永續經營會議上集思廣益選出重要議題，以利害關係者對關心議題之「重要性」歸納議題優先次序，
對應出 GRI G4 的重大考量面，規劃本公司 CSR 短中長期重點議題，由各相關部門展開對應行動，並
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法令遵循
台灣富士全錄深刻瞭解，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

權、防止歧視和騷擾、個人隱私、勞工權利、

承諾持續遵守法令以及道德規範，適時將這些

強迫勞動和兒童勞工、工作地點的健康和安全、

需求轉為具體的行動，以事業最大可能的資源，

溝通、資訊披露、公平競爭、銷售活動和採購

為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

交易、反貪腐的力量等。所有員工每年都必須

生活品質、進步與繁榮發展作出貢獻。

在「職工道德及行為規範簽署書」上簽名，並

本公司於 2004 年就引進集團的「職工道德及

定期舉辦 e-learning 線上學習，以及公司網頁

行為規範」，尊重基本人權，並支持公開、公

公告「法律新知」。提示並確定公司員工對於

平的企業活動，具體的涵蓋範疇包括：尊重人

行為規範完全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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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治理
反賄賂及反貪腐
為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及與全球的反貪腐

定期的內部查核 (Internal Audit)、每年至少一次的

及反賄賂的規定緊密結合，台灣富士全錄依據母

部門自我審查 (Self-Assessment)，去瞭解各項內控

公司要求，2013 年制定反賄賂及反貪腐政策，明

管理規定是否被確實遵守？作業流程有無與時俱

確建立適當的管理系統工具，禁止員工提供、贈

進？有無違規事項等人為之缺失？稽核小組的工

與或接受任何形式的賄賂，或透過其他途徑或管

作報告均必須向總經理呈報，重大改進事項必要

道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或者任何團

時另召集相關人員跨部門成立專案小組，以 PDCA

體之成員或政府官員提供不當利益。

管理擬訂計劃徹底執行，並追蹤改善成效。同時

反賄賂與反貪腐政策除了集團制定的一般條款之

根據 Japanese Sarbanes Oxley (JSOX) 的標準，我們

外，還有指導方針。指導方針是基於各個國家的

每年會定期針對公司財務運作的合法性進行內部

法規及風俗民情，制定賄賂及貪污的定義標準及

稽查。

程序。台灣富士全錄公司參考「職工道德行為規

在 2014 會計年度，稽核小組總計查核 876 件、

範」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以問卷調查

部門自我審查共計有 393 項，所有題項均獲得通

的方式收集各方意見，訂定出適合台灣的正常社

過。台灣富士全錄沒有發生任何重大違法事件，

交禮俗的標準，以供員工遵守，力求避免跨越貪

也沒有發生重大客戶及供應商抱怨事件，員工也

腐這條紅線。

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道德事件。

透過預先許可的程序，以及記錄保存的方式，將
一切必要的業務活動和社交行為都攤在陽光下，
把可能的賄賂及貪污風險降至最低。由於常有急
迫性或突然偶發之事件，以致公司目前未預先許
可的比率仍然偏高，如何降低未預先許可的比率，
將會是本公司未來的重要課題。台灣富士全錄在
FY14 年並無賄賂或貪污之情事發生。

標準化管理
台灣富士全錄於 1991 年開始推動標準化，進行
各部門管理規章及作業流程制度化，2000 年重整
標準管理委員會，設立標準事務組，負責全公司
標準化相關事務管理及推動。2014 年本公司第一
次參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舉辦的「全國標準化
獎」甄選活動，經過嚴格的書面審查，不論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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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

司標準化組織、制度規章及運作機制之完善度、

企業的內部控制以及員工的誠信，實為企業經營

制定公司標準種類及內容之完善度、公司標準化

管理成功之基礎，因此，台灣富士全錄對於內部

制定之績效、標準化推行之績效、公司產品、服

管控機制，還有對於同仁遵守法紀的要求，都相

務或管理系統獲得國內外相關機構之驗證等評核

對地提高。本公司清楚明訂符合規定的業務流程

項目，都得到評審的高度肯定，榮獲公司標準化

及工作規則，我們按照此基準，藉由稽核小組不

類「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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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活動
在台灣富士全錄，改善活動稱為“言行一致活

認、一直到標準化等的解說。此外，還有 QC Tool

動”，我們將原來的「改善 Kaizen」：透過活動

運用學習和案例演練，透過強化員工「發現問題 -

來解決日常工作上的問題，進一步深化為「言行

解決問題的能力」來改善作業流程並提昇工作效

一致 Genko-Itchi」：透過活動來解決管理上的主

率，以符合經營層所要求；每位員工都要具備問

要問題。主要是因為，以「言」來說，台灣富士

題解決及業務改善基本能力的目標。

全錄可以幫助客戶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在「行」

我們鼓勵員工建立改善團隊，利用工作閒暇經常

的方面，我們必須解決公司自身的問題。因此，

召開改善小組會議，以集思廣益來創新營運體

本公司“言行一致活動”的宗旨，即在於：強化

質。在 2014 年度，台灣富士全錄各部門共組成

公司經營品質、加強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

66 個言行一致活動小組〈即 QCC 品管圈 --Quality

更要提供價值給客戶，以達到所謂的「一石三鳥

Control Circle〉，以客戶滿意為指標〈含外部與內

Three Results with One Stone」目的。我們鼓勵所有

部客戶〉，全公司展開改善活動。在 2014 年度所

員工都能夠運用科學性的思考，以三現主義 ( 現

創造的有形效益即高達新台幣 101,994,696 元，更

場、現物、現況 ) 根據事實和資料分析現狀，總

大的無形效益則是讓客戶更為滿意！

結出實質性的問題或課題，並提出最佳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隸屬於本公司 NMA 營業處營業一部的

徹底執行，俾能為客戶提供較高的價值。基於這

「呼拉圈」，於 2014 年度的台灣富士全錄改善活

種認識，自 2007 年度起，即開始實施 PSP (Problem

動成果發表大會獲得冠軍後，代表公司參加「第

Solving Program) 問題解決能力課程，讓同仁能更

198 屆全國品管圈大會」發表改善案例，以非常

深入的了解：問題與課題的定義，兩者有什麼不

精彩的表現，得到主辦單位與評審們一致的肯定

同；何謂 PDCA 管理循環；以及解決問題八大步驟，

與讚賞，在 21 個參與角逐的知名企業和醫療院所

包括從選定改善主題開始，然後現況把握、設定

中，榮獲『特優獎』，再次為台灣富士全錄建立

目標、要因分析、擬訂對策、實施對策、效果確

品質第一的良好企業形象。

富士全錄集團亞太地區 2014 年度改善案例發表

2014 年度改善發表冠軍「呼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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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基本要件

在多變的世代，各種風險與危機事件已透過科技

1. 風險管理的對象包含公司所有組織單位、事業

化與全球化的腳步深入每一家企業，企業如何控
制風險、緊急應變，保護員工人身安全以及履行

的營運及業務運作。
2. 進行對風險的判別與對策決定，並透過組織體

對客戶服務的承諾，是企業檢視本身競爭與邁向

系合理化對應之。
3. 依風險的影響度及頻率，設定合理且具效果的

卓越經營之重要關鍵。
台灣富士全錄針對風險事件，依其影響程度及發
生頻率，區分為 1~5 級，我們以整個的事業和組

對策。
4. 保存完整的管理規則、風險對應決策及各項會

織來檢視所有的風險，建構完整的風險管理機制，
所有的員工充份了解風險的管理與如何對應，除

議的文件記錄。
5. 每年實施風險管理體制組織建構的有效評估及

有緊急應變計劃與通報體系，同時進行定期演練
和適時檢討，以避免危機事件對事業和客戶的任

管理措施之準備與檢討。
6. 投入充足的經營資源，施行風險管理的有效宣

何影響，並將損害減到最低。

導，以強化重要性之認知。

風險管理推進體制
台灣富士全錄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由總經理擔任，本部長和組織各機能別部門長擔任執行委員；判別有風
險性的具體化事件、發生可能性及影響度評估，決定與執行相關的對應措施。風險管理事務局執行風險管
理計劃、實施、查核與改善；並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以確保公司營運持續處於最佳狀態。
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總經理
物 流 長
再生推進長
職安衛長
總務勞安長
人資法務長
技術服務長
GS事業長
資 訊 長
財 務 長
行 銷 長
和範總經理

行政本部長
營業本部長
本部長輔佐
本部長輔佐

組織體系
通報體系

風險管理事務局
局長：經品部

緊急應變

1.員工人身安全
2.大規模災害
3.財務危機
• 人資
• 財務
• 職安衛
• 總務勞安
• 再生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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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行為規範

1.商品終止服務
2.服務品質
3.供應鏈中斷
• 行銷
• 技服
• 人資
• 供需

1.法令遵循
2.員工道德規範
• 人資

資訊安全

商安/客訴/環境

1.資料安全控管
2.資訊設備管理
• 資訊
• 全球服務
• 人資

1.商品安全
2.客戶聲音管理
3.環境管理
• 技服
• 經品
• 職安衛

台灣富士全錄風險事件對應機制

風險類別

風險事件

公司聲譽

客戶服務

行為規範

人資法務處
職業安全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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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安部、總務部
職業安全衛生處
專案市場 & 再生推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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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因品質瑕疵、認知爭
議所引起之要求賠償或訴訟事件

技術服務處
人資法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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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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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Log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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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聲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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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風管會裁決

資訊安全

商安/客
訴 / 環境

其他

對應權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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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身安全

緊急應變

說明

資訊管理處
全球服務事業處
人資法務處

技術服務處
經營品質推進處
職業安全衛生處

風管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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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台灣富士全錄對於員工權益與人權方面，遵循

由於公司經營層及高階主管對員工滿意度的極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安全衛生

度重視，使得台灣富士全錄的員工滿意度逐年

法及符合其他相關法規，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

攀升，回顧 2012 年度整體員工滿意度 77%，

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進用身心

已創下自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最高，2013 年

障礙者及原住民員工。

度整體滿意度更達 78%，較去年同期又成長

傾聽員工聲音

1%，2014 年 度 的 整 體 員 工 滿 意 度 首 度 突 破
85%，再創歷年新高。

台灣富士全錄創建自由、開放的組織氛圍和

EM&S歷年調查結果‧報告整體指數

企 業 文 化， 以 激 勵 員 工 樂 在 工 作， 除 設 有 員
工 信 箱 外， 另 利 用「VOE (Voice of Employee

100
90

詢問、建議、疑問或需要協助的地方，員工都
自由在「VOE」提出。所提的問題經過專責部
門受理後，由各相關權責部門直接並迅速回應；
聽取內部員工的意見更是公司參考改善的重要

FAV%

System)」來收集並聽取員工的改善意見與建議；
「VOE」是員工與公司開放交流的管道，任何

FY12

80

88

86
79 80

81 82

FY13

FY14

86
80 80

85
77

78

70
60
50
10個題目群組
的平均值

工作單位指數 主管人數指數
(WGI)
(MI)

EMS INDEX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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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滿意

員工福利

本公司每年定期舉辦之員工滿意度調查，以公

台灣富士全錄秉持「照顧員工，增進福祉」的

司組織運作效能及主管領導才能管理為主題指

理念，以完整的年度計劃，將福利政策與行動

標，採用系統性、整體性的線上問卷調查方式，

方案具體實踐；曾多次被評選為“優良職工福

針對全體員工進行全面性員工滿意度調查，並

利機構”並接受表揚；獲頒 4 次「台北市勞工

將調查結果公告於公司內部網頁讓所有員工知

局長獎」、8 次「台北市長獎」、2 次獲頒職工

道。依據員工滿意度調查結果，公司責成各相

福利最高榮譽的「行政院勞委會主委獎」。由

關部門積極提出員工滿意度具體改善措施和行

於推動員工福利績效卓然有成，數次獲台北市

動方案，同時定期檢討執行成果，藉由更高的

政府和行政院勞委會之邀請，在其舉辦的職工

員工滿意度以提昇個人工作績效，除增加員工

福利研討會中，發表台灣富士全錄的推動經驗，

生產力，更進而將此作為提升公司人力資源發

與企業界交流和分享，也因為職工福利政策的

展和員工實現組織承諾的重要依循。

落實，員工滿意度乃得以年年提升。

永續經營報告 2015

台灣富士全錄的員工福利如下：
由公司辦理的福利措施

由福利會辦理的福利措施

員工團體綜合保險、定期健康檢查、員工急難借支、

國外旅遊活動、國內大型旅遊活動、新春聯誼禮品

汽車 / 機車無息貸款、婚喪喜慶禮金、秋節獎金、新

或禮金、勞動節禮金或紀念品、社團活動、生日禮

春聯歡會、不定期慰勞金、退休給付、退職慰勞金、

金、結婚祝賀金、生育祝賀金、子女新生入學祝賀

撫卹金給付、公傷 / 職業災害補償、教育訓練、外部

金、子女獎助學金、住院慰問金、急難慰問金、員

研習補助、優秀員工派赴國外研習 ----- 等。

工及眷屬奠儀、急難借款、退休慰勞金 ---- 等。

親善職場
員工的健康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因此，本公司提供優於法規的定期健檢規劃。根據健康檢查結果，
針對高風險族群員工進行追蹤關懷，推動相關的健康講座及健康促進活動，並舉辦四癌篩檢 ( 乳癌、
子宮頸癌、大腸癌與口腔癌 ) 及高血壓、高血糖防治，共計 231 人次完成篩檢。
同時辦理自主減重計畫、減重班及個人減重比賽等，經常提供員工正確健康管理資訊，配合個人生
活習慣來進行健康管理，提升同仁自主健康管理的能力。除醫師健康諮詢服務外，另請營養師至公
司進行熱量標示及復健師提供人因性危害預防。去年度共有 48 位員工參與，共減少 51 公斤。
由於本公司近三分之二為外勤人員，考量員工身、心、靈確實達到平衡與健康的目的，於 2009 年 9
月規劃員工休息室，供員工休息及紓壓之用，辦理相關紓壓講座及課程，並自 2015 起提供心理師諮
商關懷，提供員工工作生涯、人際關係、家庭親子、兩性情感、精神疾病、與身心壓力等方面的心
理諮詢。並對於孕產婦、輪班作業同仁及高壓力員工提供專業醫師健康諮詢及護理師定期關懷，以
便適時進行醫療轉介服務。

「如何正確健走」戶外身心健康課程

員工防癌篩檢

18

企業治理
在 2013 年 12 月起開始不定期發行員工關懷通
訊，透過電子刊物使員工獲得實用的保健知識，
於 2014 年 1 月取得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
『菸害防制標章』，更進一步於 2015 年 1 月
通過『健康啟動標章』。承諾創造更優良的職
場環境，期望創造一個讓員工快樂工作、享受
生活的優質職場，讓更多員工在堅守工作崗位
外，同時能兼顧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品質與身心
平衡，使員工能安心工作，發揮工作潛能、創
造高績效，企業也能因此吸引及留住更多優秀
人才，不但提高生產力，並進一步成為推動國
家社會創新與向上的新動力！

健康促進活動：體適能檢測

職業安全衛生
台 灣 富 士 全 錄 在 邁 向『 卓 越 企 業 』(Excellent
Company) 的經營理念下，職業安全衛生更是企
業社會責任 (CSR) 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為此於

台灣富士全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2014 年度第四季展開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

台灣富士全錄以邁向『卓越企業』為經營理念，持續善盡企業社會

衛生管理系統的認證，並特別成立職業安全衛

全衛生管理系統，重視員工及供應鏈聲音、落實事故預防、推動健

生處負責全公司的管理及推動。

康」、「友善關懷」及「充滿樂趣」的工作環境，以達成永續經營

台灣富士全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強調，遵循政

我們的具體作法如下：

康促進，並保障勞工安全，我們將竭盡一切努力建立「安全健
之企業使命。

‧Communicate 溝通傳達順暢，達成職安衛共識。

府相關法令，落實職安衛各項作法，在此架構

‧Apply 遵守職安衛法規，落實執行職安衛制度。

下讓公司同仁從瞭解進而建立共識，以 CARE

‧Engage 全員參與積極改善，持續提高安全衛生績效。

(Communicate、Apply、Reduce、Engage) 的 口
號，徹底實現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的承諾：台灣
富士全錄將竭盡一切努力建立「安全健康」、
「友善關懷」及「充滿樂趣」的工作環境，以
達成永續經營之企業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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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CSR)，完全遵循政府相關職安法令，藉由建立完善的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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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減免職災傷病發生率，確保全員安全健康。

教育訓練
本公司非常重視「員工發展」，因應外部的時

為發展未來的高階主管人才，使之能勝任組織

代潮流與環境變遷，配合公司經營方針與企業

其他職位而預作準備，我們實施海外訓練課程

價值觀、部門績效目標與員工個人成長需求，

及人才管理等人才培育計畫。在 2014 年台灣

台灣富士全錄構建全方位的教育訓練體系，促

富士全錄舉辦『綠色複印』、『團隊激勵』、『蛻

使員工個人生涯發展與整體工作績效同步提

變訓練』…等培訓課程，共達 41 班次，1916

升。

訓練人日。

為使員工、工作及組織三者之間達到最佳契合，
同時完成組織經營及員工發展兩個目標。我們
實施混合式的訓練 (Blended Learning)，透過訓
練前的評估、面對面的教學、訓練後定期地的
視訊討論與指導 (Coaching) 及課後評估…等教
學活動來提升訓練的總和效果。

獎助學術研究
財團法人全錄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係由「日本富士全錄株式會社」為紀念台灣富士全
錄成立二十週年所捐贈。其宗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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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主要業務內容為：
一、 獎助傑出專家學者於國內教育學術機構研習專業知識或外國語文及從事相關學術研究。
二、 辦理國內外學術機構之相互交流及訪問。
三、 舉辦及參與國內外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演講會或座談會。
四、 加強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及文化基金會之聯繫。
五、 辦理其他有關教育文化之交流活動事項。
六、 配合相關機構處理之公益慈善事項。
七、 辦理有關公益慈善事業。
基金會每年在 5 月左右提供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以獎助本國學術機構培育優秀人才，期能對我
國資訊工業發展或經營管理水準之提昇有獨特創見或貢獻之研究有所挹注。獎助對象為全國公
私立大學院校之學生 ( 包含碩士及博士 )，獎助金額為特優 1 名，獎助學金新台幣 5 萬元；優等
2 名，獎助學金新台幣 3 萬元；以及佳作 7 名，獎助學金 2 萬元。基金會於每年 12 月舉辦頒獎
典禮，藉以表揚優秀人才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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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富士全錄集團供應鏈的 CSR 活動
富士全錄於 2002 年加入並簽署聯合國倡議的

有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排除破壞生態、非法雇

“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並將聯合

用勞工、童工以及壓榨勞工或違反當地法令之

國全球盟約的理念，作為整個富士全錄集團的

企業，並選擇注重環保觀念，且具備環保管理

基本價值觀之一，積極推進公司的 CSR 活動。

體制或環保相關認證之供應商。

因此富士全錄及其關係企業向供應商推廣 CSR

推動供應商 CSR 自我查核計畫

採購時，也將這一理念列為重要要求事項的範
疇，期待供應鏈的所有合作夥伴都能共襄盛舉，
一起投注社會公益。
同時於 2007 年開始推動 CSR 採購，除了可事
先預防供應商發生環境問題或罷工衍生的停產
風險，並可藉由改善供應商的環境、勞工標準
及 QCD ，強化整體供應鏈綜效，與供應商建立
雙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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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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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度起，為了促進 CSR 採購，台灣富
士全錄每年定期召開供應商 CSR 說明會，並發
放 CSR 自 我 查 核 表， 要 求 供 應 商 能 自 主展 開
CSR 活動。自 2013 年度開始對物流供應商的自
我評分表進行評價，由本公司的採購小組進行
查訪，確認其實際運作情況，並透過面對面的
交流來協助供應商進行改善工作。分數未達標
準者經輔導改善後，再進行第二次查檢，落實
PDCA 的管理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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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目標來推進
CSR 採購活動。當然有些供應商也會擔心自己
的內部問題曝光後，會不會對今後的業務產生

台灣富士全錄 CSR 採購基準

不良影響？本公司採購小組特別充實其本身技

台灣富士全錄為富士全錄集團海外子公司之

能，具備能夠對供應商適時建言，提出能為雙

一，為確保本公司交易往來之供應商所提供物

方創造利益的改善方案，藉此獲得供應商的信

品、勞務或服務之品質、價格、交期 (Q.C.D) 等

任。

均能確實配合公司需求，且符合公司環境政策；

2014 年度舉辦的 CSR 說明會，共邀請 17 家供

特別建立供應商的遴選、管理、評鑑與輔導制

應商計有 21 位代表參加。為帶領合作的供應商

度，瞭解其背景、經營狀況、管理績效，並注

伙伴共同為環境永續而努力，本次說明會特別

意廠房設備及製造、技術、倉儲等能力，以及

邀請透過喜馬拉雅文明自然保護協會楊文德博

品質與服務水準，必要時進行實地訪查，經評

士演說百萬森林的故事，楊博士分享其地球保

選確認優良者，始得選定為供應商。

護的活動經驗，也期待未來能帶領供應商一起

台灣富士全錄鼓勵供應商和承包商共同建立負

參與，更進一步與供應商建立符合企業社會責

責任的採購方式，並於進行採購時，優先考量

任的供應鏈管理體系，共同為環境永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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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責任
啟動智慧工作的革新產品
向客戶及其他利害關係者提供環保產品、服務

領先業界的臉部辨識系統先進科技，只要使用

和解決方案，一直是企業使命和永續經營的基

者靠近設備前，機器自動進行臉部辨識認證，

礎。本公司在去年度的報告書中有曾介紹過

認證完成後控制面板自動顯示該使用者專屬的

“RealGreen”的理念：追求省電 / 節能技術、

智慧功能選單，不僅安全性高且方便使用。此

節約並有效利用資源、降低化學物質的風險、

外，產品部份零件亦採用環保生質塑膠製成，

保護生態環境 / 生物多樣性等，在大範圍內推

更是綠能科技的一大突破。

進環保經營。自 2013 年度起，我們分享綠色

為了因應全球風起雲湧的行動及雲端趨勢，台

科技的成果，幫助客戶實現真正的永續發展，

灣富士全錄推出全新的多功能複合機機種，可

從而改善環境。新一代的多功能事務設備，均

以整合行動裝置與雲端儲存空間，打造專屬於

內建最新的通用控制器軟體，具備先進的環保

行動工作者的工作流程。這些新機種不單是一

功能。

台事務機器設備，而是開啟行動智慧工作的革

台灣富士全錄獨家開發的「智慧電源管理系

命性高科技商品。透過此革新設備與富士全錄

統 」， 依 據 使 用 功 能 不 同， 各 別 供 電 啟 動 設

雲端文件管理及雲端儲存服務 Working Folder

備 組 件 － 控 制 器、 控 制 面 板、 掃 描 器 與 輸 出

的整合，可實現企業與行動工作者之間資訊共

組 件， 有 效 節 省 能 源； 同 時 設 備 採 用 Smart

享，打造行動智慧辦公室。將文件直接從 iPad

WelcomeEyes 感應技術，當使用者走近設備時，

或 Android 平板上傳至 Working Folder 儲存；且

感應器會自動「喚醒」睡眠狀態中的多功能事

可由多功能複合機掃描外語文件至雲端翻譯伺

務設備，達到省時節能。

服器進行翻譯，再由設備列印輸出翻譯結果。

再加上 3 秒開機速度稱冠全球的感應加熱定影

新商品所展現四大價值－創新、符合成本效益、

技術，幾乎不用等候，即可複印文件或操作其

高生產力、永續經營，不僅創新業務溝通流程

他功能。

將有利於客戶展現卓越工作效率，並可降低成
本及實現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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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責任
言行一致的「綠色辦公室」
無論是電子檔或紙張輸出文件，均是員工與外

辦公室碳排放量，台灣富士全錄本著「言行一

部利害關係者的重要溝通橋樑，亦是日常工作

致」的理念，率先以身作則，運用自身多元的

中的主要特點。業務成長將進而帶來更多需要

事務機產品、解決方案及服務，在自己的台北

處理的文件，台灣富士全錄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辦公室執行符合環保概念的綠色計畫。期待藉

模式，確保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為客戶規劃

由自身的體驗與成效，擴及到所有客戶，為客

和管理方便易用及符合環保要求的文件。

戶提供確實可行的環保解決方案，引領業界走

本公司透過觀察客戶的文件管理習慣，找出更

向綠色辦公室。

多可以改善環境的範圍。藉由分析客戶的耗電

過去四年來，台灣富士全錄導入綠色辦公室專

量、紙張用量和節約資源功能，包括多張合一

案，除了幫自己有效降低 30% 的事務成本外，

和雙面列印、黑色和彩色的使用量等，就可以

也降低 55% 的碳排放量。此綠色辦公室專案分

更容易了解其使用情況。我們的目標是不斷減

成兩階段進行，將本公司全台各營業據點與總

輕環境負擔，同時亦向客戶和其他利害相關者

公司的設備總台數從 96 台減少到 47 台。2011

展示一個「綠色辦公室」的嶄新面貌，以幫助

年起，執行「言行一致 Live Office」專案，除了

客戶建立更環保、更高效率的辦公室。

更進一步精簡設備之外，同時也提高設備的產

雖然台灣富士全錄的產品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已

能，兼顧設備合理化與效率最佳化的目的。除

經比其他業者少，但是我們已意識到，減少溫

此之外，結合多功能事務機內建的功能，透過

室氣體排放的措施，對於對抗氣候變化及減緩

改變員工列印行為等無紙化行動方案，更積極

全球暖化的重要性。為協助台灣企業有效降低

地朝向節能減碳的目標大步邁進。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設備合理化

效能最佳化

全方位解決方案應用

文件服務與彩色化

1.現況分析與評估 (ODA)

1.全面導入新世代綠色節能機種

2.老舊機器全面汰換

2.建立文件策略/列印規範

3.未來辦公室列印環境規劃

3.發票與合約文件流程改善方案

4.設備整合減量，數量合理化

4.即需即印業務支援文件

5.建置刷卡取件機制，改變列印行為

5.建置Live Ofﬁce展示環境

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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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

紙張

1.全錄辦公室服務

3.整合文件流程

2.辦公室彩色化文件應用

4.實現雲端/行動辦公環境

3.解決方案全面升級

5.建置Live CRD印刷流程

汰舊
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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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多元化Solution & Service
2.全面提升資訊安全

換新
維修

電費

空間

管理

尤其配合綠色辦公室概念與方案所導入之「主

台灣富士全錄的辦公室環境管理方案，全力協

動派遣」的預防式服務，內建系統會先行偵測

助客戶達到以下成效，創造營業利益及環境保

到設備內的耗材存量，或是設備的故障訊息，

護的雙贏局面：

自動回報本公司的客戶服務中心，主動派遣工

1. 降低總成本及設備最佳化：透過簡化程序縮

程師到場進行維修，或是由配送人員提前送貨，

減設備使用，進而節省工作空間、減少用紙，

減少當機時間，進而提高客戶的滿意度。不僅

降低營運成本。

減少派送車的往返頻率，從油耗的觀點來降低
碳排放，也提升辦公室設備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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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全體員工的專注投入和團隊精神，台灣富
士全錄為合作夥伴提供值得信賴之文件顧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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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方案和服務，頗受好評。本公司自 2012

4. 提昇企業形象：鞏固企業在民眾心目中的環

年起向利害關係者公開永續經營報告書，其中

保形象，有助於提昇企業商譽。透過更環保、

載述有關言行一致辦公室的做法與績效，引起

順暢以及更有效率的工作流程，增加企業生

客戶極為踴躍的迴響。

產力，並獲取更大營利。

總公司言行一致辦公室活動績效
改善參考指標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降低成本

36

20

14

14

14

12:1

21:1

31:1

32.5:1

34:2:1

11

7

5

5

5

$483,283

$381,002

$336,450

$294,542

$284,597

文件處理總頁數

352,857

280,464

225,631

267,770

257,021

文件處理量：影印 + 列印

295,904

219,676

169,989

210,902

202,806

文件處理量：傳真接收

13,619

10,066

3,720

2,604

2,137

文件處理量：傳真送件

4,989

5,602

6,370

5,421

3,901

38,345

45,120

49,552

48,843

48,176

297,142

204,753

166,779

166,594

156,900

雙面使用率

8%

21%

21%

28%

30%

多頁合一使用率

n/a

n/a

2%

4%

1.7%

電力消耗度數 (kW/h)

1,005

636

458

475

470

電力 CO2 約當量 (kg)

639

404

280

290

284

紙張 CO2 約當量 (kg)

1,486

1,024

834

833

785

每月 CO2 總量 (kg)

2,125

1,428

1,114

1,123

1,069

長青樹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1,816

1,221

953

960

914

設備台數
設備配置率 (EDR)
空間 ( 坪 )
每月總成本 ( 新台幣 元 )

文件改善

文件處理量：掃描頁
紙張使用張數

(FY12-13 以全台數據 )

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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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責任
致力推廣 FSC™ 認證紙張
目前國際間主要的造紙木材認證機構，首推森林管理委員會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通
過 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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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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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客戶。本公司要求合作的供應商必須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和重視環境保護，
例如：維護保育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當地居民的權利。本公司的紙張採購，堅持其過程必須有利於永
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因此，公司嚴格規定紙張採購的相關人員以及鼓勵供應商，都採購符合企業社
會責任的要求和能夠保育生物多樣性的紙張。台灣富士全錄於 2015 年 4 月通過雨林聯盟 FSC CoC 的
驗證，成為第一家榮獲此項驗證的事務機器業者。要通過此項驗證，必須歷經十分嚴峻的檢測與考
核，非常不容易。台灣富士全錄的產品與紙張之使用息息相關，此次能夠通過驗證，正彰顯本公司
對環境保護積極進行妥善與完整的規劃，持續提供優質的環保產品，協助客戶節能減碳，共同建立
低碳辦公環境的決心與承諾。本公司深切承諾，所銷售的紙張紙類印刷品為 FSC 產品，是源自於良
好及負責任的管理林地，且符合 FSC CoC 監管鏈標準。

FUJI XEROX TAIWAN CORPORATION
7F., NO.88, DUNHUA N.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REPUBLIC OF CHINA

IS CERTIFIED FOR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
CHAIN OF CUSTODY
Certificate Scope
Certificate Type: Single Chain of Custody
Standard(s): FSC-STD-40-004 V2-1
Product group(s): Printing paper; Newsprint; Packaging paper; Specialty
paper; Uncoated paperboard; Coated paperboard; Cardboard packaging;
Notebooks; File folders; Books; Magazines; Advertising materials; Business
cards
Valid from May 28, 2015 to May 27, 2020

左：台灣富士全錄公司總經理

右：雨林聯盟亞太區總監：Walter Smith

Certificate Registration Code: RA-COC-007215
FSC License Code: FSC-C125568
Certificate Issue Number: IN-2015-1
Additional details regarding the scope, including a full list of
products and species, are available at info.fsc.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n Jickling, Director, Certification
Rainforest Alliance
233 Broadway, 28th Floor New York, NY 10279 USA

RAINFOREST ALLIANCE IS AN FSC® ACCREDITED CERTIFIER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 verified on info.fsc.org.
This certificate does not constitute evidence that a particular
product supplie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is FSC certified
and/or FSC Controlled Wood. Products offered, shipped or
sold by the certificate holder can only be considered covered
by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when the required FSC claim is
clearly stated on invoices and shipping documents.
This certificate is the property of Rainforest Alliance. This
certificate and all copies or reproductions of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 returned or destroyed if requested by Rainforest Alliance.

Version July 2013

FSC CoC 推動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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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雅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由於來自日常生活中不斷增加的能源消耗，使得全球持續暖化；保護生物多樣性，是本公司在環境
活動的動力來源；我們居住的自然環境是地球上最寶貴的資產，必須留給後代子孫。為解決這個情況，
台灣富士全錄早於 2003 年 12 月就取得 ISO 14001 的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依循日本富士全錄的環境
管理方針：「防止地球暖化」、「保護自然資源」、「降低有害物質風險」為三大主軸，為追求環
境永續經營，並設定「管理 CO2 排放量」、「降低廢棄物量」、「綠色採購」為環境經營管理的短
中期績效指標。我們以 PDCA 的品質管理模式監督能源使用情況，積極強化環境管理體系。
在 2012 年總公司搬遷新大樓後升級照明系統，以
T5 燈具取代 T8 燈管，午休時間全面關燈，另配備
檯燈以提供有需求的同仁使用；空調系統的用電量

CO2 排放量 ( 噸數 )
1749

1717

1738

FY2012

FY2013

FY2014

改善相當顯著，全年度溫控設定為 25 度 C，以期 2000
有效降低耗電量。由於員工人數因業務需求增多， 1500
1000
2014 年度全公司用電總消耗為 2,803,342KWh，較
500
前一年成長 1.2%；而平均每人耗電量為 2,926 度，
0
則較前一年的 2,931 度有些微下降，如何降低工作
環境耗電量，是我們始終努力的課題。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台灣目前的能源 90% 以上倚靠進口，內部又有核四問題紛
擾，因此，透過能源管理以節省耗費，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台灣富士全錄在能源管理方面一直領先業界，於 2014 年
9 月 23 日順利通過 SGS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外部驗
證，由此顯示，本公司響應全球節能減碳及節約環境資源
的措施，獲得絕對的肯定。在 2014 年，台灣富士全錄透過
辦公室事務機汰舊換新，以 TEC 值為判斷要求，舊機為 APIV C5575 的 TEC 值為 3.92 kWh，新機 AP-V C5575 的 TEC
值為 2.4 kWh，較舊機更節能。總公司 7F 去年總用電量為
432.2 KWh/ 年，本次汰舊換新降低約 0.1% 耗電量。本公
司將持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供更多、更好的環保產品，
協助客戶節能減碳，共同建立低碳的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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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責任
ISO 14064-1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
為符合利害關係者對碳揭露之要求，與及早因應政府法令，本公司自 2015 年度起開始導入溫室氣體
盤查。所有盤查作業與文件均遵照國際標準 ISO 14064-1 執行，並於盤查完成後進行內、外部查證
作業。本次溫室氣體盤查資料期間為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範圍為總公司。
經由盤查結果統計，2014 年度總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總計為 433.24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CO2e)。其
中，外購電力為最主要排放來源，佔總排放量的 92.83%。因此執行節約能源為本公司目前達成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之主要方向，同時也可降低營運成本。

負責任的產品回收系統
雖然台灣富士全錄在台灣本地沒有製造任何辦公室設備，但我們仍負責所有客戶使用過後的報廢產
品處理。我們現時的資源回收再用率高達 99.9%。為了符合巴塞爾公約，以及本地和海外的法律要
求，富士全錄所有產品在設計和製造時，都參考了產品資源回收的政策。
台灣富士全錄桃園工廠自 2004 年起，開始對收回的舊機，進行「事業廢棄物完全再資源化」管理體
制。客戶報廢不再使用的機器，在回收之後確實拆解分類，依類別委託合格的再資源化處理業者，
將其還原成原物料，再轉銷售給其他有需要的業者，混合新原料，製作出各式各樣的產品，於 2007
年 3 月達成零廢棄的目標；其定義為將單純焚燒和掩埋數量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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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富士全錄回收報廢產品再資源化處理
的做法，確實足為業界表率。
在 2014 年度，本公司共回收 1,853 噸物料；截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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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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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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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骨架壓縮存放

素材存放

客戶滿意
客戶滿意是企業活動的根本，企業品質管理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客戶滿意”，藉由“客戶滿
意的程度”作為評價企業品質保證系統的工具。
台灣富士全錄認為，企業必須對所有使用其產品的客戶負責，為能明確掌握客戶對本公司產品及售後服
務的滿意程度，我們建置了客戶支援服務系統以及客戶聲音管理系統，同時透過競爭標竿調查和新安裝
客戶滿意度調查等積極行動，做為整體產品和服務作業的改善依據，以強化公司各方面的服務品質，持
續提供客戶創新的價值，提昇客戶滿意，與客戶建立長期互信的關係，這樣的合作關係和信賴度，並讓
我們與客戶在事業上獲得雙贏。

客戶服務系統
富士全錄技術支援中心由一組技術純熟且獲得業界認證的 IT 專業人員所組成，負責提供所有硬體、
軟體與文件管理解決方案的進階支援服務。專業人員使用多種診斷工具，運用先進的實驗室重現技
術問題，並找出即時解決方案。
台灣富士全錄客戶服務中心提供客戶諮詢、維修訂貨及線上故障
排除的服務。為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富士全錄在 2012 年強化
亞太地區服務系統，於馬來西亞吉隆坡、韓國首爾、澳洲雪梨成
立線上支援中心，以更快捷、更妥善的服務模式，處理客戶問題
和耗材訂單的需求。
這項服務榮獲國際知名的 SCP (Service Capability & Performance) 服務能力與績效認證，是富士全錄線
上支援策略的重要里程碑，該認證包含了超過 100 個國際認可的服務標準。此技術運用電子平台解
決服務需求及消耗品訂購，為亞太地區 11 個國家提供相同的支援服務，提供客戶即時的電話服務或
遠距技術支援。
試想無需親臨辦公室就能辨識及解決問題，可省去多少停機時間。
富士全錄工程師透過網際網路連線及授權，遠端監控及診斷設備
的問題，同時利用遠端支援工具進行修復或指引客戶解決問題。
客戶的問題會在最短時間內迎刃而解，節省等待服務團隊親臨拜
訪修復的時間。
台灣富士全錄以此認證要求的基準，承諾對每位客戶提供世界級
標準的優質服務，讓使用我們產品的客戶無後顧之憂，在同業中
樹立最佳的服務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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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
企業夥伴自動服務平台
除了傳統的電話支援外，台灣富士全錄更提供一整套完整線上支援服務，包括遠距管理、遠距監控
及遠距修復。本公司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盡量縮短故障造成的停機時間，讓客戶能夠更輕鬆、更
快速地排除障礙。並且透過獨特的 EP-BB 網路平台連接至客戶處的多功能事務機，進行遠距監控，
可自動取得列印張數、耗材使用情況、資料傳送狀況、故障通報及產出綠色環境報告。本公司高度
重視提供有效的客戶支援和延長設備運作時間，同時減少因親自拜訪客戶所耗用的油量，避免對環
境造成衝擊。因此，我們增加線上服務的百分比，取代非必要的親自拜訪服務。在 2014 年度的電話
或線上服務佔了 40%，比 2013 年度上升 22%。為保持高水準的服務，我們定期進行問卷調查，以
瞭解客戶對線上支援服務的滿意度。

無縫遠端服務平台
PRS 無縫遠端服務平台是一項先進服務方式，確保富士
全錄數位事務機能正常運轉，並提供最長的運行時間。
只要利用現有的基礎設備連線至富士全錄傳送資料後，
工程師可針對潛在問題進行迅速且準確的預測分析，
並迅速派遣技術人員前往提供所需服務及維修，有效
預防問題發生，避免客戶停機時造成的困擾。

指紋辨識系統
台灣富士全錄開發機場通關的臉部辨識系統，並輔助指紋辨識
系統。民眾出國通關時免排隊，只要 12 秒即可完成通關手續，
這項服務提供國人只要事先註冊，即可享有等同國賓級快速通
關禮遇，速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之一。這種生物特徵辨識設備，
符合生物特徵國際標準，可應用於大型生物特徵。例如 : 適用
於公司門禁 / 員工考勤 / 工廠 / 政府貴賓室 / 倉庫 / 保全系統等
各安全應用的領域，非常便捷。
台灣富士全錄始終認為，提供的服務必須隨時貼近民眾及客戶
的需求，公司才能邁向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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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調查
台灣富士全錄透過客戶滿意度調查，持續邀請客戶評價我們的銷售活動和產品；目前定期透過競爭
標竿調查及新安裝客戶滿意度調查，不斷進行管控機制改善和業務流程革新的方案，期待與客戶建
立更長遠的夥伴關係。

客戶聲音管理系統

富士全錄藉由每年定期的調查，廣泛且深入地

為迅速有效處理客戶聲音，提昇服務品質與客戶

掌握競爭品牌定位及調整對客戶滿意度策略。

滿意度，以與客戶建立長期互信關係，台灣富

2014 年度整體滿意度為 84%，忠誠度指標為

士全錄於 2005 年起強化客戶聲音的管理，並在

73%，比去年成長 4%。調查結果顯示，台灣

2006 年 7 月建置完成「VOC 管理系統」，傾聽

富士全錄的服務評價呈現平穩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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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裝客戶滿意度調查

網頁之客訴訊息，都能透過此管理系統迅速處理

為讓客戶對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絕對滿意，

與回應，並持續追蹤客戶對處理過程和結果是否

台灣富士全錄在客戶購買產品後的初期階段，

接受與滿意，各級主管及權責人員亦可隨時掌握

都會進行調查客戶對公司所提供服務的評價，

客訴意見的處理執行狀態。

並針對反應的不滿事項或需求及時加以改善，

此外，另設置有 0800 免付費之服務專線，聽取

以提高客戶的滿意度。

顧客的需求或心聲，建立與客戶的溝通管道。同

在客戶裝機 60 天後，由專責部門依銷售流程、

時，為了隨時掌握任何客戶的意見和抱怨的聲

服務流程、收款流程及整體評價等四大項目以

音，在企業網頁首頁也特別設置 Contact Us ( 與

問卷進行調查，從精心設計的 14 道題目中，

我們連絡 ) 的對話區域，以方便客戶上網直接傳

掌握客戶對我們的期待。這份問卷幫助我們了

達意見。

解客戶的最新需求，並進一步提昇客戶對台灣

在 2014 年度，VOC 管理系統共處理 1,713 筆客

富士全錄更深度的信賴。

戶聲音，三項主要 KPI 指標：48 小時回應率、五

在 2014 年度，我們共寄出 2,642 份問卷，問

天內解決率及處理滿意度，皆達 100%。

卷回覆率為 16.2%，整體滿意度高達 89.3 分，

競爭標竿調查

與前一年度相當。

此調查包括對本公司業務人員、維修人員、紙張

未來發展發方向

耗材配送人員、帳款回收作業，以及客戶服務中

本公司不僅在複合機的領域，同時也在解決方

心之服務評價；並包含富士全錄產品與他廠牌產

案和服務的領域，以成為客戶的 Best Partner

品和服務的評價。經由此問卷調查可以了解顧客

（可以諮詢的對象）為目的，我們將努力提昇

最新的需求和期望，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台灣

客戶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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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富士全錄集團自成立時，即在長期經營方針中明揭公司為社會之公器，在汲汲於業績之成長外，亦
能盡一己之力，對社會有所回饋。因此，本公司從當前的社會議題著手，持續的投入社會公益，由
企業本體到員工及眷屬，再擴及社區鄰里、社會群體，皆是我們服務的範圍；教育、環保、文化及
關懷下一代則是我們的方向。

1. 捐血活動
台灣富士全錄從 2009 年起固定於寒、暑假舉辦捐血活動，已
成為捐血中心的長期合作夥伴，並為社會大眾創造福祉。每年
在學校寒假及農曆春節期間比較容易缺血，為能幫助病患生命
得以延續，因此，從 2009 年 9 月起，由台北總公司開始與社
區鄰里合作進行捐血活動，之後於 2010 年 2 月開始展開至北 /
中 / 南區各營業據點。此舉不僅可以增進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
與信賴感，也強化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捐血中心表示，捐血車

總公司捐血志工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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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車，以方便全錄同仁與民眾捐血。
2014 年度，台灣富士全錄共募得 467 袋血液，迄今共累計 2,277
袋、569,250 c.c. 血液。

2. 社區清掃活動

南區捐血志工團體照

台灣富士全錄今年連續第 4 年參與社區清潔活動，號召公司多位志
工參與公司附近社區鄰里的大掃除活動，再度展現全錄志工對於環
境保護與整潔維護的熱忱。今年首度與在地學子─敦化國中學生及
總公司所在地的中正里鄰里長共同攜手與並肩齊心協力，一起敦睦
台灣富士全錄志工與鄰里長、
敦化國中同學 合影

鄰里，深耕下一代環境教育，共同保護我們的環境。活動當天全體
志工拿起清潔工具出發，大家懷著歡喜的心，漾著愉快的笑容開始
社區環境清掃。大家一手持耙子，一手拿畚箕，不一會兒的工夫就
裝滿大半垃圾袋，志工們賣力工作，雖處身冷冽的空氣中，且每個
人都已手臂酸痛並汗流浹背，但在大家的努力下，我們恢復了社區
乾淨、清爽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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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全錄志工付出的行動讓環保不再是口號，透過我們的雙手，讓我們居住的社區、
鄰里、地球變得更加乾淨，也更為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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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地球日百萬森林種樹活動
2015 年 04 月 25 日台灣富士全錄第六度響應 “喜瑪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所推動的「百萬森林」
種樹活動，超過百位以上的本公司員工及物流供應商攜家帶眷於苗栗銅鑼鄉的中海拔山林地，植下
台灣原生樹苗，共同種樹復育守護山林，活動過程寓教於樂不但健康而且愉悅。
喜瑪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為國內極少數受聯合國認證之非營利公益組織，其最著名之事蹟為在新
疆樓蘭文明古址復育森林，在國內，則以推動百萬森林活動，為台灣土地貢獻心力；台灣富士全錄
的 CSR 活動一向走在業界前端，能與該協會配合， 可謂是相得益彰。
台灣多年來山林地過度開發，加上外來物種如小花蔓澤蘭的入侵，造成土地水份流失鬆動，承受不
了極端降雨的考驗，而外來種植物也侵襲了台灣原生樹種的生存空間，嚴重破壞生態平衡。因此這
次活動定位為重新尋回台灣許多消失或即將絕跡的原生植物物種，為解救台灣的原生物種，主辦單
位特別準備 20 種台灣原生樹苗， 期待透過大家的手守護山林。
台灣富士全錄這次分配到的樹苗有 600 棵，在植樹區的草地上，大家帶著鏟子一面種樹一面玩泥巴。
同仁們藉由大手牽小手的力量，實際種下愛地球的樹苗，投入自然生態保育，參與活動迄今，本公
司累計已種下 1060 棵樹。

2015.04.25 苗栗銅鑼「百萬森林」種樹活動

親子同歡守護山林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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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要
名

稱 :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Fuji Xerox Taiwan Corp.)

總 公 司 : 台北市敦化北路 88 號 7F
電

話 : (02) 27319099

負 責 人 : 總經理 小林雅春
成立時間 : 1970 年 1 月
資 本 額 : 12 億 6 仟 7 佰萬元
股

東 : 新加坡商富士日洛克斯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99.8%)

員 工 數 : 958 人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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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為提供即需即印系統和工作流程支援服務，同時

複合機等辦公產品，提供各

也提供連續報表紙和單張列印設備，作為核心系統的

種高附加價值的軟體產品

資料輸出

辦公印表機業務

富士全錄全球服務業務

銷售彩色 / 黑白雷射印表

擁有雄厚的顧問經驗，最佳

機業務

的IT運用策略以及全球服務

文件

印

服務

中

心

辦公

件收
/郵

室

列

發室

網路，提供全方位的文件管
列

動

工

作

辦公傢俱業務

網路通訊業務

超高效能的辦公傢俱，提

提供網路通訊及電腦

供高品質高效率工作環境

週邊設備

所需要的完美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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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行

提高產能

印

理流程，讓企業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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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1 月 27 日富士全錄與和信開發 ( 股 ) 公司合資設立

主要分布在台北、板橋、三重、基隆、桃園、

1976

 4 月於桃園龜山工業區設立複印機工廠

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

1979

 3 月推出第一部自製普通紙複印機 3103 型

東、花蓮等主要城市。

1983

 7 月正式生產 2100 型微電腦複印機

1984

5

1988

 與和信企業團共同成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1989

 職工福利榮獲台北市長獎

1990

 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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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
 職工福利榮獲勞委會評選為“全國特優單位”

1998

 推出國內第一輛“即時零件配送專用車”( Parts Car)
 職工福利榮獲勞委會評選為“全國特優單位”

1999

 8 月榮獲加拿大 SCC 頒發 ISO9002 國際品質認證
 職工福利榮獲“台北市長獎”七次，勞工局長獎4次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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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營業區處
分公司

NMA營業處
臺北營業一處
臺北營業二處
事業發展處
GS事業處
PS事業處
北區營業處

2010

月生產複印機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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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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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營業處

2012

 榮獲台北市政府績優綠色採購企業及綠色商店
 榮獲台北市政府績績優環境教育獎

2013

 桃園工廠榮獲長青企業卓越獎
 榮獲環保署與台北市政府頒發績優綠色採購企業

2014

 榮獲環保署第23屆企業環保獎
 榮獲環保署績優綠色採購企業及綠色商店
 榮獲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績優綠色採購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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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意見
自從 1987 年挪威總理 Brundtland 發表”我們的共

社會責任，緊接而來的公司價值提升，例如技術創

同未來” 及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

新、效率提高、商譽提升等。在技術創新方面：台

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 地球高峰會議 ) 中揭櫫了氣候

灣富士全錄獨家開發「智慧電源管理系統」能有效

變遷、生物多樣性、森林原則、永續發展等議題，

的節省能源。甚至利用綠色科技的成果、協助客戶

距今將近 1/4 世紀，然此議題仍然持續發酵中。

引進具備先進環保功能的多功能事務設備，改善辦

其中，永續發展在企業界的落實，就是負起環境

公環境，達到真正的永續發展；在效率提高方面，

保護與肩負社會責任。企業藉由環境保護及肩負

自從該公司導入綠色辦公室專案後，照明系統及空

社會責任的執行，正可以提升企業本身的價值達

調系統的用電量明顯改善，事務成本降低 30% 外，

到永續發展。事實上從永續發展的三底線 (Triple

也減少 55% 的碳排放量；在商譽提升方面，台灣

bottom line)：環境的保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

富士全錄自 99 年度起，已連續四年獲得政府單位

經濟的可行性，可以檢視一個企業的永續經營方

『績優綠色採購企業』，2014 年更榮獲『第 23 屆

向。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近半世紀的經營，

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的公開表揚，企業的品牌知

正是企業堅持永續經營的體現。

名度因而更加提高。

從其每年所發行的永續經營報告書中可以發現，

台灣富士全錄願意引用全球永續報告協會之 GRI 的

台灣富士全錄致力於環境保護，早於 2003 年就取

永續性報告綱領架構，主動撰寫企業永續經營報告

得 ISO 14001 的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並設定「管

書，檢視其在環境、社會及經濟三方面的表現，以

理 CO2 排 放 量 」、「 降 低 廢 棄 物 量 」、「 綠 色

創造出更高的企業價值，彰顯環境保護、負起社會

採購」為環境經營管理的短中期績效三大指標。

責任，重視權益關係方，以及企業永續經營的決心，

推行“RealGreen”的理念，努力於省電 / 節能的

是非常值得讚許的。期許台灣富士全錄在未來做為

技術開發、資源的有效利用等。2014 年通過 ISO

企業的典範，能持續對弱勢族群的照顧與對台灣森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公司不僅力行環境經

林永續經營的關心，能為我們下一代再盡一分心

營管理，自 2004 年起，鼓勵紙張供應商提供來自

力，為子子孫孫留下一片淨土。

負責任、良好經營林地的原料所生產的認證紙張。

現為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生
物 事 業 管 理 學 系 教 授， 且 為

台灣富士全錄甚至更進一步地，支持森林永續經

FSC( 國 際 森 林 管 理 委 員 會 ) 會
員， 也 是 台 灣 FSC 森 林 經 營 標

營，於 2015 年 4 月通過雨林聯盟所驗證通過的非

準發展團隊聯絡人。他通過 ISO

營利組織國際森林管理之 FSC COC，成為第一家
榮獲此項驗證的事務機器廠商，今年初更第六度

9001：2008 主任稽核員訓練且
已 經 完 成 FSC FM、FSC CoC、

台灣森林認證發展協會

VLC 訓 練 課 程， 是 FSC FM 的 稽

響應百萬森林活動，植下台灣原生樹苗，共同種

李俊彥 秘書長

核員。

樹復育守護台灣山林。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所 學士、碩士
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 森林學系 碩士

由於台灣富士全錄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負起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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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勒岡州州立大學 森林學院 博士

編者後記
2015 年的夏天，除了面臨限水危機，氣溫更是

流淚的耕耘，總是會歡呼的收割！

屢屢突破 35 度關卡，在酷暑之下，人人都心煩

每年在編撰這本永續經營報告書的時候，其實

氣燥且揮汗如雨，沒有冷氣簡直無法工作；而

就是對這一年來 CSR 活動的總體檢，回顧本公

對企業來說，如何適應環境變遷，展現企業的

司 2014 年度的榮耀及成就，我們辛苦播種了

綠色力量，在營運策略上結合永續考量因素，

365 天，收穫的果實確實甜美而豐碩。

滿足各利害關係者對企業的期待和要求，找回

今年 6 月 11 日，代表雨林聯盟從美國總部專

人類與自然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程來台的亞太地區總監 Walter Smith，主持

台灣富士全錄於今年邁入 45 週年，回顧過去一

FSC CoC 授證時這麼說：「台灣富士全錄在

年來，本公司在環保領域有相當亮麗的成績，

獲得 FSC 認證及其他環保成就後，足以證明

除了致力於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的認證，

對於地球環境的永續經營有極大貢獻。」他

更以推動環保的傑出表現，榮獲企業最高榮譽

也特別稱讚：「台灣富士全錄員工對於企業

的環保獎項「第 23 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永續經營和環境保護有高度的認知，有一個

並且在 2015 年 4 月通過 FSC CoC 雨林聯盟的

傑出的工作團隊，這也是成功取得 FSC 認證

認證，我們盡力為愛護台灣富士全錄的客戶提

的核心價值所在。」對本公司而言，這是多

供環保產品與服務，更為社會提供永續的價值

麼大的肯定和鼓勵。

而努力。不僅如此，為提供員工更友善且更有

我們的成功，來自於強大的使命感和行動力。

魅力的工作職場，以保護員工身心健康與安全，

正如古希臘偉大的數學大師阿基米德所說：「只

自 2015 年度起，積極的推展職業安全衛生管

要給我夠長的槓桿和一個支點，我就能舉起整

理系統，我們將建立「安全健康」、「友善關懷」

個地球。」支點可比喻為使命感，而夠長的槓

及「充滿樂趣」的工作環境，以達成永續經營

桿就是行動力，從事任何工作，具備了使命感

之企業使命。自 1970 年公司創始以來，基於

和行動力，就一定會走向成功！

「CSR 就是企業經營本身」的信念，我們的每

編輯室 2015.08

一位同仁透過每天的工作實踐著 CSR，為實現
永續而努力。對台灣富士全錄而言，CSR 已經
不是一項“特殊活動”，而是關係到企業存續
問題之理所當然的核心價值。
為展現台灣富士全錄的環境責任，今後我們將
與所有利害關係者一起努力，為創造一個永續
經營的嶄新未來，腳踏實地，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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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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2012

FY2013

FY2014

直接雇用員工比例(%)

87.9%

87.9%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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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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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人事成本的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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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並降低派遣人員比例，確保企業內部專業知識和技能傳授。

GRI LA 3、EC3

員工滿意度(EMSI)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員工滿意度(%)

77%

78%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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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績效說明：FY14年員工滿意度改善7%，與公司進行薪資結構調整、改善福利措施、以及搬遷新大樓有關。
目標•課題：將針對滿意度低的部門進行改善，並擴大職業安全衛生活動，以持續提高員工滿意度。

GRI LA 13

管理職位女性所占比率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管理職位女性所占比率(%)

21.0%

24.2%

26.0%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女性員工擔任管理職位所占的比率。
2014年度績效說明：管理職位是指課長級以上（包含Group Leader）的職位，FY14年上升1.8%。
目標•課題：台灣富士全錄注重性別平等，將持續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GRI LA 13

女性員工比率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女性員工比率(%)

27%

27%

27%

定義：女性員工佔全體員工的比率
2014年度績效說明：近年女性員工人數維持在27%。
目標•課題：台灣富士全錄不論性別，持續雇用優秀人才，改善女性就業環境增加女性僱用比率。

GRI LA 13

達到法定殘疾雇用比率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法定殘疾雇用達成率(%)

36%

51%

64%

定義：依照法令規定，台灣富士全錄達到法定雇用殘疾人士的比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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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4 年增加雇用 13%。
目標 • 課題：未來將持續增加殘疾人士的雇用，照顧弱勢族群。

GRI LA 7

員工的年人均勞動時間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員工的年/人均勞動時間(小時)

1,876小時

1,902小時

1861.2小時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員工每人平均整年的工作時數。
2014年度績效說明：公司鼓勵員工妥善運用特別休假，減少加班， FY14 平均減少40.8小時。
目標•課題：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及調和工作及家庭， 將會持續鼓勵員工休假，並減少加班工時以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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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指標一覽表
GRI LA 7

職業災害千人率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職業災害千人率(人/1000)

9.71人

10.71人

12.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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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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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下班以機車通勤之外，必須時常往返客戶處
，相對較容易產生交通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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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5的重要課題，將加強機車騎乘注意宣導。

GRI LA 8

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數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數 (人數)

2人

3人

4人

定義：依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人數，男女不拘。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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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4年申請人數4人。
目標•課題：遵循政府政策，開放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於期限屆滿前，公司主動通知協助員工復職。

GRI LA 3

員工聲音管理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員工聲音處理件數

186

59

46

定義：員工對於改善公司提供的建議及建言數量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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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HR 3、SO3

員工行為規範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簽署率 (%)

100%

100%

100%

e-learning學習率(%)

83.2%

89%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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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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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年提供線上學習課程。
目標 • 課題：將持續推動線上學習課程，讓員工瞭解職工道德行為規範的重要性，並切實遵行。

GRI LA 1、EC 7

員工數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全公司員工人數

935

942

958

定義：會計年度最後一個月的員工總人數
2014年度績效說明：員工數不包含和範子公司。
目標•課題：擴大營收目標，持續增加業務人員(SR) 雇用。

GRI LA 10

員工訓練時數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員工訓練時數(小時)

30,384

31,960

32,924

定義：台灣富士全錄員工每年接受教育訓練的總時數(未包含線上學習部分)。
2014年度績效說明：除了業務人員(SR)新人訓、客戶服務工程師(CSE)技術訓練、行銷課程等， FY14增加了中堅業務人員(SR)訓練、新任主
管訓練、專業課程等，多達41項課程，FY14訓練總時數增加96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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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持續增加並強化多元之教育訓練課程。

GRI LA 13

員工離職率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全公司離職率(%)

8.31%

10.17%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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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績效說明：離職率較前一年度微幅下降。
目標•課題：為優化人力，台灣富士全錄將持續招募優秀員工改善經營體質，並持續改善工作環境降低員工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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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GRI PR 5

客戶滿意度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CBS滿意度調查

84%

87%

84%

客戶忠誠度指標

60%

6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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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績效說明； 客戶滿意度指標雖稍微下降，但客戶忠誠度指標持續成長。
目標•課題；台灣富士全錄在競爭者標竿調查客戶之滿意度為84%，努力改善流程，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

GRI PR1， PR2

商品安全通報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商品安全通報(件數)

0件

0件

0件

定義；表示台灣富士全錄每年發生的產品相關事故的次數。
2014年度績效說明：本公司並無重大產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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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PR 5

客戶聲音管理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客戶聲音處理件數

2,837

2,411

1,713

48小時回應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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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績效說明；共接獲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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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2012

FY2013

FY2014

單位(噸)

1,749

1,717

1,738

定義；將全公司各辦公室的耗電量及公務車油耗換算成CO2排放量來表示的指數。
2014年度績效說明；比前一年增加，主要在耗電量的增加。
目標•課題；為確實達成低減率1%目標，各辦公場所用電之耗用，夏季期間的冷氣、空調溫度設定在 25- 28 C。

GRI EN 5

辦公室用電消耗量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單位(KWh)

2,822,150

2,770,085

2,803,342

定義；全公司各辦公室耗電量。
2014年度績效說明；全公司用電消耗2,803.3KWh，主要在員工數增加，平均每人耗電量則有些微下降。
目標•課題；持續推動辦公室節能活動。

GRI EN 5

辦公室用油消耗量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單位(KL)

40.023

39.87

36.44

定義；全公司各辦公室的公務車耗油量。
2014年度績效說明；導入EPBB減少親自拜訪客戶所耗用的油量，比前一年大幅減少8.6%。
目標•課題；持續執行開車省能措施宣導，及提高線上解決率，避免對環境造成衝擊。

GRI EN 8

辦公室用水消耗量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單位(公升)

17,036

14,699

15,323

定義；全公司各辦公室的用水量。
2014年度績效說明；全公司用水量為15,323.8公升，比前一年上升4.67%，主要在部分營業據點發生漏水現象，平均每人耗電量則有些微
下降。
目標•課題；加強進行漏水檢測，並要求警衛不定期確認水錶數。

GRI EN 5

辦公室瓦斯消耗量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單位(KM3)

1,320

1,227

1,265

定義；五股大樓的瓦斯用量。
2014年度績效說明；瓦斯耗用 12.65KM3，較前一年增加0.38KM3。
目標•課題；持續執行定期管線洩漏檢查並實施用餐人數及用量分析。

GRI EN 2

零廢棄管理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資源再利用率

99.95%

99.95%

99.95%

定義；回收客戶端報廢的多功能事務機，其資源再利用率及廢棄率的管理。
2014年度績效說明；桃園工廠的廢棄率維持在0.05%以下。
目標•課題；已達到零廢棄管理，持續維持零廢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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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血袋數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袋數

133

28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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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績效說明: 共467袋，累計已達569,250袋。
目標•課題；持續進行捐血活動。

GRI EC 8

百萬森林種樹
年度

FY2012

FY2013

FY2014

數量 (株)

160

100

600

地點

新北市三鶯

新竹縣新埔

苗栗

定義：表示員工對公司發起的種樹活動。
2014年度績效說明：2015年度在苗栗種下600棵樹。
目標 • 課題：持續鼓勵員工參與各項環境保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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