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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個案執行及揭露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議合之標準 

評估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或議合之原則與議題判斷基準如下： 

 

（1） 該投資標的是否屬於長期投資 OCI 部位 

若投資部位屬於長期投資（OCI 部位），被投資部位需進行議合；若該

公司表現良好，於本公司關注之重點項目上並無違反之情事，則會建議

該公司提高標準或繼續維持。 

（2） 短期投資部位合計金額中屬高汙染及高耗能金額總數 

若非屬於長期投資部位，原則上雖不需進行議合，本公司仍密切注意並

針對合計短期投資部位中高污染、高耗能之投資金額是否超出限制。 

（3） 評估該投資標的是否有涉及我方特別關注之 ESG 敏感議題 

本公司投資相關單位與公司治理單位共同就 ESG 治理議題中選取該年

較關注之項目，以檢視投資部位中是否涵蓋應關注或議合之公司，而關

注之議題包含但不限於環境議題、社會議題、治理議題及 ESG 交疊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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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投資公司互動及議合案例 

 

案例一 

 

議合個案： 

某塑化公司 

議合議題： 

公司在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等議題做出那些努力? 

背景說明： 

由於該公司所處的產業為高汙染產業，同時為龍頭企業，並且在 ESG 上做出相

當多努力。 

交流議合內容： 

統一證於該公司座談會時，向管理層提問：「公司在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等議題

做出那些努力?」 

 

管理層表示：本公司在四個面向進行環保永續的努力，包括 

 

(1)發展循環經濟、海廢、塑膠製品回收再利用及推動再生料的使用 

 

推廣廢棄物回收再利用，2018 年本公司在越南與品牌大廠合作回收海洋廢漁網

再利用，以生產再生回收耐隆粒計畫，近年又與與嘉義縣政府合作，將沿岸養

殖生蚵廢棄的蚵繩回收，生產再生耐隆粒及耐隆絲。 

 

在嘉義新港廠投資新建耐隆回收廠，減少廢料載運途程並導入使用太陽能發電

的綠色能源，建構一貫化回收再生廠。越南及台灣耐隆回收再生粒每月產能合

計 500 噸，回收產量占總產量 4.2％。 

 

本公司也購入環保棉加工生產環保紗，規畫 2026 年環保紗銷售量將提高到占總

銷售量 50％以上。 

 

另外自 3Q21 開始回收塑膠製程產生的格外品，回收量為 2760 噸，回收率 91

％，規畫在 2026 年占台灣地區硬膠總銷售量的 10％以上。 

 

 

(2)開發水資源重複使用，雨水及製程用水回收循環再利用，節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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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使用方面，本公司的麥寮六輕海水淡化廠，總投資額 50 億元，日產 10

萬噸淡水，枯水期可提供麥寮廠區 1/3 以上的用水量。 

 

本公司也進行用水淸汙分流，將雨水回收分階段多次循環再利用，2020 年麥寮

廠區雨水回收佔總用水量 8.4％，水循環重複使用 7 次以上，2021 年擴大雨水

回收面積，增加回收量，雨水回收佔總用水量提升至 8.7％，水循環重複使用 10 

次以上。計畫再提升雨水回收系統效率，逐步提高雨水回收佔總用水量的 10％

以上。 

 

(3)發展綠色能源，擴充太陽能及水力發電設備，逐步提高潔淨再生能源發電比

例，減少化石能源耗用 

 

本公司導入自動化生產工程及更新生產設備，提高生產效率，以降低能耗，並

增加使用綠電。目前設置的太陽能設備提供 1.5MWp，將再推廣至各廠區，利用

各廠屋頂及閒置空間設置太陽能供電設備。 

 

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推動能源轉型，本公司於 2021 年已完成 13 座燃油鍋

爐改為使用天然氣，占全部 52％，2022 年預計再完成 8 座，並規劃 2025 年以

後所有燃油鍋爐全部改成使用天然氣。同時規劃執行減煤計畫，逐步減少發電

設備的燃煤用量，規劃 2030 年將比 2020 年燃煤用量減少 35％以上。 

 

 

(4)減少溫室氣體中最大宗的二氧化碳排放，並回收二氧化碳再利用 

 

本公司目前已擬定碳中和路徑圖，每月定期盤查溫室氣體，每年委請外部公證

單位查證並揭露排放量。本公司則推動內部碳定價機制，每噸碳排放收費新台

幣 100 元，並於每月各單位成本表中顯示，更要求各單位每年訂定減量目標。 

 

本公司在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上，開始自階段性增設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及水力發

電等設備，逐步降地燃煤發電量，並將燃油鍋爐改為使用天然氣等方式，以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碳排放量進程上，以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基礎，

規劃 2022 年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2％，2025 年減量 10％，2030 年減量 25％，

2050 年達成碳中和。 

 

 

影響及後續評估： 

環保節能議題逐漸被政府及社會所重視，該公司也不落人後，包括回收廢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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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逐年提升耐隆回收再生粒產能，以及水資源重複使用，水循環重複使

用 10 次以上，先由循環經濟的著手，落實公司環保承諾。該公司也擴大綠電使

用，投資太陽能發電設備，預計於 3 年內提升一倍發電量至 15.2Mwp，同時將

燃油鍋爐改為使用天然氣，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明確制定溫室氣體減排量進程

之目標。 

 

我們認為該公司具體設定目標，每年也都能逐步落實，達成永續環保的企業社

會責任，未來將定期檢視本公司 CSR 報告，評估循環經濟與節能減排的推進狀

況，並檢討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案例二 

 

議合個案： 

某塑化公司 

議合主題： 

綠能事業發展實績、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 

背景說明： 

由於該公司屬塑化產業中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較大之公司，已成為氣候變遷與

減碳議題中大眾注目之焦點，故想深入了解目前該公司綠能事業發展實績。 

交流議合內容： 

一、統一證主動拜訪該公司時，向管理層提問：「公司在節能碳減排上做出那些

努力?」 

該公司管理階層表示: 本公司目前推動提高節能使用效率之措施，主要為汰換效

率較差的設備，並於設備導入時加裝變頻器或伺服馬達。藉由廠房屋頂裝設太

陽能發電，降低碳排放。另本公司塑膠產品會添加適量比例再生原料，降低對

環境衝擊。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公司依據環安衛政策指引下，以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為推動基礎。考量各項環境衝擊、政府法規、內外部環境議題，鑑別公司潛在

各項風險，提出相關風險與機會，及相關因應措施。 

 

在水資源節約方面，朝製程水資源再利用為主。廠區所有用水主要用途為製造

程序使用，包含電鍍、塗裝等製程。公司已於 2017 年度導入新回收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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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目標設定在 2030 年回收水使用量佔自來水使用量比例 10%。 

 

在污染防制、廢棄物與廢污水管理方面，已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並依

規定作業，除了導入廢氣洗滌及生物分解等方式降低污染排放量外，並導入水

性塗料設備，使 VOC 排放量較油性塗料減少 80%~90%，進行源頭污染源管

控。本公司已導入 33 套水性塗料設備，VOC 防治設備已持續導入 5 套防制

設備。儘可能將空氣污染物降到最低，減少對周邊產生環境衝擊。 

 

營運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清除處理，均依照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辦理，並

做到廢棄物分類以提高廢棄物之回收。另公司透過源頭減量方式，在產品設計

包裝時減少不必要之包裝，以降低廢棄物產出量，以及進行資源垃圾分類回收

減量，更利用廢木材棧板回收再利用。此外，本公司也導入污泥烘乾機降低污

泥含水率，利用部分製程廢熱及燃燒機進行一般污泥及電鍍有害污泥烘乾減

量。 

 

二、本公司向管理層詢問：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

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及其實施情形？ 

該公司管理階層表示: 本公司主要供應商可區分為原料、外包加工及包材採購

等。如針對公司需求共同開發新原料和產品的主要供應商有：奇美實業（高品

質電鍍級 ABS 原料開發）和阿托科技（環保型 Cr3+黑色電鍍）。另與國外汽

車塑膠件配套大廠進行合資或技術合作方式，推動輕量化/以塑代鋼等新產品之

研發及生產。本公司各項採購皆須符合公司訂定之採購管理作業相關辦法及規

定辦理，合格供應商的管理也訂有供應商評鑑辦法定期考核。 

 

在綠色採購方面，本公司要求供應商所提供的包裝材編織袋，需以水性塗料印

刷導入，降低油性底漆稀釋性有毒物粍用。各層包裝結構皆使用同性質 PE 原

料，方便客戶後續回收處理，免去拆解作業。配合 SASO 驗證，出口至沙烏地

阿拉伯之克力袋包裝材，推行可降解塑膠，並符合其生物分解之規範。為符合 

VOC(揮發性有機物)有機溶劑排放量規定，降低油性底漆稀釋性有毒物粍用，以

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於 2016 年起致力推動水性塗料的採購。傳統的溶劑型塗

料原 VOC 排放量佔總量 50~60%，改採用水性塗料後，可減少至 10%以

下，達到嚴格的環保要求。同時禁用鉛、汞、鎘、六價鉻等重金屬，降低電鍍

製程對人體有害及有效廢水處理。本公司自 2016 年 2 月正式發文通知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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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配合遵守，後期新開發件規範也全面禁用以上環境危害物質。 

 

影響及後續評估： 

多年來，該公司一直秉持『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持續整理整頓，導入自動

化設備，改善生產製程與動線、建立通風、明亮、安全的工作環境。投入符合

歐規標準的水性塗料設備，有效降低有機溶劑的產生、建立生物塔、完善的廢

水處理，善盡企業保護環境的責任。 

 

本公司認為該公司設定具體目標，每年也都能逐步落實，達成永續環保的企業

社會責任，未來將定期檢視本公司 CSR 報告，評估循環經濟與節能減排的推進

狀況，並檢討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議合政策執行情形說明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

層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

共識。 

 

本公司每年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

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

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股東長期價值之虞時，本公司將詢問被投資公

司經營階層處理情形，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或參與相關倡議

組織，以維股東權益並彰顯盡職治理精神。 

 

關注議題之公司採取議合動作，議合績效如下表所示，由上述議合政策內容

可知，本公司每年透各種方式與被投資公司溝通，目的在於維護股東權益的同

時，彰顯盡職治理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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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股東會 公司拜訪 電話會議 參與法說會 

家數 5 註 1 44 註 2 1330 註 3 319 註 4 

 

註1：持有被投資公司股票張數達三十萬股以上（末有電子投票）或公司重點持

股，派員親自出席股東會。 

註2：2021年持有被投資公司家數為44家，不定期親自拜訪。 

註3：2021年持有被投資公司家數為1330家，每月定期電話訪談。 

註4：2021年參與被投資公司召開法說會家數為3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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