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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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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原則
歡迎閱讀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緯軟 ) 發行的「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本報告書發行中文版本，並且放置於緯創軟體官方網站 

(www.wistronits.com) 上。企業社會責任期待透過更透明化的資料回

應，讓關心我們的各界利害關係人，能夠更加瞭解我們在 2019 年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表現和成果。

報告時間

緯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每年發行一次，本報告書主要揭露資訊範圍

為 2019 年度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 ) 之各項企業社會責

任的承諾、策略、管理方針、關鍵議題、回應、活動績效結果等資訊。

前一版報告書已於 2019 年 6 月發行。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邊界以緯創軟體台灣和大陸地區為主，其範圍如以下所列：

緯創軟體台灣地區據點             

緯創軟體大陸地區據點

本報告書資訊數據的範疇，涵蓋了經濟、環境和社會面的表現，資料

統計及計算方式皆說明於各章節中。為期與本公司編制之公開年報資

料一致，本報告所採用之財務數字及其相關資料均係以全公司之合併財報資

訊為依據，本報告其餘相關數據與資料，則以台灣和大陸地區為限。

撰寫綱領

本報告書參照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所開

發之 GRI 準則 (GRI Standards) 撰寫，符合核心選項 (Core) 揭露之要

求。日後將視需要經協力廠商驗證單位進行查證。

意見回饋

如果您對於本報告書有任何問題、意見與指教，非常歡迎您經由下列

管道傳達讓我們知道。

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室

李小姐，(02)7745-8888，maggielee@wistronits.com

地   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 號 3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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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速覽
績效速覽摘要表

 面向  績效指標  單位 2018  2019

 經濟

 總營收  百萬元新台幣 3,953 5,323    

 每股盈餘  元新台幣 5.22 6.23 

 環境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範疇 1
 - 範疇 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CO2e)
327.55

0.00
327.55

510.24
0.00

510.24

 單位營收溫室氣體排放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0.083 0.065

 總用水量  立方米 5,298 5,586

 單位營收之用水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1.34 1.05

 總廢棄物量  公噸 13.6 15.1

 單位營收之廢棄物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3.44 2.84

 社會

 當地主管佔所有主管百分比  百分比 (%) 99.9 99.9

 當地部級以上主管  百分比 (%) 99.9 99.9

 社會投資總金額  萬元新台幣 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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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2019 年是緯創軟體再創佳績的一年，在經濟大環境混沌多變的狀況

下，雖然遭遇逆風，我們都能迅速因應，繼續前行。緯軟 2019 年在營

收和獲利等財務性指標上，皆創下歷史新高。

2019 年也是緯創軟體值得紀念的一年，緯軟總部從內湖搬遷到汐止，

我們也在武漢成立大陸總部，展現緯軟永續發展的決心。我們為同仁

提供更舒適的工作環境，營造歸屬感，期待凝聚員工的共同目標與團

隊默契，以匯聚成強大力量，一起創造無限可能的未來。

緯創軟體秉持著「以人為本，以客為尊，用 IT 技術為核心，與客戶共

同改變世界」的理念，多年來奮力不懈，我們珍惜員工，提供同仁舞

台與成長空間；我們從客戶的需求與角度出發，成為客戶最信賴的夥伴；

我們提供 IT服務，與客戶一起創造各種可能，讓世界變得更便利美好。

2019 年緯軟的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工作重點聚焦在「經濟與公司治

理、環境共好、友善職場、社會參與」等面向，我們認同並支持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全面檢視這些目標與緯軟營運的關聯性，並落實於

日常營運中；我們也開始評估氣候變遷對緯軟可能造成的風險，採取

因應對策並持續改善。

展望 2020 年，全球經濟接連遭遇衝擊，我們將以更審慎的態度面對挑

戰，做好風險評估與控管，以確保緯軟的永續經營。我們對風險管理

經
營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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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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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包括經營風險管理、財務風險管理、IT 風險管理、以及氣候變

遷風險管理等，面對快速多變的大環境，我們要求團隊必須具備超前

部署的預防與應變能力，以降低不預期因素對企業造成的影響。我們

將進一步強化緯軟自身體質，以「人才」與「IT 技術的競爭力」為緯

軟的增添成長動能。唯有做好準備，我們才可能抓住機會，創造更好

的成績。

科技的進步和企業的成長都必須建築在社會與環境永續的前提下才有

意義，緯軟期許自己成為社會向上的力量，在社會參與上，我們將繼

續重視弱勢團體的關懷，以及友善環境。為善如涓滴成河，百川匯海，

一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若每個人都投入自己的一分力，集結下來

的良善就能改變世界，成就此刻與下個世代的幸福未來。

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執行長   蕭清志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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