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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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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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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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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實踐企業永

續以及社會責任的各項表現和成果。

報告時間

緯創軟體企業永續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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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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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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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8816，maggielee@wistronits.com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 號 32 樓



緯創軟體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3 4

績
效
速
覽
摘
要
表

績效速覽
績效速覽摘要表

 面向  績效指標  單位 2019  2020

 經濟

 總營收  百萬元新台幣 5,323 5,101    

 每股盈餘  元新台幣 6.23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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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62

0.00
615.62

560.06
0.00

560.06

 單位營收溫室氣體排放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0.116 0.11

 總用水量  立方米 5,586 4,063

 單位營收之用水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1.05 0.80

 總廢棄物量  公噸 15.1 22.2

 單位營收之廢棄物量  千公噸 / 十億元新台幣 2.8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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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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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2020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在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我們

迅速應變，開發健康關懷系統，啟動疫情防控和復工方案，照顧公司

全體員工的健康；我們因應客戶啟動多元工作模式，擔任客戶迎戰變

局最堅實的後盾，營收得以快速回到正常軌道。全年營收雖受疫情與

新台幣升值雙重影響略減，但公司努力優化經營管理綜效，終不負股

東所託，獲利創下歷年新高。

秉持永續經營的承諾，除了專注本業，營運表現持續繳出優良成績單

外。我們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方面持續努力。在環境方面，我們

關注氣候變遷議題，進行氣候變遷風險管理，我們設定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承諾，強化能源監控與管理系統以降低整體用電量，宣導並推動

員工在公司各層面落實節能減碳；我們提倡友善環境行動，帶領同仁

與眷屬進行淨山、淨灘、募款植樹、搶救荒漠等活動，並落實垃圾分

類與回收。

在社會方面，我們著力於幸福職場以及社會參與。緯創軟體從事資訊

服務，員工是公司最重要資產，我們重視人才發展，打造友善職場，

我們成立員工服務中心，以員工為核心優化制度與流程，提升同仁的

服務體驗，提供員工施展抱負的舞台。身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在社

會參與的項目上，我們聚焦於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健康與福祉、

陸地生態、海洋生態三項目標，守護自然生態與關懷弱勢族群，結合

經
營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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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
者
的
話

緯軟資訊服務的核心優勢，自 2020 年起，我們開始前往偏鄉小學進行

電腦程式教學，讓偏鄉的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學習程式，培養邏輯能力。

公司治理方面，我們專注於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保障股東權益、

強化董事會職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逐步推動

各項制度及辦法，以提昇公司治理品質及成效，進而追求股東權益最

大化及企業之永續經營。

緯創軟體的核心業務為資訊服務，我們重視資訊安全並保護客戶隱私。

資訊管理確保緯軟企業的穩定運作，資訊安全更是緯創軟體對客戶必

要的保障與承諾，本報告書特別說明緯軟如何持續以制度化、文件化

及系統化的管理機制，監督並檢視資訊管理成效。

展望 2021 年，緯軟營收將回到成長軌道，並穩健獲利，在積極追求營

運表現的同時，緯創軟體將同時守護環境、關懷社會，真誠回應利害

關係人的需求，持續帶給社會正面影響力，讓世界更美好，實踐經濟、

環境與社會共榮共存的永續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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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