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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 

德勝科技極為重視員工權益，除遵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公認之人權標準制定人權政策，並致力於提供員工一個安全、

健康及有尊嚴的工作環境，落實僱用多樣性、薪酬與升遷機會的公平性，確保員工不

會因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國籍、政治傾向及其他受適用法規保護的任何其

他狀況而遭受歧視、騷擾或不平等的待遇；且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及提供申訴管道，以維護女性員工權益。 

本公司人權政策之執行方針及具體管理方案如下： 

(一)人權、職場多元化及性別平等政策： 

1. 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2. 杜絕不法歧視以確保工作機會均等。 

3. 落實性別平等、嚴禁性騷擾等情事。 

4. 禁用童工。 

5. 禁止強迫勞動。 

6. 重視員工維持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 

7. 勞資雙方之良性溝通。 

8. 定期檢視及評估相關制度及作業。 

(二)具體管理方案：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為保障員工之褔利，訂有職工福利辦法，且於 88年度依法設立職工福

利委員會。另為增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並秉持勞資雙方共享經營成果的

原則，本公司提供完善的福利制度與措施，使每位同仁在工作及生活上都能獲得

均衡的發展。 

(1) 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團體保險及職災險。 

(2) 年終獎金。 

(3) 員工酬勞、庫藏股轉讓、員工認股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4) 每年辦理員工旅遊、各項文康與節慶尾牙活動及部門聚餐。 

(5) 三節禮金、結婚禮金、生育禮金、生日禮金、傷病慰問及喪葬奠儀。 

(6) 依勞基法給薪特別休假，屆期未休完折發工資，並以書面通知員工。 

(7) 每年員工健康檢查。 

(8) 與合格幼兒園簽訂合約，協助員工托兒事宜。 

2.進修、訓練 

本公司為朝著永續經營的目標與維持市場競爭力，訂有教育訓練管理辦法，

以供同仁遵循，並提供教育訓練補助經費，每位同仁可自由選擇與自身工作相關

之內部或外部訓練課程。 

(1)新進人員訓練 

針對新進人員規劃訓練課程，使新進人員瞭解公司規章制度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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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職能訓練 

依據各部門之專業職能規劃內部訓練課程，或派員參加各訓練機構之課

程，加強個人專業知識及技能，包含專業技術訓練、業務訓練等。 

(3)主管人員之進修與訓練 

A. 對於各階層主管，針對其特性安排各種管理才能訓練，建立團隊共同願景及

經營共識。 

B. 經理人參與公司治理有關之進修與訓練請詳 111年報。 

(4)通識訓練 

A. 為維護勞工自身安全，每年規劃消防安全訓練、勞工安全教育訓練。 

B. 為維護企業誠信經營及企業社會責任，每年辦理宣導教育訓練，宣導內容包

含「道德行為準則」、「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

序及行為指南」、「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及「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等議題，相關資訊公告於本公司電子公佈欄供同仁參閱。 

(5)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相關證照、進修與訓練 

A. 本公司財務會計主管持續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辦

之「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班」等課程。 

B. 本公司稽核人員持續參與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舉辦之進修課程。 

C. 本公司財務人員一名持續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舉辦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含代理人）」之進修課程。 

(6)進修及訓練情形如下 

單位：仟元 

項目  班次數  總人次  總時數  總費用 

新進人員訓練   5     9 18  

193 
專業職能訓練  37   180 507  

主管才能訓練   -     -   -  

通識訓練  10   190 263.5 

合計     52   379    788.5 193 

 

3.退休制度 

本公司依勞基法規定設置員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

審核退休金提撥狀況及相關事項。另經會議決議每月按薪資總額 3%提撥舊制退休

金，儲存於台灣銀行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每年底核算次一年度預估達到退休

條件勞工之退休金並作差額提撥。退休金之給付與計算方式，悉依勞動基準法之

規定辦理。 

本公司訂有「員工退休辦法」明確規定申請退休之程序與條件以及舊制退休

金之請領程序。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國 94年 7月 1日起施行，並採確定提撥制。實施後員工

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或適用該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

月負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率為員工健保投保級距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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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員工行為或倫理守則 

針對員工的行為與倫理守則，本公司制定許多相關辦法與規定，並公告於公

司內部網路公告區以提供全體同仁隨時查詢，以作為員工行為應遵循準繩，其相

關辦法及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1)工作規則 

本公司為明確規定勞資雙方之權利義務，特參照相關法令制定工作規則，

主要規範內容包含：徵募、僱用、服務紀律與意見溝通、工作時間與考勤、請

休假、薪資及獎金、員工福利、考核、升等、升遷、獎懲、離職與退休解僱、

職業災害補償、撫卹安全、衛生、勞資會議。 

(2)人員任用管理辦法 

本公司於員工到職時即簽訂聘僱合約，合約中除明訂職務與職位、權益歸

屬等外，為確保公司商業財產，特別明訂需遵守營業秘密規則、競業禁止及他

人營業秘密等。 

(3)核決權限規定 

本公司實施分層負責，各層級亦有職務代理人，並制定核決權限表供各部

門遵循，以確保公司各項業務營運正常。 

(4)考績評核辦法 

本公司為使全體員工之日常工作表現與工作績效之考核能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之原則，以達到員工賞罰分明的目的，來提升整體工作效能及管理績

效，故訂定考績評核辦法，以資遵循。 

(5)員工獎懲辦法 

本公司為使人員獎勵與懲戒有所規範，除工作規則中明訂獎勵區分為嘉

獎、小功和大功；懲戒區分有申誡、小過和大過外，另制定員工獎懲辦法，依

據獎懲得加扣考績及酌發扣年終獎金。 

(6)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本公司為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並採取適當

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並明訂規則及員工申訴管道，以規範員工在

工作場所的言行舉止。 

(7)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本公司為預防員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

害，訂定本計畫，以避免暴力行為之發生。 

5.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本公司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制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安全管

理事項，供員工遵循。 

(1)工作環境安全 

A. 辦公場所保持整齊、清潔、適當溫度、濕度及通風，每年施行消毒作業。 

B. 保持室內、室外照明良好，各區域視野清晰，特別是夜間出入口、停車場。 

C. 定期實施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D. 實施進出門禁控制、訪客登記等措施，確保員工之安全。 

E. 每月實施噪音分貝檢測，以確保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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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每月實施消防檢查，確認緊急照明燈、安全門、滅火器功能與逃生路線順暢。 

G. 每月按規定實施輻射場所監測作業、每季實施飲用水大腸桿菌之檢測、每半

年實施二氧化碳濃度檢測及正己烷作業環境測定。 

H. 定期執行安全衛生法規定相關作業環境監測，確保作業環境符合標準。 

(2)設備安全 

A. 電氣器材之裝置設備與保養（包括修理、換保險絲等）由領有電匠執照或極

具經驗之電氣工作人員擔任。 

B. 應隨時注意，電氣機具之電線、開關的護蓋或絕緣被覆是否損壞，遇有損壞

或發生漏電之情形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向主管報告。 

C. 每年實施各項電氣設備檢查。 

D. 定期實施公務車保養，落實行前檢點作業，確保行車安全。 

E.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操作人員均接受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

並領有輻射安全證書或執照。 

(3)員工人身安全 

A. 每年定期舉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11年度之教育訓練已於 7月 14日及

11月 10日舉辦，參加人數分別為 19人及 20人。 

B. 訂有「災害緊急應變管理辦法」、「緊急事件應變管理程序」，確保緊急事

件之處理能力。每年定期舉辦災害應變處理演練，111 年度之災害應變處理

演練已於 4月 15日舉辦。 

C. 公司依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員工人數，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

材，並設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每月對於急救藥品及器材定期檢查，隨

時予以更換及補充；急救人員之訓練按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 

D. 每年實施員工一般健康檢查及特殊作業健康檢查。111 年度之健康檢查已於

9月 6日實施。 

E. 訂有「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避免員工從事重複性作業，因姿勢不良、過

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發生，每年定期以調查

表方式交由員工填寫，以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並於每週職護臨場服務時進

行面談及指導，將執行情形作成紀錄，並依規定保存。 

F. 訂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避免員工長時間工作，因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每年定期以問卷方式交由員工填寫，以辨識及評估高風險

群，並於每週職護臨場服務時進行面談及指導，將執行情形作成紀錄，並依

規定保存。 

G. 訂有「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避免員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

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每年定期舉辦宣導課程，提供申訴方式與

窗口等資訊，111年度之宣導課程已於 7月 14日及 11月 10日舉辦，參加人

數分別為 19人及 20人。 

H. 訂有「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女性員工，採取危害

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母性健康保護之措施，保護母體及胎兒之健康，並設

置專用哺集乳室，提供友善母性職場。 

I. 為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並採取適當之預防、

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明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及員

工申訴管道，以規範員工在工作場所的言行舉止。每年定期舉辦宣導課程，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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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之宣導課程已於 7月 14日及 11月 10日舉辦，參加人數分別為 19

人及 20人。 

J.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自 109 年起辨理醫護人員設置及臨場服務，

關懷員工健康。依據員工健康檢查結果，每週安排職護進行諮詢；每季職醫

辦理臨場健康服務。 

6.勞資間之協議 

本公司向來都遵守政府各項法令規章，並注重勞工之權益，舉凡員工之聘僱、

離職、退休及各項福利措施，均依相關法令為辦理之基礎，故自公司成立至今，

勞資關係和諧，未曾因勞資糾紛而遭受任何損失。 

7.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1) 「員工勞資會議實施辦法」每季定期舉行勞資會議，重要事項經勞資雙方代表

溝通協調，以保障勞工權益及勞資和諧。另如有必要，以內部公告之方式，通

知員工具有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情形。111年度之勞資會議已於 1月 17日、4

月 11日、7月 11日及 10月 11日舉行。 

(2) 本公司員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每季定期召開會議檢視提撥狀況，以保障員

工權益。111年度之員工退休準備金會議已於 1月 10日、4月 18日、7月 11

日及 10月 12日召開。 

(3) 本公司為明確規定勞資雙方之權利義務，特參照相關法令制定工作規則，主要

規範內容包含：徵募、僱用、服務紀律與意見溝通、工作時間與考勤、請休假、

薪資及獎金、員工福利、考核、升等、升遷、獎懲、離職與退休解僱、職業災

害補償、撫卹安全、衛生、勞資會議。 

(4) 建立員工申訴管道：設有申訴專線與電子信箱，立即視狀況進行適當處置，以

維護員工權益及強化職場安全。 

8.職場多元化及性別平等 

(1) 本公司重視員工多元性，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外國籍員工佔全體員工比例為

1%、佔高階主管比例為 7%；另按年齡分群佔全體正職員工比例如下： 

年齡 <30歲 30~50歲 >50歲 合計 

人數 6 74 42 122 

比例 5% 61% 34% 100% 

(2) 落實性別平等晉升機會，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全體職員女性佔比為 48%，而

高階主管女性佔比為 14%。 

(3) 本公司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依獎酬政策將企業營運績效回饋予員工；落

實同工同酬，針對同一職別之基層專員待遇相同，另針對具相關專業及工作

經驗之人員，按錄取者的學經歷、專長及證照等核定待遇，不因性別或族群

而有所差異。 

9.聘用公司營運所在地之人力 

本公司位於台北市最東邊的南港區，近年台北市政府推動「東區門戶計畫，

帶動南港產業起飛」，並以「軟體、會展、交通、新創、生技」等五大中心為發

展理念，未來極具發展潛力，而本公司亦適當聘用在地人力，以增進社區認同，

共同發展。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在地員工佔全體員工比例為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