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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方針 

關於本報告書 

2015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訊息發布以及官網揭露，內容主要為本公司向

利害關係人說明遠雄悅來大飯店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所作的承諾與努力。本報告

書將有關 2015年遠雄悅來大飯店於 CSR策略、目標、績效、措施、服務以及活動

進行揭露，報告週期為每年一次。 

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係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第 4.0綱領(GRI 4.0)撰寫並依其所述之核心選項編製。 

報告書期間、邊界與數據 

本報告書揭露遠雄悦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內之經營策略、目標、績效、措施、服務以及活動。 

   本報告書中的財務數據採用經會計師簽證後之公開資訊，均以新台幣為計算單

位，其他數據為自行統計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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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經營的承諾 

   ●經營者的話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定義為：企業承

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

社區、供應商、社會生活品質。我們非常認同這個理念，也是企業應盡的責任。

公司亦持續推動CSR工作，獲得了員工支持、社會的喝采，大幅提升遠雄的企業

形象。為此，我們推動品牌的經營為飯店未來必須持續發展的重點策略。 

本公司會秉持「做到最好，追求第一」的目標，持續努力，讓客戶滿意、公司

獲利、員工忠誠、股東認同及社會肯定。在未來經營發展上，以維持現有穩定客

群之經營為前提，積極規畫產品，提高服務品質，以吸引更多旅人來到遠雄悅來。 

隨著資訊傳遞日益快速，大眾對企業營運可能造成的社會、環境衝擊和影響也

日益敏感。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投資社會責任，將使企業有更多發展的機會；推

進企業社會責任，既有利於社會和諧與生態永續發展，更符合企業本身之商業利

益。企業可透過落實社會責任而降低企業活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及生態衝擊。為

實現環境與社會責任之承諾，我們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公司營運策略中，包括改

善內部管理制度、創造和諧職場環境、注重職場安全、推動節能減碳概念、積極

參與公益活動等，期能堅守「永續發展」之承諾。 

我們的成功除了建立在各項營運及財務之績效上，更應反應到投入於環保與社

會方面之努力。希望藉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發行，向利害關係人說明遠雄悅

來大飯店在企業社會責任上之努力，並感謝大家之支持與信任，我們將堅守「持

續改善」之目標，希望能成為對社會有所貢獻之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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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遠雄悅來 

    ●2.1 公司介紹 

 遠雄悅來大飯店是一座依著太平洋建立的英國維多利亞宮廷式建築，為遠雄企

業團首度跨入休閒事業領域的世界級景觀飯店。飯店位於海拔 220 公尺海岸山脈

北端，面積十餘公頃，依山傍海，近觀木瓜溪，遠眺中央山脈及花蓮市，湛藍太

平洋亦在眼前，與佔地四十公頃的遠雄海洋公園為伴，周遭圍繞著林蔭步道與觀

景平台串接環繞，連結所有戶外景點與室內設施，詩人花園的雕像造景，四季花

坊的夢幻浪漫，綠廊的盎然綠意，火舞廣場的遼闊，處處皆是大自然的蹤跡。典

藏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文色彩與浪漫特質，引領風潮，並以無微不至的禮遇

展現魅力，正所謂「近者悅，遠者來」。 

    遠雄悅來大飯店除了擁有得天獨厚的美景，以及美麗的建築外，感動的服務

更是遊客一再造訪的最大重點，遠雄悅來大飯店將持續培養員工「比 SOP多 1%」

及「Do More」的服務概念，讓國人不用千里迢迢遠赴國外，就能輕輕鬆鬆在國內

享受優質頂級的休閒生活，提升國內整體休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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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各項商品（服務）： 

分類 產品類型 服務項目及內容 

客房 

客房服務   提供英國維多利亞式風格，精心規劃近 400 間客

房，一半面山；一半臨海，可同時為 1,000名旅客

提供住宿服務。依房間走向可分別欣賞秀麗遼闊的

花東縱谷或一望無際的太平洋自然美景。 

餐飲 

浮光大廳 

 

  挑高 28米的寬闊視野，陽光自玻璃落地窗灑滿一

地金黃，東岸太平洋的湛藍有如迷人眼眸，不論是

享用美食或是啜飲午後咖啡，優雅的景緻都讓人感

到無拘無束，在這優雅風情的維多利亞國度，品嚐

為您準備的英式道地的下午茶點，洋溢著貴族生活

的愜意閒情美好時光。 

唐苑中餐廳 

 
 

  充滿中國風味，格局氣派不失雅緻的中式用膳空

間，選用花蓮當地的有機蔬果與當地海鮮，依盛產

食材打造的悅來風味合餐，完美呈現各式大宴小酌

的精緻美饌，適合家庭聚餐及宴客。另設李白居、

杜甫居、王維居三間貴賓包廂，可容納 10-20人，

讓您在味覺、視覺、空間感上都是貴族般的享受。 

英倫庭苑西餐廳   五星級名廚為您準備世界各地極具風味的美食，近

百道自助式豐富料理，精心設計的盤飾擺設，再加

上濃濃英式農莊花園的空間設計感，在享受美食的

同時，也沉浸於寫意的閒情氛圍中，依據季節打造

不同的美食活動，在四季都可以嚐到不同主題的美

味料理。 

秋草日式料理 

 

  京都的古典優雅氣優、品嚐和風味的上等美食，彷

彿穿著和服置身於日本當地，食材皆選用鹽寮當地

現撈海鮮，搭配日本進口食材與香料，花蓮當季蔬

果與農漁特產，透過主廚創意，將日式料理的完美

精神與花蓮當地的新鮮食材，變化出一道道最完美

的料理，特別設置二間獨立式包廂，可容納 8-12

人，讓您在寧靜私密的空間，安靜的享受屬於您的

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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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產品類型 服務項目及內容 

皮爾沙 KTV酒吧   太平洋左岸的綺麗夜晚，熱情音樂讓白日的優雅變

化成炫麗的迷情，如同音樂魔法師變一手巧妙的戲

法，在這璀璨國度享受各式的雞尾酒及點心，微醺

的氛圍之下，更能恣意的放鬆自已，找到自我。4

間 KTV貴賓包廂，可容納 8-20人，是完美屬於您

熱情奔放的音樂天地。 

愛情麵包坊  愛情麵包坊小小的蛋糕櫃裡琳瑯滿目，精緻的外型

如同一個個小藝術品，散發迷人風情。每日現烤出

爐的麵包，飄著淡淡香氣，鬆軟的口感讓您試過一

次就上癮。明星商品包括－法式乳酪吐司，完全使

用鮮奶製作，口感綿密香Ｑ；法式鮮果杯，酥脆巧

克力杏仁餅杯，搭配牛奶卡士達餡及豐富的當令鮮

果，酸酸甜甜的口味，深受顧客喜愛；墨魚乳酪燻

雞麵包，墨魚特有風味，加上略帶鹹味的乳酪丁、

燻雞肉黑胡椒，風味絕佳。歡迎光臨愛情麵包坊，

品嚐五星烘焙帶給您的驚奇與美好。 

宴會 

 

 

 

 

宴會廳 

 

 

 

  溫莎廳｜維多利亞廳｜水晶廳(共有三個廳) 

挑高 6 米的宴會空間，華麗氣派、場地寛敞，最

多可容納 600 位嘉賓，可設置活動式的舞台組合

及背板，隨著您的需要而千變萬化，不論是各式婚

宴喜慶、生日宴會、國際會議、大型發表展或公司

聚餐，均能賓主盡歡，讓您的每一場盛宴都是精采

演出。 

會議廳 

 

遠雄MICE   遠雄 MICE擅長整合資源、規劃流程、提供創新表

現與客製化的尊榮服務，總能不負眾望，完美地以

專屬活動襯托出商品性格與特色，留給客戶深刻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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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產品類型 服務項目及內容 

商店街 商店街   在儲備能量的旅行空間與時間中，最想獲得百分百

與平日生活不同的體驗，遠雄悅來大飯店的維多利

亞風采俯拾皆是，漫遊主題商店，也能感受英倫氛

圍一路延伸。  

 花蓮當地的小食佳釀、海洋公園的卡哇伊商品，與

帶有 19世紀貴族優雅的悅來主題商品，讓旅人也

能在家回憶旅行時的微甜滋味。 

休閒娛樂 瑞奇活力館 

 

 瑞奇活力館擁有各種適合全家悠閒娛樂的活動與

設施，有健身房、室內外泳池、按摩水療池、蒸氣

室、烤箱、兒童遊戲室等。置身在舒適的休閒空間，

可同時遠眺太平洋．飽覽咫呎青山．舒活暢快的身

心饗宴．是您來到這裡不能錯過的安排。 

水悅池畔  水悅亭是連結兩座八角形戶外泳池的中心點．不論

戲水、觀海、或是享受池畔躺椅上的日光浴．皆可

讓身心獲得最大的舒暢。亦可舉辦雞尾酒

PARTY、B.B.Q 聚餐．一面吹著徐徐海風．享受

美景．一面品嚐佳餚．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此！ 

悅來海側步道  來到好山好水的花蓮．一定要盡情的享受屬於花蓮

的新鮮空氣與陽光．尤其位處太平洋旁的遠雄悅來

飯店．處處充滿了海洋釋放的負離子．加上飯店周

圍的步道、四季花園與詩人花園種滿綠色植物與花

卉．自然的芬多精更是不可多得。享受海側步道的

美好．讓您有個煥然一新感受。 

賞日出活動  有多久沒早起看過日出了？ 您可曾想像睜開眼

睛．就能看到曙光正面從海平面上緩緩升起的美景

嗎？遠雄悅來飯店每日提供您隔天日出時間．不論

是在房內欣賞．或是走到火舞廣場觀看．當太陽升

起的那一剎那．無限感動永留心中。 

觀夜景平台  遠雄悅來大飯店門口的悅來廣場．白天除了可觀看

壯麗的縱谷景色．晚上更可看到山腳下燈火閃爍．

搭天上的點點繁星．彷彿演奏起「小星星組曲」一

般．全花蓮的夜景盡收眼底．讓人驚嘆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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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產品類型 服務項目及內容 

主題花園  在知名世界旅館設計WAT & G公司規劃下，飯店

周圍由維多利亞式的優雅氣息噴泉、植栽及雕塑組

合成各項景觀，有悅來廣場、四季花園、詩人花園、

火舞廣場、生命之泉等景觀花園，也成為海內外多

部偶像劇拍攝取景的場景。 

文創體驗活動  安排在地各式特色文化之戶外行程，有太魯閣一日

遊、縱谷漫遊等，帯給遊客更豐富多元的選擇。 

Belle Spa Belle Spa  Belle Spa 是悅來大飯店的獨創品牌 Spa，在

Resort Spa 全球掀起熱潮後，也成為現在國人到

花蓮渡假旅遊的一個新選擇，Belle Spa正是上上

之選，除了擁有國際級一流的渡假景觀與服務外，

獨到的氛圍和專業的芳療 spa 療程，再加上濃厚

貴族氣息的維多利亞風華，最適合迷戀頂級享受的

旅人。 

 

■2.1.2市場及產銷概況 
 

1.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及提供地區 

         本公司之營業項目係以客房及餐飲收入為主，2015年度上述兩項服務 

         收入合計佔營業收入淨額之 95.38%。本公司提供客房服務之對象大致 

         可分為本國旅客及外國旅客，最近兩年度客源國籍佔比如下： 

 

年度 本國 亞洲 美洲 歐洲 其他 合計 

104 92.60% 7.06% 0.22% 0.09% 0.03% 100% 

103 96.05% 3.48% 0.24% 0.07% 0.16% 100% 

   資料來源：本公司自行統計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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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位於東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其他觀光旅館營運比較如下表，其中前三 

      名的觀光飯店皆位於宜蘭縣，主要因其位置及交通條件較花蓮及台東佳，本 

      公司在花東地區總營業收入則排名第一。 

 

2015年東部地區觀光旅館營運總營業收入排行榜 

旅館名稱 房間數 住用率 平均房價 房租收入 餐飲收入 總營業收入 

蘭城晶英酒店 193 59.49% 8,421 352,951,369 329,802,437 768,413,499 

礁溪老爺大酒店 193 77.50% 7,112 388,250,284 272,932,739 759,767,940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231 66.90% 6,529 368,287,825 251,884,581 743,113,591 

遠雄悅來大飯店 381 58.46% 3,844 312,487,548 182,538,591 554,989,724 

美侖大飯店 343 72.72% 2,500 227,616,169 168,182,198 412,851,451 

娜路彎大酒店 276 59.13% 3,704 220,629,712 104,559,931 389,733,332 

太魯閣晶英酒店 160 62.80% 6,613 242,547,551  89,850,783 374,625,052 

知本老爺大酒店 182 66.29% 4,080 179,664,201 103,576,082 330,615,289 

花蓮翰品酒店 197 67.82% 2,075 101,211,296 150,288,975 264,059,835 

桂田酒店台東 290 25.56% 3,421  92,566,308  98,192,212 198,275,583 

統帥大飯店 270 58.43% 1,399  80,554,736  77,339,013 171,092,456 

山泉大飯店 167 58.44% 2,332  83,066,593  13,385,163 100,592,585 

花蓮亞士都飯店 167 55.89% 1,474  50,216,145  11,395,101  62,013,906 

幼獅大飯店 54 18.54% 1,850   8,397,900 -   8,857,780 

        註 1：單位：新台幣元，未稅。 

         註 2：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累計月報表」→「觀光旅館營運統計月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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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未來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雖 2015年經濟成長率不如 2014年，且景氣轉淡，但 2015年國人休閒與文 

     化支出仍較 2014年增加 2.6%，公營遊憩區、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等主要 

     觀光遊憩據點遊客達 2億 8,523萬人次，為歷年次高，僅較最高之 2014年 2 

     億 8,807萬人次微減 1%，顯示國人在忙碌緊張的生活裡更加依靠休閒的調 

     劑，加上週休二日及連假多，休閒旅遊市場的需求仍有一定的水準。 

 在供給方面，2015 年度全國觀光旅館累計總房間數較 2014 年度增加了     

1.36%，住房率為 69.28%，相較 2014年度衰退了 3.98%，而花蓮地區觀光

旅館住房率為 63.05%，亦較 2014年度衰退 7.74%，累計總房間數因部分業

者改裝房間，微幅減少了 0.3%。2016年度投入觀光市場之觀光旅館預計有

15家，共計 3,563間房，顯示市場的供給仍不斷成長，但需求的成長幅度卻

已趨緩，產生供過於求的狀況，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分析簡報指出，未來

部分缺乏特色、較無強力品牌後盾支援的住宿服務業者將受到此一現象的衝

擊。 

4.競爭利基 

（1）依山傍海，位置良好 

          本公司聳立在海拔 220公尺上，位處海岸山脈北端，依山傍海、視野遼 

闊，東向可一覽無遺太平洋海岸、北邊為繁華的花蓮市區及花蓮港、西 

邊是碧綠的中央山脈縱谷，南邊可見秀麗東部海岸線，碧綠的花東縱谷 

盡收眼底，渾然天成的秀麗風光，是花蓮唯一依山面海的五星級飯店， 

亦是全台唯一無可取代的特色。 

（2）擁有專業認證 

本公司於 2011年時取得「Muslin Friendly Restaurant」評鑑，其中日式 

秋草餐廳在食材、餐具、陳設及用餐環境等均通過回教認可，符合可蘭 

經規定，經回教團體實地勘查無誤後獲得清真認證。 

（3）提供五星級的環境及專業的服務 

本公司從事觀光飯店業多年的專業經驗，以優質、完善之環境設備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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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政府評鑑為五星級飯店，並以達到百分之百的滿意度為目標持續 

努力，近年來致力於通過 SGS QUALICERT 認證，以更專業的服務感 

動客人。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重視休閒旅遊之社會風氣及連續假期增加 

政府積極推動國旅及 In Bound市場觀光政策 

航班、航線增加，便利外國觀光客來台旅遊 

能源價格走勢疲弱，降低旅遊成本 

服務品質持續提升 

（2）不利因素 

氣候因素容易造成交通不便 

觀光產業淡旺季明顯，不利於產業的投資與經營 

東亞各國觀光市場競爭激烈，國旅市場旅客流向國外旅遊市場 

住宿服務業供過於求的趨勢顯現 

（3）因應對策 

目前交通狀況因普悠瑪及太魯閣號增加班次，已有顯著改善，惟交通票 

難以購買仍為花東旅遊的一大問題，近年來政府也持續提出對策，以避 

免不法購票的亂象產生，本公司則已透過各種方式提出建議，期能改善 

花東交通問題。 

營運淡旺季部分，本公司已施行彈性價格調控策略，期能在淡季時提高 

住房率，旺季時提高房單價，以期在整體營收上更趨平穩，並將產能發 

揮到最大。2015年度受到日幣貶值及韓國文化在台流行之影響，國人出 

國風氣盛，影響國旅市場營收，本公司將持續推出優惠套裝行程，並主 

打親子市場及退休族群市場，提供國際化的旅遊環境及服務水準，結合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塑造品牌形象，增強競爭力，以穩定客源，因應 

競爭激烈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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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單位：新台幣仟元；% 

銷           年 度 

   售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2015 年度 2014年度 

內   銷 外   銷 內   銷 外   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客房收入 - 346,899 - - - 374,167 - - 

餐飲收入 - 182,432 - - - 195,857 - - 

其他收入 -  25,659 - - -  33,013 - - 

合      計 - 554,990 - - - 603,037 - - 

 

   ■2.1.3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1.01.15 

上市日期 2013.12.03 (股票代號:2712) 

經營內容 觀光旅館、餐飲服務及商品銷售 

員工人數 343人 

董事長 洪賢德 

總經理 劉惠美代理 

資本額 新台幣 10.5億元整 

    有關本公司之相關營運架構、公司主要部門等相關資訊，請參閱: 

遠雄悅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www.farglory-hotel.com.tw)或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mops.twse.com.tw)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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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15年重要經營實績 

 2015年榮獲攜程網最佳合作夥伴。 

 2015年榮獲 Agoda Gold Circle Award。 

 2015年榮獲 Booking.com Guest Review Award住客評分卓越獎。 

 2015 Trip Advisor Travellers’ Choice 「前 25大家庭式飯店-台灣」。 

■2.1.5公司經營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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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參與協會 

  遠雄悅來大飯店參與協會及組織: 

 

  

遠雄悅來大飯店參與台灣服務優良品牌協會，依品牌形象策略、品牌管理維護

及品牌價值創造進行評選，提升本飯店服務品質以及品牌維護，本公司已於 2012

年度榮獲台灣商業服務業的優良品牌，有效期間為期 3年;參與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以及健康美食協會則為提升餐飲部同仁進階技能訓練及促進本公司餐飲研究創新; 

參與國際觀光醫療協會則為提供本飯店法律、醫療、旅遊、保險諮詢及各項轉介

服務;另本公司依「商業團體法」規定，加入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促

使與同業建立「永續經營」的經營理念，並共同創造「商品附加價值」。 

 

 

協會/公會 

台灣服務優良品牌協會 

花蓮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花蓮縣健康美食協會 

花蓮縣國際觀光醫療協會 

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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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績效 

    2015 年度全球經濟表現因國際油價下滑及中國經濟走緩等因素，表現並不理

想，而台灣受上述之影響，出口貿易呈現下滑，不僅製造業減少生產量，消費成

長亦趨緩，無薪假人數也持續攀升中，故整體景氣表現不佳，但因受惠於政府持

續推動為期 4年的「觀光大國行動方案」、韓國影劇節目宣傳以及廉價航空航線增

加等因素，2015年度來臺旅客為歷 10年之冠，達 1,000萬 439人次，與 2014年

度相較，成長幅度為 5.3%，其中「觀光」目的的旅客為 750萬 5,457人次，成長

幅度為 4.4%，亦為歷 10 年最高，惟就花蓮地區旅遊市場而言，2015 年花蓮地區

觀光旅館住客數為 79萬 5,241人次，較 2014年度衰退 5.7%，本公司受上述市場

衰退及 2015年度颱風登陸東部地區次數較多之影響，總營收較 2014年度下降 8.0%，

但因積極調整組織及撙節開支，使本公司在逆勢中仍維持一定程度之獲利。 

  2016 年度本公司將朝「打造智慧飯店，創造服務禮儀」之方向努力，除持續

提供感動服務，努力朝滿意度 100%邁進外，另將推出頭等艙、商務艙等客房，提

供客人更高級舒適的感受，以及爭取協辦各大公司會議團及員工交誼活動的機會

以提高淡季營收。另招募優秀新人加入「遠雄旅館學院」，以培訓未來專業旅館經

理人才為目標，以期本公司能夠持續獲利並永續經營。 

 2015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仟元 ,%       

相關財務數據可參閱遠雄悦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www.farglory-hotel.com.tw)

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發布之 2015年年報內容。 

年度 

項目 
2015 年  2014 年  

差異  

金額  % 

營業收入淨額 554,990  603,037 -48,047   -7.97%   

營業成本 332,106  360,936 -28,830   -7.99%   

營業毛利 222,884  242,101 -19,217   -7.94%   

營業費用 119,407  124,731 -5,324   -4.27%   

營業淨利 103,477  117,370 -13,893   -11.84%   

營業外收入   3,292  108 3,184   2948.15%   

稅前淨利 106,769  117,478 -10,709   -9.12%   

http://www.farglory-hot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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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利害關係人管理與經營 

    本公司透過 GRI永續性報告指南所提供以下四個步驟的循環來訂定本年度報

告書的實質性考量面與邊界：鑑別、排序、確認及檢視。 

 

 

 

 

 

 

 

    本公司透過官方網站／客服信箱、系統平台、顧客滿意度問卷等不同溝通管

道，收集各利害相關者回饋的資訊與所關切之議題，並依據不同利害相關人對不

同議題之關注、詢問及頻率進行議題回應與分析。 

 

鑑別關係利害人關注議題程度 

 

  

 

 

 

 

 

第一步 鑑別 第二步 排序 第三步 確認 

永續性的脈絡 重大性 完整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第四步 檢視 

永續性的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關
心
程
度 

重要程度 中 

高 

高 

CSR相關議題    經濟    環境    社會 

1.經濟成果 
2.市場地位 
3.採購 
4.水 
5.排放 
6.廢汙水污及廢棄物 
7.整體情況 
8.供應商環境評估 
9.勞雇關係 
10.職業健康與安全 
11.訓練與教育 

12.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13.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14.投資 
15.不歧視 
16.童工 
17.保全實務 
18.人權問題申訴機制 
19.反貪腐 
20.產品及服務標示 
21.行銷溝通 
22.顧客隱私 
23.法規遵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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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利害關係人類別 

       

 

 

 

 

 

 

 

 

 

 

 

 

 

 

 

 

 

 

 

 

 

 

 

 

 

 

 

客戶 

 定期執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設立專責之客戶服務人員，協助接聽及處理客戶反映之問題。 

 公開網站上設有連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供客戶直接反映問題，以落實保護

消費者及客戶政策。 

員工 
 對於人權、員工權益、僱員關懷等所採行之制度或措施，依法令規定載明於工

作規則、員工手冊中，例如兩性平等、性騷擾防治與處理辦法等。 

 公司設有意見反應信箱，隨時處理員工各項權益反映問題，並於公司官方網站

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促使與員工有效的溝通。 

 定期召開勞資會議，爭取員工權益。 

 定期召開總經理與各部門間會議，以增進溝通管道及橋樑。 

股東與投資人 
 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並於公司網站設有投資人專區，即時更新投資訊息

達透明化以及投資人活動訊息(如法說會、業績說明會)。 

 設有專人負責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蒐集及揭露等工作。 

 定期召開年度股東常會。 

供應商 
 公司設立客服專線，提供供應商、客戶及利害關係人申訴管道，並快速解決反

映之問題。 

 公司官方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促使與供應商有良好的溝通及責任規範。 

 依既定採購及付款內控作業制度執行相關供應商管理，並依簽訂合

約或採購訂單履行相關權利義務。  

  公司鼓勵工程單位與專業廠商合作，研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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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公司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相關者 關注議題 議題回應 

客戶  客戶服務  年度客戶滿意度調查 

 公司官方網站-詢問單 

 

員工  公司治理 

 勞資關係 

 薪資福利 

 職業安全與健康 

 內部網站 

 公司內部公告 

 各部門定期／不定期檢討會 

 多元的員工意見管道，如員工

意見箱／保健室 

股東與投資人  高階經理人異動 

 股利政策 

 公司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 

 未來成長潛力 

 獲利能力的持續提升 

 年度股東常會 

 至少每三年自辦一場法人說明

會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回答投資

人的提問 

 每年發行公司年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公開資訊觀測站或

公司網站公佈公司訊息 

供應商  供應鏈管理 

 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 

 供應商問卷調查 

 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專區 

 供應商現場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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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與頻率 

 

 

 

利害相關者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客戶  客服專線 

 公司官網 

 現場服務人員 

 即時 

員工  員工申訴信箱 

 電話專線 

 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專區 

 內部網站 

 定期會議 

 即時 

股東與投資人  股務代理專線 

 定期舉辦股東常會及法人說明

會 

 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專區 

 E-mail(發言人信箱) 

 即時 

 每年至少一次召開股東常會 

 至少每三年自辦一場法人說明

會 

供應商  E-mail 

 公司網站-利害關係人專區 

 電話專線 

 採購/驗收室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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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治理 

     ●3.1 公司治理架構 

 

 

 

 

 

  

資訊企劃室   

人事總務室   

財  務  室   

採  購  室   

經營企劃室   

薪酬委員會  稽  核  室 

總 經 理 

勞  安  室 

董  事  長 

董  事  會 

股 東 大 會 

房 務 部 工 程 部 娛 樂 部 商 品 部 客 務 部 行銷業務部 市場企劃部 餐 飲 部 

資料基準日:2015年 12月 31日 

安 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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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名稱 工作職掌 

董事長室 擬定公司經營策略 

總經理室  擬定公司經營計畫 
 有關各部門間之協調、溝通與管理工作 
 董事會交辦事項 

稽核室 內部控制作業之規範與整合、執行與檢討稽核作業執行及稽核報告撰擬、 
稽核缺失期後追蹤改善協助輔導各部室執行內控自評、內控及內稽知識之教育
訓練、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提出稽核報告與說明執行成果 

經營企劃室 公司經營願景、目標、方針之擬定、公司經營管理制度之整合、公司規章制度
之建立、協助制訂新事業之投資價值與可行性分析 

資訊企劃室 根據公司作業目標與方針，策劃單位業務，達成公司任務要求、 
各項電腦化進度與效果之協調、各項作業方案之建議及簽核、 
軟、硬體設備之規劃、設計、管理及安全維護 

人事總務室 負責人力需求、人員召募、敘薪、考核、福利及教育訓練等業務、負責總務、
庶務用品之管理，以及員工宿舍、更衣室之管理，勞、健保業務之執行 

財務室 處理各項會計帳務、稅務報表作業、 
收付款出納、資金調度作業、融資往來銀行之接洽與拜訪、股務作業 

採購室 負責工程、建材、總務、庶務用品設備之採發作業 

行銷業務部 各項業務之規劃及銷售、業務活動及銷售作業管理、 
業績、績效統計作業、團體業務之協調 

市場企劃部 廣告計畫之擬定及執行、促銷推廣活動之規劃及美工事務之推動、對外公關事
務之處理 

客務部 訂房業務、住房之接待、結帳及旅客交通運輸服務、 
客房銷售業務之推展及會員服務事宜 

房務部 客房、大廳、戶外等清潔服務與房間管理 

餐飲服務部 餐飲販售及各式促銷活動之執行，以及宴會、會議之接單及安排、 
新菜單之擬定與開發、廚房管理 

商品部 商品販賣與各式商品銷售活動舉行、新商品之開發與搜尋及商品管理 

娛樂部 飯店泳池救生及活動指導、SPA療程服務及商品販售 

工程部 各項機械設備之維護與公司各項修繕計畫之進行、 
擴建及改建計劃案件之規劃與執行 

安全部 維持公司及貴賓安全、協助交通管制、緊急事故處理 

勞安室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督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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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董事會 

董事會運作最大責任乃在監督公司各項營運狀況之透明度與內、外部之法

令遵循，避免貪污而危害公司，本公司另設置有薪資報酬委員會，其主要任務

職掌包括：審查管理階層職務、薪酬支給制度及其執行情形，運作嚴謹，對提

名、薪酬…等重大公司決策具決定性實質功能。 

◆遠雄悅來大飯店於 2015年度共召開 9(A)次會議，董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

次 

數(Ｂ) 

委託

(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 

席率(%) 

 (Ｂ/Ａ) 

  
備註 

董事長 洪賢德  9 0  100%  

 

遠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人代表 

董事 王慶祺  8 0  89%  

 

遠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人代表 

董事 陳美玲  8 0  89%  

 

遠東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人代表 

董事 饒明昌  8 0  89%   

董事 穆景平  9 0  100%   

獨立董事 蘇成田  8 1  89%   

獨立董事 倪志珍  8 1  89%   

監察人 莊坤元  9 0  100%   

監察人 陳玉梅  9 0  100%   

監察人 王偉程  8 0  89%   

 

 

 



24 
 

董事會組織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

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

關之規定。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ㄧ。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3.1.2稽核與內部控制 

 

    稽核室為獨立單位，隸屬董事會，設置稽核一人，總管內部稽核業務，負

責定期、不定期之稽核與專案查核等事務；除在董事會例行會議報告外，並每

月或必要時向董事長報告內控、內稽以及監理作業執行結果。 

    為了落實內控內稽制度及達到績效管控及永續經營的目標，對於各部室的

監理作業管理，制定一系列周詳的作業記錄表，透過查核的步驟，發現執行作

業上的缺失，以提供作為檢討及改善缺失的項目與依據。 

    為建立可行之管理系統來認知及發現各種可能的營運風險，衡量可能發生

的損失，事先採取適當措施予以預防及控制，並於發生損失時及時採取應變措

施，特訂定風險管理作業準則以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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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人數為三人，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獨立性，符合薪酬委員會職權辦法第五

條及第六條之規定。 

◆遠雄悅來大飯店於 2015年度共召開 4次會議，成員構成如下: ◆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

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但有關監察人薪資報酬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以監察

人薪資報酬經公司章程訂明或股東會決議授權董事會辦理者為限：  

一、定期檢討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並提出修正建議。  

二、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年度及長期之績效目標與 

    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三、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並訂定其 

    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確保公司之薪資報酬安排符合相關法令並足以吸引優秀人才。 

   二、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 

       給情形，並考量個人所投入之時間、所擔負之職責、達成個人目標情形、 

       擔任其他職位表現、公司近年給予同等職位者之薪資報酬，暨由公司短 

       期及長期業務目標之達成、公司財務狀況等評估個人表現與公司經營績 

       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  

   三、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

為。    

   四、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支 

職 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應出席次
數(A) 

實際出席率
(%) (Ｂ/Ａ) 

召集人 蘇成田 4 - 4 100% 

委 員 倪志珍 4 - 4 100% 

委 員 黃英士 4 -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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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五、委員會成員對於其個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前二項所稱之薪資報酬，包括現金報酬、認股權、分紅入股、退休福利或離職

給付、各項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其範疇應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酬金一致。 

相關公司治理詳細內容，可參閱遠雄悦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www.farglory-hotel.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發布之 2015年年報內容。 

 
■3.1.4反收賄、反貪污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

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誠信經

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並

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1.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訂定防範方案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2.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時，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 

   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 

   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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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 

    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 

    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3.2 道德價值與從業行為 

 

    本公司編製工作規則、員工手冊，並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供員工遵循，並透過內部會議與教育訓練課程向員工及董監事宣導誠信經 

    營之政策，作為員工平常工作及行為之遵循依據。 

   1.本公司員工應遵守道德行為守則如下： 

 (1)員工之言行應誠實、謙讓、廉潔、勤勉，同仁間要和睦相處，並應盡力

維護公司之信譽，不得有損及公司之言行。 

 (2)信守誠懇做人、認真做事，將誠實與操守置於所有利益之上之服務理

念。 

 (3)應共同維護健康與安全之工作環境，不得有任何性騷擾或其他暴力、威

脅恐嚇之行為。 

 (4)對於拾獲顧客遺失物品，應立即送交公司處理，不得有侵占之行為。 

 (5)不得向顧客索取額外小費，對顧客服務為份內職責。 

 (6)應絕對保守其職務之業務機密及顧客之秘密。 

 (7)不得有媒介色情、賭博、竊盜等違法行為，亦不得私自向顧客收換外幣

或私自導遊及收購或託購物品。 

 (8)應保密之資訊，包括本公司之人員及客戶資料、財務會計資料、智慧財

產權等資訊，及其他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本公司或

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揭露資訊。 

 (9)員工應確保所經手之各種形式文書資料正確與完整，並妥為保存。 

(10)嚴禁在公司內組織財務上之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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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管應加強宣導公司內部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

或本守則之行為時，得以具名檢舉方式向主管呈報，公司並應盡全力保

密及保護呈報者之身份，使其免於遭受威脅。 

2.本公司為維護兩性工作平等及提供員工免受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訂 

  定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作業準則」，供全體員工遵行。 

3.電腦為本公司員工必備之工具，為規範員工使用電子工具之行為，制定有 

  網際網路管理及使用規定供全體員工遵行。 

 

●3.3 風險管理 

   ■3.3.1風險管理政策 

 

    風險管理係公司經營管理中不可或缺之一環，風險管理是指經由辨識、評

估及因應管控等等措施以防止風險發生或降低風險衝擊之一套系統性之機制、

方法與流程。公司以往皆會進行風險評估，各單位之風險管理步驟與評估風險

等級之方法一致，並訂定「風險管理指標」，藉此要求員工採用一致、有效之

方法，有系統地辨識及評估日常營運與服務過程中所可能面臨之風險並追蹤管

理，以降低公司之風險損失、強化公司之服務品質及競爭力、追求效益之最佳

化。 

  ■3.3.2風險管理單位 

 

    公司管理階層乃是受本公司總經理/主管指定為營運活動之負責人，其同時

擔負該單位之風險管理職責。 

    稽核室為風險管理架構中之稽核(audit)單位，其依據本指標，針對風險管

理機制之運作執行客觀獨立之稽核，確保本公司風險管理機制有效地運作。另

對於本公司管理上及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則以內控制度之規定為依據，確

實落實稽核制度，以建構風險控管之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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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企業社會責任 

  ■3.4.1在公司治理方面 

 

    遵守法律規範，維持良好公司治理，嚴守商業道德規範。實施健全內部控

制與風險管理制度，維護資訊安全，落實公開資訊揭露。提供員工安全健康及

充分發揮所長的工作環境，以及合理的報酬與福利。 

 

  ■3.4.2 在環保方面 

 

    本公司辦公室落實 E 化多年，大量減少紙類廢棄物產生，垃圾處理上亦採

嚴格分類處理，落實資源回收。水電節能方面，雨水及客房用水回收澆灌再利

用，辦公室室溫隨時調整合適之空調設定等。 

    公司設有景觀環境之管理制度，並定期進行環境評估。設有景觀環境之管

理人員，以維護環境之美觀與清潔，落實執行節約措施，以達節能減碳之效能。 

 

  ■3.4.3 在社會服務方面 

 

    本公司不定期參與各項社會活動，例如贊助世界展望會公益活動、參與縣

政府各項觀光推展活動等，目前仍持續進行中。積極參與縣內活動並 

提供必要之贊助，配合活動順利進行。 

  1.在建教合作方面 

本公司長期以來均與各大專院校訂定年度建教合作協議，提供學生工讀

實習機會。 

  2.企業社會責任分工 

    (1)經營治理 

以股東及政府主管機關為主要溝通對象，為滿足其對公司正派經營，持

續獲利穩健成長期望，就達成永續發展與強化公司體質所必須面對考量



30 
 

之議題，進行研討並研議回應方式，以供經營者管理決策；並藉此維繫

公司與上述利害關係人間之信賴關係。 

    (2)社會關懷 

以公司員工、社會團體為主要溝通對象，並以「培養人才」之企業使命

為依循方向。對員工除了創造安全和諧的職場工作環境及保護員工合理

權益外，更要對其在專業上的培養及未來生涯規劃的發展議題進行規劃。

藉此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以使員工可無後顧之憂地為公司永續成長做

出貢獻。 

而在社會參與方向，本於教育的基礎，與教育單位合作，以結合本身專

業，提出適合並對社會有幫助之做法，使公司可善盡身為社會公民之責

任。 

■3.4.4 相關法令 

本公司服務標準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相關法令 

1. 旅館業管理規則 9. 觀光法規 

2. 觀光旅館及旅館旅宿安寧維護辦法 10. 菸害防制法 

3. 消防法暨相關法規 11. 星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 

4. 勞動基準法暨勞工相關法規 12. 公平交易法 

5. 消費者保護法 13. 保險法 

6. 資訊安全法規 14. 建築法規 

7. 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泳池管理規範 

8. 食品衛生安全相關法規 16. 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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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服務與供應商管理 

 ●4.1 客戶服務與滿意 

   公司設有客戶服務專線及服務人員，負責處理客戶之相關問題，同時不定期

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並針對滿意度較差之項目，會同相關部門，檢討改進缺

失，以提升產品品質及客戶滿意度。 

    ■4.1.1客戶服務 

    為提升服務品質，以積極的服務降低客訴件數，將抱怨的顧客轉換成滿

意的顧客而成為忠誠顧客，提供客訴處理作業以強化顧客關係管理。 

1.流程表單 

(1)顧客意見表 

(2)顧客申訴意見表 

2.服務專線 

專線號碼 03-8671308 服務時間(週一至周五 09:00~17:30) 

總機服務 03-8123999(代為轉接留言) 

客服信箱 hotel.service@farglory.com.tw 

提供顧客諮詢與顧客申訴服務。 

     ■4.1.2客戶滿意度 

  為掌握顧客的需求與期望，綜合評估顧客對飯店服務的滿意度，蒐集統 

    計滿意度調查資訊，作為未來改善服務品質與提升顧客忠誠度之依據。 

1.流程表單 

(1)顧客滿意調查表 

(2)顧客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2.顧客滿意調查表:依據顧客滿意調查事項，請顧客勾選及給予意見回 

   饋，並以簡訊或電子郵件回覆已收到顧客所填寫的意見。 

3.顧客滿意度調查統計表:每月將回收的顧客滿意調查表，進行資料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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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統計分析結果，每月以書面資料回饋相關單位作為檢討改善之依 

  據。 

 ■4.2 供應商管理 

    本公司經營飯店業務，致力與在地食材供應商合作，並鼓勵採購季節性地

域性食材，追求環境平衡發展。亦會於飯店商店街擺放在地生產經 SGS無毒認

證之優質米，鼓勵致力於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之廠商，廠商供貨之貨品須符合中

華民國衛生食品管理法之相關食品安全規定(含添加物)，如經衛生相關單位檢

驗不符規定者，廠商除無條件全數退換外，並負本公司損害之完全責任。 

    公司商業活動應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並於商業契約中明

訂誠信行為條款之情形，故本公司定期針對供應商及其他有商業交易之廠商進

行調查及評估，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5 員工健康工作環境 

 公司各項員工褔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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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規定加入勞保及健保，另加團保。 

     (2)每年端午節及中秋節致贈禮金或禮品。 

     (3)提供各項福利如下：結婚禮金、喪葬慰問金、員工本人殘廢補助、生 

        育補助、員工旅遊補助。 

     (4)年終或春酒聚餐，並舉辦大摸彩，獎品豐富。 

     (5)年終獎金(視當年公司營運狀況及員工考績發放)。 

     (6)教育訓練：新進人員之職前訓練，在職員工之在職訓練等。 

     (7)健康檢查：每年簽定勞委會核可之醫療院所，定期舉辦及提供一 

        般員工、主管體檢費用，為員工身心健康把關。 

    2.員工進修及訓練情形: 

      教育訓練為本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重點之一，新進員工從通識教育至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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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養成，皆依計劃階段性的進行。透過在職及派外訓練，以提升其 

       技術能力、領導統御能力及職涯發展。並有證照加給之獎勵措施，鼓勵 

       員工積極進修，強化其管理技巧並培養其專心、誠心之工作態度。未來 

       公司將持續進行人員培訓計劃，期使員工之職涯規劃能與公司整體利益 

       共同成長。 

     3.退休制度及實施情形： 

      (1)「勞動基準法」之勞工退休金舊制： 

           本公司已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並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 

           儲存於退休金準備專戶，退休辦法均遵照勞基法規定辦理。 

      (2)「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退休金新制： 

           自民國 94年 7月起實施勞工退休金新制，本公司依法規定讓員工 

           自願圈選「新、舊」制(無論員工選擇新制或舊制，民國 94年 6月 

           之前的年資均保留並適用舊有勞基法)，針對選擇新制之員工，公 

           司按月提繳勞工薪資之 6%作為勞工退休金，存入勞工個人退休金專 

           戶。 

      4.員工權益維護措施及維護情形： 

本公司一向重視勞資關係，平時透過各項福利措施、教育訓練，

以增進員工福祉，並透過員工認股，加強員工之向心力，達到

勞資雙贏的目標。另本公司勞資雙方協議均以勞基法規定再配

合公司人事管理規章，於員工進入公司服務時規定之，故實施

情形良好。任何有關勞資關係之新增或修正措施，均經勞資雙

方充分協議溝通後才定案，因此尚無爭議發生。本公司鑑於工

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之重要性。獨立設置勞安室，

針對員工人身安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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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設備之維護

與檢查 

規範設備範圍、使用以及維護方法、應定期檢查

項目等內容。 

工作安全與

衛生標準 

規範一般環境、電氣、消防、汙水處理現場、廚

房、餐廳、客房、辦公室…等工作場所環境應注

意事項以及防範意外之要點。  

教育與訓練 規範一般員工、外包廠商以及從事特殊操作員工

等人員之教育訓練方式以及應有時數。  

急救與搶救 規範各項緊急情況 (包括灼傷、觸電、中暑、休克

等)處理方式以及應行注意事項。 

防護設備之

準備、維持與

使用 

規範應使用特殊防護設備之環境以及相關防護設

備，並規範設備相關維護方式。  

事故通報與

報告 

規範遇到事故應執行之相關作為，包括聯絡對

象、聯絡方式、紀錄過程等。  

其它有關安

全衛生事項 

規範一般環境以及遇天災之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本公司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預防職業災害

之發生，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制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組織人員權責，有效反應事件及處理。 

 制定設備維護與檢查之內容與方式，讓員工熟悉各項作業流程。 

 詳列各項工作安全守則與衛生標準，讓員工熟記並遵守。 

 規劃安排依一般及專業性勞工安全教育與訓練及急救與搶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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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實施災害調查及分析，建立事故立即通報路徑，於第一時間降低傷

害。 

 依不同環境提供所須防護設備。（例如：於辦公室設置消防設備、逃生門

與逃生升降梯及逃生路線圖、濕滑地點設置警示標誌並立即清除、樓梯間

設置有安全繩網、汰換老舊或具危險之設施。於現場工地提供並要求穿戴

安全帽、安全鞋、工作地點嚴禁煙火、危險區域設置各項禁止警告標誌

等)。 

 

 

 

 

 

 

◇6 環境保護 

 ●6.1 環境管理系統 

    ■6.1.1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為落實本公司辦公場所之資源運用、環境衛生、消防安全及員工健康管

理並符合法令規定，特訂定環境安全衛生相關政策。 

    ■6.1.2  環境管理 

◆ 環境衛生管理：每年四季定期檢測飲用水質及照度檢測並設置廢棄

物與資源回收管理，提供同仁安全清潔舒適的辦公環境。 

◆ 消防及安全：配合公司制定計畫消防演練、加強逃生指示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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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檢測消防設備。 

  

滅火器 

全區設有A5B16C1之乾粉滅火器共522

具。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智慧型R型火警受信總機： 

• 1.機型： NOTIFIER AFP-1010 

• 2.火警偵測共計396迴路  

•  (定址點396點)、 (模組點396點) 

• 3.灑水/泡沫偵測共計99迴路  

•  (定址點99點)、 (模組點99點) 

• 4.設於一樓總機房。 

• 5.附設緊急連絡電話一組。 

• 火警自動警報採分層鳴動方式 

 

     ■6.1.3  環境安全衛生 

◆ 平時宣導各項節約用水、用電、用紙…觀念，既環保又利已，共創

雙贏。 

◆ 配合政令辦公環境全面禁菸，讓員工在安全舒適環境中工作。 

◆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定期勞安宣導課程與訓練。 

◆ 專責部門(人)負責資源分類及回收再利用。 

◆ 節能計畫執行，雨水回收再利用/設置汙水處理設備/節能燈具更換/

熱泵節能系統落實執行節約措施，以達節能減碳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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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系統 

 

 

◎LED節能燈泡 

 

 

◎雨水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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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排煙系統 

 

 

 

 

 

●6.2 推廣低碳觀念 

  ■6.2.1 落實執行節約措施 

公司落實執行節約措施，以達節能減碳之效果 : 

1.節能診斷：測試與資料庫建立，取得營運數據及設備安全係數。 

2.節能策略研發：蒐集新科技、新工法或優良管理措施，安排測試   

  驗證成效。 

3.整體效益評估：從建置成本、維護費用、管理制度與節能效益做  

  整體分析。 

4.回收效益：實際紀錄設施運作成果或管理績效，驗證是否符合預  

  期目標。 

■6.2.2 永續環境發展 

  為了響應政府政策及永續保護環境將規劃公司節能器具之汰換，將老舊的燈 

  具更改用省電標章節能T5燈具，並改善空調出風口設計以達期望之效能及節 

  電之效益。 

  本公司未來仍會持續關注環境保護之議題與新科技的發展，以期能善加運 

  用，盡到保護週遭之生態環境的責任，以及提昇節能減碳之效果，讓本公司 

  能與東海岸這塊秀麗的土地相依相存，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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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永續性指標 

 

   ●G4-9 組織規模 

     1.本公司人力結構分佈如下：  

 

 

 

 

 

 

 

 

  

 

  ●G4-11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遠雄悅來大飯店之一般員工可透過人事總務部門反映職場相關問題。

目前本公司尚未成立工會和員工協商的機制。 

  ●G4-12組織的供應鏈 

    觀光休閒旅館業者，主要係提供住宿、餐飲、渡假、休閒、會議及運

動等設施，以滿足旅客多元化之需求。茲將該產業關聯性圖列示如下： 

年            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員工人數合計  343  338 

平均年歲  35.7  35.6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4.4  4.4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    士  --  -- 

碩    士  2.2%  2.2% 

大    專  62.8%  57.2% 

高    中  26.3%  28.8% 

高中以下  9.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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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13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重大變化 

    遠雄悅來大飯店之組織規模、架構無重大變化。本公司定期針對供應

商及其他有商業交易之廠商進行調查及評估，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G4-33說明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現行做法 

       本公司屬非強制編列報告書之企業，故尚未尋求外部保證/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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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A.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 GRI G4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策略與分析 

G4-1 組織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略的永續性

之相關聲明。 
P.4  

G4-2 描述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P.28  

組織概況 

G4-3 組織名稱。 P.5  

G4-4 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P.6-9  

G4-5 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P.5  

G4-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 P.5  

G4-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P.5  

G4-8 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 P.6-13  

G4-9 組織規模。 P.21-22  

G4-10 依聘僱合約及學歷分類的員工總數。 P.39  

G4-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P.39  

G4-12 組織的供應鏈。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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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

供應鏈的任何重大變化。 
P.40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

原則。 
P.12  

G4-15 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

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  

G4-16 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

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 
P.15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7 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檔中所包含的所

有實體。 
P.2  

G4-18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P.2  

G4-19 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

大考量面。 
P.2  

G4-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

量面上的邊界。 
P.17-20  

G4-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

量面上的邊界。 

P.17-20  

G4-22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

進行重編的影響及原因。 - 
先前報告書 

尚未重編 

G4-23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

面邊界上的顯著改變。 
- 無重大變動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P.17-20  

G4-25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

的方法。 

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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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26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包含依不

同利害關係群體及形式的議合頻率。 

P.17-20  

G4-27 說明經由利害關係人議合所提出之關鍵議

題與關注事項，以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

鍵議題與關注事項。 

P.17-20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所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 P.2  

G4-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 2015年12月 

G4-30 報告週期。 - 每年 

G4-31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

人。 
P.52  

G4-32 組織選擇的「依循」選項。 - P.2 

G4-33 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

現行做法。 - 
尚未尋求 

外部保證 

治理 

G4-34 組織的治理結構。 P.21-26  

G4-35 最高治理機構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

題，授權委任給高階管理階層與其他員工

的流程。 

P.29-30  

G4-36 組織是否認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

境和社會議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機

構報告。 

P.29-30  

G4-38 按分類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

成。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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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39 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

員。 
P.21  

G4-40 最高治理機構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

程，以及最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和遴選的

準則。 

P.23-25  

G4-41 最高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

之流程，及是否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

衝突。 

於公開資訊揭露時，發佈

重大資訊。 

G4-48 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 P.25-26  

G4-49 如適用時，說明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

並將其意見與薪酬結合。 

P.25-26  

G4-51 按類型，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

層的薪酬政策。 

P.25  

G4-52 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說明是否有薪酬顧

問參與薪酬的制定，已及他們是否獨立於

管理階層。說明薪酬顧問與組織之間是否

存在其他任何關係。 

P.25  

G4-53 如適用時，說明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

與薪酬結合，包括對薪酬政策和提案之投

票結果。 

-  

G4-54 在主要營運據點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

最高個人之年度總收入與組織在該國其他

員工年度總收入之中位數的比率。 

-  

G4-55 在主要營運據點的每個國家中，組織中薪

酬最高個人年度總收入增加之百分比與組

織在該國其他員工平均年度總收入增加百

分比之中位數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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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倫理與誠信 

G4-56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如行為準則和倫理守則。 
P.27-28  

G4-57 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織誠信相

關事務之內外部機制。 
P.27-28  

G4-58 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

信相關問題的內，外部機制。 
P.27-28  

特定標準揭露 

考量面:經濟 

G4-EC1 直接經濟價值的產出與分配。 P.16  

G4-EC2 氣候變遷造成的財務風險與機會。 P.28  

G4-EC3 退休計畫。 P.33  

G4-EC4 政府的財務援助。 -  

考量面:市場地位 

G4-EC5 依性別(揭露)標準起薪與當地最低薪資的

比例。 

-  

G4-EC6 資深管理階層為在地聘僱(在地人)之比

例。 

-  

考量面:間接經濟衝突 

G4-EC7 基礎建設投資與服務所產生之發展和衝

擊。 

-  

G4-EC8 間接經濟衝擊。 P.28-29  

G4-EC9 在地供應商採購之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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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特定標準揭露-環境 

考量面:能源 

G4-EN3 組織內能源耗用。 -  

G4-EN4 組織外能源耗用。 -  

G4-EN5 能源強度。 -  

G4-EN6 能源耗用減量。 -  

G4-EN7 產品與服務(於使用階段)能源需求之減

量。 

-  

考量面:水資源 

G4-EN8 總耗水量。 -  

G4-EN9 用水對於水源之顯著影響。 -  

G4-EN10 回收水使用量及其佔總用水量之百分比。 -  

考量面:空污、水污及廢棄物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  

G4-EN19 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 -  

G4-EN22 廢水之處理方式、水質、排放地與排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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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EN23 各類廢棄物總量及其處理方式。 -  

G4-EN26 受公司污廢水排放所嚴重影響的水體及相

關棲息地位置、面積、保護狀態及生物多

樣性。 

P.35-38  

考量面:產品於服務 

G4-EN27 降低產品與服務對環境衝擊的設計。 P.35-38  

G4-EN28 售出產品於其包裝材料被回收或再使用的

百分比。 

-  

考量面:遵守環境相關法規 

G4-EN29 違反環境法律法規所被懲罰之重大罰款金

額，以及所受非經濟處罰之次數。 

- 尚無重大 

罰款金額 

G4-EN31 環境保護支出及投資。 P.35-38  

G4-EN32 經由環境(判定)準則加以篩選的新供應商

百分比。 

-  

G4-EN33 供應鏈中具有實際核潛在的顯著環境負面

衝擊與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  

G4-EN34 經由正式環境申訴機制所提出，呼應與解

決的申訴數目。 

-  

特定標準揭露-勞動條件 

考量面:雇用 

G4-LA1 依年齡、組別、性別及區域揭露新進員工

數目及比率和員工離職數目及流動率。 

-  

G4-LA2 全職員工(可以期待，有別於契約與臨時

工)的福利。 

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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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LA3 依性別揭露育嬰假的復職率和留任率。 -  

考量面:勞資關係 

G4-LA4 營運變化的最短告知期限。 - 

考量面:職業安全與健康 

G4-LA5 勞工安全健康委員會中員工代表。 P.32-34  

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傷害率、

職業病率、損工率、缺勤率與工作相關之

死亡人數。 

- 無此情形 

G4-LA7 職務上具疾病高風險或發生率的員工。 - 無此情形 

G4-LA8 與工會達成之正式協議中所包含之安全衛

生議題。 

- 無工會 

考量面:教育訓練 

G4-LA9 依性別與職級之平均訓練時數。 -  

G4-LA10 加強員工持續就業能力及協助員工轉職的

技能管理及終生學習計畫。 

-  

G4-LA11 依性別與職級之職能發展評估。 -  

考量面: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G4-LA12 依性別年齡組別少數族群成員及其多元化

指標揭露治理公司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

成。 

-  

G4-LA13 依職級與區域揭露男女底薪與薪酬之比

例。 

-  



49 
 

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考量面:供應商勞動條件評估 

G4-LA14 經由勞動條件準則加以篩選的新供應商百

分比。 

- 目前無資料 

G4-LA15 供應鏈中具有實際和潛在的顯著勞動條件

負面衝擊與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 目前無資料 

G4-LA16 經由正式勞動條件申訴機制所提出，呼應

與解決的申訴數目。 

- 目前無資料 

特定標準揭露-人權 

考量面:投資 

G4-HR1 載有人權條款或經由人權審查的投資協

定。 

-  

G4-HR2 員工人數的訓練時數與百分比。 P.32-34  

考量面:反歧視 

G4-HR3 歧視事件與矯正措施。 -  

考量面:自由結社與集體協商 

G4-HR4 識別員工與供應商違反自由結社與集體協

議的狀況與風險；組織所採取的支持措施。 

-  

考量面:童工 

G4-HR5 識別組織與供應商童工之風險；為消弭童

工，組織所採取的支持措施。 

-  

考量面:強迫勞動 

G4-HR6 識別組織與供應商強迫勞動之風險；為消

弭強迫勞動，組織所採行的措施。 

-  



50 
 

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考量面:供應商人權評估及申訴機制 

G4-HR9 接受人權審查或衝擊評估的營運總數和百

分比。 

-  

G4-HR10 經由人權條件(判定)準則加以篩選的新供

應商百分比。 

-  

G4-HR11 供應鏈中具有實際和潛在的顯著人權條件

負面衝擊與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  

G4-HR12 經由正式人權條件申訴機制所提出，呼應

與解決的申訴數目。 

-  

特定標準揭露-社會 

考量面:當地地區  

G4-SO1 組織中對於營運據點在其所在社區有實際

議和衝擊、評估與發展方案的百分比。 

P.29-30  

G4-SO2 對當地社區具有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的營

運據點。 

-  

考量面:反貪腐 

G4-SO3 經由評估貪腐的風險營運據點數目、百分

比與所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 無發現重大風險 

G4-SO4 反貪腐溝通與訓練。 P.26  

G4-SO5 對於已證實之貪腐事件的處理。 - 無此情事 

考量面:反貪腐 

G4-SO7 不公平競爭行為、反托拉斯與市場壟斷的

訴訟與結果。 

- 無此情事 

考量面:法令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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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頁碼 揭露情形 

G4-SO8 違反法律法規的次數與罰款金額。 -  

特定標準揭露-產品責任 

考量面:顧客健康與安全 

G4-PR1 對產品與服務實施健康與安全改善評估的

百分比。 

-  

G4-PR2 依事件結果揭露產品與服務於其生命週期

中違反健康與安全法規的事件數。 

- 無此情事 

考量面:產品與服務標示 

G4-PR3 組織程序要求的產品及服務資訊種類，以

及標示這些資訊重要產品及服務上的百分

比。 

-  

G4-PR4 產品與服務違反資訊與標示法規的事件。 - 無此情事 

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 -  

考量面:顧客隱私 

G4-PR8 侵害客戶隱私及遺失客戶資訊的事件。 - 無此情事 

考量面:遵守產品相關法規 

G4-PR9 產品與服務違反法規的罰款金額。 - 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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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絡資訊 

 

 

 

發言人 

姓名：張筱楓 

職稱：財務室 經理 

電話：03-8123900 分機8350 

傳真：03-8123933 

電子郵件:IR_HOTEL.hh@farglory-hotel.com.tw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18號 

 

代理發言人  

姓名：邱楴緗 

職稱：財務室 襄理 

電話：03-8123900 分機8363 

傳真：03-8123933  

電子郵件：FIN_HOTEL.hh@farglory-hotel.com.tw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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