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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不論在電子或生醫，同樣都面臨了不同的情

勢變動。不僅中美貿易戰持續延燒，全球更爆發新

冠肺炎問題，除了電子產業面臨巨大的考驗外，也

為生醫產業帶來極大的衝擊。

電子事業群：

(1).上游供應商(原廠)雖有生產不足及交貨不順的情

形，然全球疫情爆發，宅經濟需求大幅增加，導致

本公司代理產品供不應求。

(2).本公司主要客戶以高階伺服器、高階交換機、醫

療應用及工業應用產品為主，由於需求大幅增加，

本公司一方面儘量滿足下游客戶最低需求外，也加

強對現有客戶提供更多的產品服務，以找尋更多的

機會點。

生醫事業群：

隨著法規開放及政策鼓勵，台灣生技業者積極投入

市場。三顧致力朝『再生醫療』發展，不僅從日本

成功技轉『細胞層片』技術，更已落實在台建立細

胞製程中心，取得國內『細胞治療產品三期臨床試

驗許可』，並進行臨床試驗中。同時三顧已與日立

集團、國發基金及其他投資夥伴共同斥資新台幣20

億元成立樂迦再生科技公司，未來準備在竹北生醫

園區建立亞洲最大的CDMO細胞工廠，並引進自動

化設備以提升產能。

2020年不論在電子或生醫，同樣都面臨了不同的情

勢變動。不僅中美貿易戰持續延燒，全球更爆發新

冠肺炎問題，除了電子產業面臨巨大的考驗外，也

為生醫產業帶來極大的衝擊。

電子事業群：

(1).上游供應商(原廠)雖有生產不足及交貨不順的情

形，然全球疫情爆發，宅經濟需求大幅增加，導致

本公司代理產品供不應求。

(2).本公司主要客戶以高階伺服器、高階交換機、醫

療應用及工業應用產品為主，由於需求大幅增加，

本公司一方面儘量滿足下游客戶最低需求外，也加

強對現有客戶提供更多的產品服務，以找尋更多的

機會點。

生醫事業群：

隨著法規開放及政策鼓勵，台灣生技業者積極投入

市場。三顧致力朝『再生醫療』發展，不僅從日本

成功技轉『細胞層片』技術，更已落實在台建立細

胞製程中心，取得國內『細胞治療產品三期臨床試

驗許可』，並進行臨床試驗中。同時三顧已與日立

集團、國發基金及其他投資夥伴共同斥資新台幣20

億元成立樂迦再生科技公司，未來準備在竹北生醫

園區建立亞洲最大的CDMO細胞工廠，並引進自動

化設備以提升產能。

 (1).技術移轉：在2017年技轉日本 CellSeed Inc.之

「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口腔黏膜上皮細

胞層片，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ESD)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道狹窄症狀。目前3

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月於義大醫院順利

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院方面也於2021年3

月完成臨床試驗起始訪視 (SIV)，已開始收案。另為

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床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

1月24日與台灣食道研究聯盟（其為國內各大醫院的

內視鏡科、胃腸肝膽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所組成的

食道研究聯盟），共同討論未來如何在台執行該臨

床試驗案，為了加速收案的速度，將請食道研究聯

盟的醫師，共同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到食道臨床

試驗的執行醫院。

 (2).軟骨細胞層片：截至2021年3月分別與義大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

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法》提出自體

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獲得TFDA審議

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20例的收案，又

在2021年第1季已完成9例的移植，而花蓮慈濟醫院

在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分別新增三軍總醫

院、敏盛、新光與童綜合醫院的申請案；2021年度

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美醫院的申請案

，預計2021年底前共可通過至少12家醫院的申請案

�.經營者的話
，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在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

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開發與試驗申請。

 (3).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已先後取得

「一種微細胞層片的製造方法」(發明第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其製造方法與

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發明專利。本

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療計畫申請案，

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

已先後在2020年7月、2021年1月通過義大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作申請案。此外，預計2021年

底前會再提出花蓮慈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

醫院的申請案；不僅是治療，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

儲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

重新取組織，直接將細胞解凍使用。

(4).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

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

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另外，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

為細胞治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CPU)及臨床試驗之

細胞產品製造場所的查核，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

操作(GTP)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

執行細胞治療。

(5).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與華碩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之DataBank醫療大

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究，開始進行免疫

細胞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結合華碩AI技術，

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6).推展再生醫療進軍國際：積極推進台灣生醫產業

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已與代表日

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樂

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在2020年12

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同意

參與投資，顯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台灣生醫產業邁

向國際的支持態度。

三顧秉持「以人為本，攜手成長」的用才理念，把

員工視為最重要的資產，注重人才培訓，除透過內

部規劃有「教育訓練」，並安排員工外部進修，以

提升員工技能，同時激發其潛能，希望將員工的知

識轉化為公司組織的力量，落實「誠信、樂觀、團

隊及挑戰」經營理念，塑造更優秀、更專業的團隊

。此外，亦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理念，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之餘，以實際行

動支持社會教育、技術研發、人才培育、運動等項

目之發展，並參與各種公益活動的，連結內部同仁

甚至擴及整個社會。例如三顧自2015年開始投入校

園奬勵捐助計畫，並於2016年6月起，透過「台灣

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健康創業創意競賽」，藉以培

養學生創意思考、團隊合作與創業精神，促進企業

與學生的資源連結。將創新的大健康概念付諸實行

，也為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注入新活力。

  另外，在參與人才培育方面，三顧積極爭取參與科

技部於2018年到2020年辦理三梯次的培訓1,000名

博士的「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以

一年期間協助在職培訓科研博士，讓其可以在業界

實習或就業或創業，提升產業競爭力。

  展望未來，將持續在『穩健中求發展』的經營策略

，以電子的科技基礎，同時發展醫療的技術，將「

科技」與「醫療」結合，並透過與各醫療院所合作

，將細胞治療技術應用到其他疾病治療，激發醫療

技術的創新，以降低人口老化對社會的衝擊，減少

醫療與長照的需求，減輕社會福利的負擔。

三顧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在追求企業經營績效與永

續經營時，亦兼顧股東權益極大化，與發展員工、

顧客、社區間的和諧關係，重視「環境保護，愛護

綠色地球」的環保理念，並尊重社會多元價值，希

望在企業發展與大自然的永續之間取得和諧共存，

留給後代綠色環境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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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技術移轉：在2017年技轉日本 CellSeed Inc.之

「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口腔黏膜上皮細

胞層片，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ESD)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道狹窄症狀。目前3

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月於義大醫院順利

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院方面也於2021年3

月完成臨床試驗起始訪視 (SIV)，已開始收案。另為

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床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

1月24日與台灣食道研究聯盟（其為國內各大醫院的

內視鏡科、胃腸肝膽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所組成的

食道研究聯盟），共同討論未來如何在台執行該臨

床試驗案，為了加速收案的速度，將請食道研究聯

盟的醫師，共同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到食道臨床

試驗的執行醫院。

 (2).軟骨細胞層片：截至2021年3月分別與義大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

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法》提出自體

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獲得TFDA審議

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20例的收案，又

在2021年第1季已完成9例的移植，而花蓮慈濟醫院

在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分別新增三軍總醫

院、敏盛、新光與童綜合醫院的申請案；2021年度

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美醫院的申請案

，預計2021年底前共可通過至少12家醫院的申請案

，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在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

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開發與試驗申請。

 (3).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已先後取得

「一種微細胞層片的製造方法」(發明第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其製造方法與

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發明專利。本

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療計畫申請案，

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

已先後在2020年7月、2021年1月通過義大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作申請案。此外，預計2021年

底前會再提出花蓮慈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

醫院的申請案；不僅是治療，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

儲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

重新取組織，直接將細胞解凍使用。

(4).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

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

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另外，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

為細胞治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CPU)及臨床試驗之

細胞產品製造場所的查核，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

操作(GTP)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

執行細胞治療。

(5).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與華碩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之DataBank醫療大

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究，開始進行免疫

細胞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結合華碩AI技術，

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6).推展再生醫療進軍國際：積極推進台灣生醫產業

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已與代表日

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樂

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在2020年12

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同意

參與投資，顯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台灣生醫產業邁

向國際的支持態度。

三顧秉持「以人為本，攜手成長」的用才理念，把

員工視為最重要的資產，注重人才培訓，除透過內

部規劃有「教育訓練」，並安排員工外部進修，以

提升員工技能，同時激發其潛能，希望將員工的知

識轉化為公司組織的力量，落實「誠信、樂觀、團

隊及挑戰」經營理念，塑造更優秀、更專業的團隊

。此外，亦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理念，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之餘，以實際行

動支持社會教育、技術研發、人才培育、運動等項

目之發展，並參與各種公益活動的，連結內部同仁

甚至擴及整個社會。例如三顧自2015年開始投入校

園奬勵捐助計畫，並於2016年6月起，透過「台灣

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健康創業創意競賽」，藉以培

養學生創意思考、團隊合作與創業精神，促進企業

與學生的資源連結。將創新的大健康概念付諸實行

，也為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注入新活力。

  另外，在參與人才培育方面，三顧積極爭取參與科

技部於2018年到2020年辦理三梯次的培訓1,000名

博士的「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以

一年期間協助在職培訓科研博士，讓其可以在業界

實習或就業或創業，提升產業競爭力。

  展望未來，將持續在『穩健中求發展』的經營策略

，以電子的科技基礎，同時發展醫療的技術，將「

科技」與「醫療」結合，並透過與各醫療院所合作

，將細胞治療技術應用到其他疾病治療，激發醫療

技術的創新，以降低人口老化對社會的衝擊，減少

醫療與長照的需求，減輕社會福利的負擔。

三顧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在追求企業經營績效與永

續經營時，亦兼顧股東權益極大化，與發展員工、

顧客、社區間的和諧關係，重視「環境保護，愛護

綠色地球」的環保理念，並尊重社會多元價值，希

望在企業發展與大自然的永續之間取得和諧共存，

留給後代綠色環境與健康。

�.經營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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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發行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本報告書向

長期關心三顧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詳細報告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做

法及成果，也期望三顧的所有利害關係人能給予指

正，本公司會廣納各界的指正意見，並抱持著「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觀點，讓三顧得以永續

經營，善盡社會責任。

�.報告概要與範圍及利害關係人
2-1 報告目的、概要與範圍 2-2 報告依循標準與查證

2-3 報告書編輯聲明與聯絡窗口

報告書目的與發行次

本報告書揭露的範圍邊界為三顧台灣總公司，未納

入海外子公司。報告書中之營運績效則以三顧合併

財務報告之數據，以新台幣計算說明。

本報告書依循GRI G.4 2016年新版「核心選項」以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公司編制與申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撰寫，揭露本公司在企業社

會責任的經濟、環境與社會方面的策略、管理方針

、措施和績效。

報告範圍與量測數據

撰寫CSR報告依據

因此，為了推動企業永續經營與實踐社會責任，自

2017年設置CSR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以下簡

稱CSR負責單位)，負責各相關企業永續發展策略及

推動社會責任之各項專案計畫。本公司期盼在建構

企業永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要承擔善盡企業的社

會責任，企業除以營利為目的，更應負起企業公民

的責任。

未來的領導級企業，不只是商業世界的領導，也將

是社會責任領導力量。沒有落實CSR及節能減碳的

的企業，將很難獲得消費者與國際組織的認可，因

此CSR將會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針對

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由CSR

負責單位統籌規劃與推動，並召集一級主管開會討

論的決議，送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促使公司各級

主管與員工上下一心共同推動並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事宜。

CSR專(兼)職單位編輯撰述

發行日期、版次、聯絡窗口

本報告書資料內容及數據係經由各相關部門同仁蒐

集 彙 整 ， 經 各 部 門 主 管 初 步 審 查 後 ， 提 交 本 公 司

CSR企業社會責任負責單位備查後完成。

本年報告書為首次出版，發行日期為2021年8月10

日。各位先進朋友，如您對於本CSR報告書有任何

意見指正，竭誠歡迎您透過以下方式聯繫我們。

報告驗證單位與揭露等級

本報告書揭露期間：2020年度(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預計2021年8月發行，前次

2019 CSR報告發行日期：2020年7月。本報告書內

容將涵蓋公司概況與治理、產品與營運績效、環境

保護、員工關懷與照護及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益活動

。本公司今後每年或二年會增修CSR報告再持續性

發行。

報告內容概要介紹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14樓之3

     公司網址：http://www.metatech.com.tw 

     聯絡人：法務部張簡副理

     電話：(02)2698-3466

     傳真機：(02)2698-3344

     電子郵件：DaneC@meta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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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遵循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之GRI G4準則

（GRI Standards）與比照AA 1000 SES 查證標準

，持續優化與系統化重大性分析模式，並按照此流

程進行議題之鑑別與分析，作為本公司研擬短中長

期永續發展策略之重要指標，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揭露重大主題之基礎。

我們透過多元的管道與機制，持續傾聽利害關係人

的反饋，並採用AA1000 SES-2015五大原則（依賴

性、責任、關注/ 張力、影響力與多元觀點），鑑別

出八大類關鍵的利害關係人，分別為：員工、股東

、客戶、供應商、承攬商、銀行、政府機構及社區/

民間組織。同時，針對議題的評分結果決定各利害

關係人關切重大議題，以及公司立即或潛在的衝擊

程度最受影響的重大議題分類彙整、鑑別與排序等

作業。

透過鑑別（Identification）、排序（Prioritiza-

tion）、確證（Validation）、審查（Review）

等4大步驟分析出三顧重大性議題。

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利害關係人鑑別與分類

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與關切議題

1.分析對象與重要議題
2.評估利益關係人關切議
題和對企業的影響大小
3.決定實質性方面的排序
  a.限最低判定標准
  b.涵蓋程度

1.範圍：報告涵蓋方面
2.邊界：對每個實質性方
面影響範圍的描述
3.時間：報告期間所選資訊
的完整性

1.檢視在前次報告期具實質
性的方面
2.審查與檢視的結果，為下
次報告週期提供資訊
3.考慮利害關係者回應

1.識別相關議題
2.確定相關主題的邊界
  a.機構內部
  b.機構外部
  c.機構內外兼有

1.
鑑別 2.

排序

3.
驗證

4.
審查

重大議題分析步驟有四(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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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CSR企業社會責任負責單位召開內部會議，依循GRI G4 Standards: 2016主題（Topics）與準則揭露（Standard Disclosures）挑選關切議題、溝通管道與頻率彙

整議題清單等如下表：

步驟一

◆ 勞資關係與薪資福利
◆ 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
◆ 職業安全與健康環境

◆ 營收與獲利
◆ 股東權益、公司治理

關切議題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利害關係人

員工

股東
(投資人)

客戶

供應商

定期溝通會議、主管個
別諮商、申訴管道專線
、福委會、教育訓練

每年定期股東大會、電
話、電子郵件、官網公
開資訊、實地參訪

每年定期或不定時開會
檢討

隨時或每年定期或不定
期檢討

◆ 產品品質與責任
◆ 交期與付款條件
◆ 技術與新產品研發
◆ 客戶關係管理與服務
◆ 供應鏈的管理

◆ 產品品質與安全
◆ 職業安全衛生
◆ 供應商與供應鏈管理
◆ 營運狀況與管理
◆ 交期與付款條件

每年定期供應商稽核
定期客戶滿意度調查
隨時或視狀況而定

◆ 實地拜訪與評鑑分級、
品質管理稽核
◆ 官網公開資訊、電話、
電子郵件、满意度調查

◆ 每年定期客戶稽核
◆ 定期客戶滿意度調查
◆ 每年定期或不定時開
會檢討
◆ 隨時或視狀況而定

◆實地拜訪、品質管理稽核

◆產銷聯誼會、满意度調查

◆官網公開資訊、電話、電子

郵 件 、 不 定 期 參 與 各 項 技 術

論壇/研討會/講座

◆ 施工品質與安全作業
◆ 價格與完工日期、完
工後廢棄物合法處理

◆ 營收與獲利
◆ 公司治理

關切議題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利害關係人

承攬商

銀行

政府機構

社區/
民間組織

現場監工、完工驗收、
施工前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廢棄物合法處理

實地拜訪、官網公開資
訊、電話、電子郵件、
信用調查

定期財務與稅務查核
隨時或視狀況而定

◆ 施工前安衛訓練
◆ 完工驗收與溝通確認
隨時或視狀況而定

◆ 法規遵循、節能減碳
◆ 上櫃公司資訊揭露
◆ 勞資關係與安全衛生
、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
◆ 綠能與水資源管理
◆ 氣候變遷的影響

社區參與、公益活動
捐贈與贊助

◆ 定期參與民間社團
◆ 持續或贊助弱勢團體
◆ 隨時或視狀況而定

◆ 參與民間社團理監事
會議
◆ 社會公益活動推廣、
實地拜訪、官網公開資
訊、電話、電子郵件

每月、每季、每年
不定期檢查

◆參加政府機關舉辦研討會

◆實地拜訪與檢查、電話、

書面查核、電子郵件、公

文、官網公開資訊

鑑別



經營者的話 報告書概要 公司概況與治理 產品與營運績效 環境保護 員工關懷與照顧 社會責任與公益活動 附錄

2020 MetaTec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07

自2019年起本公司每年邀請各式利害關係人由CSR

負責單位與一級主管討論評估議題對經濟、環境和

社會衝擊程度予以評分及排序，針對議題的評分結

果決定各利害關係人關切重大議題，以及公司立即

或潛在的衝擊程度最受影響的重大議題分類彙整。 

我們依據GRI Standards: 2016定義報告內容的四大

原 則 ， 包 含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容 性 （ S t a k e h o l d e r 

Inclusiveness）、重大性（Materiality）、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Context）及完整性原則（Com-

pletenes），以評估已經鑑別的重大性議題主題。

其次，本報告書經排序後的重大性議題與重大主題

清單，經高層決策者核准後依循GRI G4 Standards: 

2016定義報告品質的六大原則：(1)準確性（Accu-

racy）、(2)平衡性（Balance）、(3)清晰性（Clar-

ity）、(4)可比較性(Comparabil i ty)、(5)可靠性

(Reliability)、及(6)時效性原則（Timeliness）原則

，展開議題相關管理方針與各類績效彙整與揭露。

在鑑別重大性議題主題與邊界係依據利害關係人關切重大議題，以及公司立即或潛在的衝擊程度之高、中、

低度呈現報告內容的多寡，在本報告發布後，展開利害關係人的回饋資訊蒐集，為下一個CSR報告做準備，

並有助於下一次報告週期的鑑別。

就利害關係人關切的重大性議題方面，經本公司CSR負責單位鑑別與評估後，就鑑別利害關係人關切程度與

對公司立即或潛在的衝擊程度，並以高、中、低度三個層次，CSR負責單位與一級主管表決次數與決議確認

並審查通過，繪製九宮格方塊彙集詳如下圖表所示： 

以上共計有28項，在本報告揭露內容的多寡依據上述鑑別的關切與衝擊程度高中低有所差異而用九宮圖排序。

第一：二個高度衝擊有8項為揭露內容最多部分，其次一項高度且一項中度者有10項揭露內容次多，第三：二個

中度有5項揭露內容再次多，第四：一項利害關係人高度關切但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低度的衝擊程度有3項為揭

露較少，以及一項利害關係人低度關切但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高度的衝擊程度有2項亦較少。

2-5重大議題的鑑別、排序、確認、審查與報告回應

重大議題的鑑別、評估排序、確認、審查解析

步驟二

步驟三

評估與排序

確證過程

步驟四 檢視

◆ 就利害關係人高度關切程度且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高度的衝擊程度有8項，

◆ 就利害關係人高度關切程度且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中度的衝擊程度有6項，

◆ 就利害關係人高度關切程度且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低度的衝擊程度有3項，

◆ 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高度的衝擊程度且對利害關係人中度關切程度有4項，

◆ 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中度的衝擊程度且對利害關係人中度關切程度有5項，

◆ 對公司立即或潛在有高度的衝擊程度且對利害關係人低度關切程度有2項，

高
度

中
度

低
度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切
程
度

社區參與、公益活動、捐贈與贊助

低 度 中 度 高 度

勞資關係、薪酬福利、產品價格、
客戶關係管理與服務、供應商與供
應鏈管理

營收與獲利、股東權益、產品品質與
責任、公司治理、交期與付款條件、
安全衛生與健康環境、法規遵循

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節能減碳、施工
品質與安全供應商與客戶的營運狀況

綠能與水資源管理、氣候變遷的影響

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晉升管道、職
涯發展、上櫃公司資訊揭露、污水
與廢棄物處理

對公司立即或潛在的衝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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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與治理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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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成立於1998年，先是代理與經銷電子產品：電子零組件、

半導體代理及銷售；在2013年11月新成立生醫部門：再生醫學(細胞層片)與細胞儲存服務。為因應

企業未來發展，本公司於2004年6月公開上櫃(股票代號:3224)，讓三顧有自社會大眾取得資金的管

道，強化財務資金調度能力。

有關公司基本資料如左表：

公開發行上櫃公司
(股票代號)

資本額

主要產品

3224

1998/09/17

580,160 仟元

1,576,079 仟元109 人

電子

生醫

消費性產品類、通訊產品類及連接器等電
子材料批發及零售。

再生醫學(細胞層片)與細胞儲存服務。

董事長

營運總部

成立日期

胡立三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14樓之3

2020年合併營收員工總人數

（台灣地區）

總經理 唐洪德

3-1公司創立與沿革

公司創立過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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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迄今的重大事項沿革

年  度 重大事蹟內容

1998

1999~2003

公司正式成立，資本額為10,000,000元，主要業務為電子零組件之代
理銷售。

2004~2006

◆ 代理並銷售Conexant、Alta Analog、Alliance、TCL、Quorum
◆ Motia、iTerra、Gemstone、Tak’ASIC半導體產品。
◆ 2004年04月06日經財政部證期委員會核准股票上櫃，2004年06月03日股票掛牌

上櫃。
◆ 代理並銷售Intersil、Chipidea半導體產品、Lite-on Ambient Light Sensor產品。
◆ 增加海外投資成立聯屬公司”三顧貿易(深圳)有限公司”。
◆ 增加海外投資成立MetaTech(S) Pte Ltd.印度分公司。
◆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面額新台幣120,000,000元
◆ 辦理盈餘轉增資三次合計105,300,000元，公司實收資本額為300,000,000元。
◆ 辦理現金增資60,000,000元，公司實收資本額為360,000,000元。
◆ 購置辦公室：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5號14樓之4、5。
◆ 公司債轉普通股共1,362,532股，公司實收資本額為373,625,320元。

◆ 代理並銷售Vitesse半導體產品。
◆ 代理並銷售Summit、BTI、Dense-Pac、Apogee半導體產品。
◆ 現金增資110,000,000元，資本額為120,000,000元。
◆ 轉投資MetaTech Investment Holding Co Ltd(BVI) USD2,000,000元。
◆ 購置新辦公室：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5號14樓之2、3。
◆ 代理並銷售Fordahl、Cyan、TDK、碩頡科技半導體產品
◆ 2002年09月辦理公開發行，並接受元富證券上櫃輔導。
◆ 現金增資48,000,000元，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68,000,000元。
◆ 代理並銷售Qctasic、Fastrax、Samtec、u-Nav、SIMTEC、Intrinsity、

Volterra、Anachip半導體產品；Samtec連接器產品。
◆ 辦理盈餘轉增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26,700,000元，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194,700,000元。
◆ 2003年06月27日登錄為興櫃股票。2003年10月31日申請股票上櫃。

年  度 重大事蹟內容

2007~2009
◆ 增加海外投資MetaTech(S) Pte Ltd.新幣3,800,000元。
◆ 增加海外投資MetaTech Ltd.港幣15,000,000元。
◆ 增加海外投資MetaTech Ltd.港幣11,000,000元。

2007~2009

◆ 代理並銷售Lattice、Mindspeed、Teridian、Forward、Ideacom、Microvi-
sion、On-Ramp Wireless半導體產品。

◆ 辦理盈餘轉增資19,546,200元，資本公積轉增資24,253,800元，公司債轉普
通股共573,797股，公司實收資本額為433,163,290元。

2010~2012

◆ 代理並銷售5V Technologies,Ltd、Beijing Yoton、Broadlogic、
ClariPhy、E-Switch、Eturbo、Greenliant、Maxim、Chingis Technolo-
gies Inc、Phoenix、United Lighting Opto-electronic Inc、Zywyn+、AIC

、eGalax_eMPIA、Eturbo、Helicomm、Jorjin、Silego、Semitech、
InterFET、Innovasic、KDTouch、Seeways、APEX、BCD、Immeuse半導
體產品。

◆ 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共8,620股，公司實收資本額為433,249,490元。
◆ 庫藏股註銷股數共1,321,000股，公司實收資本為420,039,490元。

2013~2015

2016

◆ 2013年11月通過減資彌補虧損案，減資後資本額300,000,000元。11月
成立生醫部門。

◆ 2014年發行國內第二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面額新台幣150,000,000
元。並辦理現金增資10,000,000股，公司實收資本額為400,000,000元。
2015年首次設置審計委員會。

◆ 董事會通過與台北醫學大學簽署「多功能影像數據化暨生醫晶片檢測
整合技術平台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 與華大基因健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簽訂腫瘤用藥相關基因檢測代理
協議，並提供國內癌症病患基因檢測之服務；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將於
台灣合作成立合資公司與實驗室，同意在台灣進行個人化癌症用藥基
因檢測。

◆ 與日本CellSeed Inc.簽訂合作備忘錄(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擬於台灣發展再生醫學，包括細胞培養技術的轉移
及人體組織器官的重建、修復(例如：食道內壁)，範圍包括發展計畫、臨
床試驗、製造及產品銷售等四方面並簽訂細胞層片再生醫療合作之啟
動契約，三顧將引進日本所研發之細胞層片技術，雙方共同研擬在台
展開食道及膝蓋軟骨之再生醫療開發計畫，以縮短研發時程，促進再
生醫療產品早日在台完成事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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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日本CellSeed公司簽訂細胞層片再生醫學之合作契約書，將引進日
本所研發之細胞層片技術，開發食道及膝蓋軟骨相關產品，並建置細
胞層片製程中心(CPC)，以執行食道修復與膝蓋軟骨再生臨床試驗。

◆ 與日本CellSeed公司簽訂細胞層片新技術開發之備忘錄，將與日本
CellSeed公司共同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以拓展台灣再生醫療事業。

◆ 辦理2017年現金增資14,000,000股，公司實收資本額為580,160,450元。
◆ 通過國發基金投資案投資新台幣1億元，為台灣第1家獲得產業創新轉

型基金注資的企業
◆ 與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戴念梓醫師簽訂開發「皮膚細胞層片應用於

傷口癒合之研究」之合作備忘錄，將創新研發皮膚細胞層片產品。
◆ 取得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投資案審議委員會議(竹北分公司)取得入園投

資核准。
◆ 發行國內第三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面額新台幣150,000,000元。
◆ 完成核心技術轉移，2018年11月種子技術人員赴日取得膝蓋軟骨層片

細胞培養技術。
◆ 細胞製程中心(CPC)建置完成並進行試運轉。
◆ 自體口腔黏膜細胞層片臨床第三期試驗案IND申請提交衛福部。

成立迄今的重大事項沿革

年  度 重大事蹟內容

2017

2018

◆ 與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合作提出自體纖維母細胞
治療技術計畫申請

◆ 本公司依據「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申請細胞製備場所認可案，獲衛福部函覆認可 (義大醫院-自體軟骨細
胞)。

◆ 與日本CellSeed公司合資於台灣成立研發公司-日生細胞生技公司。
◆ 本公司依據「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申請細胞製備場所認可案，獲衛福部函覆認可 (高雄榮總醫院-自體軟
骨細胞、北醫-自體軟骨細胞、花蓮慈濟醫院-自體軟骨細胞)。

◆ 本公司與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彰化基督教醫院、三軍總醫院、敏盛綜
合醫院、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財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等合作提出自體
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

◆ 與Taiwan Hitachi Asia Pacific Co., Ltd簽訂合作備忘錄：後續合作計
畫，預計在竹北生醫園區建置亞洲最大規模的CDMO細胞代工廠，加入
日立細胞治療產品供應鏈行列。

◆ 本公司「一種微細胞層片的製造方法」獲台灣發明專利 (專利編號
I693283)。

◆ 依據「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與財團
法人義大醫院合作申請細胞製備場所認可案(自體纖維母細胞)，獲衛
福部函覆認可。

◆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與台灣日立亞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新設合資
公司。

◆ 本公司獨資成立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度 重大事蹟內容

2019

◆ 與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簽訂膝軟骨層片修復以及神經叢技術合作契
約並合作提出自體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並合作提出自體纖維
母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

◆ 向衛福部提交之自體口腔黏膜細胞層片第三期臨床試驗獲原則同意
試驗進行。

◆ 提交之人類(自體)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片第三期臨床試驗獲衛福部同
意試驗進行

◆ 自行開發之「高效能聚集型纖維母細胞之創新」項目，獲第16屆國家新
創獎 (生技製藥與精準醫療類組) 肯定。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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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圖架構與各部室職掌

3-2組織職掌與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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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組織圖係2021年5月14日第八屆第十六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公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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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室職掌

稽核處
◆ 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複核內控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與
      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 各項營運循環之查核與追蹤。

董事長室

總經理室 ◆綜理全公司各項企劃案之擬定、評估與推行。
◆執行各部門協調及制度規劃等。

台灣營運處 ◆統籌台灣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電子事業群 ◆管理台灣營運處、中國及香港營運處、新加坡營運處相關事務。

業務部

◆負責電子所有產品線採購及規劃事宜。
◆負責電子產品市場調查、研究分析、產品銷售計畫之訂定及解決客戶
    產品設計及製程問題。
◆集團內電子商品庫存、出貨等作業及管理。
◆應收帳款之催討及進度追蹤。

新加坡營運處 ◆統籌新加坡及東南亞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中國及香港營運處 ◆統籌中國及香港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轄
下
單
位

資訊部

轄
下
單
位

◆協助董事長規劃集團各項重要政策、方針及改善對策，必要時得設置專案
小組負責之。

◆協助董事長或獨立董事召集各項會議暨連繫、寄發、撰寫各項議案（例：董
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股東常（臨時）會）等股務相關事宜。

◆協助董事長與董事或各部門間之溝通與協調暨執行交辦任務。

總管理處
◆統籌管控集團人資、法務、行政、總務、營繕、採購(電子事業相關產品
    除外)、企劃、資訊、資金放行等各項事務。

財務處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負責集團內部各單位作業系統資訊化、電腦化、資訊整合、資安管理等
之規劃、建置與維護。

法務部 ◆負責訂定集團內與公司治理有關辦法、法令規章釋疑、法務、訴訟相關
業務。

◆負責集團總務、營繕相關事宜。
◆負責集團固定資產及內外部之物品、設備之採購（電子事業相關商品除

外）及管理。
◆負責集團內資金放行作業。

◆負責集團人員招聘與配置、人員培訓與開發、人力資源規劃、薪酬管理、
績效管理、勞動關係管理及行政作業管理等業務。

◆負責集團內薪資、獎金複核作業。

管理部

人資部

◆產業情報資訊蒐集、整合及市場分析。
◆公司對外網站之規劃、設計、行銷與維護。
◆產品功能、市場定位、經營方針、策略訂定及跨部門溝通協調。
◆產品政策、行銷計畫、廣告企劃、行銷通路整合、市場策略規劃與推動。

◆負責集團內財務管理資訊提供與分析。
◆負責集團內財務調度、資金管理等業務。
◆負責集團內帳務處理、報表編製及稅務規劃。
◆負責集 團內預算彙編及管理等業務。
◆負責集團內股務作業、股東會、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公司治理相關 
    事宜作業等業務。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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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推廣。
◆市場開發。
◆規劃與執行業務計畫，和達成業績目標。

◆行銷規劃／策略訂定，行銷活動執行，支援業務單位。

生醫事業群

專案
管理小組

臨床部

營業一部

營業三部

事業發展部

營業二部

製程研發部

◆管理生醫事業處及醫療應用處相關事務。

醫療應用處

投資人關係處

◆統籌公司新醫療事業之發展評估，新應用之臨床開發事宜。
◆負責國內、外事業開發與公司合作模式規劃及導入事宜。
◆統籌國內生技相關政府機構及法人之合作與策略發展等事宜。

◆負責國內醫療技術之導入與評估事宜。
◆負責國內醫療技術及教育訓練之規劃與管理。
◆負責評估醫療器材及再生醫學產品之服務及推廣業務。

生醫事業處

◆統籌生醫業務相關產品研發及技術發展。
◆統籌細胞層片製程中心之建置、維護及管理事宜。
◆統籌臨床試驗及特管法之申請與執行。
◆統籌國內各醫院合作事宜；統籌生醫各項產品之行銷與販售。
◆統籌生醫品管各項之檢測與管理。
◆統籌生醫相關品質文件發行、分發、歸檔及管理。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轄
下
單
位

轄
下
單
位

◆開發：技術、產品、變更、產官學研醫合作等各類型專案之資料收集與分
析、專案可行性評估、預試驗、與正式納入研發循環前的管理。

◆專案管理：政府計畫案、內部計畫案、外部合作計畫、獎項申請等之各類
專案，依公司相關管理辦法導入研發循環，並進行各專案進度管控。

◆智財管理：將研發成果以不同的形式實現，例如專利權申請與維護、學
術期刊發表、營業祕密、著作權、其他公開出版品的管理。

◆廠務課：綜理廠區之設施與設備維護與設置驗證等相關作業。
◆製造課：管理廠區之生產製造相關作業。
◆生管課：綜理廠區生產排程規劃之管理業務，包括生產排程計畫之擬定

、維持及跟催、確認訂單、維護訂單出貨順暢、業務協調與溝通，及原物
料倉儲庫存管理相關作業。

◆品管課：管理廠區品質系統內之相關檢測作業，包括進料品管（IQC）、
製程品管（IPQC）、終產品品管（FQC）等檢驗項目管理、檢驗平台維護
開發、報告發出&管理、品管系統維護、追溯作業。

◆測試實驗室：依ISO/IEC 17025：2017符合認證實驗室運作，包括收檢、
品管項目檢驗、上機操作、結果審核、報告製作。

◆專案管理：綜理臨床專案申請、執行與管理。
◆醫藥事務：醫學事務／醫療和科學資訊收集、演示與培訓/協助臨床開

發/建立與維持KOL關係／市場分析。

◆研發：綜理製程研發與標準化作業，包括新技術研發與製程導入，進行
試量產作業、進行現在製程優化，降低原物料消耗量、新案製程成本分
析與評估。

細胞製備
中心

品管部
(品質管制部)

◆品保：執行廠區符合醫藥法規規範之品質系統及確效作業管理、建立與
執行符合醫藥法規規定之稽／查核作業及後續矯正與預防措施、廠內
品質系統人員訓練管理、與品質程序作業制定維持等品質系統化活動
及標準，以期產品與服務可以達到應具備之品質要求任務。

◆品質文管：綜理廠區品質系統文件管制與歸檔管理作業。

品保部
(品質保證部)

醫療開發部

醫療事業部

◆負責蒐集並評估新產品及既有產品新臨床應用之開發。
◆負責蒐集並與專科醫師討論評估產品臨床應用之可行性及引進。
◆負責新產品及既有產品於各醫院實際應用之後續追蹤與管理。

臨床試驗部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轄
下
單
位

◆協助推動生技小組資訊蒐集及製作評估報告等相關事宜。
◆負責再生醫學產品之上市計畫。
◆負責國外再生醫學產品及醫療技術之評估、引進及後續推展。
◆蒐集國內、外再生醫療之最新技術、專利、資訊及相關公司的資料之分

析與評估事宜。
◆連結國內政府機構及相關法人，透過合作建立再生醫學策略聯盟，深耕

國內再生醫療產業。

◆建構公司與自然人、法人、媒體、主管機關的互動關係。
◆協助公司財務、業務等部門拓展對外關係。
◆規劃及舉辦法說會及協助記者會等事項。
◆負責公司對外發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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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股東大會、董事會與獨立董事

3-4董事與獨立董事設置與公司治理組織

股東大會與投資人關係 董事會功能與會議規則 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

董事會

三顧公司重視投資人與股東之意見，設有發言人制

度及投資人關係聯絡窗口，並定期舉辦股東大會及

董事會，加強資訊揭露的即時性與透明度，保障投

資人和股東的權益。

投資人如需了解公司最新的營收增長情況，本公司

除每月發布營收報告外，每年舉辦股東會(2020年股

東大會照片如下)，股東可依公司法規定，於每年股

東會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議案，除此之外，本公司之

英文及中文網站皆設有投資人專區，定期更新財務

資訊及簡報資料供投資人參考，股東及投資人亦能

透過投資人信箱，表達問題和建議，

相 關 資 訊 皆 可 於 官 網 ： h t t p : / / w w w . m e t a t -

ech.com.tw/invest/investor.aspx# 

投資人專區或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以致力於提高

本公司各項資訊的透明度。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以及重大經營決策的中

心，其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管理階層、監督經

營績效、防制利益衝突及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

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決議以行使職權，並致力於股東

權益極大化。

董事會目前每季至少召開一次，由公司經營階層向

董事會報告經營績效，並由董事會決議未來的經營

方針及重大政策。本公司也陸續制定了多項內部規

章，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道德行為

準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政策》等，以持續強化公司治理。

目前董事會成員為8位董事及3名獨立董事所組成，

為有效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已於章程中規定設置3

名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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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為強化公司治理，本公司於2011年12月15日董事會

通過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監理範圍包含董監事及

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政策、制度，以及員

工分紅計畫等，薪資報酬委員會共有三名委員，以

專業客觀的角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參

考；並於2015年成立審計委員會，以協助董事會提

高公司治理績效。

三顧董事會依章程設置有董事(含獨立董事)9-11人

所組成，所有成員皆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所需的工作經驗，指導公司未來走向。

而董事會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並依相關規定更換會

計師，以確保其獨立性。

本公司依章程設置設有董事(含獨立董事)9-11人組織董

事會，且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基於誠信為本公司企業文

化，選任之董事首重誠信，再者董事分別具備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或生醫業務所需之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

情形，並有獨立董事3席，更能監督公司之營運，每屆

成員皆考慮是否符合公司的發展計畫並定期選任符合資

格之專業人士擔任。目前在全體董事的帶領下，不管在

經營策略及資訊透明二方面，均有顯著成效，有關本公

司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請至公司網站投資人專區或公

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2020年
股東大會

名董事 名獨立董事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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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與獨立董事學經歷

◆ 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
◆ 遠東航空(股)公司 監察人
◆ 川飛能源(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 中福國際(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學士
◆ 本公司 總經理
◆ 達駿投資(股)公司 董事

職  稱

董事長 胡立三 3年

董  事 唐洪德 3年

◆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化學所 博士
◆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 仁新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 前中央研究 院副院長

董  事 王惠鈞 3年

◆ 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得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堉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  事 吳振隆 3年

◆ 澳大利亞國立梅鐸大學企業管理 碩士
◆ 日盛銀行副 總經理
◆ 日盛金控 董事、本公司 行政副總經理

註：2020年2月辭董事改派王惠鈞

董  事 邱俊樺 3年

◆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 碩士
◆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院長
◆ 啟航參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代表人

董  事 陳瑞杰 3年

投資
◆ 健亞、信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 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

董  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3年

姓 名 任  期 主要經（學）歷

◆ 前台灣大學醫學院 院長
◆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副 院長
◆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學研究部主任
◆ 台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體系 總顧問
◆ 台灣幹細胞學會 監事

－

職  稱

董  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何弘能

3年

董  事 達駿投資(股)公司 3年

◆ 遠東動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執行長
◆ 經緯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 新加坡寰聚智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  事 3年

◆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系主任
◆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副教授、教授
◆ 社團法人生化科技基金會 董事
◆ 義守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
◆ 社團法人台灣生物科技學會 理事長

董  事
達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楊智惠

達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趙弘章

◆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教授、系主任
◆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 前行政院副院長
◆ 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3年吳榮義

3年

◆ 國立政治大學會研所碩士
◆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講師
◆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常務理事
◆ 合世生醫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陳榮華 3年

◆ 富達立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 先進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瑞安大藥廠業務暨行銷處處長
◆ 健瑞醫藥生技(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王文祝 3年

姓 名 任  期 主要經（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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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董事與獨立董事參加董事會議)

董事會運作情形-2020年度至2021年5月14日董事會開會8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備　註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

董事 8
貝德比修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胡立三

董事 8
貝德比修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唐洪德

100%

董事
貝德比修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邱俊樺(註2)

100%

����/�/��
改派王君而卸任，
應出席�次

董事 6
貝德比修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陳瑞杰
75%

董事

董事

7 87.5%

87.5%

董事
貝德比修投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王惠鈞(註2)

0 0%

7 100%

董事
俊貿國際(股)公司

法人代表人：吳振隆
8

1

1

1

100%

8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法人代表人:何弘能

董事 7
達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趙弘章

達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楊智惠

100%

����/��/��改派就任，
應出席�次

請假�次

請假�次

8獨立董事 王文祝 100%

獨立董事 吳榮義 8 100%

職　稱 姓　名 備　註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

獨立董事 陳榮華 50%4 4

上述董事會運作之開會次數、每位董事出席率外，其他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揭露之運作情形

詳如三顧���年年報第��頁董事會運作情形之其他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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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三顧於2015年06月30日董事全面改選後成立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依章程設置3名審計委

員，並定期改選(本屆委員任期：2018年06月25日

至2021年06月24日)，由審計委員負責監督公司業

務的執行及審計會計，因此本公司選任審計委員首

重財務、會計的專業能力及獨立性，目前選任的3名

審計委員由三位獨立董事擔任之，皆具備相關專業

資格和充沛實務經驗，並依法令、章程獨立行使職

權。

(1)內部稽核單位與審計委員會之互動：

①定期性－每月之稽核報告經董事長簽核過後，以

電郵方式發送予獨立董事審閱；稽核主管於審計委

員會中提出稽核業務報告，並依其指示確保內部控

制制度之完整性、有效性。

②非定期性－平時利用電話、電子郵件或面談方式

，溝通如何加強稽核工作成效，提升稽核價值；若

發現有重大違規情事，立即通知獨立董事。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會議中報

告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溝通會議：

①定期性－會計師於查核季報、半年報及年報前後

期間，就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及結果與審計委員會

進行溝通。

②非定期性－如有其他營運方面或內控等相關個案

需即時進行溝通討論，則視情況安排會議。

審計委員會與本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為審計

委員認為必要時與員工或股東直接溝通或委由公司

安排進行溝通。此外，本公司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

會提報稽核報告、列席董事會報告稽核業務，審計

委員並無反對意見；審計委員亦就公司財務與會計

師定期進行溝通且溝通結果良好。

審計委員會與本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為審計

委員認為必要時與員工或股東直接溝通或委由公司

安排進行溝通。此外，本公司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

會提報稽核報告、列席董事會報告稽核業務，審計

委員並無反對意見；審計委員亦就公司財務與會計

師定期進行溝通且溝通結果良好。

(1)審查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審查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審查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審查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審查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審查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審查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審查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 審查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 審查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11) 審查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審計委員會年度工作重點

上述審計委員會運作之開會次數、每位獨立董事出席率外，其他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揭露之運作情

形詳如三顧109年報第47頁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之其他應記載事項。

備　註

8 100%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陳榮華

王文祝

50%4 4

0

8 100%獨立董事 吳榮義

2020年度至2021年5月14日審計委員會開會8次，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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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為評估管理階層之經營績效，由董事會通過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在董事會下設薪資報酬委員會（下稱薪酬委員會），並由獨立董事王文祝、陳榮

華及燁聯鋼鐵副執行長黃燦烈擔任薪酬委員會委員，監督與評估本公司經理人之經營績效與薪酬制度，依組織規程職責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務，並將

所提建議提請董事會討論。

三顧於2011年12月15日董事會通過成立薪酬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政策，以及經理人之報酬。薪資報酬委員共計3人組成，第四屆薪酬

 委員任期自2018年08月07日至2021年06月24日，2020年度至2021年5月14日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5次，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薪酬委員會運作

10委員 2 3 40%

職　稱 姓　名 備　註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職　稱 姓　名 備　註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

召集人 王文祝

陳榮華

黃燦烈

100%5 第四屆任期
2018/8/7~2021/6/24

第四屆任期
2018/8/7~2021/6/24

委員 100%4 應開會4次
已於2021.03.15辭任

註1：黃燦烈委員因個人業務繁忙因素，業於2021.03.15辭任，本公司已於2021.05.14董事會通過提名補選邱俊榮委員，任期
為2021.05.14～2021.06.24(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任期結束)。
上述薪酬委員會運作之開會次數、每位薪酬委員出席率外，其他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揭露之運作情形詳
如三顧109年報第 55頁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資訊之其他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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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發展委員會 

三顧為建立公司治理及董事會之專業職能，於第七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決議訂定本公司「生醫發展委員

會組織規程」，依章程設置3名生醫委員，並定期改選(本屆委員任期：2018年06月25日至2021年06月

24日)，由生醫委員負責監督三顧生醫部門之重大計畫進度執行狀況，監督及處理生醫部門所面臨之風

險專業，確保生醫部門遵循相關法令規則及規劃未來發展方向等，並將所提建議事項提請董事會討論。

報告年度生醫發展委員會委員身分、資歷如下：

身分別 姓　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何弘能

◆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機構體系 總顧問
◆ 台灣生殖醫學會 名譽理事
◆ 台灣幹細胞學會 監事
◆ 台灣細胞醫療協會 監事
◆ 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學會 理事長
◆ 日生細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外部
審查委員 下坂皓洋

◆ 國際細胞治療學會(ISCT)副主席、亞洲區主席
◆ 亞洲細胞治療協會(ACTO)主席
◆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 名譽教授
◆ 中國醫學科學院血夜學研究所 名譽教授
◆ 國家衛生研究院(臺灣)顧問

獨立董事 吳榮義
◆ 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台杉水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3-5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遵循法令規定設置直接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部門

，稽核處配置專任稽核主管1人及稽核人員2人，秉持

獨立、客觀精神執行稽核業務，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

達成：

(1) 營運之效果與效率。

(2) 報導具可靠性、即時性、有效性並符合相關規範。

(3) 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稽核處提供管理階層瞭解潛在的風險、評估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的執行情形，並適時提供改善意見，確保內部控

制制度之完整性與有效性。同時依董事會之委任，提供

相關調查、評估或諮詢服務，以協助董事會與高階管理

階層履行其公司治理的責任。

(1) 各營運循環之稽核。

(2)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8、9條

所列控制作業。

(3) 子公司稽核。

(4) 董事會交辦之稽核事項。

內部稽核負責單位與主要職掌

稽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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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下列三個管理體系，架構完整之內控管

理系統

1.內部控制制度及ERP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訂定明確之

內部組織結構、呈報體系，及適當權限與責任；內

部控制制度涵蓋有關銷售、生產、採購、融資、薪

工、固定資產、電腦資訊、投資、研發等所有營運

活動之循環控制，以及其他重要的控制作業、管理

辦法。並導入ERP系統，以強化作業控制、提升效

率與資訊品質。

3. 內控管理體系

秉持企業文化、員工核心價值與職業道德，透過經

營理念(誠信、樂觀、團隊及挑戰)之實踐，使內部控

制制度、ISO管理系統與GMP管理辦法組成之內控

管理體系持續有效的運行，進而提升經營管理成效

與產品品質，達成企業經營目標與使命。
2. ISO管理系統與GMP品質系統

配 合 產 業 發 展 需 要 ， 已 通 過 測 試 與 校 正 實 驗 室

ISO-17025認證。配合生技產業法令及業務需要，

建立符合生醫規範之品質管理系統，確保生醫產品

品質，並符合各項GTP、GMP之規範。以下是經主

管機關核准或認可項目：  

(1)【特管辦法適用項目(自體軟骨細胞治療膝關節軟

骨 缺 損 ) 細 胞 製 備 場 所 G T P 認 可 】 認 可 編 號

TP108C009

(2)【特管辦法適用項目(自體纖維母細胞治療皮膚缺

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細胞製備場

所GTP認可】認可編號TP108C009

(3)【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新北府汐衛藥販字第

6231114664號

(4)【西藥優良運銷準則(GDP)符合性評鑑許可】衛

授食字第1096014989號，許可編號DB0775

( 5 ) 【 西 藥 製 造 業 藥 商 籌 設 許 可 】 新 北 汐 衛 字 第

1096424386號

(6)【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新北府汐衛藥製字第

6131112328號  

3-6內控管理體系

稽核作業模式：P-D-C-A管理循環作業如下圖

內控管理體系圖示如下稽核
報告

分析問題癥結

完成工作底稿

研擬改進建議

確認改進方案

提出改進報告

修正規章制度

複核改進成效

更新營運流程

內控
制度

ISO
管理系統

GMP
管理辦法

企業文化、經營理念、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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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

Teamwork

Optimistic

Challenge

誠信

團隊

Integrity
樂觀

挑戰

經營理念

「誠」是誠實、「信」是

守諾，唯有信守承諾、言

行一致才是順天理應人性

的自然法則。

是一種正面思考與對未來充

滿「信心」的人生態度。樂

觀的人隨時隨地在生活中看

到希望，並「興高采烈」地

去追求希望。

是指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由

相互協作的個人組成的正式

群體，或是員工及管理層組

成的團體，合理運用團體成

員的知識技能，達成共同目

標及主要任務。

成功者的定義《勇於挑戰》

誰都沒有做過的事情，並堅

持做到最後的人要取得比別

人【更高的成就】完成自己

或團隊【更好的願景】。

誠信
Integrity

樂觀
Optimistic

團隊
Teamwork

挑戰
Challenge

為達成三顧公司於1998年成立，秉持「誠信、團

隊、挑戰、樂觀」所建構的核心「經營理念」，

創造優異的經營績效；我們秉持著專業與誠信的

理念，致力提供卓越與創新、以及全方位服務品

質，作為企業永續追求的目標。

由此；三顧的「經營理念」與追求品質專業至上

、服務到位及以客為尊的「企業使命」，建構創

立23年來始終如一的「客戶滿意、股東得利與員

工滿意」的企業文化，也是三顧追求企業永續經

營的良善循環。

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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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生重大影響持續營運的因素包括：火災、地

震、颱風、COVID-19、伺服器中斷、材料中斷、

侵犯智財權、斷水斷電、匯率、氣候變遷等。我們

根據前述不同的風險予以評估其低、中或高風險，

並研擬不同的持續營運計畫應變與復原計畫。

(1)低風險：若狀況發生由各權責主管處理，處理結

果呈報持續營運小組。

(2)中風險：由持續營運小組決定是否須制定持續營

運計畫(BCP)。

(3)高風險：若狀況發生時啟動持續營運計畫之緊急

應變及營運復原計畫。

三顧的風險管理政策：日常營運受多項財務風險之

影響，包含市場風險(包括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信

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風險管理工作由三顧財務處按照董事會核准之政策

執行。財務處透過與內部各營運單位密切合作，以

負責辨認、評估與規避財務風險。董事會對整體風

險管理訂有書面原則，亦對特定範圍與事項提供書

面政策，例如匯率風險、利率風險、信用風險、衍

生與非衍生金融工具之使用，以及剩餘流動資金之

投資。

本公司各項作業風險之管理，依其業務性質分由相

關管理單位負責，分述如下：

(1)持續營運計畫(BCP)發展與運作(Action)

持續營運小組評估屬於高度風險的因素，經由董事

長與總經理裁定後應制訂持續營運計畫(BCP)。該計

畫依據風險評估展開，發展緊急應變計畫及營運復

原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係在災害發生初期，規劃如

何發揮緊急應變，使緊急應變小組發揮功能，讓災

害損失降到最低；營運復原計畫則在事故發生後，

持續進展到善後工作處理，逐步展開復原工作。

(2)訂定持續營運計畫(BCP)的內容(Plan)

持續營運計畫(BCP)包含的內容：

持續營運計畫(BCP)小組名單與聯絡電話、外部機構

聯絡清單、緊急逃生流程、重要機械設備清單、重

要供應商名單、重要客戶名單、IT（機房）持續計

畫…等等，以有效地恢復公司運作所需的重要功能，

以降低公司人員與財產損失。

(3)持續營運計畫(BCP)演練(Do)與定期審查(Check)

持續營運計畫(BCP)視實際需求狀況，每年得定期予

以測試，使各部門熟悉持續營運計畫(BCP)應變或復

原作業流程，確保其在災害發生時能夠執行，並每

年定期演練結果或其他資訊修訂持續營運計畫(BCP)

，以確保該項計畫的規模與性質是符合公司的現況

與未來需求。

(1)持續營運計畫(BCP)發展與運作(Action)

持續營運小組評估屬於高度風險的因素，經由董事

長與總經理裁定後應制訂持續營運計畫(BCP)。該計

畫依據風險評估展開，發展緊急應變計畫及營運復

原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係在災害發生初期，規劃如

何發揮緊急應變，使緊急應變小組發揮功能，讓災

害損失降到最低；營運復原計畫則在事故發生後，

持續進展到善後工作處理，逐步展開復原工作。

(2)訂定持續營運計畫(BCP)的內容(Plan)

持續營運計畫(BCP)包含的內容：

持續營運計畫(BCP)小組名單與聯絡電話、外部機構

聯絡清單、緊急逃生流程、重要機械設備清單、重

要供應商名單、重要客戶名單、IT（機房）持續計

畫…等等，以有效地恢復公司運作所需的重要功能，

以降低公司人員與財產損失。

(3)持續營運計畫(BCP)演練(Do)與定期審查(Check)

持續營運計畫(BCP)視實際需求狀況，每年得定期予

以測試，使各部門熟悉持續營運計畫(BCP)應變或復

原作業流程，確保其在災害發生時能夠執行，並每

年定期演練結果或其他資訊修訂持續營運計畫(BCP)

，以確保該項計畫的規模與性質是符合公司的現況

與未來需求。

風險分析與管理
持續營運計畫

風險管理之組織架構

3-8 風險管理與永續發展計畫

嚴
重
性

可能性

1 2 3 4 5

1

2

3

4

5

斷電斷水

侵犯
智財權

材料中斷

火災 COVID-19

伺服器
中斷

地震

匯率

颱風

紅色區域
高度風險

黃色區域
中度風險

綠色區域
低度風險

負責公司之人員及天災的風險管理、財
產風險管理、法律管理風險，並遵循政
府相關法令與政策，以確保公司持續營
運及資產之安全。

執行經營決策、負責財務調度及運作、
評估中長期投資效益、建立避險機制，
並確保內控之有效性，達成財務報導之
可靠性、營運效果、效率及相關法令遵
循之目的，期以降低財務與策略風險。

管理部

負責網路規劃、建置，維護網路資訊安
全控管及防護措施，並持續測量網路品
質，以降低網路營運及資訊安全風險。

資訊部

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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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榮耀肯定與重要成果發表

����/��/�� 國家新創獎肯定
頒獎人：前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
受獎人：三顧(股)公司 胡立三董事長

專利取得，如下表(����年�件台灣發明專利)

重要成果發表

2020/3/20

2020/5/14

發明第
I693283號

發明第
I724528號

通過日期 取得專利項目 發明證號

一種微細胞層片的
製造方法

高增生活性的3D結
構細胞球體、其製造

方法與用途

����/��/�� 膝蓋軟骨細胞層片治療研討會_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主持

����/��/�� 膝蓋軟骨細胞層片成果發表會(台日合作－獲衛服部特管法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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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營運績效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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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主要產品與營業組織

主要產品研發與營運

-技術及研發概況

(1)電子部門

①加強產品組合之汰舊換新，並持續與國際大廠合

作及產品代理，行銷光世代之電子零件及技術領先

的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②提供客戶完整的設計組合以節省客戶研發費用，

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本公司與客戶之合作關係

，使公司的營運持續成長。

(2)生醫部門

①技術來源簡介:公司先前在2017年技轉日本 Cell-

Seed Inc.之「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口腔

黏膜上皮細胞層片產品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視鏡

黏膜下剝離術 (ESD) 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道狹

窄症狀。目前3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月4

日於義大醫院順利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院

方面也於2021年3月13日完成臨床試起始訪視 (SIV) 

可開始收案。此外，為了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床

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1月24日召集國內各大醫

院的內視鏡科、胃腸肝膽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成立

台灣食道研究聯盟，請醫師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

到食道臨床試驗的執行醫院。

②軟骨細胞層片方面：截至2021年3月底，三顧分

別與義大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

法》提出自體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

獲得TFDA審議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

2 0 例 的 收 案 ( 其 中 1 7 例 在 當 年 度 完 成 移 植 ) ， 又 在

2021年第1季已完成9例的移植，而花蓮慈濟醫院也

在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三顧又分別新增三

軍總醫院、敏盛醫院、新光醫院與童綜合醫院的申

請案；2021年度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

美醫院的申請案，故2021年底前預計共可通過至少

12家醫院的申請案，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三顧

也於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

開發與試驗的申請。

③在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方面，已先

後 取 得 「 一 種 微 細 胞 層 片 的 製 造 方 法 」 ( 發 明 第

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

其製造方法與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

發明專利。本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

療計畫申請案，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之填補及修復，已先後在2020年7月29日及2021

年1月10日分別通過義大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

作申請案。此外，2021年底前預計會再提出花蓮慈

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醫院的細胞治療申請

案；不僅僅只是治療，三顧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儲

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重

新取組織，直接將現有的細胞解凍使用。

 

(3)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

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

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認證實驗室為本公司品管中心負責維運，未來也將

向外推廣品管相關業務，以增進公司營收。另外，

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細胞治

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 (CPU) 及臨床試驗之細胞產

品製造場所的查核，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 

(GTP) 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執

行細胞治療。

(4)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三顧股份有限公

司與華碩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

之DataBank醫療大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

究，開始進行免疫細胞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

結合華碩AI技術，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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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推展台灣再生醫療進軍國際，搶占我國生醫產業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公司預計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樂迦再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也已在2020年12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第89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以每股新台幣10元參與投資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億8,000萬元，顯見政府對於本投資案之肯定與對台灣生醫產業邁向國際的支持態度。

三顧生醫發展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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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推廣組織與職掌

電子事業群 ◆管理台灣營運處、中國及香港營運處、新加坡營運處相關事務。

業務部

◆負責電子所有產品線採購及規劃事宜。
◆負責電子產品市場調查、研究分析、產品銷售計畫之訂定及解決客戶
    產品設計及製程問題。
◆集團內電子商品庫存、出貨等作業及管理。
◆應收帳款之催討及進度追蹤。

新加坡營運處 ◆統籌新加坡及東南亞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中國及香港營運處 ◆統籌中國及香港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轄
下
單
位

台灣營運處 ◆統籌台灣各地電子營運事宜。

部　門 主      要      職      責

生醫事業群 ◆管理生醫事業處及醫療應用處相關事務。

生醫事業處

◆統籌生醫業務相關產品研發及技術發展。
◆統籌細胞層片製程中心之建置、維護及管理事宜。
◆統籌臨床試驗及特管法之申請與執行。
◆統籌國內各醫院合作事宜；統籌生醫各項產品之行銷與販售。
◆統籌生醫品管各項之檢測與管理。
◆統籌生醫相關品質文件發行、分發、歸檔及管理。

◆業務推廣。
◆市場開發。
◆規劃與執行業務計畫，和達成業績目標。

◆行銷規劃／策略訂定，行銷活動執行，支援業務單位。

營業一部

營業三部

事業發展部

營業二部轄
下
單
位

醫療應用處
◆統籌公司新醫療事業之發展評估，新應用之臨床開發事宜。
◆負責國內、外事業開發與公司合作模式規劃及導入事宜。
◆統籌國內生技相關政府機構及法人之合作與策略發展等事宜。

◆負責國內醫療技術之導入與評估事宜。
◆負責國內醫療技術及教育訓練之規劃與管理。
◆負責評估醫療器材及再生醫學產品之服務及推廣業務。

醫療開發部

醫療事業部

◆負責蒐集並評估新產品及既有產品新臨床應用之開發。
◆負責蒐集並與專科醫師討論評估產品臨床應用之可行性及引進。
◆負責新產品及既有產品於各醫院實際應用之後續追蹤與管理。

臨床試驗部

轄
下
單
位

◆協助推動生技小組資訊蒐集及製作評估報告等相關事宜。
◆負責再生醫學產品之上市計畫。
◆負責國外再生醫學產品及醫療技術之評估、引進及後續推展。
◆蒐集國內、外再生醫療之最新技術、專利、資訊及相關公司的資料之分

析與評估事宜。
◆連結國內政府機構及相關法人，透過合作建立再生醫學策略聯盟，深耕

國內再生醫療產業。



台灣

菲律
賓

中國

香港

泰國

馬來
西亞

新加
坡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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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總部所在地

三顧公司營運總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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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服務內容與營運據點4-2 服務內容與營運據點

營運據點

台灣 Taiwan

中國 China

深圳 Shenzhen、廣州 Guangzhou、

廈門 Xiamen、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蘇州 Suzhou、

成都 Chengdu

香港 Hong Kong

新加坡 Singapore

馬來西亞 Malaysia

泰國 Thailand

菲律賓 Philippines

印度 India

電子

電子

電子

電子

電子

電子

電子

生醫

新北市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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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經營績效及發展

經營績效 依產品類別營運績效

2020年三顧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1,576,079仟元，美國及歐洲部分國家經濟疲弱等

不確定因素下，三顧交出一張不錯的成績單，從過去五年的合併損益表中，可以看到

三顧在營運表現穩健成長，但利潤須更加努力，最近五年的營收財務報表如下：

年  度 年  度

項   目 2017年2016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營業收入 1,662,820 1,429,233 1,460,290 1,412,575 1,576,079

(9,537) (3,496) 16,145 (3,087) (11,910)

(56,192) 11,432 (81,657) (115,686) (80,265)

(65,729) 7,936 (65,512) (118,773) (92,175)

(56,195) 5,189 (57,744) (92,695) (82,495)

(56,195) 5,189 (57,744) (92,695) (82,495)

(6,382) (16,745) 7,449 (6,659) (15,552)

(62,577) (11,556) (50,295) (99,354) (98,047)

(56,195) 5,189 (57,744) (92,695) (82,495)

(62,577) (11,556) (50,295) (99,354) (98,047)

(1.40) 0.12 (1.01) (1.60) (1.42)

145,206 145,206 150,033 141,740 170,694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稅前淨利

本期淨利（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每股盈餘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稅後淨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2019 年度

內　　銷 外　　銷
銷售

量值

金　額數　量 金　額數　量

生醫產品 1 2,266 0 0

177 12,648 1,442 150,996

1,114 3,197 4,638 59,122

7,527 281,918 31,242 627,978

19 966 182,406 273,484其　　他

消費性產品

連接器

通訊產品

8,838 300,995 219,728 1,111,580合　　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2020 年度

內　　銷 外　　銷
銷售

量值

金　額數　量 金　額數　量

生醫產品 7 10,837 0 0

102 8,476 1,898 204,646

1,288 4,006 4,307 41,781

6,653 342,784 44,462 695,955

1 27 125,102 267,567其　　他

消費性產品

連接器

通訊產品

8,051 366,130 175,769 1,209,949合　　計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註1：以上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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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或區域的產品類別營運績效

主要產品與價值鏈

-����年度各主要產品的營業比重

-主要產品用途：電子業務

-電子業務

-����年度依國家或區域的產品類的營運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 要 產 品 銷 售 金 額 營 業 比 重

生醫產品

消費性產品

連接器

通訊產品

其　　他

Total

10,837

45,787

213,122

1,038,739

267,594

1,576,079

0.69%

2.91%

13.52%

65.90%

16.98%

100.00%

營業收入 563,410 384,721 627,948 1,576,079

地區 中國大陸
(含香港) 東南亞 台灣 合計項目

台灣電子產業能成為全球電子產品的研發和生產重

鎮，其主要原因除在於研發生產速度快、多樣化的

選擇且製造成本低、供貨穩定並具有彈性及價格有

競爭力外，最大特色在於其專業的上、中、下游分

工模式及善於利用大陸的生產基地。

在電子產業走向專業分工的趨勢下，國內電子零組

件通路商早已跳脫只扮演代理及銷售的角色，成為

半導體產業產銷結構中的重要一環，除為上游的國

內外原件供應商建立銷售通路外，對下游製造商而

言，通路商還需具備提供倉儲服務、迅速供貨、技

術支援、售後服務及財務支援等功能，以協助客戶

縮短產品上市時程，有效地降低經營風險，因此透

過上、中、下游之有效分工模式，而提昇台灣整體

電子產業之運作效率。

本公司為電子零組件通路商，主要代理經銷歐美品

牌，產品範圍涵蓋通訊產品、連接器及消費性產品

，隨著代理經銷之主要品牌Samtec、Everspin等，

其市場占有率穩定，本公司陸續積極開發各種應用

領域產品之代理品牌，將有助於未來在所屬產業市

場占有率之提昇。

主要產品

消費性產品類

通訊產品類

供應商用　 途

寬頻網路、相關之多媒體及視
訊應用產品半導體原件

AIC、Alliance, 
Mxic, IC+,晶訊
光電

Asix、Silabs、
Everspin、Infibi

行動電話、衛星定位系統等之
半導體原件

連接器

其他

網路、通訊之電子零組原件
Samtec、
E-Switch、
PhoenixContact

LedEngin、
Sunon

觸控屏、傳輸應用模組

三顧2020年度營業額為1,576,079仟元，金額較

2019年1,409,026仟元合併營業收入成長11.85%。

主 要 為 中 國 受 新 冠 肺 炎 因 應 得 當 經 濟 成 長 上 修 ，

SAMTEC等連接器產品線營收成長，另因電子產品

製造廠商轉移生產基地帶動台灣及東南亞營收成長

。另在新市場（高階商用交換機、車載交換機、高

階伺服器、晶圓測試機台、博奕器）應用部分找到

新的需求並開始出貨。未來本公司將持續專注於毛

利較高之產品(E-Switch、菲尼克斯)之開發及增加

其他有利基產品線之比重，且本公司陸續積極開發

各種應用領域產品之代理品牌，將對未來市場占有

率之提昇，並整合產品完整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與同業間相較，雖然皆屬於電子

零組件通路商，資本規模亦相近，但各公司所代理

之產品性質仍有所不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營業

收入較倍微、全達低，惟高於昱捷，主係調整客戶

結構及淘汰獲利不佳產品線導致營收下降，因已完

成電子部門人力優化及提高毛利率，已顯示獲利狀

況。惟考量產業創新，轉型至生技醫療產業，增加

營運費用之影響，使本期獲利減少。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是以穩健經營及永續發展為原則，因此在產品

銷售策略上，注重對整體3C產業之布局，強化產品

線之涵蓋面，以避免受單一電子產業不景氣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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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部門：代理經銷之產品品牌

-生醫業務逐步發展高毛利且有前景之產品，強化與客戶間長

期而穩定之關係，使公司營收穩定成長。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為電子零組件通路商，主要代理

經銷歐美品牌，產品範圍涵蓋通訊產品、連接器及

消費性產品，隨著代理經銷之主要品牌Samtec、

Everspin等，其市場占有率穩定，本公司及各子公

司陸續積極開發各種應用領域產品之代理品牌，將

有助於未來在所屬產業市場占有率之提昇。

考量未來全世界越來越步入高齡化社會，全球各國

都正積極發展生技製藥產業，以改善過去未能治標

治本的遺傳疾病和退化疾病等，來降低國家社會負

擔並增進國民福祉。自2018年9月6日經由衛生福利

部公告實施「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

或管理辦法」(簡稱特管辦法)，將6種安全性可確定

、成效可預期之細胞治療項目，歸類為特定醫療技

術進行管理，讓生技公司與醫療院所可在政府監測

下合作推出新穎的再生醫療技術，使台灣醫療水準

接軌國際，國人可不必出國就能享受到有國際生醫

界認可安全性與成效的治療方案，讓生技公司能創

造營收。

台灣再生醫療產品大多仍處於研發階段，尚未有產

品上市，故本公司為積極拓展生醫領域，引進日本

CellSeed公司獨家授權技術，申請執行食道再生台

灣第三期臨床試驗及膝蓋軟骨再生醫療技術服務。

截至110年6月25日，三顧已順利通過與8家醫療院

所合作依特管辦法申請以「自體軟骨細胞治療膝軟

關節缺損」、3家以「自體纖維母細胞治療皮膚缺陷

：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將陸續與全

台更多醫院與診所合作，讓醫療服務更便利於民，

預計為本公司帶來營收且提高市占率。

為永續經營與橫向發展布局，三顧也展開多種細胞

儲存服務，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

二次重新取組織，直接將現有的細胞解凍使用，亦

有利於未來結合新科技推出更有效價比的精準醫療

方案。目前有的細胞儲存服務包含：自體膝關節軟

骨細胞儲存、自體周邊血單核細胞儲存、及自體脂

肪幹細胞儲存。

-全台醫院通路

醫　院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骨科部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骨科部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骨科部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敏盛醫療體系

北部

南部

東部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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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
細胞層片

CellSeed－
培養皿

－

主要產品 供應商用　 途

病人

醫院

三顧細胞製程中心
(生產細胞層片產品)

交給
醫院移植

至醫院取組織

-商業模式 -生醫部門

1.用於食道癌術後經過內視鏡黏
膜下剝離術(ESD)後之預防食道
狹窄。
2.用於關節軟骨缺損之膝蓋軟骨
之再生修復。

細胞儲存
服務

1.自體膝關節軟骨細胞儲存，以
應用於膝關節軟骨缺損。
2.自體纖維母細胞儲存，以應用
皮膚缺陷、皮下及軟組織缺損、
其他表面性微創技術之合併或
輔助療法。
3.自體周邊血單核細胞儲存，以
應用血液惡性腫瘤、第一至第三
期實體癌，經標準治療無效、實
體癌第四期。
4.自體脂肪幹細胞儲存，以應用
因難傷口、大面積燒傷或皮膚創
傷受損、皮下及軟組織缺損、退
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
其他表面性微創技術之合併或
輔助療法。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電子業務

不論國內國外，近十年電子產業的變動不少，性質相近

的公司彼此整合與合併的趨勢不斷，並往特定產品與市

場靠攏，2020年整體而言面臨大者恆大，中小企業生存

不易的狀況及中美貿易戰開打之隱憂。終端消費者的需

求亦呈現波段性變化，要抓住市場脈動並快速變化是各

家電子公司的課題。

近年來包括大陸與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挾其低廉的勞

工成本和廣大的土地資源，使台灣過去低成本、高效率

製造的優勢逐漸消失，台灣的製造商為因應此趨勢及配

合世界級大廠全球運籌(Global Logistics)的營運模式

，必須在大陸、東南亞等地建立生產據點，使得零組件

通路商勢必回應下游客戶之需求，三顧公司至海外鋪設

完整之行銷通路以就近服務客戶。台灣的電子產業已不

能光靠供貨快、價格低來維持成長，三顧在台灣建立營

運總部統籌研發、業務、調度財務資源建立全球生產據

點為共同之營運模式，我們是電子零件通路商，在此模

式中提升研發能力，支援參與客戶之產品設計，建立全

球快速供貨能力，就近服務客戶全球生產據點、解決問

題，為三顧身為通路商生存成功的重要關鍵。因應大陸

一帶一路及紅色供應鏈的形成，本公司亦透過大陸子公

司尋找與更多優良陸資產品原廠合作，冀望更能深耕當

地客戶，並將更有優勢的產品販售去東亞及南亞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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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業務

2016年行政院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提

出「完善生態體系、整合創新聚落、連結國際市場資

源、推動特色重點產業」四大行動方案，以打造台灣

成為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為願景，且為促進生技產

業發展與增進國人健康福祉，近年更是以再生醫療為

世界各國發展之重點項目。再生醫療的市場可依產品

類別區分為基因療法(Gene Therapy)、細胞療法

(Cell Therapy)及組織工程和生物材料(Tissue Engi-

neering/Biomaterials)。主要是利用人類的細胞，

經過擴增及誘導甚至是基因改造，以作為傳統療法，

治療受限或者是無法治療疾病的另類療法，應用在癌

症和傷口上的修復，來代替無正常作用的受損細胞、

幫助產生新細胞或組織之新治療領域。《Deloitte 

2019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指出，2017

年全球基因治療市場規模約45億美元，細胞治療約

40億美元。然而《Research and Markets》在2017

年5月發表的市場預測報告更是樂觀的預估，全球再

生醫療市場規模在2021年將達到537億美元，23.3%

的 C AG R ， 其 中 基 因 與 細 胞 治 療 的 C AG R 預 估 高 達

36.5%。據《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統計，截至2020年12月底為止，包含基因治療、

細胞治療與組織工程治療的全球再生醫療公司數量超

過1,085家，其中北美占50% (543家)、南美1.2% 

(13家)、歐洲19.3% (209家)、中東與非洲2.3% (25

家)，而亞洲從2019年占18.2%(180家)成長到27.2% 

(295家)占比，無不因亞洲人口(42億)卻占全球60%

以上，顯見亞洲市場有高度成長的空間；與此同時，

全球共有1220個再生/新興療法的臨床實驗，其中基

因與細胞產品相關的有791個(占64.8%)、免疫細胞

療法相關的有419個(占34.3%)；再深入分析目前全

球的再生醫療與先進療法臨床試驗進度，得知進入臨

床試驗2期的有685個(占56.1%)、臨床3期152個(占

12.5%)，2、3期合計近64%。

臺灣方面，近年積極與國內民間企業共同發展生技產

業，希望打造臺灣另一個「藍海」，創造臺灣成為亞

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為願景，促進生技產業發展與增

進國人健康福祉，將可加速產學鏈結，使學界研發成

果更快產業化。在市場拓展及產業開發新產品方面，

不僅給予較優惠的健保核價機制，經濟部更協助潛力

廠商，依日本、美國等各市場特性，進行市場通路布

局。

在法規方面，政府已完成「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修正

及已在2018年9月6日發布並實行「特定醫療技術檢

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簡稱

「特管辦法」，讓細胞治療技術能依法執行，嘉惠在

國人身上。三顧是特管法第一個通過自體軟骨細胞移

植技術的公司，同時也是臺灣第一個通過的非癌症以

及非幹細胞治療之技術，於2019年12月18日獲臺灣

衛生福利部函覆認可，是可合法製作自體軟骨細胞的

細胞製備中心。目前與三顧合作已通過特管辦法核准

開始收案的有義大醫院、高雄榮總、北醫、花蓮慈濟

、彰化基督教醫院、新光醫院、三軍總醫及敏盛醫院

等。臺灣每年至少有5萬人需要作人工膝關節置換，

預計此技術可造福眾多病人。此外，隨著科技進步瞬

息萬變，加上社會的高齡化人口趨勢，人們對於抗老

與外在樣貌更加重視與照顧。除了對身體內在健康保

養重視外，對外在相貌也逐漸重視，且隨著衛教的普

及、個人保健意識的提升，越有能力提高於醫學美容

相關服務及療程的花費，也對這種非必要性醫療行為

接受度逐漸升高，進而推升醫學美容市場之發展契機

。目前三顧自行開發並依特管辦法申請以自體纖維母

細胞應用於皮膚缺陷所導致的皺紋、凹陷及疤痕之填

補及修復，目前與三顧合作已通過特管辦法核准可開

始收案的有義大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北醫。未來

將持續維護最佳與穩定的細胞製備服務，並積極拓展

與醫院診所的溝通互信良好之通路開發，以優良口碑

來建立公司形象與開創營收。此外，更在近期規劃免

疫細胞、軟骨細胞及纖維母細胞的儲存服務，因台灣

《特管辦法》通過後，患者可不必抱病遠赴海外施打

細胞製劑以治療癌症或其他老化相關疾病。此外，在

國内治療，醫療端更能掌握細胞產品之品質，資料透

明化，減少運輸風險以及醫療糾紛等問題，對病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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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目前納入免疫細胞療法的條件相當嚴苛，並

非所有的癌症病人符合治療條件。因此，三顧積極與

腫瘤科醫師們溝通，以瞭解病人的需求並在臨床設計

時更貼近收納條件，在現階段將提供免疫細胞儲存服

務，以利未來細胞產品核准後癌症應用。三顧現行膝

軟骨層片治療技術須為使用者開兩次刀，一次為取軟

骨組織於體外擴增製作成細胞層片、一次為移植細胞

層於患部做修復再生，對使用者有身心負擔也有不方

便性，故三顧也正積極開發異體軟骨細胞製備技術與

相關儲存方式，讓未來的使用者可獲得效價比更高的

產品、更快速完成手術進入修復再生。

相對鄰近大國，台灣醫療市場相對較小，導致歐美國

際級創投，多半不看好台灣的生醫新創，要想翻轉「

小市場、缺資金」的困境，唯有讓台灣生醫產業/新

創接軌大國醫護市場，才有機會在技術或產品推出後

，行銷國際並吸引國際創投。三顧與日本Hitachi集

團合作討論引進自動化系統，將有利於未來縮短產程

，節省成本及時間的耗費，更於2020年4月簽署合作

備忘錄，預計在竹北生醫園區成立合資公司，並建置

亞洲最大的CDMO細胞工廠擬承接Hitachi集團的

CDMO訂單。此合資公司也將會與各大法人研究機構

合作研發新興技術及執行臨床試驗。另外，三顧與日

本CellSeed公司合資成立日生細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除開發具有臨床治療潛力的細胞層片外，也將

發展可能應用於神經修復與神經再生的相關再生醫學

療法，借政府政策的東風早日進入臨床試驗，冀望能突破再生醫療製劑規範與細胞治療法規的侷限，發

展多元化應用的產品與技術，推廣細胞層片產品的應用增加產值。三顧將整合各界盟友的資源，投入新

技術應用開發、製程科技優化、服務項目拓展與全球通路展延，以嘉惠和造福更多相關病患，並協助國

家推動再生醫學相關醫療之發展，實現台灣下個兆元產業之目標。

具有二十四小時即時監控，全時自動發報系統之液
態氮儲存槽，將細胞凍存於零下150℃。

自動監控凍存系統4.

整合儲存細胞檢驗結果報告，並提供給客戶。

專業儲存報告書5.

健康評估及採集

精密儀器檢測把關
進行細胞品質確效

諮詢與簽訂儲存契約

專業人員與客戶簽訂儲存契約及諮詢細胞儲存。

1.

含四項法定傳染病的篩檢 (HIV、HBV、HCV、梅毒) 及手術
知情同意，由專業相關人員進行採集。

2.

獨家專利細胞培養技術以及9項品管安全檢測，
確保細胞品質及未來臨床應用。 3.

現行技術 細胞層片技術

親水性

疏水性 單層片 相同細胞
片多層化

數種細胞
片多層化

溫度變化

溫度感應聚合物

細胞層片技術

專業儲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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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癌症中心醫院

◆ 食道層片-移植手術培訓
◆ 層片製作與品管技術

◆ 技術文件承接

◆ 專利培養皿技術

◆ 三顧CPC 試運轉

◆ 標準作業流程及品質文件建立

◆ 層片製作

◆ 食道層片培養技術

◆ 廠務實勘與討論

專業
醫師
2017.Q4

入門
培訓
2017.Q4 技術

培訓
2018.Q1

在台
建立
2018.Q2 提出

申請
2018-2019

取得
核准
2020

CellSeed CPC

◆自體口腔黏膜上皮細胞

層片申請臨床試驗3期

三顧 CPC

三顧 CPC

三顧GTP細胞製備中心落成

三顧 CPC

◆通過特管辦法細胞治療計

畫 - 自 體 軟 骨 細 胞 與 自 體 纖

維母細胞

◆自體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

片臨床試驗3期獲TFDA核准

-核心技術完整呈現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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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產品未來的發展

技術與研發概況

電子部門

(1)加強產品組合之汰舊換新，並持續與國際大廠合

作及產品代理，行銷光世代之電子零件及技術領先

的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2)提供客戶完整的設計組合以節省客戶研發費用，

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本公司與客戶之合作關係

，使公司的營運持續成長。

生醫部門

(1)技術來源簡介: 三顧先前在2017 年技轉日本 

CellSeed Inc.之「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

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片產品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

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ESD) 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

道狹窄症狀。目前3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

月4日於義大醫院順利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

院方面也於2021年3月13日完成臨床試起始訪視 

(SIV) 可開始收案。此外，為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

床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1月24日與台灣食道研

究聯盟（其為國內各大醫院的內視鏡科、胃腸肝膽

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所組成的食道研究聯盟），共

同討論未來如何在台執行該臨床試驗案，為了加速

收案的速度，將共同請食道研究聯盟的醫師，共同

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到食道臨床試驗的執行醫院。

(2)軟骨細胞層片方面：截至2021年3月底，三顧分

別與義大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

法》提出自體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

獲得TFDA審議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

20例的收案(其中17例在當年度完成移植)，在2021

年 第 1 季 已 完 成 9 例 的 移 植 ， 而 花 蓮 慈 濟 醫 院 也 在

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三顧又分別新增三軍

總醫院、敏盛醫院、新光醫院與童綜合醫院的申請

案；2021年度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美

醫院的申請案，故2021年底前預計共可通過至少12

家醫院的申請案，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三顧也

於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開

發與試驗的申請。

(3)在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方面，已先

後 取 得 「 一 種 微 細 胞 層 片 的 製 造 方 法 」 ( 發 明 第

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

其製造方法與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

發明專利。本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

療計畫申請案，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之填補及修復，已先後在2020年7月29日及2021

年1月10日分別通過義大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

作申請案。此外，2021年底前預計會再提出花蓮慈

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醫院的細胞治療申請

案；不僅僅只是治療，三顧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儲

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重

新取組織，直接將現有的細胞解凍使用。

(4)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

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認證實驗室為本公司品管中心負責維運，未來也將

向外推廣品管相關業務，以增進公司營收。另外，

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細胞治

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 (CPU) 及臨床試驗之細胞產

品 製 造 場 所 的 查 核 ， 符 合 人 體 細 胞 組 織 優 良 操 作 

(GTP)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執行

細胞治療。

(5)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三顧與華碩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之DataBank醫

療大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究，將開始進

行免疫細胞的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結合華碩

AI技術，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6)為推展台灣再生醫療進軍國際，搶占我國生醫產

業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公司預計

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

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也

已在2020年12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第89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以每股新台幣10元參與

投資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億8,000萬元，顯

見政府對於本投資案之肯定與對台灣生醫產業邁向

國際的支持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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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部門

(1)加強產品組合之汰舊換新，並持續與國際大廠合

作及產品代理，行銷光世代之電子零件及技術領先

的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2)提供客戶完整的設計組合以節省客戶研發費用，

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本公司與客戶之合作關係

，使公司的營運持續成長。

生醫部門

(1)技術來源簡介: 三顧先前在2017 年技轉日本 

CellSeed Inc.之「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

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片產品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

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ESD) 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

道狹窄症狀。目前3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

月4日於義大醫院順利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

院方面也於2021年3月13日完成臨床試起始訪視 

(SIV) 可開始收案。此外，為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

床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1月24日與台灣食道研

究聯盟（其為國內各大醫院的內視鏡科、胃腸肝膽

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所組成的食道研究聯盟），共

同討論未來如何在台執行該臨床試驗案，為了加速

收案的速度，將共同請食道研究聯盟的醫師，共同

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到食道臨床試驗的執行醫院。

生醫業務

目前我國再生醫療產業之細胞治療領域大多處於臨

床試驗安全性與有效性的階段，促使國內再生醫療

產業以細胞儲存或臍帶血保存業務為主，然而國外

已有多種產品上市，顯示台灣再生醫學發展進度落

後。於未來世界再生醫學市場，預估美國市場將占

總體之77％，且再生醫學產品及加工產品在新興國

家，如中國和印度，也隨著人口和國民收入提升而

增加，周邊產業市場有望擴大。

科技部長吳政忠於2020/7/16日表示，期許未來五

年內台灣生技醫療產值可從目前6,000億元，成長擴

增到1兆元，使生技產業邁向兆元俱樂部。近年來政

府不斷推動相關法規開放與落實，鼓勵創新技術研

發與產業接軌國際市場，尤其是以特管辦法通過後

，讓生技藥品研發公司不用再等10~20年的研發、

臨床試驗、到取得藥證上市，才能獲得營收，讓享

受專利保護的獨賣年限也縮短許多，現今政府TFDA

對生技藥廠的研發成效更具有信心，傾聽產官學各

(2)軟骨細胞層片方面：截至2021年3月底，三顧分

別與義大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

法》提出自體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

獲得TFDA審議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

20例的收案(其中17例在當年度完成移植)，在2021

年 第 1 季 已 完 成 9 例 的 移 植 ， 而 花 蓮 慈 濟 醫 院 也 在

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三顧又分別新增三軍

總醫院、敏盛醫院、新光醫院與童綜合醫院的申請

案；2021年度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美

醫院的申請案，故2021年底前預計共可通過至少12

家醫院的申請案，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三顧也

於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開

發與試驗的申請。

(3)在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方面，已先

後 取 得 「 一 種 微 細 胞 層 片 的 製 造 方 法 」 ( 發 明 第

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

其製造方法與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

發明專利。本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

療計畫申請案，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之填補及修復，已先後在2020年7月29日及2021

年1月10日分別通過義大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

作申請案。此外，2021年底前預計會再提出花蓮慈

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醫院的細胞治療申請

案；不僅僅只是治療，三顧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儲

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重

新取組織，直接將現有的細胞解凍使用。

(4)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

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認證實驗室為本公司品管中心負責維運，未來也將

向外推廣品管相關業務，以增進公司營收。另外，

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細胞治

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 (CPU) 及臨床試驗之細胞產

品 製 造 場 所 的 查 核 ， 符 合 人 體 細 胞 組 織 優 良 操 作 

(GTP)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執行

細胞治療。

(5)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三顧與華碩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之DataBank醫

療大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究，將開始進

行免疫細胞的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結合華碩

AI技術，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6)為推展台灣再生醫療進軍國際，搶占我國生醫產

業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公司預計

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

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也

已在2020年12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第89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以每股新台幣10元參與

投資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億8,000萬元，顯

見政府對於本投資案之肯定與對台灣生醫產業邁向

國際的支持態度。

界的需求與意見，陸續開放自體細胞相關產品、糞微

菌叢植入治療(FMT)、實驗室開發檢測(LDTs)、甚至

已公告將開放細胞保存庫與異體細胞治療上路，讓只

要是安全且有效的技術產品可少掉前面很多臨床試驗

階段，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再挾以台灣頂尖醫療水

準優勢，可望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與海外優秀人才回台

發展。

再 生 醫 療 將 帶 動 周 邊 的 生 醫 市 場 ， 三 顧 將 日 本

CellSeed公司之技術及臨床化落實於台灣生技之發

展，計畫首要開發項目為食道與軟骨修復，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告，台灣每年約有2,300人次罹

患食道癌，中國大陸每年約47萬人次進行食道手術

治療，皆屬食道層片需求之目標市場；另台灣每年約

有4.8萬人次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中國大陸每年約

有40萬人次進行膝關節手術治療，皆屬膝蓋軟骨層

片需求之目標市場，且因全球之人口趨勢邁入「高齡

社會」，高齡人口隨之增加，相關需求將會更加明顯

。台灣及中國大陸食道癌及膝關節置換有明確之醫療

需求，然CellSeed公司之細胞層片技術已幾近成熟

，因此三顧將率先引進在台進行合作研發。

其餘器官與組織之細胞層片開發均已進入臨床前試驗

，於未來都可做為嶄新之發展項目。將與大專院校等

學術單位及其附設醫院，如：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建

立共同發展之合作策略，前期研發試驗，後期導入市

場，進行產品銷售與合作，強化公司之競爭利基。三

顧與CellSeed公司即在這樣背景下成立日生細胞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除了開發具有臨床治療潛力的

細胞層片外，也將發展應用於神經修復與神經再生的

相關再生醫學療法，借政府政策的東風早日進入臨床

試驗，冀望能突破再生醫療製劑規範與細胞治療法規

的侷限，發展多元化應用的產品與技術，推廣細胞層

片產品的應用增加產值。

借鏡台積電或其他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一開始是以

CDMO (委託開發製造，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開始的，生醫產業

也可複製這樣成功的模式，先從替人代工開始，得到

國際大廠的認可，取得他們的關鍵技術（Know How

），然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關鍵技術，幫助顧客產品

精進，也帶動台灣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接軌國際。

三顧公司預計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

司，成立合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竹北生醫園區建置亞洲最大規模的CDMO細胞代工

廠，加入日立細胞治療產品供應鏈行列。樂迦將採取

多方策略合作模式，由日立負責協助建廠與自動化細

胞培養技術人員培訓，全球市占率最高細胞CDMO

公司-Minaris則是技術授權和CDMO訂單業務的合

作，三顧將支援包括申請臨床試驗、藥證取得與冷鏈

物流、代理銷售等。目前樂迦再生科技公司預計募集

的20餘億資金已全數到位，除獲得國發基金為首的

官股支持 (如中鋼與耀華玻璃)，更還有材料廠華立、

東元旗下東安投資、彰銀、合作金庫、台企銀等都參

與投資，著眼共同打造亞洲最大的自動化cGMP細胞製造工廠共同發展國際再生醫學市場，積極將台灣細

胞製品行銷海外，讓台灣再生醫療品質與規格能接軌國際，取得全球再生醫學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未來三顧將站在更多盟友的巨人肩膀上，投入新技術應用開發、製程科技優化、服務項目拓展與全球通

路展延，嘉惠和造福更多相關病患，並協助國家推動再生醫學相關醫療之發展，實現台灣下個兆元產業

、下座護國神山之目標。

����年度營運計畫概況

重要之產銷政策

電子部門

(1)以高附加價值及利基型產品為主之電子零組件通

路商。

(2)根留台灣、深耕中國地區、東南亞及印度行銷網

，結合中國地區及東協各國的資源創造相乘的利潤

與價值。

(3)持續調整以擴大利基並提供客戶更完整之解決方

案。

(4)針對既有產品線，尋求藍海市場客戶，並同時提

高客戶滿意度，成為長期合作夥伴，並對物聯網相

關的零件產品積極導入既有銷售通路，以追求營運

持續成長。

(5)積極引進及培養人才，提升技術支援及產品應用

能力。

(6)提供差異化服務及技術整合，滿足客戶需求，以

求利潤極大化。

電子部門

加強推廣產品在雲端市場（伺服器、儲蓄設備、高

階商用交換機）、無線通訊（路由器、5G分享器）

、工業控制（工業用交換機、鐵路通信設備）、醫

療設備、汽車電子（電動車電子設備）、工具機器

設備市場、半導體測試設備市場產品等高階市場的

應用。

因新冠狀病毒衝擊之影響，在下半年供應商面臨取

得原材料不足問題之下，供貨交期預計加長到4-8週

不等，下游客戶群因為交期加長和員工返工人數短

生醫部門

(1)持續增加自體膝軟骨細胞層片移植之《特管法》

膝關節軟骨缺損之細胞治療計畫的合作醫院家數與

醫師人數，以增加生醫部門的主要產品業績。

(2)加速推展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之《特管法》皮膚

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之細胞治療

計畫的合作醫院家數與醫師人數，以增加生醫部門

的次要產品業績。

(3)定期追蹤食道層片臨床試驗案之收案進度，以確

保產品能在預定時程內上市。

(4)發展細胞儲存業務的服務，包括免疫細胞、皮膚

纖維母細胞等，以開拓生醫部門的營收項目。

(5)開發異體軟骨細胞，用於一次性手術的膝軟骨細

胞層片移植治療，並完成主管機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以確保產品可順利取得新藥查驗登記。

    

缺之下，整體客戶拉貨速度和反應將會減緩。

在新冠狀病毒問題之下，原廠針對部分客戶提高成

本和售價並在此疫情條件以下，進一步提高產品利

潤。另外，要求下游客戶群提早下單防止缺料問題

發生，進一步防止公司營收面臨缺料時，讓營收下

降。

生醫部門

生醫部門將積極與全台北部、中部、南部等各大醫

院合作，目前已與義大醫院、高雄榮民醫院、彰化

基督教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等通過《特管法》的細胞治療申請案，未來將持

續與其他醫院申請膝關節軟骨細胞與纖維母細胞之

《特管法》的細胞治療，以增加公司之營收。此外，

生醫部門也預計與北醫等醫院合作免疫細胞儲存服

務業務及《特管法》的自體免疫細胞治療的申請，

藉此開拓公司的營收項目，必定可提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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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產品發展的利基

電子部門

(1)加強產品組合之汰舊換新，並持續與國際大廠合

作及產品代理，行銷光世代之電子零件及技術領先

的產品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2)提供客戶完整的設計組合以節省客戶研發費用，

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本公司與客戶之合作關係

，使公司的營運持續成長。

生醫部門

(1)技術來源簡介: 三顧先前在2017 年技轉日本 

CellSeed Inc.之「食道再生醫療技術」，發展食道

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片產品應用於食道癌病人經內

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ESD) 後之修復，可有效避免食

道狹窄症狀。目前3期臨床試驗方面，已在2021年2

月4日於義大醫院順利完成第一例的治療，而台大醫

院方面也於2021年3月13日完成臨床試起始訪視 

(SIV) 可開始收案。此外，為加速收案進度以確保臨

床試驗順利，三顧於2021年1月24日與台灣食道研

究聯盟（其為國內各大醫院的內視鏡科、胃腸肝膽

科及消化內科等醫師所組成的食道研究聯盟），共

同討論未來如何在台執行該臨床試驗案，為了加速

收案的速度，將共同請食道研究聯盟的醫師，共同

協助將合適的病人轉介到食道臨床試驗的執行醫院。

競爭利基：電子業務

代理經銷通路業要能在市場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必需掌握時效性，不僅是在產品的供應上與技術的支

援上，都必需使下游的製造商能在最短的時間上將其

最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出上市。在電子產業專業分工體

系下，全球運籌管理的生產模式，使得專業電子零組

件代理經銷商所能提供予下游廠商的價值，不再僅侷

限於產品與價格，而是延伸到後勤支援與產品組合完

整；以及在技術服務的價值。而在該行業中，產品組

合之完整與否、提供技術服務能力之強弱、供貨及專

業資訊之取得速度往往是事業成就與否的關鍵，並影

響對客戶服務品質之優劣，本公司專業技術服務能力

與形象在業界備受肯定，是因其對於產品的趨勢有洞

燭先機的能力，可即時提供客戶最佳的產品組合，同

時化被動為主動提供客戶最新與功能最佳的產品資訊

，期將產品專業服務的角色發揮至極致，確保公司未

來業績之持續拓展。本公司能確保市場競爭利基其基

植於下述幾點：

生醫業務

目前我國再生醫療產業之細胞治療領域大多處於臨

床試驗安全性與有效性的階段，促使國內再生醫療

產業以細胞儲存或臍帶血保存業務為主，然而國外

已有多種產品上市，顯示台灣再生醫學發展進度落

後。於未來世界再生醫學市場，預估美國市場將占

總體之77％，且再生醫學產品及加工產品在新興國

家，如中國和印度，也隨著人口和國民收入提升而

增加，周邊產業市場有望擴大。

科技部長吳政忠於2020/7/16日表示，期許未來五

年內台灣生技醫療產值可從目前6,000億元，成長擴

增到1兆元，使生技產業邁向兆元俱樂部。近年來政

府不斷推動相關法規開放與落實，鼓勵創新技術研

發與產業接軌國際市場，尤其是以特管辦法通過後

，讓生技藥品研發公司不用再等10~20年的研發、

臨床試驗、到取得藥證上市，才能獲得營收，讓享

受專利保護的獨賣年限也縮短許多，現今政府TFDA

對生技藥廠的研發成效更具有信心，傾聽產官學各

(2)軟骨細胞層片方面：截至2021年3月底，三顧分

別與義大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依《特管

法》提出自體軟骨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已先後

獲得TFDA審議通過。義大醫院於2020年度已完成

20例的收案(其中17例在當年度完成移植)，在2021

年 第 1 季 已 完 成 9 例 的 移 植 ， 而 花 蓮 慈 濟 醫 院 也 在

2020年9月完成1例。2020年三顧又分別新增三軍

總醫院、敏盛醫院、新光醫院與童綜合醫院的申請

案；2021年度預計提出高雄長庚、台北榮總與奇美

醫院的申請案，故2021年底前預計共可通過至少12

家醫院的申請案，合作醫師超過50位；同時三顧也

於2021年開始拓展異體軟骨細胞的儲存與治療的開

發與試驗的申請。

(3)在自行開發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技術方面，已先

後 取 得 「 一 種 微 細 胞 層 片 的 製 造 方 法 」 ( 發 明 第

I693283號) 及「高增生活性的3D結構細胞球體、

其製造方法與用途」(發明第I724528號)等2件台灣

發明專利。本技術依《特管法》共同提出細胞治

療計畫申請案，應用於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之填補及修復，已先後在2020年7月29日及2021

年1月10日分別通過義大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合

作申請案。此外，2021年底前預計會再提出花蓮慈

濟醫院、台安醫院與基隆長庚醫院的細胞治療申請

案；不僅僅只是治療，三顧亦發展纖維母細胞的儲

存，讓使用者若需要細胞用於治療時可不需二次重

新取組織，直接將現有的細胞解凍使用。

(4)細胞製備中心的啟用：本公司生物測試實驗室獲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之實驗室 (認證

編號3691)，測試領域認證類別/項目為：

①環境保護/微生物平板計數；

②生物科技/黴漿菌檢測；

③生物科技/革蘭氏染色；

④生物科技/無菌試驗-直接接種；

⑤生物科技/無菌試驗-微孔濾膜過濾；

⑥生物科技/內毒素檢測。

認證實驗室為本公司品管中心負責維運，未來也將

向外推廣品管相關業務，以增進公司營收。另外，

本公司細胞製備中心已通過台灣衛福部核定細胞治

療技術之細胞製備場所 (CPU) 及臨床試驗之細胞產

品 製 造 場 所 的 查 核 ， 符 合 人 體 細 胞 組 織 優 良 操 作 

(GTP)相關規範，目前已經開始臨床試驗收案與執行

細胞治療。

(5)瞄準智慧醫療與精準健康市場，三顧與華碩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將進行「免疫領域相關之DataBank醫

療大數據應用與模型發展」之開發研究，將開始進

行免疫細胞的檢測與儲存服務項目，同時結合華碩

AI技術，以利日後精準健康的發展。

(6)為推展台灣再生醫療進軍國際，搶占我國生醫產

業在全球醫療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三顧公司預計

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司，成立合

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投資計畫也

已在2020年12月30日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第89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以每股新台幣10元參與

投資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億8,000萬元，顯

見政府對於本投資案之肯定與對台灣生醫產業邁向

國際的支持態度。

完整及堅強的經營團隊

資訊、通訊、消費電子全方位互補完
整之代理線

強而有力的技術支援能力，產品組合
朝多元化發展

優越供貨管理系統3

良好的行銷通路及深遠的布局5
布局新領域的相關應用6

1

2

4

界的需求與意見，陸續開放自體細胞相關產品、糞微

菌叢植入治療(FMT)、實驗室開發檢測(LDTs)、甚至

已公告將開放細胞保存庫與異體細胞治療上路，讓只

要是安全且有效的技術產品可少掉前面很多臨床試驗

階段，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再挾以台灣頂尖醫療水

準優勢，可望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與海外優秀人才回台

發展。

再 生 醫 療 將 帶 動 周 邊 的 生 醫 市 場 ， 三 顧 將 日 本

CellSeed公司之技術及臨床化落實於台灣生技之發

展，計畫首要開發項目為食道與軟骨修復，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告，台灣每年約有2,300人次罹

患食道癌，中國大陸每年約47萬人次進行食道手術

治療，皆屬食道層片需求之目標市場；另台灣每年約

有4.8萬人次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中國大陸每年約

有40萬人次進行膝關節手術治療，皆屬膝蓋軟骨層

片需求之目標市場，且因全球之人口趨勢邁入「高齡

社會」，高齡人口隨之增加，相關需求將會更加明顯

。台灣及中國大陸食道癌及膝關節置換有明確之醫療

需求，然CellSeed公司之細胞層片技術已幾近成熟

，因此三顧將率先引進在台進行合作研發。

其餘器官與組織之細胞層片開發均已進入臨床前試驗

，於未來都可做為嶄新之發展項目。將與大專院校等

學術單位及其附設醫院，如：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建

立共同發展之合作策略，前期研發試驗，後期導入市

場，進行產品銷售與合作，強化公司之競爭利基。三

顧與CellSeed公司即在這樣背景下成立日生細胞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除了開發具有臨床治療潛力的

細胞層片外，也將發展應用於神經修復與神經再生的

相關再生醫學療法，借政府政策的東風早日進入臨床

試驗，冀望能突破再生醫療製劑規範與細胞治療法規

的侷限，發展多元化應用的產品與技術，推廣細胞層

片產品的應用增加產值。

借鏡台積電或其他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一開始是以

CDMO (委託開發製造，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開始的，生醫產業

也可複製這樣成功的模式，先從替人代工開始，得到

國際大廠的認可，取得他們的關鍵技術（Know How

），然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關鍵技術，幫助顧客產品

精進，也帶動台灣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接軌國際。

三顧公司預計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

司，成立合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竹北生醫園區建置亞洲最大規模的CDMO細胞代工

廠，加入日立細胞治療產品供應鏈行列。樂迦將採取

多方策略合作模式，由日立負責協助建廠與自動化細

胞培養技術人員培訓，全球市占率最高細胞CDMO

公司-Minaris則是技術授權和CDMO訂單業務的合

作，三顧將支援包括申請臨床試驗、藥證取得與冷鏈

物流、代理銷售等。目前樂迦再生科技公司預計募集

的20餘億資金已全數到位，除獲得國發基金為首的

官股支持 (如中鋼與耀華玻璃)，更還有材料廠華立、

東元旗下東安投資、彰銀、合作金庫、台企銀等都參

與投資，著眼共同打造亞洲最大的自動化cGMP細胞製造工廠共同發展國際再生醫學市場，積極將台灣細

胞製品行銷海外，讓台灣再生醫療品質與規格能接軌國際，取得全球再生醫學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未來三顧將站在更多盟友的巨人肩膀上，投入新技術應用開發、製程科技優化、服務項目拓展與全球通

路展延，嘉惠和造福更多相關病患，並協助國家推動再生醫學相關醫療之發展，實現台灣下個兆元產業

、下座護國神山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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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業務

目前我國再生醫療產業之細胞治療領域大多處於臨

床試驗安全性與有效性的階段，促使國內再生醫療

產業以細胞儲存或臍帶血保存業務為主，然而國外

已有多種產品上市，顯示台灣再生醫學發展進度落

後。於未來世界再生醫學市場，預估美國市場將占

總體之77％，且再生醫學產品及加工產品在新興國

家，如中國和印度，也隨著人口和國民收入提升而

增加，周邊產業市場有望擴大。

科技部長吳政忠於2020/7/16日表示，期許未來五

年內台灣生技醫療產值可從目前6,000億元，成長擴

增到1兆元，使生技產業邁向兆元俱樂部。近年來政

府不斷推動相關法規開放與落實，鼓勵創新技術研

發與產業接軌國際市場，尤其是以特管辦法通過後

，讓生技藥品研發公司不用再等10~20年的研發、

臨床試驗、到取得藥證上市，才能獲得營收，讓享

受專利保護的獨賣年限也縮短許多，現今政府TFDA

對生技藥廠的研發成效更具有信心，傾聽產官學各

界的需求與意見，陸續開放自體細胞相關產品、糞微

菌叢植入治療(FMT)、實驗室開發檢測(LDTs)、甚至

已公告將開放細胞保存庫與異體細胞治療上路，讓只

要是安全且有效的技術產品可少掉前面很多臨床試驗

階段，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再挾以台灣頂尖醫療水

準優勢，可望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與海外優秀人才回台

發展。

再 生 醫 療 將 帶 動 周 邊 的 生 醫 市 場 ， 三 顧 將 日 本

CellSeed公司之技術及臨床化落實於台灣生技之發

展，計畫首要開發項目為食道與軟骨修復，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告，台灣每年約有2,300人次罹

患食道癌，中國大陸每年約47萬人次進行食道手術

治療，皆屬食道層片需求之目標市場；另台灣每年約

有4.8萬人次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中國大陸每年約

有40萬人次進行膝關節手術治療，皆屬膝蓋軟骨層

片需求之目標市場，且因全球之人口趨勢邁入「高齡

社會」，高齡人口隨之增加，相關需求將會更加明顯

。台灣及中國大陸食道癌及膝關節置換有明確之醫療

需求，然CellSeed公司之細胞層片技術已幾近成熟

，因此三顧將率先引進在台進行合作研發。

其餘器官與組織之細胞層片開發均已進入臨床前試驗

，於未來都可做為嶄新之發展項目。將與大專院校等

學術單位及其附設醫院，如：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建

立共同發展之合作策略，前期研發試驗，後期導入市

場，進行產品銷售與合作，強化公司之競爭利基。三

顧與CellSeed公司即在這樣背景下成立日生細胞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除了開發具有臨床治療潛力的

細胞層片外，也將發展應用於神經修復與神經再生的

相關再生醫學療法，借政府政策的東風早日進入臨床

試驗，冀望能突破再生醫療製劑規範與細胞治療法規

的侷限，發展多元化應用的產品與技術，推廣細胞層

片產品的應用增加產值。

借鏡台積電或其他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一開始是以

CDMO (委託開發製造，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開始的，生醫產業

也可複製這樣成功的模式，先從替人代工開始，得到

國際大廠的認可，取得他們的關鍵技術（Know How

），然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關鍵技術，幫助顧客產品

精進，也帶動台灣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接軌國際。

三顧公司預計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

司，成立合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竹北生醫園區建置亞洲最大規模的CDMO細胞代工

廠，加入日立細胞治療產品供應鏈行列。樂迦將採取

多方策略合作模式，由日立負責協助建廠與自動化細

胞培養技術人員培訓，全球市占率最高細胞CDMO

公司-Minaris則是技術授權和CDMO訂單業務的合

作，三顧將支援包括申請臨床試驗、藥證取得與冷鏈

物流、代理銷售等。目前樂迦再生科技公司預計募集

的20餘億資金已全數到位，除獲得國發基金為首的

官股支持 (如中鋼與耀華玻璃)，更還有材料廠華立、

東元旗下東安投資、彰銀、合作金庫、台企銀等都參

與投資，著眼共同打造亞洲最大的自動化cGMP細胞製造工廠共同發展國際再生醫學市場，積極將台灣細

胞製品行銷海外，讓台灣再生醫療品質與規格能接軌國際，取得全球再生醫學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未來三顧將站在更多盟友的巨人肩膀上，投入新技術應用開發、製程科技優化、服務項目拓展與全球通

路展延，嘉惠和造福更多相關病患，並協助國家推動再生醫學相關醫療之發展，實現台灣下個兆元產業

、下座護國神山之目標。

2020政府部會法規制度推動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衛生福利部、經濟部；生策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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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業務

目前我國再生醫療產業之細胞治療領域大多處於臨

床試驗安全性與有效性的階段，促使國內再生醫療

產業以細胞儲存或臍帶血保存業務為主，然而國外

已有多種產品上市，顯示台灣再生醫學發展進度落

後。於未來世界再生醫學市場，預估美國市場將占

總體之77％，且再生醫學產品及加工產品在新興國

家，如中國和印度，也隨著人口和國民收入提升而

增加，周邊產業市場有望擴大。

科技部長吳政忠於2020/7/16日表示，期許未來五

年內台灣生技醫療產值可從目前6,000億元，成長擴

增到1兆元，使生技產業邁向兆元俱樂部。近年來政

府不斷推動相關法規開放與落實，鼓勵創新技術研

發與產業接軌國際市場，尤其是以特管辦法通過後

，讓生技藥品研發公司不用再等10~20年的研發、

臨床試驗、到取得藥證上市，才能獲得營收，讓享

受專利保護的獨賣年限也縮短許多，現今政府TFDA

對生技藥廠的研發成效更具有信心，傾聽產官學各

界的需求與意見，陸續開放自體細胞相關產品、糞微

菌叢植入治療(FMT)、實驗室開發檢測(LDTs)、甚至

已公告將開放細胞保存庫與異體細胞治療上路，讓只

要是安全且有效的技術產品可少掉前面很多臨床試驗

階段，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再挾以台灣頂尖醫療水

準優勢，可望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與海外優秀人才回台

發展。

再 生 醫 療 將 帶 動 周 邊 的 生 醫 市 場 ， 三 顧 將 日 本

CellSeed公司之技術及臨床化落實於台灣生技之發

展，計畫首要開發項目為食道與軟骨修復，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告，台灣每年約有2,300人次罹

患食道癌，中國大陸每年約47萬人次進行食道手術

治療，皆屬食道層片需求之目標市場；另台灣每年約

有4.8萬人次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中國大陸每年約

有40萬人次進行膝關節手術治療，皆屬膝蓋軟骨層

片需求之目標市場，且因全球之人口趨勢邁入「高齡

社會」，高齡人口隨之增加，相關需求將會更加明顯

。台灣及中國大陸食道癌及膝關節置換有明確之醫療

需求，然CellSeed公司之細胞層片技術已幾近成熟

，因此三顧將率先引進在台進行合作研發。

其餘器官與組織之細胞層片開發均已進入臨床前試驗

，於未來都可做為嶄新之發展項目。將與大專院校等

學術單位及其附設醫院，如：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建

立共同發展之合作策略，前期研發試驗，後期導入市

場，進行產品銷售與合作，強化公司之競爭利基。三

顧與CellSeed公司即在這樣背景下成立日生細胞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除了開發具有臨床治療潛力的

細胞層片外，也將發展應用於神經修復與神經再生的

相關再生醫學療法，借政府政策的東風早日進入臨床

試驗，冀望能突破再生醫療製劑規範與細胞治療法規

的侷限，發展多元化應用的產品與技術，推廣細胞層

片產品的應用增加產值。

借鏡台積電或其他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一開始是以

CDMO (委託開發製造，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開始的，生醫產業

也可複製這樣成功的模式，先從替人代工開始，得到

國際大廠的認可，取得他們的關鍵技術（Know How

），然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關鍵技術，幫助顧客產品

精進，也帶動台灣生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接軌國際。

三顧公司預計與代表日本日立集團的台灣日立亞太公

司，成立合資公司-樂迦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竹北生醫園區建置亞洲最大規模的CDMO細胞代工

廠，加入日立細胞治療產品供應鏈行列。樂迦將採取

多方策略合作模式，由日立負責協助建廠與自動化細

胞培養技術人員培訓，全球市占率最高細胞CDMO

公司-Minaris則是技術授權和CDMO訂單業務的合

作，三顧將支援包括申請臨床試驗、藥證取得與冷鏈

物流、代理銷售等。目前樂迦再生科技公司預計募集

的20餘億資金已全數到位，除獲得國發基金為首的

官股支持 (如中鋼與耀華玻璃)，更還有材料廠華立、

東元旗下東安投資、彰銀、合作金庫、台企銀等都參

與投資，著眼共同打造亞洲最大的自動化cGMP細胞製造工廠共同發展國際再生醫學市場，積極將台灣細

胞製品行銷海外，讓台灣再生醫療品質與規格能接軌國際，取得全球再生醫學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未來三顧將站在更多盟友的巨人肩膀上，投入新技術應用開發、製程科技優化、服務項目拓展與全球通

路展延，嘉惠和造福更多相關病患，並協助國家推動再生醫學相關醫療之發展，實現台灣下個兆元產業

、下座護國神山之目標。

未來發展的挑戰：有利與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通訊網路、GPS、LED、Security及

手機應用產品持續高成長

垂直分工效益日漸明顯

專業的技術服務能力

完 善 的 售 後 服 務 與 整 體 解 決 方 案

(total solution)

代理權穩定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及因應之道

公司規模較小，較難與大型通路商對抗

因應措施

!

公司目前專注於切入利基型市場，並以提供

較大型通路商更好的服務品質及協助客戶解

決研發難題等方式，維繫客戶關係，並維持

高毛利。

不利因素及因應之道

產品變化快且生命週期短!

本公司定期召開檢討會議，透過電腦資訊管理系統輔
導分析，確實掌握客戶產品生命週期之發展狀態，訂
立應採取之防範措施，並調整庫存備貨之週數，並針
對市場產品趨勢及技術動態，訂定公司未來發展方向
及機會，積極代理明星產品，適時引進新品代理權及
開發新客戶，以掌握新市場開發商機。

因應措施

不利因素及因應之道

!

電子業務

生醫業務

A.與日本知名大廠Cellseed合作引進

細胞層片技術，而Cellseed在再生醫

學之領域深耕已久，與國際接軌。

B . 本 公 司 使 用 技 術 授 權 之 方 式 與

Cellseed公司合作，可省去投入大量

人力及費用於前期之研發工作。

有利因素

C.目前台灣再生醫學領域，較少上市櫃公司

投入，本司目前屬市場上較早投入之公司並

與多家醫院聯盟合作，可維持競爭力。

D.與日本日立將就再生醫療領域進行全面性

合作，建置全新一代自動化生產的細胞治療

產品工廠，可快速量產，節省人力成本及時

間的耗費。

先進國家產品及技術專利保護周密，亦須面臨開發中國家低
價產品競爭

公司目前以技術授權方式與日本進行交流，使公司產品較具競爭
力，且目前引進再生醫學產品，在開發中國家尚未大量推廣，較
不受其他低價產品影響。

因應措施

! 再生醫學在台灣屬於較新之技術，需花大量成本推廣。

因應措施
本公司將培養公司業務人員定期受訓，並計畫與各大醫院合作推
廣，使病患選擇再生醫學之產品代替傳統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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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調查為達成持續營運與成長的長遠目標，

我們開啟市場成功之鑰：顧客滿意。基於強化顧客滿

意度的理念，要善用客戶關係管理(CRM)、售後維修

服務管理(RMA)、企業資源管理規劃(ERP)、自動排

程系統(APS)、供應鍊管理(SCM)五大管理系統，積

極提供客戶、供應商與本公司三贏哲學，讓成本、品

質、服務最佳化，在彼此互惠過程中創造更好的業績與

未來更多新訂單。客戶服務的三贏管理體系圖如下：

三顧於今年初針對2020年度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統計，生醫部門其調查項目有五大重點：品質符合需

求、交期符合需求、價格符合需求、配合度、不良異常處理。電子部門則新增無有害物質HSF要求處理

，彙集統計如下表：

我們希望經由不斷的檢討改善，進而提升客戶對三顧售後服務的滿意度，進而建構客戶對三顧品牌長

期信賴的忠誠度。截至2020年底三顧公司對客戶個資的保護成效卓著，並無發生侵犯顧客隱私權及遺

失客戶資料被投訴事件，也無違反產品及服務資訊與標示的相關法律或規定，被政府機關處重大罰款

的事件。

本公司合作之供應商，均須經過供應商評鑑審查合格後，始正式成為三顧合格供應商，審查過程間之

溝通往返，除了解供應商製程能力，供應品質及交期穩定度，也促使本公司與供應商間合作理念緊密

連結。 

基於採購產品之品項繁雜且高度客製化，為達分散風險及降低採購成本，故採購策略與選擇供應商的

方法，依據「供應商資格認可標準作業程序」規定由採購與品保每月定期評核供應商，確保供應商交

期及品質穩定度,並藉以了解供應商之製程能力。

社會贏
企業贏
員工贏

客戶滿意度

供應鏈

CRM RMA 
EEP APS 
SCM

交期、品質、價
格、配合度、不
良異常處理、有
害物質HSF

部門 品質符合 交期符合 價格符合 配合度 異常處理 平均無有害物質
HSF要求處理

生醫 76.9% 76.9% 100% 84.6% 82.3% 84,14%---

電子 86% 78% 68% 86% 84% 80.67%82%

品保部進行評鑑規劃，包括：

(1)判定採行「書面審查」或「實地稽核」之評鑑方式。

(2)針對各類型供應商須增加之評鑑項目。

(3)協調安排參與評鑑成員及時間。

(4)預先準備所需文件、表單。

4-5客戶服務

4-6 供應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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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希望與供應商在合作雙贏基礎下，確

保符合道德與環保標準的供應商與製程，除

定期對供應商之品質、交期準確率、配合度

等情形進行評估外，也隨時與其進行溝通，

對於合作成果優異的供應商，採購單位也適

當調整協力廠商年採購分配數量多寡，達到

雙方雙贏目的。

定期評核項目及所占比率：包括品質(50%)、交期(30%)、服務(20%)。

(1)品質評核得分=【(交貨批數-不合格批數)/交貨批數】*50分

(2)交期評核得分=【(交貨批數-延遲批數)/交貨批數】*30分

(3)服務評核總分20分，依下述標準扣減分數

針對品質異常處理、交貨事宜協調、報價等服務內容進行評核。由採購人員進行評核，總分20分。 

供應商的分級管理

供應商溝通方法 供應商審查與評鑑制度

-評核等級如下

-供應商評鑑分級家數

本公司供應商分為合格與認可兩類。

認可
供應商 定期評核分數達90分以上(A級)。

合格
供應商 最近二次定期評核分數均達75分以上者(B級)，可由採購單位檢具評核資料提報權責主管核定。

不合格
供應商

經「實地稽核」評為C級或經「書面審查」評鑑不合格，視為不合格廠商，不得進行交易；經判定
為不合格之廠商可於6個月後重新申請評鑑。

等級 總分 評語

合格A

觀察C

認可B

90分(含)以上

65~74分

75~89分

優

列觀察名單

可

級別
年度 合格(A級)

2020 119

認可(B級) 小計

3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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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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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國際準則規範，適切地

保護自然環境，在執行業務活動時，致力於環境永續

之目標。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

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並

依本公司營運活動性質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由

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推動、維護環境管理相關

系統，並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愛護環境的訓練課程。

本公司電子事業部屬買賣無生產活動，不會有影響環

境之空、水、廢、毒、噪等有害環境因子產生；生醫

在2020年起尚屬小量生產階段，所產生有害環境因子

產生數量相當少。

三顧針對生活與辦公所產生之環境影響持續進行簡易

節能減量如下：

考慮對生態效益之影響，促進並教育永續性消費之概

念，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從事銷售及

服務等營運活動，依下列節能減碳方法執行之：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將妥善與永續利用水

資源，並訂定相關管理措施。同時計畫興建與強化相關

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與土地；並盡

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採行最佳

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施。注意氣候變遷對營

運活動之影響，並依營運狀況與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制

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以降低公司營運

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三顧在台灣共有兩大事業單位，皆位屬於新北市汐止區

。然而，三顧在電子業領域中扮演者代理商的角色，主

要從事電子零組件買賣，無自有加工或生產活動，主要

(1)辦公室使用之影印紙主要係使用環保認證標誌之再

生紙。

(2)宣導同仁回收單面影印紙可再影印反面，落實公司

內部信封重複利用，以節省紙張資源。

(3)推動澈底執行垃圾之分類，設置資源回收處，以期

能對環保盡心力。

(4)鼓勵員工養成離開會議室、午休期間及下班時隨手

關燈節約能源。

(5)宣導員工上廁所後洗手用省水龍頭或水量開中等。

(1)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增加產品與

服務之效能。

(2)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

處理廢棄物。

(3)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4)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5)透過資源的減量使用及回收再利用，達到資源有

效利用及減廢之目的。

(6)持續推動節電、油，減碳與污染預防，降低環境衝擊。

活動為辦公室作業，並不會有環境之空、水、廢、毒

、噪等有害環境因子產生，惟仍針對員工日常活動與

辦公所產生之環境影響持續進行減量；而在生醫業領

域中扮演著醫材研發者角色，且生醫部門目前主要為

研發階段，未來也將進入量產階段，整體較電子事業群

預估有較多的環境影響。

就目前營運規模與特性，電力能源的耗用與廢棄物的

排放是三顧主要的環境考量面，營運至今，雖尚未建

置與驗證國際上廣為知名之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但仍秉持著保

護環境，永續經營的理念與政策。三顧承諾在營運過

程中以符合中央與當地主管機關所頒訂之各項環保法

規與要求為最基本原則，致力提升能源效率，降低溫

室氣體排放，以源頭減量與可循環再利用資源概念減

少營運過程所產生的廢棄物，並持續改善作業面、管理

面等各式環境績效，確實落實環境維護之責任，與地球

共生共榮。

此外，三顧設置有企業社會責任之專（兼）職單位，

由管理部最高主管負責管理，利用董事會與董事報告

公司在環保及員工安全作為，定期配合政府與大樓管

委會運作持續進行垃圾分類、回收與減量活動，希望

藉由對公司內部環境的改善及有效的環保措施來提昇

營運績效，也為外部環境與同業帶來正面的示範效應。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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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各界開始重視環保，現今醫療院所

是全球最耗能的產業之一，占總能源消費的14.9%

；2010年，國健署獲准成立「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

友善國際委員會」，與各家醫院合作，承諾每年為

地球減碳1%；國健署以三階段推動低碳醫院計畫，

並以2007年為基準，預計到2020年降低13%碳排

放量。對三顧而言，改變環境最快的方式之一即是

支持政府的環境政策，可促進邁向節能減碳環保之

環境，為了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環保政策，三顧生醫

擬與台灣日立公司合作，在新竹生醫學園區合作規

劃一座符合PIC/S(The Pharmaceutical Inspec-

tion Conven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spec-

tion Cooperation Scheme ) GMP (Good Manu-

facturing Practices )規範的細胞工廠，並以再生

醫療、細胞自動化生產設備及節能措施(ex:降低碳

排放量)為建置導向，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有可能造成

碳排放，而日立與京都大學、大日本住友製藥在開

放式創新方面的舉措，就是開發能夠大量自動培養

iPS細胞的裝置，如此一來可減少人員配置，進而降

低碳排放量；另，三顧在竹北的主要業務為CMO、

CDMO，目的是受其他國內、外生技業者委託我司

代工生技產品，並在代工過程中，一來可替委託的

生技公司降低成本、管理效能優化(ex:自動培養)，

二來可減少台灣細胞工廠過度建置，達成節能減碳

、降低廢棄物之產生以及能源再利用，進而促成三

贏(政府、三顧、國內外生技公司)局面。

三顧無大量用水之生產製程，主要用水為員工生活用

水 ， 取 水 來 源 為 自 來 水 。 在 用 水 量 方 面 ， 2 0 1 9 年

1350.45度、2020年1445.72度，故水資源管理除平

時對於員工詳加宣導節約用水外，大樓管委會亦導入

省 水 龍 頭 、 馬 桶 兩 段 自 動 沖 水 等 多 項 省 水 設 施 ， 在

2020年生醫少數量產，故用水度數仍能較2019年略

高並與營業額比較之用水量如下表 

在生活污水排放上，廠內所有處理流程皆符合環保法

令要求，力求不對週邊水源與環境造成影響；且廠內

生活污水的處置，皆有獨立完整污水處理系統，由大

樓管委會負責巡檢，確保各項污水處理設備及處理流

程都在最嚴謹過程中完成，從沉澱、曝氣到最終放流

階段的處置措施、維護作業與保養，完全符合政府規

範並不定期接受政府單位抽樣查詢。

近來全球溫室效應致氣候異常，台灣地區能源吃緊，

造成環境及企業嚴重衝擊，三顧身為全球公民，定當

對環境保護與保育盡心盡力。由於2019年新增生醫事

年度 2019 2020項目

年度用水量(度數) 1350.45 1445.72

1,412,575 1,576,079當年度營業額(仟元) 短期
目標
（1-3 年）

持續監控營運活動所耗用之
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並建
構員工節能減碳認知。

中期
目標
（3-7 年）

長期
目標

（7 年以上）

參考國際標準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標準管
理三顧溫室氣體。

發展適合三顧作業活動之可
持續節能減碳機制。

業處與細胞製程工廠啟用試營運，在多種儀器設備的

移入與研發活動，以致2020年能源使用與溫室氣體排

放情形有增加趨勢。為使能源有效利用與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每年除宣導同仁室外溫度未高於攝氏26度不

得開冷氣，並選用節能燈管與空調設備，並針對照明

、電力系統及空調系統作規劃，對於作業空間燈具有

效配置及分區開關控制達到日常節能，辦公區與研發

試驗室燈具全面更換為節能燈具，落實建築節約能源

，持續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以實踐

節能減碳的理念。儘管如此，節能減碳是刻不容緩，

三顧未來規劃短、中長期節能減碳目標與計畫：

5-2氣候變遷的因應 5-3水資源管理

5-4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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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與車輛用油使用是營運中的主要能源消耗：電力部分2019年總用電量約達

8 2 2 , 2 5 5 度 ， 2 0 2 0 年 總 用 電 量 約 8 7 0 , 1 9 1 度 ， 公 務 車 2 0 1 9 年 總 用 油 量 約 達

2014.87公升，2020年總用油量約達1229.74公升，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與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量如右表：

各項廢棄物清運處理部分，依北環四字第0910057747號，三顧經地方主管機關

書面審查後判定為「暫不列管」之事業機構，亦無污染之廢水情事，另生活污水

則交本園區管委會統一處理，符合環保法規標準，才排放入公用下水道。廢棄物

依性質分為一般生活廢棄物及可回收廢棄物、有害廢棄物，皆遵循中央主管機關

環保規範辦理各項相關公共事務，因係集合式商辦大樓，故產生之廢棄物均委由

本園區管委會負責清除，並統計各別用戶產生之廢棄物量統計如下：

年度 2019 2020項目

一般廢棄物(生活/可回收) 2,612公斤 2,834公斤

當年度營業額(仟元) 1,412,575 1,576,079

831.2公斤 1,131公斤有害廢棄物(公斤)

※ 註：

1.範疇一排放源僅計算車用汽油燃燒產生之CO2、CH4、N2O溫室氣體排放。

2.範疇二排放源僅計算電力使用，並採能源局公告我國電力二氧化碳排放當量係數計算之。能源局公告二氧化碳排放當量係數2018年為

0.533 kgCO2e/度，2019年為0.509 kgCO2e/度。

3.汽油：2.2631公噸/公秉、柴油：2.6060公噸/公秉之二氧化碳。

4.能源換算係用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計算，1千卡(Kcal)=4.184千焦耳(KJ)。

項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576,0791,412,5751,460,290當年度營業額(仟元)

公務車用油(L)

公務車用油(百萬焦耳) - -

溫室氣體(Kg CO2e)

用電量(度)

用電量(百萬焦耳)

溫室氣體(Kg CO2e)

能源(百萬焦耳)

溫室氣體(Kg CO2e)

能源使用
與直接溫
室氣體排
放

能源使用
與間接溫
室氣體排
放

總能源使
用與溫室
氣體排放

2,014.87

65755.69

4757.67

822,255

2960118.00

438,261.91

3025873.69

443,019.58

1229.74

40,419.73

2903.76

870,191

3132687.60

442,927.22

3,173,107.33

445,830.98

798.36

26054.64

1,885.15

340,229

1224824.40

181,342.06

1250879.04

183,227.21

生物醫療廢棄物產生時，應循管
制動線傳送製廢棄物，當有尖銳
品、液體時，應以不穿透、滲漏
之堅固容器盛裝。

並裝進標有「生物醫療廢棄物」
之紅色垃圾袋日期，完整密封後
於袋身標示公司名稱、封袋日期，
且暫存於冷藏冰箱。

生物醫療廢棄物每週將由專業、
合格之廠商負責清運及處理，並
將處理結果、總量紀錄於「廢棄
物處理紀錄表」。

惟生醫實驗室因試驗過程中所產生之有害性生物醫療廢棄物(C-0599)感染性廢棄

物混合物，三顧生醫實驗室作業人員依循所制定之「廢棄物處理作業指導書」，

配置有專門放置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冰箱，將實驗過程中所產生之有害醫療廢棄物

暫存其內，每日由人員進行溫度查驗，每週固定委託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與處理商，清運及採焚化方式妥善處理。

生醫實驗室2018年為初設置完成階段，相關實驗流程、設備尚未開始運作，故

2018未有有害性生物醫療廢棄物暫存、清除及處理情形，而2019年產出831.2公

斤、2020年產出1,131公斤(C-0599)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全數委託環保署核可

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商良衛環保工程清運至核可之廢棄處處理商日友環保科技

採中間焚化處理，最終衍生之飛灰、底渣由中間處理商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運至彰濱資源回收處理廠

進行掩埋最終處置。三顧除遵守環保法規無違

反法規紀錄，且完全符合政府環保規範並不定

期接受政府單位抽樣查詢。

5-5污水與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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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制訂「工作規則」並送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在案。

明定員工任用後，對員工無歧視、無騷擾及公平成長的工

作環境，依據勞動法令相關規定，亦不因性別、年齡、種

族、出生地、階級、語言、思想、宗教、政黨、籍貫、性

傾向、婚姻、容貌、身障、工會關係等而在薪酬、晉升、

員工關懷與照護6 .

訓練、福利等有差別待遇。同時重視每位員工的人權，公平對待員工，尊重員工的意見反應，遵守法令

規範，不允許主管有強迫勞動、奴役、限制行動、精神辱罵、虐待或體罰、性騷擾等不當的行為發生，

亦不簽署非法合約來限制員工的僱傭關係，且不僱用童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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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秉持「誠信、團隊、挑戰、樂觀」的經營理念出發，重視每一位員工的生涯發展採「全

員一致」做法，不論男女、職等或行政、業務、生醫部門之員工以全面發展為核心，爭取並

拔擢優秀的人才。此外，協助員工發揮專業、創意並激發潛能，最終達到員工與公司雙贏之

營運循環。同時，本公司秉持「人道關懷」的社會責任政策與「以人為本」的管理思維，建

立完善照護員工的管理體系，嚴格遵守勞動相關法規，遵循「責任商業聯行為準則RBA」的

規定，合法保障與維護員工的權益，提供員工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多元開放的勞資溝通

管道，搭配公平的考核與晉升、健全的訓練發展體系、員工福利及公開透明之利潤分享制度

，讓員工安心貢獻其能力與績效，以及營造溫馨和諧的工作氣氛，建立永續經營的企業奠定

深厚的基石。有關三顧的管理思維彙集如下圖：

員工行為或倫理守則：本公司於人事管理規則中訂定相關員工行

為或倫理辦法與規定，讓公司全體員工有所依循，並放置於公司

網路公共資料區供全體同仁參閱。其相關辦法、守則及「工作規

則」重點摘要如下：

6-1 管理思維

妥善照護

禁止歧視

溝通
機制

薪酬福利

人權政策

禁用童工，對所有員工均
妥善照護，保障其工作與
就業權益。

絕 不 因 性 別 、 種 族 、
地 域 、 年 齡 、 殘 障 、
性 向 、 國 籍 、 政 治 傾
向 、 結 社 、 參 與 社 團
等歧視任何員工。

健全薪資及請假出勤、員
工福利制度，並尊重員工
的就業自由。

嚴格遵守各勞動法令
的規定，禁用童工及
禁止任何形式之強迫
與強制性的勞動。

設置有效員工溝通管道，收集員工的意見，
改善公司內部運作。

$

員工倫理守則，內容概述如下

平等權益

1.除恪守政府法令外，並應遵守本公司一切規章及臨時頒布之

   公告或通知，同心協力為公司服務。

2.對重要文件之保密，務須克盡職責；尤其是保護公司智慧財

   產權與營業秘密。

3.應和睦相處互助合作，謹言慎行，嚴禁辱罵、毆鬥、滋事、

   擾亂秩序，防礙公共安全或其他足以損害公司名譽之行為。

4.應愛護公物，不得有浪費或毀損情事，因過失損壞或遺失者

   ，須照價賠償。

5.不得擅用職權向廠商索取財物，回扣或接受餽贈。

6.應信守公司的各項規定，履行公司賦予之權責。

依法制訂「工作規則」並送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在案。

明定員工任用後，對員工無歧視、無騷擾及公平成長的工

作環境，依據勞動法令相關規定，亦不因性別、年齡、種

族、出生地、階級、語言、思想、宗教、政黨、籍貫、性

傾向、婚姻、容貌、身障、工會關係等而在薪酬、晉升、

訓練、福利等有差別待遇。同時重視每位員工的人權，公平對待員工，尊重員工的意見反應，遵守法令

規範，不允許主管有強迫勞動、奴役、限制行動、精神辱罵、虐待或體罰、性騷擾等不當的行為發生，

亦不簽署非法合約來限制員工的僱傭關係，且不僱用童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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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制訂「工作規則」並送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在案。

明定員工任用後，對員工無歧視、無騷擾及公平成長的工

作環境，依據勞動法令相關規定，亦不因性別、年齡、種

族、出生地、階級、語言、思想、宗教、政黨、籍貫、性

傾向、婚姻、容貌、身障、工會關係等而在薪酬、晉升、

6-2 員工概況

遵守政府勞動法令相關規定，僱用年滿二十歲的青年才俊占絕大多數。晉用人才以居住當地的人員為優

先，如台北總公司員工絕大部分來自大台北地區為主。

遵守政府勞動法令相關規定

人員結構 男女性同仁進用與離職比例

人數比例 女性人數
及比例

男性人數
及比例

女性人數
及比例

男性人數
及比例

年度 2019 2020

職類別

主管職 9

13

3

5

24

8.82%

12.75%

2.94%

4.90%

23.53%

54 52.94%

16 15.69%

35 34. 31%

3 2.94%

54 52.94%

21

9

1

4

13

20.59%

8.82%

0.98%

3.92%

12.75%

48 47.06%

9 8.82%

18 17.65%

21 20.59%

48 47.06%

12

12

5

6

24

11.01%

11.01%

4.59%

5.50%

22.02%

59 54.13%

15 13.76%

42 38.53%

2 1.83%

59 54.12%

19

11

0

5

15

17.43%

10.09%

0%

4.59%

13.76%

50 45.87%

14 12.84%

18 16.52%

18 16.52%

50 45.88%

營銷職

研發職

製造職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職
類

年
齡

幕僚職

合  計

合  計

12 11.88% 6 5.94% 7 6.42% 7 6.42%

9 8.91% 9 8.91% 13 11.93% 6 5.50%

1 0.99%

22 21.78% 15 14.85% 20 18.35% 13 11.92%

- - - - - -

女性人數
及比例

項目類別
項目

新進
員工

男性人數
及比例

女性人數
及比例

男性人數
及比例

2019新進員工比例：36.63%/年 2020新進員工比例：30.27%/年

2019離職員工比例：19.80%/年 2020離職員工比例：28.44%/年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   計

6 5.94% - - 8 7.34% 3 2.75%

6 5.94% 5 4.95% 9 8.26% 7 6.42%

1 0.92% 3 2.75%1 0.99%

13 12.87% 7 6.93% 18 16.52% 13 11.92%

2 1.98%

離職
員工

30歲以下

31-50歲

51歲以上

合   計

註1：新進率：新進員工總數/員工總數。

註2：離職率：離職員工總數/員工總數。

訓練、福利等有差別待遇。同時重視每位員工的人權，公平對待員工，尊重員工的意見反應，遵守法令

規範，不允許主管有強迫勞動、奴役、限制行動、精神辱罵、虐待或體罰、性騷擾等不當的行為發生，

亦不簽署非法合約來限制員工的僱傭關係，且不僱用童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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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制訂「工作規則」並送新北市政府勞動局核備在案。

明定員工任用後，對員工無歧視、無騷擾及公平成長的工

作環境，依據勞動法令相關規定，亦不因性別、年齡、種

族、出生地、階級、語言、思想、宗教、政黨、籍貫、性

傾向、婚姻、容貌、身障、工會關係等而在薪酬、晉升、

訓練、福利等有差別待遇。同時重視每位員工的人權，公平對待員工，尊重員工的意見反應，遵守法令

規範，不允許主管有強迫勞動、奴役、限制行動、精神辱罵、虐待或體罰、性騷擾等不當的行為發生，

亦不簽署非法合約來限制員工的僱傭關係，且不僱用童工作業。

6-3 薪酬與福利

三顧依法遵守勞動相關法規，訂定各類薪資、福利

、休假、退休等辦法，從優保障員工薪酬福利，並

提供優質安全的工作環境，使員工勞有所得，從而

安心工作。除此之外，為積極培育核心人才，提升

從業人員素質，本公司訂有「員工在職進修管理辦

法」，補助員工報名費、學雜費、書籍費、交通費

等，員工得利用上班時間至學術機構進修研究所碩

士班、EMBA及博士班等，透過系統地持續學習有

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三顧薪資標準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基本工資審

議辦法》所公告之基本薪資為基礎以外，乃取決於

學經歷背景及專業知識與能力、個人績效表現，對

相同工作能力需求男女給薪標準一致，並無差異，

且起薪標準皆符合勞動基準法所訂的最低薪資。每

年更會依據上一年度的營收狀況及產業薪資水準予

以調薪，除基本薪資外，另有計算核發績效獎金制

度，以及年終獎金；以及員工享優先認購庫藏股。

本公司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及促進勞資和諧，已訂

有員工優退管理辦法，此辦法涵蓋所有正式任用員

工。選擇舊制退休金制度之員工，本公司依內政部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理之規定，按實際職

工薪資總額之4%按月提撥退休金，撥存入中央信託

局專戶(現改為：台灣銀行信託處)中；選擇新制退休

金制度之員工，本公司每月按實際職工薪資總額之

6%提撥到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本公司依法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營業收入比例

提撥職工福利金，作為推動職工福利措施之費用，

提高員工向心力與促進勞資和諧。有關員工福利項

目彙集如下表：

薪酬制度

員工福利度

員工在職進修學雜費、書籍費、交通費等補助

保險及退休制度

研究所碩士班/EMBA

員工福利項目

報名費

學雜費
書籍費
交通費

博 士

100% 補助

資 格 全體同仁服務年資1年以上 服務年資2年以上部級主管

學程總額合計最高新台幣24

萬元，每年上限8萬元

依法提撥退休金、勞保與健保、職災保險、特別休假、定

期免費健康檢查、育嬰留職停薪、女性產假與產檢假、配

偶陪產假、職災公傷病假(含上下班交通必經道路)…等

婚喪喜慶慰問金、中秋端午禮金、生日禮金、生育津貼、

部門聯歡餐會補助、國內3天2夜旅遊活動、出差旅遊平安

險、在職進修補助、停車位補助、公務機通話費補助、業

務行動網月租費補助

學程總額合計最高新台幣50

萬元，每年上限10萬元

法定
福利

員工
福利

有關退休事項，悉依「勞動基準法｣與「勞工退休金

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有確定福利

之退休辦法，適用於2005年7月1日實施「勞工退休

金條例」前所有正式員工之服務年資，以及於實施

「勞工退休金條例」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員

工之後續服務年資。員工符合退休條件者，退休金

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一個月之平均薪資

計算，15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

基數，超過15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數

，惟累積最高以45個基數為限。本公司按月就薪資

總額2%提撥退休基金，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台灣銀行，惟業經新北市政府

核准，自2009年3月至2018年3月止，停止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另本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

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若該餘額不足給付

次一年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

退休金數額，本公司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一次提撥

其差額，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確定福利義務現

值超過8,170仟元以上（計畫資產公允價值9,867仟

元，詳細現值可參閱109年年報第177頁確定福利資

產變動表-退休金）。

自2005年7月1日起，本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

」，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

工。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所

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每月按薪資之6%提繳勞

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

付依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採月退

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方式領取。

註：在職進修同仁經公司核准者得以享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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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人才培育

本公司遵循性別工作平等法訂有育嬰留職停薪規定，

不依性別，員工符合資格且有此需求者，均可依規定

申請。2020年符合育嬰留停員工共有6名，其最近二

年申請與實際留職停薪人數與復職人數，及其申請、

復職率等統計如下表：

三顧深信「人」是企業最重要的核心，永續營運更

仰賴於專業管理人才，因此投入資源健全人才發展

機制，並鼓勵終身學習、知識共享，協助規劃符合

個人特質的學習計畫，依據職能排定教育訓練，建

置公正的評核機制，發掘人才並促進員工發揮潛能

、學以致用，期盼同仁皆能透過對組織核心價值的

認同，以誠信踏實、創新的態度去貫徹三顧核心價

值「誠信、團隊、挑戰、樂觀」。

我們建立員工進修、訓練制度摘要如下：

本公司以員工是公司重要的資產核心，為公司永續經

營的基礎，打造多元、自主的學習環境，亦希望透過

良好的訓練環境培養出具有樂觀、積極、專業、創新   

                   的優秀人才。各階段人員培訓課程如下:

育嬰留停政策 三顧訓練體系架構如下圖

類別項目 女性 男性 合計

(a) 2020 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

(c) 育嬰留停預計於 2020 復職人數

(d) 2020 育嬰留停實際復職人數

育嬰留停復職率 d/c

(f) 2019 申請育嬰留停復職後

      持續工作一年人數 

(e) 2019 申請育嬰留停實際復職人數

育嬰留停申請率 b/a

育嬰留停留職率 f/e

3 3 6

(b) 2020 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1 0 1

1 0 1

1 0 1

2 2 4

0 0 0

33.33% 0%

0%0% 0%

0%0% 0%

33.33%

內部訓練

新進人員訓練

由同仁在其專業領域內擔任講師，傳授自身經驗與

專業知識；在不同階段進行培訓，例如新進人員；

公司亦採取不同的訓練計畫，如員工職務基礎訓練

、一般專業知識(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法、資

訊會計流程等)等，務求達到最佳的效果。

由同仁自行報名，參與企管顧問公司、教育訓練機

構及政府機關開辦之專業課程，如研發、生產流程

、品質管理，員工職務專業訓練與自我進修等，公

司每年提供同仁外訓補助經費。

補助優秀同仁赴國內知名學術機構進修學位，在工

作中持續學習相關的知識與技能。

說明組織與制度、工作規則與職掌，並定期進行考

核及督導。

外部訓練

進修補助

新進人員
訓練

自我
進修課程

職務
專業訓練

職務
基礎訓練

其他課程
（如生活、

　　　健康講座）

持續提升
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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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教育訓練管理程序」與「員工在職進修管
理辦法」，藉由人才培訓，使每位員工都能發揮
最大的潛能。

1

年度訓練業務係結合內部自辦訓練、外部機構訓
練課程及各部門內部訓練。

2

本公司2020年有關員工進修及教育訓練課程
說明如下：

3

一般新進員工

生醫

電子

課程類別 2020年度三顧辦理訓練主題/課程名稱

消防安全應變防護講習、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
材、健康促進講座(人因工程)

日立Hitachi自動化軟骨細胞層片培養測試、BLS基本
救命術8小時訓練班、藥品臨床試驗教育訓練及受試
者權益促進計畫、施行細胞治療技術醫師訓練課程Ⅰ
、Ⅱ、細胞治療及生物製品於USP法規課程、藥品臨
床試驗教育訓練及受試者權益促進計畫、GCP人體試
驗研究倫理講習班、細胞治療及生物製品於USP法規
課程、生技醫藥法規科學訓練課程-臨床試驗統計、
經濟部工業局：AI在生醫產業之應用研習論壇、臨床
試驗/上市後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藥品臨床試驗查核
說明會、再生醫療製劑GMP 訓練活動、生技醫藥專
利 系 列 - 藥 廠 專 利 的 運 作 實 務 、 實 驗 室 認 證 規 範
ISO/IEC 17025訓練、傳染病檢體包裝及運送、實驗
室內部稽核研討會(ISO17025)、ISO 17025:2017實
驗室內部稽核員訓練課程、細胞產品

內稽人員核心知識技能系列課程(二)：內部稽核實務
、內稽人員核心知識技能系列課程(三)：內部稽核之
業務知識、勞動事件實例演習、如何防制重大金融弊
案(淘空、內線交易、利益輸送、操縱股價、非常規
交易、財報不實等)、電腦稽核實務多元資料匯入與
跨表資料分析、內稽內控個資法實戰作業、誠信經營
守則與ISO 37001建置實務概論、企業公司治理實務
：新發布勞動事件法對企業之影響與因應、財報自編
新法因應主管機關「協助公司提升自行編製財務報告
能力」政策解析與內控管理實務、XBRL申報宣導會
、從財會視野看原物料「質、量、價」採購成本的「
知」與「行」、公司治理評鑑宣導會、ERP系統控制
測試與稽核、公司治理人員的公司治理觀與董事會運
籌觀、如何看懂財務報表-給非財務背景公司治理單
位人員的一堂課、公司的法令遵循與董監事的監督義
務、企業董監之刑事法律風險與因應－從企業舞弊與
洗錢防制談起、董事會如何督導企業併購後整合暨管
理機制建立、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從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論起、董監應注意之非常規交易的實務問題、審
計委員會進階實務分享-邁向3.0(審安會召集人最佳
實務)、第16屆公司治理高峰論壇-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在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的督導、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在併購與公開收購案件的督導、審計委員會進階實
務分享-併購審議與董事責任、公司治理與法令遵循
、內線交易的防制、公司治理決策核心-董事會、審
計委員會建置與運作

Samtec產品教育訓練、Hitachi產品(二極體)、日立(
高壓IC)、Hitachi產品模組、喆光MEMChip產品介
紹、Samtec產品介紹、Samtec ER系列產品介紹、
Samtec 電子基礎

稽核、

財務

其他

職務類型

自行增減

數位科技及人工智慧的趨勢與風險管理5G與IoT的關
鍵技術與市場應用、帶槍投靠會違反營業祕密法嗎?-
營業祕密與公司治理、財報不實的董監責任、掌握AI
風險管理框架，提升AI整合性應用之信任、企業風險
管理及法遵議題應用實務、後疫情時代的集團稅務管
理趨勢、企業併購交易之董事責任洗錢案例及前置犯
罪(含內線交易)分析、董監事責任及投保法修正重點
、富邦產險董監事責任暨風險管理研討會、資安保衛
，如何避免成為被勒索的企業、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HPE SimpliVity使用者教育訓練
、Web報表設計B16、品牌官網的GA績效分析(初階)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在職教育訓練第337期(日
間班)課程、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邏輯思考
創新思維暨破解問題實務班、創新簡報製作與圖表活
用技巧講座班、2020打造資安即戰力研討會

內部練課程照片與時數

類別項目

職類

主管職

營銷職

製造職

幕僚職

總計總計

研發職

項目 性別 時數 人次 平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8 

162.5

71.5

74

2.5

383

146

227.5

278.5

339

98 

49

35

39

2

23

44

56

89

151

2.02

3.32

2.04

1.90

1.25

16.65

3.32

4.06

3.13

2.25

1,532.5 58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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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勞資溝通 6-6 平等權益與申訴處理

三顧重視員工的聲音，為維護勞資關係和諧、促進勞

資合作，將員工權益納入考量，員工可透過電子郵件

與人事單位反映，讓員工能夠暢所欲言，使員工之權

益獲得保障。本公司勞資溝通管道有勞資會議、勞工

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及職工福利委員會三項組織，

其勞方與資方代表人數下表：

三顧為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工作環境，自人才招募起

優先僱用當地員工，於人員聘僱上不因種族、宗教、

膚色、國籍、性別、政治傾向、出身背景等因素而有

所差異，且不僱用童工作業。此外，為建立良好企業

職場和諧與員工申訴管道，持續以員工不公平及歧視

申訴等重大申訴為「零」為努力目標，期望員工能夠

全力與公司一同邁向永續卓越。本公司勞資溝通管道暢

通，員工關係和諧，2019 至2020年並無重大申訴案

件發生，分為一般與重大申訴案件數量統計如下表。

為提供本公司所有人員(包含受僱者、派遣勞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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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

隱私，三顧自2006年起即頒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以預防職場員工執行職

務時，任何人（含各級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

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

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

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或主管對

前揭人員及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

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

獎懲之交換條件。防治本公司工作場所性騷擾之發生，

保護員工不受性騷擾之威脅，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提升主管與員工兩性平權之觀念。如有性騷擾或疑似

本公司妥善規劃人力資源管理系統，首先要遵守勞動

相關法規，審視人力資源是否有合理配置，並檢討相

關之人事制度，注重員工福利，提供優良工作環境與

照顧員工的生活，暢通溝通管道，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職場性別尊重

項目 勞方代表 資方代表

勞資會議

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

2
2

1

註:加2列席勞工

職工福利委員會 7 1

2

註:加1列席勞工

項目 2019年 2020年

性騷擾事件數 0 0

本公司向來注重勞資關係，因此最近二年度未發
生勞資糾紛，也未因為勞資糾紛而遭受損失。

本公司已建立勞資雙方良好之溝通管道，關係均
理性和諧。未來若無其他勞資關係變化之外在因
素，應不致發生任何金額損失。

1

2

情事發生時，應即檢討、改善防治措施。

如有發現或接收到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之情形時，除採

取下列立即且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成立工作場

所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展開相關調查，性騷擾行為

經調查屬實者，三顧將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之相對

人依工作規則等相關規定為調職、降職、減薪、懲戒

或其他處置。如涉及刑事責任時，本公司並應協助申

訴人提出申訴。性騷擾行為經證實為誣告者，三顧將

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依工作規則等相關規定為適當

之懲戒或處理。

申訴專線電話：(02)2698-1985

申訴專線電話：(02)2698-3344

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子信箱：

HR@metatech.com.tw

三顧對職場
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及隱私。 

（二） 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 

（三） 對行為人之懲處。

（四） 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最近職場性騷擾事件數申訴統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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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全體安全與健康，特制定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本計畫在於確保工廠（

實驗室）等場所之安全運作，達到零重大職業災

害的目標。

6-7 健康安全

顧對於整體營運之安全衛生風險評估及管控相當重

視，不僅定期進行工作環境的危害鑑別與相關風險

盤查、評估、控制與檢討外，各營運處與廠區每年

亦依照當地法令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除依據法規訂定完整安全衛生計畫(包含母性健康保

護，工作促進腦心血管疾病之預防人因危害評估等)

外，透過健康檢查結果，詳細比對分析歷年健檢前

後問卷、項目及檢查結果，依異常類別及程度進行

完整健康管控機制:分級/追蹤/醫療諮詢等，達到有

效性、系統性且持續性的管理。執行過程中經由醫

師及職護全方位的健康風險評估與管控，讓員工健

康得到更完善的照護，藉以打造「工作零病痛、生

活有健康」環境，讓員工提昇健康自主管理能力，

建立健康文化。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年度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為保護員工健康及安全，就工作場所之各項均有

妥善之規劃，如下說明：

在工作環境方面

A 本公司非常重視員工工作環境之安全，不定

期參與園區管理委員會有關消防演習之宣導

作業，以確保保障所屬同仁生命安全以及從

容應對緊急事故，以達成零災害最終目標。

C 於辦公室的設計裝潢方面，除考量防震及防

焰等因素，以提供員工最舒適安全的工作環

境外，進出口處已安裝人臉辨識、保全系統

及監視器。

B 對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亦訂有

員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要求所屬同仁必

須遵守落實執行。

D 委託專業清潔公司定期整理整頓與定期消毒

工作場所，經常保持整齊清潔，以維持舒適

明亮工作環境。

C 持續進行各項作業巡檢，鑑別出高風險或危

害之場所或環境，並定期控管與進行相關工

程或工作環境的改善措施。

D 員工僱用前體格檢查及年度定期健康檢查。

多元健康促進 持續改善創新

A 宣導職業健康與安全觀念：透過教育訓練與

安全衛生資料庫發布更新職安法、職災案例

相關資訊。

B 防火避難方面，每月進行消防及逃生設備的

自主檢查，每半年實施消防避難逃生演練，

並每年舉辦各類災害的緊急應變演練、與急

救訓練，藉以全面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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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安衛管理計畫項目如下表：

項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期限實施單位 承辦人員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
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鑑別、辨識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鑑別、辨識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鑑別、辨識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計畫」辦理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計畫」辦理

依「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計畫」辦理

各單位

各單位

各單位

各單位

1月~12月

1月~12月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理 1月~12月

1月~12月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

異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法定回訓）

急救人員訓練

1.由單位主管或人事單位（或勞安人員）安排三小時安衛訓練
2.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

1.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條辦理。

1.由單位主管遴選適當人員參訓人員，送教育訓練機構。

人資

安衛人員

急救人員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2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管理

檢查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1.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作業檢點、自動檢查實施
2.機械、設備或器具操作依自動檢查計畫實施

每年委由外部專業檢查機構實施定期檢查

廠務

廠務

1月~12月

1月~12月

危險物與
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
訂定

3

4

更新物質安全資料表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標示以及其
他形式的警告

依工廠（細胞製備中心）需求制
（修）訂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依「安全衛生作業計畫」訂定

依「危害通識計畫」與「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辦理

依「危害通識計畫」與「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辦理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倉管

倉管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5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 依「自動檢查計畫」辦理 1月~12月廠務、倉管

廠務、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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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生醫事業處自2018年起啟用生醫實驗室後，實驗室已陸續制定一系列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如火災、洩漏等)，以預防及因應可能發生的災害事件，降低緊急事件所造成財損

與人員傷害風險，並規劃每年定期實施相關應變措施檢查、訓練、演練及檢視整體應變措施完整性。三顧生物安全會於2020年12月辦理大量檢品/樣本洩漏之緊急應變處理演

練，於三顧生醫微生物品管室模擬人員在實驗室操作期間，於生物安全操作櫃發生RG21病原濺灑之情形以加強同仁應變處理的觀念及技能。

-緊急應變機制

-生醫實驗室緊急應變執行紀錄如下

項次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實施期限實施單位 承辦人員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
及健康促進事項

7

8

安全衛生防護具一般原則、配戴
時機、防護具選擇、清潔與保管

、使用期限等
依「個人安全防護器具管理計畫」辦理 廠務 1月~12月

緊急應變措施

員工飲用水的管理
1.大樓管委會每1~2月更換濾心
2.大樓管委會每年定期送水至檢驗機構檢測細菌及大腸桿菌總數

9

10

急救與緊急應變演練、訓練
1.依「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2.每六個月辦理一次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總務 6月、12

新進勞工體格檢查

在職勞工定期健康檢查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與「員工健康管理計畫」辦理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與「員工健康管理計畫」辦理

人資

人資

1月~12月

1月~12月

以酒精模擬樣本洩漏 通報實驗室主管 張貼告示 狀況排除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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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辦公室區域每年定期配合大樓管委會委託合

格消防檢修設備機構至辦公場所檢修消防預警與應

變設施，以及參與消防應變演練，並進行緊急逃生

避難演練。

三顧為使員工能在人生的重要階段，感受照顧員工

的用心，以及致力成為幸福企業的決心，逐步由福

委會推動各項福利「旅遊補助、家庭照顧支持、母

性保護友善措施、團體保險」等，建立全方位職場

友善環境與員工關懷項目與件數如下表：

三顧是重視人才永續發展與身心健康，在員工健康

照護上，期待透過健康大數據的應用，讓全體同仁

了解自己身體健康程度並知道如何進行自主管理及

工作壓力調解而不影響到心理，逐漸改善自我的身

體與心理的健康。

2020年無重大職業災害，統計主要工傷事件，來自

於員工上、下班的交通意外及營運工作中執行業務

所發生之事故，其中上、下班交通事件0件、員工執

行業務所發生之事故1件(碰撞及割傷)，經包紮所幸

後無礙繼續工作，其公司與直屬主管皆能充分掌握

狀況，並於第一時間致電關懷或親自慰問探視。

-2020年公傷與交通的損失工時統計

-健康促進講座

職業災害防治機制

員工關懷

員工關懷項目 件數

員工家庭照顧支持 1

員工母性保護友善措施 3

員工健康安全講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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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與公益活動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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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7-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本公司電子部門係代理電子產品銷售服務無生產活

動，並不會有影響環境之空、水、廢、毒、噪等有

害環境因子產生；生醫則在小量生產階段，所產生

有害環境因子產生數量仍相當少。針對生活與辦公

所產生之環境影響持續進行減量，辦公室目前使用

之影印紙主要係使用環保認證標誌之再生紙，並宣

導同仁使用回收影印紙影印，落實內部紙張及信封

重複利用，以節省紙張資源，本

公司推動澈底執行垃圾之分類，

設置資源回收處，以期能對環保

盡心力。

本公司配合政府機關宣導「

菸害防治法」，呼籲全體員

工重視身體健康。

非 常 注 重 人 權 ， 不 論 其 種

族 、 性 別 、 年 齡 皆 享 有 同

等 的 工 作 權 利 ， 亦 提 供 個

人 自 由 表 達 和 發 展 的 機 會

，以達到尊重個人尊嚴。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理念，三顧在追求企業永

續經營的目標之餘，以實際行動

支持和參與教育、技術研發、人

才培育、運動等項目，並期許以

拋磚引玉的方式，透過各種公益

活動的參與，連結內部同仁甚至

擴及整個社會，讓更多人關注社

會公益並且投入其中。

環保工作

社會服務

社會貢獻

人權保障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本公司安排為員

工實施健康檢查，讓其瞭解自身健康狀

況，進而愛護與強化自己的身體健康。

健康安全

鑑於近年不管政府或是民間要求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呼

聲日漸高漲，本公司身為社會一份子，深切體悟取之於

社會亦當回饋社會，因此為了推動企業永續經營和實踐

社會責任，致力在促進經濟、環境保護及社會參與三個

面向取得平衡，經2017年第七屆第十四次董事會決議通

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

濟、環境及社會等社會責任議題由CSR負責單位統籌規

劃與推動，並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促使公司員工上

下一心共同推動並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事宜。

本公司董事會為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以督促企業

實踐社會責任，並隨時檢討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下列各方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推動公司治理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景，制定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
向，並核定企業社會責任之具體推動計畫。

1

2

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
確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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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理，設置推動企業

社會責任之專（兼）職單位，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或制度之提出及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公司之利害

關係人，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專區，透過適當溝通方

式，了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回

應其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三顧遵守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規範，適

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業務活動時，致力於

環境永續之目標。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資

源能永續利用。並依本公司營運活動性質建立合適

之環境管理制度，由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推

動、維護環境管理相關系統，並舉辦對管理階層及

員工之環境教育課程。

考慮對生態效益之影響，促進並教育永續性消費之

概念，依下列原則從事銷售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

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將妥善與永續利

用水資源，並訂定相關管理措施。同時計畫興建與

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

與土地；並盡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

利影響，採行最佳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

施。

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並依營運狀況與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三顧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更制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懲戒辦法」、「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計畫」等勞工人權法案，嚴禁職場不當

騷擾與霸凌，人員報到時也簽訂「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與利用同意書」，除揭露公司使用個人資料的用

途，也善盡保護員工個人資料的隱私。有關重視勞

動人權、工作環境與道德的措施摘要如下：

發展永續環境

重視勞動人權、工作環境與道德

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1

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3
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4
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5

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合
法妥善處理有害廢棄物。2

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並
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勞動人權原則，包括結社
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
、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雇傭與就業
歧視等，無危害勞工基本權利之情事。

1

本公司之人力資源政策無性別、種族、年齡、
婚姻與家庭況狀等差別待遇，落實報酬、雇用
條件、訓練與升遷機會之平等。

2

不定時提供員工法規資訊，使其了解依營運所
在地國家之勞動法律及其所享有之權利。

3

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道，讓員工對於公
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
意見之權利。若員工有檢舉主管有不當的霸凌
、性騷擾行為，已建立檢舉人保護措施，讓申
訴人不擔心被報復。

4

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
要之健康與急救設施，並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
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上災害。

5

定期對員工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以及健
康檢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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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企業倫理、誠信經營與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

本公司遵守政府各項相關法規，無違反經濟與社會

法規的紀錄與被罰款事件。

保護個人隱私：在「資訊設備及電子郵件資訊
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員工電腦使用權限與密碼
等安全措施，規範客戶、廠商或員工個人資料
的隱私保護要求。若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
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公平、即時處理消
費者之申訴，並應遵守相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
者之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10

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確保產品與服
務品質。本公司進行產品或服務之行銷與標示，
遵守政府法規與相關國際準則，不得有欺騙、
誤導、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
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11

公司評估經營對社區之影響，增加聘用在地適
當人力，以提升社區認同。

12
公平交易、廣告和競爭：要求員工遵守公平交
易法之規定，嚴禁內線交易並禁止利益衝突與
圖利。本公司依據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動，
不得固定價格、合謀競標、限制產量與配額，
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
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8

保護與尊重智慧財產權：員工均需簽訂勞動契
約內容有「尊重暨保護智慧財產權切結書」與
「營業機密保護」條款，明定對智財權的保護
要求，這不只是為維護公司有形資產與無形智
慧財產權的權益，減少公司損失確保永續發展
，其更積極的目的：在培養全體員工能擁有尊
重一切智慧權財權的正確觀念與態度。

9

資訊透明：公司網站如下
http://www.metatech.com.tw/invest/investor.aspx#

投資人專區，公布有關商業活動的財務績效，以及企業社會

責任等資訊。

7

三顧重視企業倫理，已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訂定下列相關規章及辦法

(1) 股東會議事規則

(2) 董事會議事規則

(3) 董事選舉辦法

(4)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

(5)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6)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7) 對子公司監督與管理辦法

(8)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9) 誠信經營守則

(10)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

(11) 董事及經理人之道德行為準則

(12)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13)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14) 公司治理守則

(15)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16) 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

(17)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之處理程序

(18)資訊管理規章

(19)關係人交易之管理

(20)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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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企業文化首重誠信，為貫徹理念，由董事會決

議通過「誠信經營守則」，由財務處負責推動誠信

經營守則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於必要時向董事會

報告執行狀況，為落實該守則的規定，三顧除定期

在教育訓練活動對新進及在職同仁大力宣導內容外

，更要求同仁遵守。此外，與三顧有業務往來的商

業夥伴們經本公司發布「誠信經營守則」後，亦承諾

願意配合本公司的誠信經營守則內容。摘錄重點如下

:

本公司「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將內部重大資訊

處理作業程序一併納入其中，並於2009年12月董事

會通過及2017年5月修正通過，董事會當日向各董

事宣導本程序外，並於會後寄發相關程序資訊與本

公司各董事參閱之。公司內部方面，於董事會承認

後將此程序及注意事項置於公司公共資料區，以供

本公司經理人、管理階層主管及全體同仁依循之。

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

並與其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未

來三顧將要求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預計區分供應商

交易額大小，要求繳交「實施社會責任承諾書」、

「社會責任自我評估」以及「到廠商實地稽核」等三

類，係依據「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BA」之A.勞工

、B.健康安全、C.環境、D.職業道德、E.管理系統五

大類標準，設計廠商實地稽核表，讓供應商有效的實

施社會責任。

誠信經營

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的推廣

禁止不誠信行為：三顧所有人員於從事商業行
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
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
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
獲得或維持利益。

法令遵循：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
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
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
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
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1

2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本公司基於誠信經營原則，
以公平與透明方式進行商業活動，對於商業往來
之前，應考量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
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
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與代理商、
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
約，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
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
條款。

4

禁止行賄及收賄：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
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
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3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本公司及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
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
得為變相行賄。

6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
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
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
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7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本公司及董事
、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
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

8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本公司及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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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
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
，以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
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
全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
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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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藉由商業活動、實物與活動贊助或捐贈善款、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織、慈善公益

團體及地方政府機構之相關活動，促進社區發展。

最近三年本公司贊助各機構或團體的日期與金額如下表：贊助或捐款

7-4 社會公益活動

日 期 贊助機構或團體名稱 金額(新台幣:元)

2020/07/27
財團法人台北醫學大學

捐助業務推廣及數據收集
伍拾肆萬元整
NT$540,000

2020/07/2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捐助臨床試驗及相關學術發展
壹拾伍萬壹仟捌佰元整

NT$151,800

2020/05/01
台北醫學大學再生醫學系

捐助執行研究計畫
拾壹萬伍仟伍佰元整

NT$115,500

2020/04/16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捐助臨床試驗及相關學術發展
壹拾肆萬玖仟伍佰元整

NT$149,500

2020/02/05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捐助臨床試驗及相關學術發展
壹拾玖萬捌仟參佰伍拾元整 

NT$198,350

2020/01/10
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

捐助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
陸拾萬元整

NT$600,000

2020/06/09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

捐助辦理健康產業與政策發展創新競賽活動
陸拾萬元整

NT$600,000

2020/06/01
台灣產經建研社

捐助提升台灣服務品質、精緻服務產業文化
參拾萬元整

NT$300,000

日 期 贊助機構或團體名稱 金額(新台幣:元)

2019/11/11 捐助 吳三連獎基金會業務 壹萬元整
NT$10,000

2019/06/20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

捐助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發展研究
陸拾萬元整

NT$600,000

2018/01/22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

捐助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發展研究
新台幣伍拾伍萬元整

NT$550,000

2018/03/26
臺北醫學大學

捐助幹細胞研究中心發展基金
參拾萬元

NT$300,000

2019/06/05
國立成功大學

捐助細胞生物力學國際研討會
貳拾萬元整

NT$200,000

2019/01/10 捐助 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業務
陸拾萬元整

NT$600,000

2020年贊助或捐助款合計：2,665,150元

2019年贊助或捐助款合計：1,410,000元

2018年贊助或捐助款合計：8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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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為鼓勵大學生以大健康為主軸，建構創新產品或服務模式的公益活動，與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舉辦2020年「第五屆大健康產業創意競賽」鼓勵學生與教授提出創意專案，參加競賽有53隊，有

25隊進入決賽，獲獎者有10隊；獎項有金、銀、銅獎各一名，佳作若干名，其成果與照片如下：

榮獲「金獎」(上圖左)係由醫師、衛服部科長、公關公司總監所組成的團隊，以【腎友動靜脈廔管

智慧監控貼片】創業計畫，運用現有偵測環境震動的貼片，應用於偵測腎友動靜脈廔管，並連結

手機App等隨時監測，以免延誤洗腎床的時機，獲得金獎與新台幣三萬元的獎勵金。前二名金、

銀獎將接受企業面談及創業資金補助等後續輔導。

參與社會公益組織--董事與獨立董事 社會公益活動的推廣

No 姓名-職稱 參與社會公益組織名稱

胡立三 董事長1 ◆扶輪社3521地區第7分區助理總監

吳振隆 董事7 ◆財團法人和草慈善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

何弘能 董事2
◆財團法人王民寧先生紀念基金會第11屆 董事

◆財團法人青杏醫學文教基金會第12屆 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第12屆 董事

王惠鈞 董事

陳瑞杰 董事

3

4

◆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UBMB) 會長 (President)

◆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友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抗體協會 理事

◆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 董事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董事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委員

◆衛生福利部109年度提昇急重症及加護病房轉診

   品質計畫審查委員

◆外科醫學會外傷委員會 主任委員

趙弘章 董事6

◆台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 理事

◆亞太文化娛樂產業發展協會 理事

◆中華民國珍古德保育及教育協會 顧問

◆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 董事

楊智惠 董事5

◆社團法人臺灣生物科技學會 理事長

◆南科產學協會新農業推廣委員 執行秘書

◆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社團法人臺灣發明學會 理事長

◆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術學會 理事

◆社團法人臺灣檢驗及品保學會 理事

吳榮義 獨立董事8 ◆台灣智庫 董事長

王文祝 獨立董事9 ◆中原扶輪社秘書長2020~2021

第五屆大健康產業創意競賽 全體合影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學生發表創意專案

頒獎：榮獲「金獎」的學生團隊與指導教授 頒獎：榮獲「銀獎」的學生團隊與指導教授

大健康活動新聞刊出
文稿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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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一般揭露 102

102-1 組織名稱、地址 093-1公司創立與沿革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264-1主要產品與營業組織

102-3 總部位置 093-1公司創立與沿革

102-4 營運活動地點 093-1公司創立與沿革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093-1公司創立與沿革

102-6 提供服務市場 294-2服務內容與營運據點

102-7 組織規模 123-2組織職掌與治理架構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資訊 506-2員工概況

102-9 供應鏈 424-6供應商管理

102-10 組織與供應鏈的變化 424-6供應商管理

102-11 預警方針與原則 21/233-6內控管理體系 / 3-8風險管理永續發展計畫 含3-5內部稽核制度

102-12 外部倡議 647-4社會公益活動

102-13 公協會的資格 647-4社會公益活動

102-15 關鍵衝擊及風險機會 031、經營者的話

102-14 決策者聲明 021、經營者的話

GRI G4 Guideline Standards  對照表

組 

織 

概 

況

策 

略

3.社會公益活動的推廣

2.參與社會公益組織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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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223-7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

102-17 關於倫理之建議與顧慮機制 607-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 7-3企業倫理、誠信經營

102-18 治理結構 123-2組織職掌與治理架構

102-19 委任權責 123-2組織職掌與治理架構

102-20 管理階層-高階主管的責任 153-3股東大會、董事會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及社會的議題 05/07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 2-5重大議題鑑別、排序等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委員會組成 153-3股東大會、董事會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153-3股東大會、董事會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提名及遴選 153-4董事與獨立董事設置與公司治理組織

102-25 利益衝突迴避 627-3企業倫理、誠信經營

102-26 董事會設立宗旨、價值與角色 153-4董事與獨立董事設置與公司治理組織

一級單位組織職掌

董事會

主席：董事長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學經歷 153-4董事與獨立董事設置與公司治理組織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

102-30 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及社會的議題衝擊 —————

倫 

理

公 

司 

治 

理

102-32 董事會在CSR報告的角色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

102-31 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的檢視 —————

利害關係人溝通等
重大議題諮商與排序

1.董事與獨立董事學經歷

1.CSR專(兼)職單位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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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102-33 溝通重要關鍵議題 —————全部

102-34 重要關鍵議題的性質與總數 —————

102-35 薪酬政策 516-3薪資與福利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

102-38 年度薪酬比例 —————

102-39 年度薪酬比例增加百分比 —————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05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102-41 團體協約 546-5勞資關係與溝通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05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方針 05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有勞資會議

102-44 提出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 072-5重大議題的鑑別、排序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所包含的實體 042-1報告目的、概要與範圍

102-47 重大主題列表 072-5重大議題的鑑別、排序

102-46 界定報告書的主題及邊界 042-1報告目的、概要與範圍

公 

司 

治 

理

利
害
關
係
人

報 

導 

實 

務

102-49 報導改變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

102-48 資訊重編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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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102-50 報告書期間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

102-51 上次報告書日期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

102-52 報告書週期 042-1報告目的、概要與範

102-53 聯絡人(可回答報告書者) 042-3報告書編輯聲明與聯絡窗口

102-54 依循GRI 準則的宣告 042-2報告依循標準與查證

102-55 GRI內容索引 042-2報告依循標準與查證

102-56 外部保證與確信 042-2報告依循標準與查證

200 經濟績效指標

201-1 管理方針揭露 30
4-3經營績效與發展
4-4產品未來的發展

201-2 組織所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和氣候變遷對財務影響及風險 37

管理方針揭露 ——

自我宣告：核心選項

2.發行日期、版次、
聯絡窗口

不同性別基層人員薪資與基本工資比例等 —————

———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 422-5重大議題的鑑別、排序

基礎設施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顯著間接衝擊 37

304-3經營績效與發展
4-4產品未來的發展

報 

導 

實 

務

當地供應商採購支出比例 42

4-6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評鑑與分級制度

方 

針

市 

場

衝 

擊

採 

購

全部

全部

202-2

202-1

203-1

203-2

204-1

204-2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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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205-1 管理方針揭露 607-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205-2 反貪腐程序的溝通及訓練等 627-3企業倫理、誠信經營與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

206-1 管理方針揭露 60
7-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7-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06-2 涉及反競爭及壟斷行為所採取的行動 60

207-1 管理方針揭露 —————

207-2 組織是否有稅務策略、法規遵循方法等 —————

300 經濟績效指標(301~308)

301-1 管理方針揭露 45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5-5污水與廢棄物管理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5-2氣候變遷的因應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5-4節能減碳

301-2 所用物料重量、使用的再生物料、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47

302-1 管理方針揭露 45

302-2 組織內外部的能源消耗量、能源及減少能源消耗計畫 46

3.重視勞動人權、
工作環境與道德

303-1 管理方針揭露 465-3水資源管理

303-2 取水量、耗水量、排水量 —————

304-2 營運地點或鄰近地區對環保及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

304-1 管理方針揭露 —————

305-2 直間溫室氣體排放、及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方法實施 46

305-1 管理方針揭露 45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貪 

腐

稅 

務

物 

料

能 

源

水 

量

生 

物

排 

放

反
壟
斷

二氧化碳排放量與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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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306-1 管理方針揭露 45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5-5污水與廢棄物管理

5-1環保政策與措施
5-5污水與廢棄物管理

306-2 廢水排放量、區分廢棄物類別與合法處理運輸方法 47

307-1 管理方針揭露 45

307-2 揭露違反環保法規事件 47

統計各別用戶產生之
廢棄物量與營業額比較

遵守環保法規
無違反法規紀錄

308-1 管理方針揭露 —————

308-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

401-1 管理方針揭露 49
6-1管理思維
6-2員工概況(人力結構)

———

———

6-7健康與安全
2020年公傷與交通的損失工時統計

6-4人才培育

2020年員工總訓練成果統計數據

6-3薪資與福利
6-2員工概況(人力結構)

400 社會績效指標(401~419)

402-1 管理方針揭露 ——

401-2 新進與離職員工、全職員工的福利、 育嬰假人數統計 50

廢
棄
物

法 

規

廠 

商

勞
資
方

402-2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

403-2 職安衛管理系統及工作者、職業傷害、職業病統計 58

403-1 管理方針揭露 55

營 

運

404-1 管理方針揭露 52

405-1 管理方針揭露 51

404-2 每位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提升員工職能的方案等 53

職
安
衛

訓 

練

平 

等

全部

405-2 女性主管的人數或比例 50

女性主管人數

損失工時零
有小擦傷包紮就可

全部

全部

全部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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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視

結 

社

童 

工

人 

權

原 

民

強 

迫

人
權
評

社 

區

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406-1 管理方針揭露 —————全部

406-2 對歧視所採取的改善行動 —————

407-1 管理方針揭露 —————

407-2 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的情形 —————

408-1 管理方針揭露 49
6-1管理思維
6-1管理思維-禁用童工

408-2 使用童工的巨大風險 49

409-1 具強迫或強制勞動重大事件 —————

409-2 管理方針揭露 —————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訓練 —————

410-2 管理方針揭露 —————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

411-2 管理方針揭露 —————

412-1 管理方針揭露 54
6-6平等權益與申訴處理
一般與重大申訴案件數量統計

413-1 管理方針揭露 —————

412-2 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估，人權政策或程序的訓練 54

413-2 對當地社區具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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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74

供
應
商

捐 

獻

客
戶
安
全

護
隱
私

違 

規

NO 核心選項GRI G4指標 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414-1 管理方針揭露 42
4-6供應商管理
7-3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

414-2 用社會人權的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等 63

415-1 管理方針揭露 ——

42

———

415-2 政治捐獻的金額 —————

416-1 管理方針揭露

4-5客戶服務 / 客戶滿意度調查表統計
416-2

評估產品及服務對客戶健康安全的衝擊，
違反產品及服務的健康安全法規事件

417-1 管理方針揭露 42———

417-2
產品及服務資訊與標示，

未遵循產品及服務資訊與標示法規之事件
42

4-5客戶服務 / 產品及服務資訊與標示 / 未違法規事件聲明

418-1 管理方針揭露 —————

418-2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

419-1 管理方針揭露 607-1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無違反產品及服務
資訊與標示的相關
法律或規定

無有害物質HSF列
如調查項目

2.供應商實施社會責任
的推廣

無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
之法律及規定聲明

419-2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及規定 607-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產
品
標
示

42

● ： 已 揭 露    X ： 未 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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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大議題的鑑別、
評估排序

1.風險分析管理

2.持續營運計畫

NO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揭露項目 CSR對應章節 頁 數 備  註

公司治理評鑑作業辦法

第四條-全產業-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7-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發展永續環境

5-4節能減碳 / 短、中、長期目標

5-4節能減碳 / 短、中、長期目標

5-4節能減碳 / 短、中、長期目標

5-4節能減碳 / 短、中、長期目標

二氧化碳排放量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5-4節能減碳 / 長期目標

2-4利害關係人鑑別與溝通

3-8風險管理與永續發展計畫

3-8風險管理與永續發展計畫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角色

描述組織所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描述組織在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衝擊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揭露範疇1、範疇2 和範疇3（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的表現

描述組織在策略上的韌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境
(包括2°C 或更嚴苛的情境)實體氣候風險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
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整合在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
進行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時所使用的指標

a

b

a

b

a

a

b

b

c

c

c

治 

理

策 

略

風 

險 

管 

理

指 

標 

和 

目 

標

說明：GRI G4 Guideline Standards對照表中有粉紅色的Mark，係2019公司治理評鑑的缺失，2020年予以補充的CSR報告的內容、表格或數據等。

60

60

46

46

46

05

23

23

46

4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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