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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職場 恪守安全

關鍵回應利害關係人：

員工

供應商 /承攬商
政府機構

非政府組織

職業安全與衛生

員工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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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職場 恪守安全

集團對員工健康及安全管理投入龐大心力，

除落實法令規定外，亦以「風險評估、全員參與、

持續改善、危害歸零」為基礎，追求零傷害、零

職業病、零事故等目標，建立安全無虞且健康之

作業環境。

詳見章節

利害關係人鑑別溝通與責任

各廠區實施日常、每月及專項之安全稽查。

通過外部稽核，如 ISO 45001。

每年管理代表召開管理審查會議議定，討論與檢討如何持續強

化職業健康與安全的績效。

虎躍廠參加無災害工時紀錄競賽，至 2021年底已達 11,216,809小時無災害工時紀錄；頂埔廠無災害工時紀錄為
2,369,469小時。

排查安全隱患共計 22,625條，隱患整改率 100%。

辦理生產安全培訓參與人數共計 1,287,074人次參與（含員工與承攬商）。

辦理消防技能大比武、安全知識競賽、安全知識有獎競猜、消防演習等活動，共計參與 1,131,192人次（含員工
與承攬商）。

辦理安全創新與改善提案，共收集 111份安全改善創新案。

舉辦健康講座、開放健康生活館、運動團課、線上健康教室等活動，總計辦理 51場次，參與員工達 18,745人次。

提供健康且安全的工作職場與環境，將能讓

員工放心與安心的工作，並有助於提升營運績效，

因此集團致力於符合國際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

與標準， 實現集團的社會責任。

意義 申訴機制 評量機制

政策與承諾

特定的行動

目標

重大性議題管理方針
職業健康與安全

虎躍廠無災害工時紀錄突破 

12,000,000 小時、頂埔廠則

為 2,800,000 小時。

零傷害、零職業病、零

事故目標，創造全體員

工最佳工作環境。

以大幅優於業界標準，設定

2030年失能傷害頻率 ≤0.14

次 /百萬工時目標。

2030年失能傷害嚴

重率降低到 ≤6.88天

/百萬工時。

輔導高風險承攬廠商導入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驗證，2030年

導入比例目標 ≥70%。

短期目標 中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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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與衛生集團依循國際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以及當地法規，制定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與系統，並適用於所有員工與供應商 /承攬商，同時集團承諾追求

零傷害、零職業病、零事故目標，創造全體員工最佳工作環境。為落實集

團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集團成立了消防安全總處、勞安處及健康衛生總處

等職能單位，此外，集團工會的團體協約範圍也包括健康與安全等議題，

作為保障員工健康與安全的權益，以促進各廠區之健康安全管理，同時集

團建立可量化之目標及執行管理方案，導入先進的探測監測系統，落實源

頭預防控制機制，加強員工演練與意識，提升對危害之應變能力，展開多

項安全監查監督，持續改善隱患，為全體員工創造最佳的工作職場。

集團持續注入資源規劃並打造健康職場，運用自身最擅長的雲端科技，

透過食品安全雲與健康照護雲，打造「智慧科技 +精準健康」為目標之健

康互聯網，從食品健康到生理健康監測，守護關愛各地的集團員工及家庭。

集團主要 16個事業群均建立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通過第

三方機構的驗證，並適用於集團所有員工與在廠區工作之供應商 /承攬商。集團

每周召開全球防疫暨安全生產會議，會議由董事長主持召開，所有事業群總經理

和各園區主管連線參會，安全最高主管每周進行專題報告，內容主要包含全球安

全生產資訊、集團安全生產現況、各地區安全生產現況、安全生產「百科」 （研

究國內外安全管理與安全技術優秀案例；安全管理工具和方法等），部署全公司

範圍重大安全生產工作、解決公司重大問題等，全年共計進行了 56次專項報告，

推動集團安全文化創建工作。此外，集團設有由勞資雙方組成之安全衛生委員會，

藉由每季定期會議，檢討職業安全與衛生的績效，藉此不斷優化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同時建立各園區的生產安全管理組織，每週定期召開生產安全會議，討

論與分析各園區生產安全狀況，據此推動落實各項生產安全工作。

集團藉由內部平台及各單位工安幹事或勞工代表來協助員工與職業安全衛生

負責單位溝通職業安全衛生的議題，並且每年辦理安全健康月，透過「線上闖

關」、「專題講座」、「傳播正能量」、「緊急應變及教育訓練」系列活動、強

化員工安全意識及作業場所安全，以建立良好的職業安全衛生之員工參與、諮商

與溝通。依據「事業單位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要點」，於 2021年，虎躍廠參加

無災害工時紀錄競賽，至 2021年底已達 11,216,809小時無災害工時紀錄；頂埔

廠無災害工時紀錄為 2,369,469小時。

有關集團對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請見章節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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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台灣建立總部安全防災中心，可匯集各廠區即時安全訊息，針對颱風與傳

染病等天災，建立防颱應變組織及防疫小組，提供即時安全防災及防疫資訊，並針對

應變人員進行應變訓練，強化集團安全防災及衛生防疫的系統。另外，納管廠區安防

設備，建置工業安全雲等模組，確保各廠安全軟硬體、管理機制到位。針對廠區電盤

等電氣設備執行紅外線熱顯像儀檢測，成立紅外線熱影像推動小組培訓，共 21位種

子人員定期完成檢測報告，發現問題點並改善完成，有效降低廠區火災風險。

集團針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訂有《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規劃程

序》。依集團《員工手冊》生產安全篇第一條「員工安全權利與義務」中說明員工有

對違章指揮的拒絕權、有採取緊急避險措施的權利；在員工日常培訓及新人訓中對該

條款進行解讀，告知員工擁有對違章指揮的拒絕及緊急避險的權利；出現緊急情況 /

突發情況（較大火災風險、人身安全風險等），員工與承攬商有權立即撤離現場，並

由此造成公司或人員相關損失不予追究責任。

依各單位進行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對風險類型和特點，制定科學的安全風險辨

識程式及方法，對各不同類別崗位展開安全風險辨識，編寫安全風險辨識清單，對辨

識出的安全風險進行分類梳理，採用 LEC評價法進行風險等級評定。安全風險等級

從高到低劃分為重大風險、較大風險、一般風險和低風險，分別用紅、橙、黃、藍四

種顏色標示；依據安全風險類別和等級建立安全風險資料庫，並繪製「紅橙黃藍」四

色安全風險空間分佈圖和安全風險比較圖。按不同風險等級分別管理，如重大風險須

由事業群、處重點管控，並制訂重大風險管控措施；一般風險由班組長重點管控。所

有風險通過 PDCA持續循環，安全績效不斷攀升。

安全防災中心 安全稽查風險鑑別

安全管理應用及設備
・ ERT登記

 機動車雲

會議及決策制定
・緊急應變中心

・蒐集鴻海集團安全信息

・更多信息與標準，更少傷害

監控系統
・CCTV（閉路電視）
・火災自動警報系統

・反入侵系統

安全信息
・廠區佈局

・ERT會員
・安全標準

・標準作業程序 (SOP)

培訓與演練
・ERT（緊急應變小組）
・設備演練

・安全課程

風險
鑑別1 風險

評估2 風險
分析3 風險

管理4
對可能造成人

員傷害或事故

進行全面危害

鑑別。

依據安全危害

的嚴重度與可

能性，評估分

析風險的等

級。

建立安全風險

資料庫，並繪

製四色安全風

險空間分佈圖

和安全風險比

較圖。

根據風險分析

結果，制訂風

險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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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事業群均編制了職業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規範，並例行性進行危害辨識、

風險評估及風險管控；集團制定有《製程安全評價與驗收實施管理辦法》，要求新 /

改 /擴建製程需要進行製程安全評價，並經園區級工安團隊（危險製程）或群級工安

團隊（一般製程）評估和驗收通過後方可進行生產，以確保給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健

康、環保的工作環境。

集團針對各類新 /改 /擴建的一般製程與危險製程訂有安全評估及驗收作業流程，

將製程依生產流程進行單元劃分，如生產前準備階段、生產中各工序生產階段、生產

後設備維護保養、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危險有害物質及製程相關附屬系統（如排廢系

統、通風除塵系統、廢氣廢水處理系統等）中危險有害因素進行分析評估，並採取有

效預防控制措施，從源頭進行風險辨識和管控以確保安全生產及員工職業健康安全，

秉持「先設計、再評估、後施工」原則。於 2021年各園區危險製程安全預評價收件

1,064件、現狀評價收件811件，驗收評價收件964件，共計2,839件，核准通過2,774

件，退件 65件，通過率 97.7%。

集團展開「生產安全紅線違規行為十二條」專項整治行動，對集團近十年發生之

各類事故主要原因進行統計分析，列出易造成嚴重危害或有立即發生事故風險之違規

行為，制定生產安全紅線違規行為十二條，進行從重處罰；推動生產安全十二紅線

各園區各樓棟全覆蓋張貼海報，共計 13,377張；公共區域投放視頻每日輪播 3,068

次；線上學習完成共計 83萬人；加入新進員工安全培訓及每日線組班前會宣導，共

計 4,366場；舉辦實體安全活動 136場次；展開安全紅線專項稽核 793次。

集團聘用具有豐富安全管理經驗並持有註冊安全工程師執照員工，組建專業的稽

核團隊，對中國大陸各廠區實施日常、每月及專項之安全稽查，包括電氣安全、可燃

物管理、資訊化控制精密機械加工保養、危化品管理等，藉此推動各園區落實安全生

產工作。2021年排查安全隱患共計 22,625條，隱患整改率 100%。同時，集團工會

勞動保護監督委員會發揮其監督職責，定期對集團各個廠區進行監督稽核，以落實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與承諾。

風險類別 項目說明 稽查隱患數量

丙類倉庫及資訊安全 丙類物料儲放安全、資訊機房管控。 276
危化品與燃氣安全 危化品儲存安全、運輸安全、使用安全、廢棄物處理等。 1,837

製程安全
對拋光、打磨、切割、鑽孔等可燃爆粉塵、烤漆、遮蔽製程、SMT製程、易燃易爆有機溶劑清
洗等製程安全控管。 1,461

消防安全 耐火等級等建築材料要求、建築安全使用要求、建築構件的耐火極限、防火分區等。 5,519
操作與設備安全 對消防控制室、消防電源、自動警報設備、消防水池與水泵房、自動滅火系統等管理。 5,616
電氣安全 對集團內用電場所、特殊場所安全管控要求。 5,574

管理與教育訓練 針對教育培訓、應急救援等方面管控內容。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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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加強安全管理工作，集團制定有《消防及工業安全隱患有獎舉報辦法》，明確員

工可通過書信、電話、郵件和公司 APP進行隱患舉報或安全建議，經受理部門核實後予現金

獎勵，且對員工身份及信息予以保密。於 2021年，總計收到有效隱患有獎舉報 259條，發出

獎金約達 7.8萬元新台幣，近五年則累計舉報 1,193件，累計發出獎金約達 45.93萬元新台幣。

消防及工業安全隱患有獎舉報辦法

員工可通過以下兩個方式進行舉報

1、發現未依照 SOP操作，員工可向生產安全監督管理部門舉報，工業安全部門會調取視
頻對違規操作員工依規予以訓誡，不會提交通報者信息，故通報者不會被處分。

2、發現可能的職業危害隱患，可撥打熱線或直接向事業單位職業衛生主管部門舉報，由
現場安全稽核人員對員工反應的情況進行調查，並將結果反饋給員工，若發現內容確

實為安全隱患，發現的員工可獲得獎勵以鼓勵員工舉報，不會被處分。

259條

有獎舉報
2021年

7.8萬

發出獎金
2021年

45.93萬
累計獎金

近五年

報

1,193件
累計舉

近五年

ESG

發佈集團化學品管

理政策，推動集團

ESG之化學品管控。

為消除重大火災危

險源，推動電鍍、

陽極等電加熱製程

安全管控。

集團大陸各園區化

學品禁止物質已清

零、限制物質已減量

97%。

為消除重大工傷危險

源，推動成型、機器

人、自動化設備安全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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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點工作



職業傷害
所造成的死亡事故

嚴重的職業傷害
（不含死亡人數）

可記錄之
職業傷害比率

虛驚事件
實際總工時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正職員工

2021 4 0.0024 0 0.0000 189 0.1151 14 0.0085 1,642,760,216

2020 1 0.0005 0 0.0000 227 0.1187 N/A 1,913,011,143

2019 1 0.0005 2 0.0011 391 0.2074 N/A 1,885,132,142

約聘員工

2021 0 0.0000 0 0.0000 8 0.0136 0 0.0000 589,180,800

2020 1 0.0011 0 0.0000 17 0.0191 N/A 889,596,240

2019 0 0.0000 0 0.0000 21 0.0360 N/A 583,468,080

備註：1. 上述比率使用 1,000,000工作小時計算。   2. 集團於 2021年起開始統計虛驚事件。   3. 上述數據僅包含大中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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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以「百分之百安全、零隱患」為安全目標，並制定《集團生產安全事

故管理制度》明確規範事故報告、事故調查職責、調查層級，流程及責任追究。

但事故發生後，集團要求現場人員和單位主管立即上報，同時將事故上傳至工

傷事故申報管理系統，立即成立事故調查小組負責對事故進行調查、處理，並

撰寫事故報告。

經分析 2021年職業傷害事故，集團工作場所中衝壓、機加、成型 /壓鑄場

所工藝危險性大，機械自動化改造升級，設備設施調試、維護保養環境複雜，

存在擠壓、碰撞風險，因此主要傷害類型為機械傷害、其他傷害、物理打擊，

失能傷害統計分析

主要的傷害原因為設施故障未有效停機，人員檢修未執行 LOTO程序（上鎖掛

牌），機台調適 /檢修時全肢體進入或部分肢體進入危險區域；為了消除這些

危害並將風險降至最低，改善的行動包括嚴格落實設備維護、保養安全操作規

程，安全裝置定期檢測制度，確保設備設施完好有效，持續強化展開 LOTO執

行落實與設備相關專業人員安全培訓等。對於承攬商共有 13 起可記錄之職業傷

害事故（包括 2起死亡事故），集團亦將藉由宣導、教育訓練、稽核等，強化

承攬商作業安全，以避免發生事故。



安全改善創新案共享平台

為鼓勵各單位積極創新安全技術或管理，給予可實踐與有價值的安全創新專案，集團制定

《消防暨工業安全管理評比實施方案》，據此建立安全改善創新案共用平台，以激勵各單位不

斷提高安全管理和安全技術水準，保障員工職業健康和安全，而優秀改善案已經上傳至集團的

內部網站。以利推廣至其他各廠區。2021年共收集 111份安全改善創新案。經評估，基於合規
性、創新性 (集團首創性 )、專業性 (推廣價值 )原則，依評估改進意見修訂後具備推廣價值的
共計 21件，涵蓋 CNC、烤漆、成型機、焊接、吊裝、濕式集塵、安全知識宣教、智慧防控等
技術及管理方面之創新改善，2022年 1月在大陸地區安全生產工作報告中向董事長及各園區高
階主管分享機器人安全防護門二維碼攝像識別位置改善、CNC主軸電機冷卻系統改善、機器人
RGV台車加裝甩油機改善、機加廠滑台擠壓安全防護改善、吊車加裝無線視頻監控、鎂屑壓餅
存儲改善 6個優秀安全改善創新案。

為減少營運過程中的安全隱患，防止安全事故的發生，集團不斷引進新技術，透過製程改善、材料

替代、設備防呆等安全技術措施體現安全最佳化。此外，集團規劃建置生產安全預警與應急平台，現處

於軟件開發階段，該平台可即時同步監看各園區 /各樓棟消防報警系統，對各園區形成實質監管壓力，

落實各項生產安全工作。集團將持續推動五大高危險製程安全指引有效落實和教育訓練，推動安全創新

與改善專案，改善各類製程及降低廢料處理風險，大幅提升安全技術與管理水準。

建置集團生產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平台結合互聯網與大數據智慧分析手段，集成工藝、制程、設備

等人、機、料、法、環方面的生產安全信息為資料基礎，利用大數據處理技術輸出具有風險警示管控、

安全績效考核、人員 /事故 /隱患 /物料分析等多樣化的安全生產價值信息，並以行政組織層面（園區 /

事業群 /事業處 /廠部）、地理區域層面（園區 /棟 /層）和專業職能層面（運行風險 /供應鏈風險 /管

理成效等）多維度解析風險管控優劣環點，再通過集團大屏、web管理後台、移動 APP三大終端實現

一站式日常運行管理與消防安全業務綜合監管的目的，平台已完成原型設計，現系統屬開發階段。

為營造「全員關注安全，建構和諧廠區」的生產氛圍，提

升員工與承攬商對於安全的意識與職能，集團制定有《安全教

育培訓制度》與《集團供應商生產安全管理辦法》，對集團員

工和承攬商員工均明確相應的培訓要求。集團每年年初制定培

訓計劃，並按計劃實施。同時集團也建立廠級、車間級、班組

級三級教育機制，並依據每年年初制定培訓計劃，並按計劃實

施，為員工提供各種類型的安全教育訓練。

2021年集團各園區展開新進員工、特種作業人員、施工監

護人、安全管理人員、現場稽核人員、廠長、供應商等生產安

全培訓參與人數共計 1,287,074人次。

安全創新與改善專案 安全衛生培訓與演練

70

前言
海納治理 
智慧創新

多元包容

幸福發展

健康職場 
恪守安全

鴻傳永續 
共好夥伴

綠色智能 
循環經濟

回饋社會 
共贏共好

附錄



為確保員工與承攬商於發生事故時，能及時反應，以避免員工安全

問題，因此集團各廠區將會進行緊急演練與演習，消防應急演練不低於

2次 /年；化學品洩漏 /中毒、受限空間窒息 /中毒、觸電、電梯困人

等應急演練不低於 2次 /年，達成率 100%。集團各園區於 6月、11月

定期舉辦安全宣教活動，2021年舉辦有消防技能大比武、安全知識競

賽、安全知識有獎競猜、消防演習等活動，共計參與 1,131,192人次。

2021年各園區消防審批收件 3,008件，一次審批合格 2,020件，退件

修改 593件，直接退件（違建）395件，一次審批合格率 67.15%，總

體合格率 86.87%。

新進員工（含派遣工）崗前公司級（廠級）、車

間級、班組三級安全教育
1,183,524

危險化學品從業人員上崗持證培訓 34,861

供應商 /承攬商入廠安全培訓 37,544

特種作業人員和特種設備操作人員培訓（政府規定之
證件）

7,096

安全管理人員專業業務能力提升培訓 20,208

生產安全現場稽核人員取證培訓 3,841

項目 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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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供應商 /承攬商安全管理，杜絕違法操作，預防事故發生，集團制定《供應

商安全管理辦法》，要求所有供應商 /承攬商須遵守環保、職業健康與安全的法律法規

要求，並且須持有國家認可的人員資格證明與安全生產許可證明，方才具有資格成為集

團的供應商 /承攬商。

集團要求供應商 /承攬商進入園區前，必須經過相關安全培訓，而駐廠人員須每半

年進行一次安全複訓，以及參與集團的各類緊急演練，因此集團的緊急演練計畫須包含

供應商 /承攬商人員。集團將會對供應商 /承攬商進行監督檢查，若發現隱患將嚴格按

管理辦法實施處罰，若供應商 /承攬商不配合，將停止供應商 /承攬商的一切工程或強

制驅逐出廠，藉此確保供應商 /承攬商須完全遵守安全管理的規範。

集團每季度都會發起協議組織會議，並通知供應商 /承攬商有關集團的遵守規定。

集團對於供應商 /承攬商在入廠前，會對供應商 /承攬商教育訓練及測驗，並核對相關

資料，例如個人防護用品，公司業務主管資訊等。同時辦理健康相關議題的講座。在供

應商 /承攬商進出廠區時均需刷卡。在檢查方面，集團會對供應商 /承攬商安全作業進

行不定期抽檢，按月彙整問題點呈報主管，並通過公司系統發送至權責單位要求改善。

2021年稽核供應商 /承攬商的施工安全隱患共計發現 37處缺失和潛在危害，集團要求

供應商 /承攬商於限期內改善，並且全部結案。此外，集團在新冠疫情期間，會提供防

疫用品與教育訓練培訓予供應商 /承攬商，並於每季定期召開供應商 /承攬商協議組織

會議，另外供應商 /承攬商皆須完成相關教育訓練，且各個入廠施工皆須完成相關申請，

以利提升供應商 /承攬商的防疫意識和確保相關工作者的健康安全。

供應商 /承攬商職業安全與衛生

供應商 /承攬商危害告知講習測驗

測驗卷
工程類

測驗卷
庶務類

填寫
基本資料

為讓員工可以在工作與身心健康取得平衡，落實預防醫學概念，集團

提供多間優質健檢機構，並補助員工高額健康檢查費用 (投入年度預算高達

9,500萬元台幣 )，即使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健檢量能，仍維持近 80%的

高受檢率。透過護理師主動關懷，三年未健檢員工佔比持續下降，於 2021

年降至 0.7%。 同時為確保員工在工作職場的環境安全，也針對特殊作業員

工提供職前、職中、離職體檢，監督員工免於職業危害。此外，為了促進員

工健康，2021年舉辦健康講座、開放健康生活館、運動團課、線上健康教室

等活動，總計辦理 51場次，參與員工達 18,745人次。

健康促進活動

員工健康促進

疫情期間，為維持健康促進服務不中斷，提供外派、外廠區員工皆

可使用的健康促進資源與辦理線上健康教室，包含營養、運動、樂活、

食安四大主題，透過多

元化的線上影音活絡健

康氛圍，促進健康習慣

養成。2021年線上主題
活動 21 場，總參與人次 
5,048 人次。抽樣調查 
99% 員工支持續辦，平
均滿意度 98% 。

線上健康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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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1vvHzFR09zHc2rcMaDGoiwUt73BPv4V7CK7PK4FTOEh4tzg/viewform?fbclid=IwAR18EGpEl33l_P17UK2edfFaGdgXmVe1KZfXVljwXY6mqkeAM7SihF2IBSQ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1vvHzFR09zHc2rcMaDGoiwUt73BPv4V7CK7PK4FTOEh4tzg/viewform?fbclid=IwAR18EGpEl33l_P17UK2edfFaGdgXmVe1KZfXVljwXY6mqkeAM7SihF2IBSQ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1vvHzFR09zHc2rcMaDGoiwUt73BPv4V7CK7PK4FTOEh4tzg/viewform?fbclid=IwAR18EGpEl33l_P17UK2edfFaGdgXmVe1KZfXVljwXY6mqkeAM7SihF2IBSQ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yTSEW8kJX2ntSCueX0x70idi916KAn16F_BDAWMxSIs9rA/viewform?fbclid=IwAR0zAUBgiD7n4ER0TjjPz-VT9a38SrdvEF8dPADiwcTumqAlfsonqVIN1pI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yTSEW8kJX2ntSCueX0x70idi916KAn16F_BDAWMxSIs9rA/viewform?fbclid=IwAR0zAUBgiD7n4ER0TjjPz-VT9a38SrdvEF8dPADiwcTumqAlfsonqVIN1pI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yTSEW8kJX2ntSCueX0x70idi916KAn16F_BDAWMxSIs9rA/viewform?fbclid=IwAR0zAUBgiD7n4ER0TjjPz-VT9a38SrdvEF8dPADiwcTumqAlfsonqVIN1pI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B0_ghVKCf7aRw443QX9LZzW0mD5ziFXFtT_n6uoJ0SLu4A/viewform?fbclid=IwAR1CAIHt6cIgcQjRUxJsVg34Bz9fqrSGJy-_U2gM3l57OE9wuFndmYq7fRY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B0_ghVKCf7aRw443QX9LZzW0mD5ziFXFtT_n6uoJ0SLu4A/viewform?fbclid=IwAR1CAIHt6cIgcQjRUxJsVg34Bz9fqrSGJy-_U2gM3l57OE9wuFndmYq7fRY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B0_ghVKCf7aRw443QX9LZzW0mD5ziFXFtT_n6uoJ0SLu4A/viewform?fbclid=IwAR1CAIHt6cIgcQjRUxJsVg34Bz9fqrSGJy-_U2gM3l57OE9wuFndmYq7fRY


集團建立包含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運動教練、物理治療師的跨

專業團隊，全力打造「整合性健康照護」的員工服務模式，提供廠區駐診醫療

保健、營養、運動、物理治療等，個人化整合性的健康或疾病管理全方位規劃

服務 (疫情期間同時提供遠距服務模式 )。員工也可透過集團香信頻道隨時掌

握集團內部各項健康知識，涵蓋防疫、健康、醫療、食安、營養等主題，提升

自我健康意識 (2021年總推播數 992篇，總閱

覽數 828,058次 )。上述服務落實「取之於鴻海

資源，用之於鴻海人員」最為真切實踐的承諾。

自 2013 年起，集團辦公廠區各樓層間，皆

設有健康量測裝置「健康 ATM」，迄今已更新

換代至第五代，員工透過 ATM 量測，可隨時輕

鬆瞭解、管理自身的健康數據指標。

健康照護

為保障集團員工與廠區內承攬商飲食安全，集團制定食品安全相關監控與

處理辦法，對餐飲相關單位進行完整評估，選擇合法合規、作業嚴謹與品質良

好之供應商，並且要求餐飲提供商需出具生產履歷，對溯源管理。此外集團亦

將對員工餐廳食材檢測及餐飲相關單位作業訪視，搭配即時通報平台進行食安

監控，當發現作業異常時，將對餐飲相關單位進行改善諮詢及輔導，同時輔以

食品安全相關課程，包括因應新型肺炎作業要求與污染防治等課程培訓，並且

集團的食安實驗室通過 ISO 17025驗證，將能有效強化食安事件處理效能、

預防風險、依循品質系統執行食品安全相關檢驗，以確保員工享受安全之餐

飲，為食安嚴格把關。

食品安全及膳食營養 項目 說明

抽樣檢測
集團針對食材進行檢測，共計完成 9,419項檢測，搭配即時通報平台，
進行監控，合格率達 99.3%。

訪視輔導 全年總計完成 103場次供餐單位作業訪視，平均 88.1分，改善率 70.7% 。 

供應商管理
透過供應商評估過程擇選合法合規，作業嚴謹與品質良好之供應商，提供
安全無虞之食品，全年度審查共計完成 52家，符合率為 86.5%，淘汰衛生
條件不合格之食品供應商一間。

食安教育
提供線上食安教育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萊克多巴胺 (瘦肉精 )檢測、食品
農藥殘留檢測、食品重金屬檢驗檢測，共計 304人參與。

食安事件處理
依據食品安全目標制定食安事件處理辦法，並嚴格執行，包括食品安全相
關議題制定相關規範預防風險。針對非洲豬瘟、萊克多巴胺豬肉及美牛等
原物料加嚴管控，追蹤溯源。2021年度零重大食安事件。

護理師醫師

藥師

物理治療師運動教練

營養師 跨專業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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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斥資上億元新台幣打造建立符合國家標準的「食品安全實

驗室」，聘請食品安全專業人才負責檢驗項目，採取措施保障員工

的飲食安全。集團為兩岸三地非食品業的科技大廠，首家成立員工

食安檢測機構，並已建置完成台北的實驗室，以及取得國際認證，

如 ISO 17025。

集團由檢測起，輔以稽核，佐以溯源，串聯完整安心食品供應

鏈。實驗室除持續拓展檢測能力外，也成立專業餐飲衛生稽核團隊，

對餐飲製作環境與用餐環境進行衛生安全稽核，同時規劃建置食安

數據庫，將食材、食物與稽核的檢測對象與結果，一併蒐集納入分

析，如此可對篩檢出優質安心的廠商與食品，加強對於食品安全的

防護力道，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水準。

制定廠區供應餐飲之食物內容

及營養作業辦法，確保供餐符合健

康飲食之要求，設定明確之熱量、

營養素、及餐點內容規劃與規定，

限制加工食品與醃漬品之供應比例；

此外，提供員工清晰之餐點營養分

析，引導員工學習掌握餐點份量、

選擇健康餐點。針對健康照護族群，

由營養師開立健康菜單，依管理目

標進行熱量控制與營養比例調配。

2021年共開立 642式健康菜單。

食品安全實驗室

員工餐點營養把關

食品安全執行方針

風險分析

預防措施

高品質檢測

找出問題

輔導訪視

改善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