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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原科技
- ASIC設計& IP授權服務

Quality
ISO 9001, National Training Quality Prize

Reliability
AEC-Q100 , Low DPPM

Functional safety
1st ASIC Company got ISO 26262

Green environment
SONY green partner 

BCP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Established since Y1993
• Taiwan IPO since Y1999 (TWSE: 3035)
• Commitment in ASIC & IP business
• Capital: US$80M
• Employee : 850 +  

智原科技1993年成立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提供ASIC服務（特殊應用積體電路）與矽智財IP授權服務，為亞
洲第㇐家ASIC廠商，陸續在美國、日本、中國、印度與越南設立研發、行銷據點，提供全球客戶即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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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
-危機(1)
• 2019/11/26   財務⾧提出警訊: 證基會的公司治理評鑑中，
智原敬陪末座，恐影響投資機構對智原的投資評比。

• 競爭對手: A公司為Top 5%, B公司落在 21%-35%

Grade 2018 2017 2016

Top 5% A A A

6%   - 20% B

21% - 35% B B

36% - 50%

51% - 65%

66% - 80% FTC

81% - 100% FTC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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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
-危機(2) ESG永續新浪潮

「我們在年報中讀到你的減排願景和承諾，但沒有看到計畫？」

「我們看到㇐份違法超時工作的報告，你們的勞工政策到底是
如何執行的？」

「我們發現貴公司獨立董事在股東會的出席率，平均僅有四五％？

「我們在你們的月報、季報和年報中，看不
到各部門相關財務資訊的揭露？」

大老闆們的新考卷！
(股東會、投資法人評比、或客戶評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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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
-危機(2) ESG永續新浪潮
• 環境(E)：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汙染、水資源、供應鏈。
• 社會(S)：勞工、人權、社區、健康與安全、對消費者的責任；也檢查供應鏈的表現。
• 公司治理(G)：稅務透明、風險管控、公司治理、反貪腐。

臺灣指數公司與富時羅素所共同編製的
「臺灣永續指數」(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這項指數已獲國內勞動基金運
用局所採用，作為420億元的委託代操績
效指標, 2018/12/5授權元大投信發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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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ackground
- 挑戰
1. 分不清㇐堆標準及縮寫 : CSR, ESG, GRI, AA1000 ,TCFD?
公司治理評鑑準則? 

2. 公司治理評鑑的佐證資料
– 財務年報：已截止
– CSR年報
– 官網

3. 2019 (108)年度評鑑只剩不到㇐個月可以準備
(from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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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Up-跨域團隊合作

• Taskforce Champion: 營運副總
• Team Leader : 生產營運協理
• Team Member:

– 財務⾧, 管理處⾧,法務⾧
– 財務部股務負責人
– 管理部/HR, Training, 總務
– 品質經營部/外包管理
– 電子服務部/資安小組
– 行銷部/美編小組
–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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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委員會組織與運作
• 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營運副總擔任總幹事
• 下設五個工作小組，跨部門合作及整合
• 定期由主任委員檢視各工作小組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
• 每年由主任委員於董事會報告㇐次

• CSR資料庫
• 團隊分享資訊
• 小組討論會, 促進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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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目標與時程表

Stage Y2019 Y2020 Y2021 Y2022

Phase 1. 先求有
Phase 2. Target : 公司治理評鑑進步20%

Phase 3. CSR 報告通過第三方認證

Phase 4. Target : 公司治理評鑑進步30%

Phase 1

•先求有

Phase 2

•Target : 公司
治理評鑑進
步20%

Phase 3

•CSR 報告通
過第三方認
證

Phase 4

• Target : 公
司治理評鑑
進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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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 Phase 1 /2
– 2019/12/17 總經理指示成立CSR Taskforce
– 2019/12/23 邀請UMC CSR Leader 經驗分享
– 2019/12/26  邀請SGS 說明CSR報告及認證流程
– 2019/12/27 小組研討”公司治理評鑑要點及範例”
– 2020/12/28  強化公司治理評鑑問卷填寫
– 2020/Jan CSR 委員會高階審查
– 2020/01/10  CSR專頁及上線
– 2020/02/10 股東會報告– CSR專題
– 2020/04/30 Y2019 (108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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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重大議題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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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重大議題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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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管理方針



14Confidential

“企業永續”專區設立

• 於公司官網設立”企業永續”專區
https://www.faraday-tech.com/tw/content/CSR/Participation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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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 Phase 3 /4
– 2020/May- Dec 強化109年度公司治理評鑑要項
– 2020/May 研讀GRI 標準
– 2020/May 利害關係人調查及重大議題排序
– 2020/June 完成CSR報告初稿
– 2020/July-Aug CSR報告通過SGS第三方認證
– 2020/Sep CSR報告美編及上傳官網與公開資訊站
– 2020/8/25 金管會啟動「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
– 2020/Sep 導入TCFD & 新聞稿(12/2)
– 2020/11/9 英文版CSR報告書
– 2020/Dec 官網英文版
– 2020/Dec 雅特力CSR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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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Report

• https://www.faraday-tech.com/tw/content/CSR/CSR_Downloa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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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8/25 金管會正式啟動「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008250004&
dtable=News

[金管會] 公司治理3.0 v.s. 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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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原TCFD
• 依照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架構, 2020年九月完成風險機會
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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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家ASIC 設計服務公司留名於TCFD 官網

• 全球第㇐家ASIC 設計服務公司留名於TCFD 官網
• TCFD Supporter: https://www.fsb-tcfd.org/supportive-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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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0/12/2)-企業永續 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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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CSR
-子公司/雅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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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評鑑結果

年度 上市公司
評鑑排名

107 81% ~100%

108 36%~50%

109 6%~20%

指標類別

標準

配分
比重

類別
指標
數

維護股東權
益及平等對

待股東
19% 16

強化董事會
結構與運作 34% 28

提升資訊
透明度 26% 21

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 21% 17

合計 100
% 82

※上市公司
排名級距：
1. 5%
2. 6%至 20%
3. 21%至 35%
4. 36%至 50%
5. 51%至 65%
6. 66%至 80%
7. 81%至 100%

※評鑑結果 ※評鑑得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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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執行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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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ummary
面向 主要成果

環境

(Environment)

 響應政府機關及全球投資機構對於環境保護的倡議，導入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
揭露架構，並於2020年9月通過TCFD審核, 是全球第㇐家ASIC 設計服務公司暨台灣
第30家公司留名於TCFD官網的支持者。

 致力於節能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目前平均年節電率達1.24%，溫室氣體排放申報
也符合法規(年平均節電率至少達1%)

社會

(Society)

 2020年9月完成第㇐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推動社區與社會之互動，以「教育」、「環保」及「弱勢扶助」為主軸，2020年
已完成5場校園科技教育講座、贊助「綠獎」生態保育活動以及持續進用4位身心
障礙人士。

公司治理
(Governance)

 2020年4月證基會公告的2019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成效於上市公司排名中名列前50%

 2021年4月證基會公告的2020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成效於上市公司排名中名列前20%

 強化企業永續官網內容，增列風險管理、資訊安全、智慧財產管理、誠信經營及
利害關係人溝通等專區，並完成推展相關教育訓練與宣導。

** 超出總經理的預期時程, 及時趕上2019年度評鑑, 且進步幅度超出30%, 並於
2020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再進步30%。

** 將成果延續至集團子公司”雅特力”, 並持續優化企業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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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成功要素
• 總經理全力支持
• 跨領域團隊自動自發
• 標竿學習與豐富知識庫

– 證基會 /公司治理評鑑專區
– SGS專家知識分享
– 同業標竿學習/U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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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S台灣暨東亞區副總裁黃世忠表示：「企業推展品質活動成功
的關鍵因素常見有三，分別是洞察力、承諾力與執行力。從智
原成功案例，我們看見智原總經理及跨部門主管對於推展ESG的
承諾與決心，以及組織強大的執行力。能在短時間內，大幅提
升公司治理評鑑排名並領先同業實行TCFD，成效卓越值得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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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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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是什麼？

• 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於 2004 年首次提出 ESG 的概念，
被視為評估㇐間企業經營的指標。



35Confidential

ESG 基金、概念股為何爆紅？

• 市場上流入 ESG 相關主題基金的資金規模，也於
2019 年大幅增⾧。據晨星（Morningstar）的統計資
料顯示，在美國以 ESG 為投資主軸的共同基金和 ETF，
總計在 2019 年吸引近 206 億美元（約合新台幣 6106 
億 9000 萬元）的資金流入，金額是 2018 年的 4 倍之
多，且成⾧趨勢還延續到今年第 1 季。儘管今年初全
球市場因疫情衝擊資金逃亡，但 ESG 基金還是逆勢成
⾧，受到市場青睞。

• ESG 相關的投資商品為何愈來愈多？背後有 2 大因素
1. 法規漸趨完備，增加投資人信任度
2. 績效表現抗跌，在疫情下更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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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武功秘笈 ?

• https://cgc.twse.com.tw/evaluationCorp/listCh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

• https://webline.sfi.org.tw/CGE/
證基會網站「公司治理評鑑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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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 永續發展已是全球普世價值，重視ESG的企業，不只能對環境盡
㇐份力，也會更受到投資人青睞。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今年走馬
上任，就大力推動永續發展概念。他所提出的「公司治理3.0」
是什麼概念？對於台灣的ESG現況又有什麼觀察？

👉延伸閱讀：專訪金管會黃天牧／加入ESG精神，推動台灣公司治理3.0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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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 material is being disclosed to you pursuant to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employer and Faraday.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may be used only as
permitted under such an agreement.

• Legal notic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general guide as to which
product is suited for a given requirement and shows suggested product applications. Specified
functions and properties for products are only valid when handling instructions and other stated
condi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d followed. All descriptions,
illustrations and dimensions in the information represent general particulars and do not form
part of any contract. All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as is”, with no guarantee of completeness,
accuracy, timeliness or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performance.
All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Faraday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errors or inaccuracies about the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