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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供開放、雙向溝通管道，以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能得到適切的回應，對利害

關係人的定義係為對本公司產生影響或受本公司影響的內、外部團體或個人，故利害關係人組成包括

員工、客戶、供應商、投資人、政府、社區／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等。 

最近年度各類別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如下(提報 2022/12/23 董事會) 

利害關

係人 
重要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聯絡窗口 

(02)8685-

7855 

2022年利害關係人溝通情

形 

員工 

勞僱關係、無強迫勞

動、職業健康安全、

員工褔利、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教育訓

練、勞動法規遵循 

勞資協商會議、電話聯繫 

email：hr@tons.com.tw 

管理部 

林小姐 

分機 217 

1. 召開勞資會議（4 月

/12 月）討論勞動條件

相關議題。 

2. 召開退休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4 月/7 月/10 月

/12 月）報告準備金收

支情形。 

3. 召開福委會議（3 月/6

月/8 月/12 月）討論

福委會年度預算與決算

及員工福利相關議題。 

4. 職業健康安全：消防安
全演練（9 月）、緊急

救護講習（8 月）及消

防安全檢查（10 月/廠

區每月）、員工健康檢

查（6 月）、每兩年大

樓建築物公安檢查

（2021 年 12 月）、廠

區環境職業病危害因子

檢測（9 月）、廠區安

全管理人員復訓合計 4

人次/ 64H 及其他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內部訓練

合計 1,043 人次/ 

1,038H。 

5. 2 月為鼓勵廠區員工春

節後如期返回上班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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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重要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聯絡窗口 

(02)8685-

7855 

2022年利害關係人溝通情

形 

返崗獎勵。 

6. 本公司投保員工團體商
業保險與職災險。 

7. 今年設立服務滿一定年
資之大陸直接員工給予

工齡獎金制度。 

8. 今年即時公告制修訂法
規合計 19 項，並於文

管網站揭示公司規章制

度。 

客戶 

反貪腐、無強迫勞

動、環境面法規遵

循、供應商評估、勞

動法規遵循、產品安

全、產品責任遵循、

顧客隱私 

客戶滿意度調查、電話

聯繫、公司網站：

https://www.tonslight.c

om/tw/contact/ 

email：

service@tons.com.tw 

email：

sales.tw@tons.com.tw 

業務部 

詹先生 

分機 204 

1. 本年度完成客戶滿意度
調查，包括產品質量、

交貨時間、客戶服務、

問題解決、技術支持、

服務態度…等內容。本

年發出調查共 95 份，

收回 77 份（回收率

81%）各項客戶滿意

率均在 KPI指標之上，

惟「縮短產品交期」為

客戶反映較多的意見，

已分析檢討改進中。 

2. 公司產品訊息隨時於公
司網站更新。 

3. 本年度參展及論壇活動
（九月博物館及相關產

品與技術博覽會/十二

月台北國際建材展）。 

4. 公司投保產品責任險。 

5. 今年 10 月集團完成

ISO9001-2015 與大陸

工廠 ISO14001-2015

https://www.tonslight.com/tw/contact/
https://www.tonslight.com/tw/contact/
mailto:service@ton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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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重要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聯絡窗口 

(02)8685-

7855 

2022年利害關係人溝通情

形 

換證(有效期皆至 2025

年 10 月）。 

6. 今年展延 CNS 商品驗

證效期計 5 件。 

供應商 
反貪腐、公平交易、

財務及風險管理 

供應商評鑑、電話聯繫、

資訊公告 

資材部 

王小姐 

分機 220 

1. 本年度已完成 175 家

供應商評鑑，主要評核

項目為進貨檢驗品質合

格率、交貨及時率，共

有 165 家為 A 級，10

家為 B級。B級供應商

將持續要求改善或調整

採購條件。 

2. 公司明訂員工進行商業
活動與相關利益關係人

（如客戶、供應商）反

貪腐、反賄賂程序。 

投資人 

企業形象、法律遵

循、財務資訊、經營

績效、風險管理、未

來發展、公司治理 

股東會、法人說明會、

資訊公告、公司網站、

電話聯繫 

email：

investor@tons.com.tw 

發言人 

王先生 

分機 205 

1. 5/26 召開股東會(以視

訊輔助)及網站相關資

訊更新。 

2. 舉辦四次法人說明會
（3/8、5/13、8/8、

11/8）。 

3. 中/英文重大訊息各 25

則。 

4. 公司網站-新增新聞資

訊 16 則。 

5. 不定時接受股東/投資

人電話聯繫。 

6. 本公司投保董監事與經
理人責任險。 

政府 
稅務及證券法規遵

循、勞動法規遵循、

依法令規定公告申報、電

話聯繫 

發言人 

王先生 

1. 員工參與稅務及證券主
管機關主辦之宣導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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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重要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聯絡窗口 

(02)8685-

7855 

2022年利害關係人溝通情

形 

環境面法規遵循 分機 205 計 48 人次/69.5H。 

2. 未有依法令未執行公告
申報或修訂公司相關辦

法事項。 

3. 參加新北市勞工局主辦
勞動法令相關宣導會合

計 2 人次/7H。 

社區 
環境面法規遵循、社

會公益參與 

參與、電話聯繫 

email：hr@tons.com.tw 

管理部 

林小姐 

分機 217 

1. 今年公司參與 ESG 與

溫室氣體淨零碳排、公

平交易等相關課程合計

825 人次/935H。 

2. 參與社會公益事蹟如下
列： 

台灣地區： 

(1) 3 月贊助社團法人台灣
照明人協會照明教育推

廣新台幣陸仟元。 

(2) 10 月捐贈財團法人天

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私

立安德啟智中心新台幣

拾萬元。 

(3) 10 月捐贈財團法人天

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

蓮縣私立安德怡峰園新

台幣拾萬元。 

大陸地區： 

(1) 2 月參與廣東省中山市
小欖鎮萬人行路跑活動

贊助人民幣壹萬元。 

(2) 2 月廣東省菊城公益基
金會萬人行路跑活動贊

助人民幣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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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重要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聯絡窗口 

(02)8685-

7855 

2022年利害關係人溝通情

形 

(3) 4 月廣東省中山市臺商
投資企業協會大樓翻新

修繕捐助款人民幣伍萬

元。 

(4) 5 月甘肅省廣河縣偏遠
地區扶貧助學捐款人民

幣壹仟貳佰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