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永續發展執行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行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

差異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說明 

一、公司是否建立推動永續發展之治理架構且設置推動永續發展專

（兼）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理階層處理，及董事會督

導情形？ 

V  

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架構係由董事會授權總經理指揮各專(兼)職單位 

，訂定及檢討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度之實施成效，並於2008年設置綠色中心，

2011年更名為永續發展辦公室專責辦理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事宜，每年至少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110年已於110.11.11董事會報告其運作及執行情形，本公司永

續報告書請參閱https://tw.msi.com/about/company/。111年預計11月11日向

董事會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小組每年召開一次成果報告，除報告全年永續成果外，也檢

視ESG各面向之目標，作為下一年度推動之參考。 

無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行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

司治理議題之風險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理政策或策略？ 

V  

本公司不定時透過營運持續管理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BCP)來持

續關注營運過程中所面對之主要風險，並投入資源進行風險掌控與因應準備。 

本公司風險政策，係依OECD原則對本公司的重大性(責任、影響力)之各類風險

事項及對可能影響公司之損益進行評估，據以擬訂各項因應政策，每年至少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其運作及執行情形。 

風險邊界涵蓋台灣及中國廠區，其面向包含： 

 經濟：公司治理、道德誠信、資安風險、經濟法規遵循 
 環境：氣候變遷、環境法規遵循 

 社會：供應商管理、人力資源、職業安全衛生、產品責任 

風險管理範疇包含營運過程中所面對之主要風險，分別為財務風險、法律風

險、策略及營運風險、資安風險、氣候風險，相關之管理政策與策略內容請參

閱本年報第97～104頁及本公司永續報告書https://tw.msi.com。 

無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立合適之環境管理制度？ 

V  

本公司依公司營運及生產特性，以P-D-C-A的循環模式建立相關環境管理制度

辦法。因本公司產業非屬於石化產業、半導體產業等較高污染或化石燃料、高

碳排放產業，雖未有法令要求，然本公司秉持持續改善之永續理念，每年定期

申請第三方驗證(ISO 14001環境管理系統認證、QC 080000有害物質管理系統

認證)以確保證書之有效性，並持續進行ISO14064-1溫室氣體組織性盤查、ISO 
14006產品生態化設計整合指引聲明、ISO 14072 組織生命週期盤查聲明。 
各相關驗證標準其涵蓋範圍，請參閱公司網站: 
https://csr.msi.com/tw/Management-System-Certificate 

無 



 
（二）公司是否致力於提升能源使用效率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

低之再生物料？ 

V  

本公司參考國際準則及遵守環境相關法規，在執行營運活動時致力提升各項資

源的利用率，設定每年至少降2%，至2030年減碳60%之目標。 
除設定企業運作中能源使用之節能目標外，在產品及包裝上也盡量以友善環境

的設計為出發點，在現今技術可行的狀況下，使用較低環境衝擊的再生物料，

使資源能永續利用、降低環境衝擊，包括： 
1、包材進行可單人徒手分解的設計，無需使用工具，減少複合材料選用。 
2、說明書電子化，落實產品刊物無紙化的需求，降低紙漿的使用。 
3、產品採模組化設計，提升回收效率。 
4、包裝印刷顏料採用大豆油墨，提升包材廢棄時的回收再利用率。 
5、在行銷活動的規劃上，同時考量優質服務與環保策略，高比例採用線上網

路虛擬社群模式，不僅降低成本、提升成效，也減少線下實體行銷活動需

要的紙張和物品，並與消費者有緊密且即時的互動，瞭解消費者需求，提

供最貼心的服務。 
績效與目標： 
1、微星產品設計有易拆解回收之設計，目前塑料可回收率90%，目標持續提

升至92%。 
2、以掩埋或焚化處理之零部件佔產品總重為2.5%，目標持續維持2.5%並評估

降低之可能替代料件。 

無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來的潛在風險與機

會，並採取相關之因應措施？ 

 

V  

本公司參考國際金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發布之氣候相

關財務資訊揭露建議書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依「治理」、「策略」、「風險管理」、「指標與目標」等揭露框架鑑別，

並在氣候與環境變遷因素之風險與機會進行評估，以利風險控管進而尋求潛在

之發展機會。微星除了積極宣示對溫室氣體排放予以管制，擬定並簽署承諾外

也積極研擬降低排放溫室氣體的管制策略，並在環境衝擊、營運衝擊及氣候變

遷帶來自然災害發生機率與嚴重性上做判別，將可能影響公司生產及營運其風

險包括產能受限、營運、設備、投資成本上升、效率不足等做管理方針與管理

行動。微星集團設定減碳目標 2007 年為基準年，至 2030 年須減碳 60%，並且

將氣候變遷的議題列入企業永續經營的風險管理外，亦持續關注巴黎氣候協議

後相關國內外法規變化，來評估企業內部的因應作為，例如(1)定期盤查與更

新組織的碳盤查(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達成溫室氣體減量目標(2)評估

可行的技術與材料進行產品設計，降低產品的能源損耗(3)節約用水，提高雨

水與廢水的再利用率，建立水資源緊急應變措施。 

無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兩年溫室氣體排放量、用水量及廢棄物

總重量，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量、減少用水或其

他廢棄物管理之政策？ 

V  

微星已針對各項能資源，透過環境管理體系進行使用、排放與減量，訂下管理目標，

作為執行環境政策與管理的依循，並持續落實查核與改善，詳情請參閱微星永續報告

書 https://tw.msi.com/about/company/。 
1.依溫室氣體排放來源劃分為三大類排放範疇，以下資料涵蓋範圍包含本公司台灣及

大陸廠區。 
(1)-1溫室氣體排放(單位:公噸CO2e) 

項目/年度 109 110 
範疇 1 排放量 1,748 2,003 
範疇 2 排放量 54,740 57,149 
範疇 3*排放量 4,858 6,099 

*:範疇 3 僅盤查總部員工之國外商務旅行、微星台北之下游貨物運輸和

配送、台灣地區廠區廢棄物處置、微星台北餐廳外包商液化石油氣使用

以及微盟廠外租空間能源間接。 
(1)-2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單位:公噸CO2e/百萬元營收) 

項目/年度 109 110 
範疇 1 排放密集度 0.012 0.010 
範疇 2 排放密集度 0.374 0.283 

(2)用水量 
項目/年度 109 110 

總用水量(單位:百萬公升) 1,005.84 1,086.43 
用水密集度(單位:百萬公升/百萬元營收) 6.87 5.38 

(3)廢棄物(單位:公斤) 
項目/年度 109 110 

不可回收項

目 
有害事業廢棄物 370,406 193,001 
一般事業廢棄物 3,177,024 3,660,066 

可回收廢棄物 3,430,215 4,625,111 
2.環境政策 
微星科技基於環境保護、污染防治、綠色生產等企業良善管理之責，遵守環保與能源

相關法令要求，並導入國際環境管理系統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積極投注各項對

環境友善的措施，自 2020 年起成立環保暨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定期盤查法規符合

性與執行現況，使環境管理系統有效地推動與維持，此外，每年進行內/外部稽核驗證，

確保我們的環境管理作為能按規劃、執行、查核與行動來進行管理，以確保達成永續

改善的目標。 

無 



 
 

  

(1)溫室氣體管理: 
微星自2008年起推動溫室氣體盤查，並持續投入節能整改、設備汰換。2007年
度範疇1及2之碳排放量(113,675.33 公噸CO2e)至2021年止，已達成減量48%；近

兩年因新增桃園廠區以及整體營業情形上升迅速，導致溫室氣體排放量稍為上

升，微星將持續投入製程效率、營運的碳管理以及綠電的使用，至2030年達成

減量60%的目標。 
(2)廢棄物管理: 

本公司發展高品質電競產品之同時也努力降低營運過程所產生的污染並致力提

升環境品質，我們在污染防治的作為上持續改進生產技術、優化處理程序、減

少處理成本與遵守環境法規。本著降低污染與生產者責任並滿足國際環保之需

求，在設計產品時即將整體生命週期的使用、拆解、回收、低毒害之要求納入

考量，以減少廢棄物之處理量、降低回收困難度與改善環境績效;委外處理的廢

棄物，營運所產生之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依廠址所

在地選擇合格的廠商進行相對應的處理，並按環境管理系統進行管理，針對廢

棄物生產、分類與收集、回收與清運，妥善管理及記錄。 
(3)水資源政策: 

基於清潔生產及環境保護，各廠址所生產之各項產品採無水洗製程，水源消耗

主要以員工生活用水為主，僅產生生活污水。生活用水來源100%來自市政供水

(自來水)，且無取自河川湖泊或地下水源或海域等，對水源及社區用水可能的衝

擊並無顯著影響。本公司承諾持續監督水資源的利用與改善污水排放品質，避

免用水浪費與造成水資源衝擊；同時追求用水效率最佳化，優化水資源管理措

施，設備變更評估優先選購省水設備並對員工進行教育宣導，降低水資源浪費。 
(4)各環境績效目前訂立之目標如下: 

①溫室氣體排放，以2007年為基準(113,675.33公噸CO2e)，至2030年排放量減少

60%；目前透過各項節能措施與設備汰換，並於工廠區裝設再生能源設備，以

減少約48%溫室氣體排放。 
②水資源使用量與廢棄物減量，皆較上個報告年度減量1%。 

3.有關環境相關驗證如下: 

簽證、驗證或查證項目 
各廠區報告期間證書有效日期 

台北 桃園 恩斯邁 微盟 
環境管理 ISO 14001 2022/10/27 2022/10/27 2022/11/01 2022/11/03 
能源管理 ISO 50001 - - 2022/12/07 2025/02/13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64-1 每年持續執行，並於 4 月取得查證通過聲明書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之管理

政策與程序？ 

 

V  

為尊重國際公認基本勞動人權原則，本公司依循「聯合國全球盟約」、「聯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和「聯合國國際勞動組織」等國際準則，制定「微星科技人權

宣言」及「微星科技現代奴役法案聲明」，具體管理方案包括不歧視，不強迫

與強制勞動，不雇用童工，並建立申訴機制，且不定期對管理階層、一般同仁、

新進人員舉辦反歧視、道德(反貪腐)、員工權益(含人權)、強迫勞動與性騷擾

等教育訓練與宣導(111 年 122.65 小時)。 

此外，本公司員工之任用與薪資福利除遵守勞動法規與法令的要求，相關規章

制度均秉持公開、平等的原則，不因種族、性別、年齡、黨派、宗教、殘障狀

況予以歧視，對於員工任用、考核、升職、薪資福利及受訓之機會，所有員工

一視同仁，確保勞工權益平等。雇用員工亦遵循當地最低年齡規定、當地法令、

揭示人權政策宣言，以保障員工之合法權益。 

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理員工福利措施（包括薪酬、休假

及其他福利等），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

酬？ 

V  

本公司「工作規則」明確規範員工行為之依據與員工福利措施，包括薪酬、休

假及其他福利等，依據「公司章程」、「薪酬管理辦法」、「員工考績實施辦

法」、「員工酬勞分配暨入股辦法」透過績效考核依員工之職務與貢獻度給予

合理薪資及獎金，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之薪資報酬。 

員工福利措施請參閱本年報第 80~82 頁，員工職場多元化與平等資訊如下： 

項目 
人數 

占比 

學歷占比 職級占比 年齡占比 
弱勢

聘僱 

占比 

外籍

聘僱

占比 

碩士(含) 

以上 

學士/ 

副學士 
其他 

高階 

主管 

中階 

主管 
班組長 

一般 

同仁 

30 歲 

以下 

30～  

50 歲 

50 歲 

以上 

女性 39.21 6.96 27.05 5.21 0.68 3.80 0.65 34.10 9.79 27.18 2.24 0.03 1.04 

男性 60.79 14.82 41.12 4.84 2.99 10.83 0.98 45.97 13.39 42.88 4.52 0.10 1.01 

合計 100.00 21.78 68.17 10.05 3.67 14.63 1.63 80.07 23.18 70.06 6.76 0.13 2.05 
 

無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

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V  

本公司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entities)、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委員會(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mmittee)、伙食委員會及醫務室等相關單位，定期對員工與承攬商

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110年8,160小時，111年1,089小時)，以提供安全的作

業環境，確保員工的身心健康。 

項目 時間 

承攬商安全衛生(健康)教育訓練 527.5 小時 

健康促進講座/活動、健康衛生教育訊息宣導 7,293 小時 

常駐廠商教育訓練/中央廚房自主教育訓練/伙食會食品衛生

環境教育訓練(含稽核手法)/員工食衛及防疫宣導 
339.5 小時 

  

無 



 
 

  

本公司已獲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認證與「健康職場自主認

證健康促進標章」，為促進工作環境的安全及員工人身保護，仍持續進行相

關設備維護與安全檢測。 

項目 設備維護(安全檢測) 

消防(滅火設備、偵煙感知、避難設備) 一次/每月、每季、每年 

空調(散熱、送風機、冰水主機) 一次/每月、每季、每年 

電力(發電機、停電保養、供電設備) 一次/每月、每季、每年 

二氧化碳 一次/每半年(檢測) 

噪音 一次/每半年(檢測) 

照度 一次/每年(檢測) 

控制風速(實驗室局部排氣) 一次/每年(檢測) 

有機溶劑(異丙醇、甲醇) 一次/每半年(檢測) 

鉛、錫 一次/每半年(檢測) 

飲用水 每月(檢測) 

員工餐廳食材及餐具 每月(抽樣檢測) 

為提供同仁更加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本公司仍不斷加強改善各項設施，

包括更換新型飲水機及管線、廁所修繕、停車場地面及坡道防滑、設置風雨

走廊、外牆、壁面、電梯修繕等。 

此外，疫情期間成立防疫小組，除宣導同仁出差及旅遊管控、居家上班、雲分

機，採取彈性上班時間、配合戴口罩，購置紅外線感應器進行體溫量測、開發

人臉辨識量測體溫、開發環境自動消毒機器人、電梯分層管控、員工餐廳分流

取餐、發放口罩及次氯酸除菌消毒液，並加強空調及會議室、餐廳、電梯、宿

舍等公共區域環境的清潔消毒，購買快篩試劑，提供疫苗假等，共同為防疫與

同仁的健康把關。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立有效之職涯能力發展培訓計畫？ 

V  

本公司十分重視員工之訓練及未來發展，為持續推動優質人才培育與關鍵技術

管理，針對員工進修及訓練訂有「教育訓練管理辦法」，並逐年編列經費實施

各類教育訓練，定期或不定期的延聘講師、舉辦講座，依不同階層及專業，提

供內部或外部教育訓練，給予員工完整的專業技能養成及自我成長啟發。 

110 年共開辦 510 門實體或線上內訓課程，內訓及外訓總時數達 84,647 小時，

員工訓練費用總金額達 393 萬元。 

111 年培訓計畫依高階主管對公司發展方向為依據，並以差異化人才管理為方

針，提升組織整體績效為最終目的，強化主管領導效能，並培養企業將來發展

所需的關鍵人才，提升企業整體的競爭力。 

無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客戶隱私、行銷及標

示等議題，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並制定相

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權益政策及申訴程序？ 

V  

我們要求往來之供應商與公司嚴格遵守微星「綠色產品管制規範」，明訂供應

商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皆須遵守與落實環保要求，並透過危害物質管理與促

進供應鏈共同遵守法規、減輕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提供消費者安全健康及環境

友善的產品。 

微星科技產品的行銷與標示，皆符合相關法規與行業別標準，並由專責單位依

據內部作業規範文件來落實要求，透過產品驗證、品管作業與第三方檢測等程

序確保產品行銷及標示符合標準。 

本公司除投保適當之產品責任險，以保護客戶與消費者之權益外，在台、歐、

美、日、韓、中..等國家均設立全球性的服務體系包括自行或委外之維修據點

及客服中心提供產品維修與售後服務，涵蓋多國語言的網站，提供消費者技術

與支援之下載與更新。 

微星訂有「隱私權保護政策」https://www.msi.com/page/privacy-policy，防

止客戶隱私權或個資外洩，維護客戶權益。 

消費者如有申訴及爭議可利用透過利害關係人信箱080419864@msi.com進行溝

通或透過本公司舉報機制audit@msi.com進行申訴。 
相關資訊請參閱微星永續報告書https://tw.msi.com/about/company/ 

無 

（六）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理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

業安全衛生或勞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及其實施情

形？ 

V  

本公司制定供應商管理辦法，對於新供應商遴選進行包含職業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勞動條件等與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的評鑑;對於現有之供應商也不定期的

進行供應商評鑑，確保供應商遵守環保、職安及勞動人權等企業社會責任，亦

可降低因環境與社會責任的影響而造成雙方交易或商譽之損失。 
本公司於供應商採購契約書中載明供應商如涉及違反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且

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微星科技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條款。本公司

並推行要求所有供應商簽署公司制式採購契約之政策。 

無 

五、公司是否參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永續報告

書等揭露公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

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意見？ 

V  

「微星科技永續報告書」內容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RI準則(GRI Standard)，與上市公司編製及申報永續報告

書作業辦法進行編製，並委託BSI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依據AA1000AP (AA1000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s)保證標準進行驗證，並

且取得GRI Standard查證聲明書。 

微星科技每年持續發布永續報告書，2022永續報告書已編製完成並依法定上傳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 

六、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異情形：無。 

本公司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訂定「永續發展守則」以資遵守。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永續發展執行情形之重要資訊：本公司於網站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區揭露相關資訊(http://tw.msi.com/企業社會責任專區)。 

本公司對環保、社區參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益、消費者權益、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等活動所採行之制度與措施及履行情形臚列如下： 

(一)教育關懷 

1.營養午餐：本年度捐贈新北市偏遠學校營養午餐餐費，總計補助 68 所學校約 14,729 位弱勢學生受惠。 

2.課後輔導：辦理「微星有愛、學生有福」弱勢家庭課輔方案，以培養學生基本學習能力，協助弱勢家庭學生建立自信心、發展優勢潛能，營造相互關

懷、溫暖互助的新社會。總計新北市 44 所國中小共計開辦 150 班課輔班，2,598 位弱勢學生受惠。 

3.科技創作：補助新北市國小、國中暑期營隊、成立校內 PowerTech 社團並參與新北市賽及全國賽，並將 PowerTech 青少年科技創作競賽推廣至各校，

提升學生之動手作技能與相關科普知識。總計補助新北市 23 所國中小共 1,741 位學生受惠。 

4.特教生家庭樂學日：贊助新北市國小集中式特教班 5 年級至 6年級的學生及家庭成員分兩梯次至三重迪卡農進行一日遊活動，透過闔家參與的戶外探

索活動，帶領特教生認識及體驗豐富的動植物生態，讓特教生和家人一同體驗運動課程，享受生活，提供身心障礙學員復健器材

活力圈及復健課程，並舒緩家長緊繃的照顧負擔，總計 40 個特教家庭 200 名學生受惠。 

5.愛樂種子計畫：贊助 Sistema Taiwan 愛樂種子慈善音樂教育計畫，幫助弱勢族群兒童音樂教育，透過音樂學習開啟生命可能性。 

(二)弱勢協助 

1.圓夢基金：提供新北市家境清寒、家庭突遭變故，不畏逆境勤奮向學的學生順利完成學業之「溫馨助學圓夢基金實施計畫」，希望透過圓夢基金的協

助，讓孩子免除因家庭或個人造成的困境，安心學習，無後顧之憂，總計 201 名清寒卓越學生受惠。 

2.高風險照顧者關懷計畫:贊助弘道老人基金會微星關懷計劃- 提供高風險家庭 All In One 服務、家庭照顧者服務、喘息服務、加值服務，總計服務人

數共 671 人。 

3.新北市及桃園市社會局急難救助計畫：新冠肺炎肆虐，所有產業接受到不同程度的衝擊，許多弱勢家庭受雇勞工失業、減薪、經濟生活也受到很大的

影響，捐贈 4,000 萬元和 1,000 萬元至新北市政府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協助"弱勢家庭急難救助方案"，全力協

助弱勢家庭，維護其基本生活權益，透過本方案協助急難家庭，紓緩在疫情期間之經濟問題及壓力，改善生活

困境，穩定其基本生活權益。 

(三)企業志工 

1.志工社擔任第 28 屆北東區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志工。 

2.志工社擔任 110 年第 30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志工。 

(四)醫療協助 

1.捐血活動：微星每年皆安排捐血中心在公司舉辦「愛在微星蔓延捐血活動」，部門主管及同仁一起挽袖獻出熱血，愛心不落人後，幫助傷病患者搶救生

命，是助人利己的善行義舉。總計 2021 年共參與捐血 176 人次 279 袋。 



 
 

(五)社區回饋 

1.新北市政府消防局：捐贈防疫醫療物資至新北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 

2.新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捐贈防疫物資。 

(六)電腦捐贈 

1.花蓮社會處：捐贈 50 台平板電腦，強化兒少安置機構的電腦學習設備。 

2.台東社會處：捐贈 30 台平板電腦，增加四個社會福利服務中心行動硬體設備，協助孩童數位教學使用。 

3.東華大學：捐贈 33 台平板電腦，提供原住民及弱勢學生數位學習。 

4.台灣世界展望會：捐贈 50 台電腦，提供偏鄉學童課業、升學使用、遠距離使用。 

5.等家寶寶：捐贈 17 台平板電腦、5 台筆電，提供育幼院孩童課業學習、遠距離教學使用。 

6.康福智能：捐贈 5台電腦，增加數位學習課程，刺激大腦發展以減緩退化，透過適當的輔具協助，促使憨兒學習進步。 

7.新北市政府：捐贈 100 台筆電，協助防疫之用，疫情後將轉贈弱勢孩童課業使用。 

捐贈 msi 消毒機器人兩台，協助消毒新北市政府行政區域。 

8.中和區公所：捐贈 5台筆電，捐贈防疫使用，待疫情穩定捐贈至弱勢團體使用。 

9.新北市衛生局：捐贈 35 台筆電，提供醫療站點防疫支援。  

10.愛基會：捐贈 20 台筆電，提供弱勢學員陪讀教學使用。 

11.普仁基金會：捐贈 30 台筆電，提供弱勢學童課業、遠距離上課使用。 

(七)環保活動 

1.溼地生態守護：微星贊助荒野保護協會五股及淡水河溼地復育計畫，進行溼地生態普查、水鳥灘地營造、志工參與、環境教育推廣等。 

2.好米行動認養契作：認養南澳自然田 0.5 甲農地契作，1700 公斤有機糙米捐贈給新北市社會局好日子大平台，讓弱勢團體可以吃到熱騰騰的米飯。 

3.茶葉認養：關心地球環境永續及生態保育之理念，保護坪林地區水資源並維護翡翠水庫及照顧坪林地區茶農健康與生活，認養新北市有機運銷合作社

坪林地區推動有機茶葉栽培及推廣計劃，收成後茶葉再捐贈給新北市社會局好日子大平台，讓弱勢團體老人可以共聚泡好茶。 

 

八、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微星科技 2021 永續報告書》參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發行之 GRI 準則(GRI Standard)，並委託 BSI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依據 AccountAbility1000（AA1000）保

證標準進行驗證，並且取得 GRI Standard/核心選項等級查證聲明書。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之風險事項分析及評估 

(一)利率、匯率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益之影響及未來因應措施。 

1、利率變動 

利率變動對本公司的影響可分為兩部份，在資產部份，公司的現金及約當現金之利

息收入隨利率的變動而增減；在負債部份，公司的短期借款之利息支出亦隨利率的

變動而增減；以上資產及負債部份受利率變動的影響程度有互抵的效果，若預期利

率將有大幅變動時，公司可透過存款、借款之期間調整或利率交換等方式來降低利

率變動對公司損益的影響。 

2、匯率變動 

本公司之銷貨主要以外銷為主，以美金計價的比例達七成以上，購料中也有達九成

以上的比例以美金計價來支付貨款，自然避險的比例很高，再加上經常性的從事

匯率避險來降低匯率變動的風險，因此匯率變動對公司損益的影響不至於太大；公

司會持續承作避險交易來降低匯率變動對損益的影響。 

3、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通貨膨脹的發生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能力及意願，降低對消費產品的

需求，對公司整體營收及損益會有負面的影響，惟通貨膨脹的影響是全面性的，並

非只對個別公司會產生影響，應由政府財經部門以總體經濟的相關措施來因應；然

公司會致力於生產成本的降低，以較能刺激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價格來維持公司的營

收，降低通貨膨脹對公司損益之負面影響。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政策、獲利或

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來因應措施。 

本公司之政策為不承作高風險、高槓桿投資的商品，也不從事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

而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政策為僅承作避險性之交易，最近年度因承作匯率之避險性交易，

因而降低匯率變動對公司損益的影響，未來將持續承作以降低匯率波動對公司獲利的影

響。 

 

  



 

(三)未來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11 年度研發計畫 

1、預計研發之產品 

(1)主機板 

 開發 Intel®最新 700 系列平台電競、商用及創作者專業系列主機板。 

 開發 AMD®全新 AM5 平台電競及商用專業系列主機板。 

 開發能支援更多核心處理器、高效能且更穩定之主機板。 

 開發採用最新科技、更佳散熱效能與用料之高規格主機板。 

 開發多種不同功能的擴充卡及子卡。 

 開發更多便利使用者裝機的功能與結構。 

 優化主機板直覺硬體及軟體功能，例如：SMART BUTTON、MSI CENTER。 

 持續優化 BIOS 功能與介面，例如：MEMORY FORCE、FROZR AI COOLING。 

(2)多媒體產品 

 持續開發更高效且低耗能之顯示卡及散熱模組。 

 開發採用高科技與用料之超頻顯示卡。 

 持續開發散熱效能更佳及低噪之風扇。 

 開發與增進 RGB LED 功能與效果之顯示卡產品。 

 持續優化顯示卡支援軟體。 

 開發更快速及更大容量的 SSD 產品。 

 開發更多電競專業周邊。 

 開發與整合創作者領域的產品。 

(3)伺服器 

 持續開發新一代 Intel® Eagle Stream 平台以及 AMD® Genoa 平台之伺服器與高速運算系

統。 

 開發新一代 Intel® Alder Lake-S & Elkhart Lake 平台之網路應用系統。 

 開發新一代電信級網路防火牆(NGFW)之 10U 機架系統。 

 開發新一代 Intel® Whitley 及 AMD® Rome 平台之電信級防火牆(NGFW)系統，提升高速網

路至 400G/100G。 

 開發新一代 Intel® Rocket Lake 及 AMD® Ryzen 平台之企業級防火牆系統，提升高速網

路至 100G/25G。 

 開發新一代 Intel® Alder Lake-S 平台之網路應用系統，工作站電腦及嵌入式系統。 

 開發新一代 Intel® Alder Lake-S 平台以及 Elkhart Lake 平台之 POS 系統。 

(4)桌上型電腦 

 開發 Intel®最新平台之桌上型電腦。 

 開發 AMD®最新平台之系列桌上型電腦。 

 開發結合 NFT 概念之電競桌機。 

 開發結合元宇宙概念之電競桌機。 

 拓展全 AMD®電競桌機產品線市場。 

 持續開發結合 AI 技術之電競桌機，提供玩家更便利的產品使用。 

 持續開發串流遊戲電競桌機市場，研發符合串流遊戲使用之電競桌機。 

 持續開發獨家散熱設計-Silent Storm Cooling。 

 開發緊湊型創作者系列桌機，導入 AI 智慧技術優化使用者創作流程與效率。 

 開發各式尺寸與規格之商務型專業系列桌機，滿足不同商務市場需求。 



 

 拓展商務與家用美型系列一體式桌機。 

 持續開發符合客戶需求之應用軟體-MSI Center。 

(5)汽車電子產品 

 下世代強固型車載智能資通訊閘道器。 

 下世代智慧型強固平板。 

 高解析度無線投影會議系統 

 船用網路通訊閘道器 

 無線 MOD 車用影音系統。 

(6)筆記型電腦 

 設計提升玩家遊戲沈浸感的專業筆記型電腦。 

 擴大 AI 智能應用於相關筆記型電腦中。 

 為「輕薄商務行動筆電」持續開發資安加密技術與商務功能。 

 針對創作者設計專屬創作所用的筆記型電腦，帶給用戶能提高創作效率的創作工具。 

 深耕於專業行動工作站的開發與專業 ISV 的連結度。 

 持續深耕元宇宙概念下，筆記型電腦的軟硬體應用領域 

(7)顯示器 

 新增螢幕的配件產品-喇叭。 

 整合所有產品線特色，建立全新的 MSI ECO System。 

 面板技術突破，讓 VA 螢幕也能使用快速液晶設計，能同時符合設計師及電競需求的螢幕。 

 CEC 開發，強化與 Console 之間的連結，擴大市場。 

 新增高刷新率(Refresh rate)之商務螢幕，以更加強化護眼與使用者舒適感。 

 開發硬體濾藍光解決方案，強化護眼效果同時減少顯示器顏色損失。 

 開發新一代面板技術 OLED 應用於電子競技專用顯示器。 

 開發新一代 Mini LED 與 G-SYNC ULTIMATE 晶片解決方案電子競技專用顯示器。 

 開發新一代 QD-OLED 全新量子點與 OLED 顯示器，增強消費型娛樂體驗。 

 新增 Smart Sensor 與主動式抗噪(ANC)之商務螢幕，協助使用者優化使用體驗與增進工

作效率。 

 開發曲面商務螢幕，增進使用者長時間使用時的眼睛舒適感。 

(8)其他(機殼) 

 研發 AI 智能感應控制裝置，提供更優質的 AI 環境設置體驗。 

 強化微星全產品 MSI Center 連動軟體。 

 新增機殼周邊水冷散熱器產品做全方位服務。 

 針對 ITX 機殼或直立式顯卡安裝需求，提供周邊線材配件。 

 強化風扇停轉技術、針對水冷、機殼與電源，讓使用者在低效能使用情境下，能夠節省

能耗並提供更安靜的使用體驗。 

 開發更多便利使用者裝機的功能與結構。 

 優化機殼與電腦零件直覺硬體及軟體功能，例如： MSI CENTER。 

(9)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Autonomous Mobile Robot) 

 智慧工廠的相關應用與產品。 

 智慧醫院的相關應用與產品。 

 智慧長照的相關應用與產品。 

2、研發進度：產品設計與開發階段。 

3、未完成研發計畫之目前進度：視各項產品而定，目前整體進度約 20%～80%。 

4、未來影響研發成功之主要原因：(1)市場因素(2)關鍵零組件延遲(3)零組件短缺。 

5、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新台幣 5,114,000 仟元。 

6、預計完成量產之時間：110～111 年。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律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注意所處行業相關科技改變之情形，並成立資訊安全管理委員會視情形指派專

人或專案小組，評估研究對公司未來發展及財務業務之影響性暨因應措施，最近年度並無

重要科技改變致本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情事。 

(六)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理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七)進行併購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臨之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量移轉或更換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

因應措施：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及持股比例超過 10%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最近年度及截至

年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行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

能對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無。 

2、公司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行政

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風險管理政策：本公司風險管理政策係針對各種風險事項可能對公司損益之影響進

行評估，據以擬訂各項因應對策。 

風險事項之評估 對公司損益之影響 因應對策 

一、財務風險 本公司財務結構良好，負債

比例為 54%，淨值達 470 億，

因此財務風險並不高。 

持續維持良好之財務結構來降低財務風

險。 

(1)市場風險(包括

匯率風險、利率

風險) 

本公司主要商品之銷售分散

於歐、亞、美洲等地區，不

會過度集中於特定單一市

場，因此市場風險並不高。 

持續分散銷售地區來降低市場風險。 

(2)信用風險 本公司主要之信用風險為銷

售客戶之應收帳款，此部份

已透過投保應收帳款保險等

保全措施來降低風險，因此

信用風險並不高。 

持續透過投保應收帳款保險等保全措施

來降低信用風險。 

(3)流動性風險 本公司流動比例達 173%，流

動性風險並不高。 

持續維持良好之流動比例來降低流動性

風險。 

(4)重大財務風險之性質及程度，詳第 158～163 頁、第 215～219 頁。 

 

  



 

 

二、法律風險-國內

法令 

105 年 12 月 21 日勞動基準

法修正。(一例一休) 

配合勞動基準法新制實施，公司針對員

工出勤時間、休假制度及加班費計算均

依照勞動基準法辦理，依法新增休息日

加班費之計算，並嚴格管控例假日出勤 

，以符合法令規範。 

109 年 1 月 1 日勞動事件法

正式生效。 

配合法令新政，公司為加強溝通減少爭

議，舉辦勞動法令說明會，並列為主管

必修課程。 

同時，針對夜歸同仁主動發送夜歸同仁

關懷信件。並要求主管進一步了解同仁

的工作狀態是否需要協助。 

三、策略及營運風

險之評估 

本公司自電腦主機板、顯示

卡及筆記型電腦核心業務成

功延伸到顯示器、PC 周邊、

伺服器及車用電子等多元化

領域，經營面亦隨著管理的

複雜度必須就策略與營運風

險的評估發展日常的因應機

制。 

經營策略上係延伸核心專長

並結合多年來科技研發的技

術，與對產業市場需求的掌

握，期能為公司創造下一波

的成長，為公司股東創造最

大效益。 

為使策略目標能確實達成，

公司於組織運作上以事業部

串聯價值鏈與功能性本部的

方式運作，依產品事業部所

面臨的產業競爭情形設定年

度目標，定期召開經營管理

會議檢討策略與營運成效，

採取立即對策以降低營運的

風險。 

(1)定期檢視核心產業的成長情形，訂定

高於產業平均的成長率、市占率與獲

利等目標。 

(2)新事業依事前的審慎評估與經營計劃 

，訂定其合理投資報酬率，要求於一

定期間達成損益兩平，並依其產業特質

訂定階段性策略目標，如取得目標客戶

訂單、產品及時推出量產、於策略目標

市場獲取一定市場占有率等。 

(3)事業部每月召開會議檢視經營成效，

每季並就策略面重新檢視與調整，無

法達成者立即進行相關的組織調整以

控制風險。 

(4)以即時資訊系統及時掌控全球每日經

營情況，包括出貨、庫存、採購訂單、

營運資金等部位，並設定警示指標。 

(5)定期召集全球經理人進行公司方向的

經營策略檢討會議，高階經營階層就

全公司資源與經營實況作策略面的調

整，使公司資源作最有效的配置。 

由於高科技產業經營環境變化快速，本

公司對內積極投資資訊科技與人才，對

外掌握客戶、產品、技術的變化，將不

斷的檢視策略與營運風險並調整公司資

源以期能持續創造業績與獲利。 

 

  



 

四、資安風險 
本公司於 109 年導入 ISO27001 依規範內容建立相關制度文件以資遵循，並經第三方驗證，於 110 年 4 月 12 日取得證書 
項次 制度文件名稱 規範內容 

1 資訊安全政策 資訊安全指導政策原則，涵蓋資訊安全政策，審查與評估等 

2 資訊安全組織 資訊安全組織之架構與權責，包含 

1. 資訊安全基礎架構 

2. 利害相關團體 

3 資訊資產分類與管理 資產分類方式與相關管理措施，包含 

1. 資產可歸責性 

2. 資訊分類方式 

4 人員安全管理 說明人員聘僱前、聘僱期間與聘僱終止或變更安全管理作業，包含： 

1. 工作說明及資源分配的安全 

2. 使用者訓練 

3. 安全及失效事件的反應處理 

5 實體及環境安全管理 1. 安全區域 

2. 設備安全 

3. 一般控制措施 

6 通訊與操作管理 1. 作業程序與責任 

2. 系統規劃與驗收 

3. 惡意軟體的防範 

4. 日常事務管理 

5. 網路管理 

6. 儲存媒體的處理與安全 

7. 資訊及軟體交換 

8. 委外作業 

7 存取控制規範與管理 1. 存取控制之營運要求 

2. 使用者存取管理 

3. 使用者責任 

4. 網路存取控制措施 

5. 作業系統存取控制措施 

6. 應用系統之存取控制 

7. 監控系統之存取與使用 

8. 行動式電腦作業與遠距工作存取控管 

9. 第三方存取之安全 

8 系統發展與維護 1. 系統之安全要求 

2. 應用系統之安全 

3. 密碼控制措施 

4. 系統檔案之安全 

5. 開發及支援作業的安全 

9 營運持續運作管理(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 

1. 營運持續運作規劃框架 

2. 業務衝擊分析 

3. 營運持續運作演練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s, BCP)之撰寫及實施 

4. 營運持續運作演練計畫之測試、維護及重新評鑑 

10 資訊安全事件管理 1. 資訊安全事件管理流程 

2. 資訊安全事件處理與追蹤 

3. 資訊安全事件分析與統計 

11 資訊安全稽核 1. 安全政策及技術符合性之審查 

2. 系統及作業管理面稽核的考量 

12 風險評鑑管理 1. 鑑別資產 

2. 風險分析 

3. 風險處理 

4. 法令規章之遵循 

13 管理階層審查 管理階層審查作業與相關注意事項 
 



 

 

五、氣候風險 極端氣候帶來自然災害發生

機率與嚴重程度(包括乾旱 

、霾害、雪災、高溫/熱浪、

颱風/強降雨)，可能影響公

司生產及營運，其風險包括

產能受限、營運、設備、投

資成本上升、效率不足等，

經評估目前尚無重大影響。 

 

氣候變遷對電子業的衝擊從災害的角度

而言，風險分析與極端事件為重要課

題，本公司在氣候與環境變遷因素做風

險評估並進行衝擊分析，作現有氣候風

險的識別，以利控管風險概況，進而尋

求潛在之發展機會。此外，微星非高耗

能製造業，除了積極宣示對溫室氣體排

放予以管制並簽署承諾外，也從製造端

與營運過程著手，研擬降低排放溫室氣

體的管制策略，並針對環境衝擊、營運

衝擊研擬因應對策。 

(1)管理策略 

 強化氣候變遷韌性:建置氣候變遷鑑

別、因應與預防措施，避免氣候風險

影響營運。 

 推動低碳製程:採行優化技術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並達成溫排減量目標為

目的。 

 導入綠電設備:購置使用再生能源的

設備，如太陽能熱水器，降低對市電

的依賴。 

 改善能源利用效率:制定節能減碳措

施，實現節能行動，提高能源利用效

率。 

(2)管控措施 

 未來氣候衝擊風險鑑別、評估及分

析。 

 調適行動計畫規劃及檢視。 

 資能源使用調度。 

 新增防護設施或提升防災設備性能。 

 定期檢查資產及商業保險內容，是否

足夠彌補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 

  

  



 

2、風險管理之組織架構 

本公司訂有「營運持續管理程序」，降低組織因面臨緊急事件而衍生的衝擊與損害，以

確保公司正常營運，維護企業永續經營。風險政策依經濟、環境、社會三個面向，區分

成財務、經營管理、道德誠信、資訊安全、氣候變遷、供應商、人力資源、職業安全衛

生等各項範疇及法令遵循，風險管控措施包括公司治理守則、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誠信

經營守則、道德行為準則等均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 

本公司風險管理之組織架構由總經理統籌指揮風險管理計畫之推動及運作，轄下各事業

及管理等權責單位負責進行營運風險、生產風險、環安衛風險、資安風險、氣候變遷等

風險控管評估並執行日常風險管理，每年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各項風險之主要管理單位分述如下： 

(1)董事會：董事會為本集團風險管理之最高決策單位，因應集團全面之整體營運風險

及經營環境，核定風險管理政策，確保有效控管營運風險，提升管理效率。 

(2)稽核室：負責內部控制制度之修正及推動、稽核業務的規劃及執行，以強化內部控

制功能，並確保其持續有效性，以達成集團營運之效果及效率、報導具可

靠性、及時性、透明性並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令規章之遵循等目的。 

(3)財  務：負責集團財務調度、資金運用及建立避險機制以降低財務風險，並規劃及

訂定短、中、長期財務及投資策略。 

(4)法  務：除負責契約文件適法性審查外，協助控管法律風險，遵循政府監理政策並

處理契約及訴訟爭議，以降低法律風險。 

(5)資  訊：負責網路規劃、建置、營運及維運，持續監控網路品質，評估各項資訊風

險並採取安全適當之因應措施，以降低網路風險。 

(6)業  務：負責行銷策略、產品推廣及掌握市場趨勢，以降低業務營運風險。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