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管理小組運作概況
前言：為因應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與永續風險，本公司根據經濟、社會、環境及其
他等四大面向，鑑別、掌握可能影響企業永續發展的相關風險，並透過風
險轉移、削減及避免等相關管理策略與因應措施，將可能的風險降至最低，
提升營運正向契機。
一、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經第13屆第5次董事會通過，係依照公司整體營
運方針來定義各類風險，建立及早辨識、準確衡量、有效監督及嚴格控管之
風險管理機制，在可承受之風險範圍內，預防可能的損失，依據內外環境變
化，持續調整改善最佳風險管理實務，同時保護員工、股東、顧客及各利害
關係人的利益，增加公司價值，並達成公司資源配置之最佳化原則。完整政
策詳如附件：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二、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在風險管理組織體系上，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單位，以遵循法令，
推動並落實公司整體風險管理為目標，明確了解營運所面臨之風險，確保風
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董事會下專門設有風險管理小組，
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各部門主管為主要成員，風險管理小組為負責執行風
險管理之權責單位，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結果。(請參考附件本公
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110年起，風險管理小組依循既有的管理組織體系及內部控制體系，以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式，積極面對與管控營運過程所應考量之風險。要求公司內部各功
能單位主管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負責分析及監控所屬單位內之相關風險，確保
風險控管機制與程序能有效執行。同時，亦將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定期向董事會提
出報告。
三、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辨識

風險衡量

風險監控

風險報告

風險回應

建設業之風險遠高於其他行業，企業營運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可能威脅經營
的不確定因素，為預防風險帶來之損失，針對經濟、環境、社會及氣候變遷等風
險，本公司研擬風險管控政策與程序，先依危機等級不同，依風險管理流程及召
開緊急應變會議，擬定相關策略因應計畫，處理並提出改善檢討，避免重蹈覆轍，
每一層級及功能性單位都有風險責任，一旦發生狀況不對，迅速向上層級回報，
尋求解決方案，第一時間降低對公司可能之衝擊。

四、風險管理範疇：
1.經濟面風險管理：
決策風險、財務風險、營運風險及資安風險。
2.社會面風險管理：
勞工安全風險及勞工人權風險。
3.環境面風險管理：
施工環境風險。
4.其他風險管理：
不可預知之氣候變遷風險等。
五、110年風險管理項目及回應作為如下：
經濟面風險管理：
風險類型

風險內容

110年回應作為

決策風險

1.評估公司營運策 董事會議：透過董事會召開，商討決策營運策
略、年度預算、業務 略、業務績效等，並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績效、併購與投資等。下簡稱金管會）公告之「公開發行公司建立內部
2.營運策略及目標設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暨配合經營管理需要而制
定。
訂，其目的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
3.營運目標達成率管 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量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
控。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財務風險

1.利率、匯率變動、 1.持續密切注意利率之變動及全球經濟發展趨
通膨情形對公司損益 勢。
影響及未來因應措 2.與金融機構之融資來往，在利率方面除積極爭

營運風險

施。
2.國內外重要政策及
法律變動對公司財會
影響及因應措施。
3.獲利及虧損檢討及
因應措施。

取協調降低加碼幅度外，仍持續每年償還部份銀
行借款，降低借款餘額減輕利息支出。
3.對大宗物料、鋼筋市場行情密切關注，針對國
內外市場行情趨勢加強研判分析，提出有利之採
購原則，減少支出降低成本。

1.工程進度落後風險
管控。
2.工程個案執行預算
成本控制。

1.由工程部審查各工程進度及不定期召開趕工
會議，有效掌控施工狀況。
2.工程部依公司年度訂定之安衛落實計畫及品
質評分辦法說明，派駐人員至各工程專案執行安

3.工程施工品質管控 衛品質稽查作業，定期辦理研討會議，發掘不符
。
合事項及應改善事項，即要求所屬辦理改善。另
公司一級主管亦聯合實施不定期走動管理，期藉
由高階主管之走動，落實各項安衛及品質管理作
業，以維施工安全及優質之施工品質。
3.對於發現工地之缺失項目將彙整集結成教育

訓練資料，以利其他工程專案引以為戒，強化工
程師對施工規範之瞭解，預防再發生。
4.透過影音視訊方式，隨時確認施工狀況。
資安風險

電腦病毒攻擊、駭客 1.加強資安訓練與宣導、提升同仁資安觀念。
入侵及資料毀損、資 2.系統設置防火牆及防毒軟體安全措施，資訊處
料庫異常等危機處 定期檢查測試，建構完成防毒機制。
理。

社會面風險管理：
風險類型

重大性關注 風險內容/機會
議題

回應作為

勞工安全
風險

勞工健康管 1.提升員工 影音視訊
理及施工安 健康照顧能
全管理
量。
2.降低罰單
率，致力達成
零職災。
3.安衛查核
每工地每月
至少一次。

勞工人權
風險

員工福利與 1.激勵獎金 1.三節獎金、年 1.增進勞資良好合作關
薪資
制度。
終獎金、員工紅 係，塑造優質企業文化與員
2.多樣化福 利。
工價值
利措施。
2.生日慶金、健 2.職工福利委員會按時招
3.員工保險。康檢查、特約商 開會議，替同仁爭取最大化
店/飯店。
福利
3.勞工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勞
工退休金、員工
／眷屬團體保

1.落實各項安全衛生防護
措施，避免職災發生。
2.為預防發生工安意外，要
求各單位依公司訂定「承包
廠商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規
則」落實辦理，並於勤前教
育及巡視管理會議中加強
宣導。
3.每年實施員工健康檢
查，關懷同仁健康，提供友
善職場。

險。
人才招募與 1.人員流動 1.人力銀行徵才 1.公司明確願景，同仁擁有
留任
率。
。
希望。
2.人員招募。2.儲備幹部計劃 2.新鮮人擁有資深同仁的
。
帶領，以傳承的方式領入
3.公司接班規劃 門。

。

3.在職同仁透過扎實的教

4.推薦人才作業 育訓練，增加專業知識，隨
細則。
時接棒管理職主管。
員工發展與 學習時數每 1.規劃完善的教 依公司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教育訓練 人達80%以 育訓練。
辦理各項訓練。
上。
2.升遷制度。
3.培訓接班人。
環境面風險管理：
風險類型

重大性關注 風險內容與機會
議題

施工環境

環境汙染

風險/綠
色風險

回應作為

營造工地易 採取合宜之 1.預防周遭環境污染，依工程
造成噪音、空工程控制措
氣、污水、粉施。
塵、土方開
挖、廢棄物等
污染。

特性設置適當洗車設施，減少
車行路徑之揚塵，推動節能減
碳、降低污染防制作為。
2.加強推動各工地，工作人員
環保意識及管理承包商做好
污染防制工作，並針對各工程
特性規劃採用低污染工法及
購置低污染施工機具。
3.不定期查核，施工環境品
質。
4.要求承包商依公司訂定「承
包廠商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規
則」落實辦理。
5.開放噪音陳情專線，接受鄰
近民眾之監督，建立友善優良
的施工品質。

降低罰鍰率 遵循環保法 違反環境保護法規件數及罰
，打造環保 規。
鍰降低。
工地及辦公
環境。
能源管理

實施辦公樓 1.減少廢棄物數量。

綠建築發展為主流，推動都市

層進行節能 2.施工用電減碳。
方案、規劃 3.工地綠化減碳。
工地節能計
畫

綠建築執行計畫。

其他風險管理
風險類型

風險內容

回應作為

氣候變遷 氣候異常的衝擊，如颱風、地震、1.每年防汛期間各項防汛器材整備
風險
水災、風災、乾旱。
檢查及防災演練辦理，強化應變能
力。關注颱風豪雨資訊及提醒各單位
防範，以防止人員及設備危害損失。
2.遇地震有危險之虞時，立即指揮勞
工停止作業，地震發生後，即檢查構
材及施工架是否 有倒塌、崩塌之危
險，做好修復，以維施工安全及人員
防護。
6.第 13 屆第 5 次董事會風險管理小組報告：
項

面臨風險

因應對策

現場缺工

1.提早規劃發包，尋求長期合作協力

專案工程人員

廠商策略聯盟。

次
1

2.薪資結構調整，凝聚向心力。
2

因工程案件釋出量多，工廠產量有限，致 1.標前協議。
特殊工項例如鋼構、鋼管等廠製供量產能 2.尋商聯合承攬 。
不足，市場需求量高，產生排擠，無法充
份供料。

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A.辦公室人員排班，採分流方式，一

A.辦公室行政人員

部份人員居家上班，每日工作完畢

B.現場工地人員

全公司環境消毒。
B.工地多為戶外，因涉關工程進度，
所以不採分流，以下為工地管理規
範：
B1 出入口管制
B2 實聯制登錄
B3 額溫測量、配戴口罩
B4 體溫異常處理
體溫異常時，除禁止入場外，並通
知主管/人員所屬廠商老闆處理，
持續追蹤回報檢查結果。
若有居家隔離情狀，除向上回報
外，僅加強緊戒；有確診者，向上
回報外，工地立即停工，並第一時
間進行工地全棟消毒。

B5 工務所、案戶人數管制建議
工務所同仁配合調整休假，每日出
勤低於5人。
每案戶內要求人數低於5人，避免
群聚效應，並隨時檢查口罩是否帶
好。
工務所、工班人數限制非硬性規
定，各工區主管視狀況調配。
B6 個人、工地清潔消毒管理
工務所同仁全員發放個人小瓶裝
消毒液或酒精，以供個人工作中清
潔消毒。
於工務所放置大瓶消毒液或酒精
每日進行工務所設備與環境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