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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權益與福利
4.2.1 基本權益

人權保障

勤美訂有人權政策並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全球盟約》、《國際勞動
組織公約》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杜絕任何侵犯及違反人權的行為，並遵循營運地
的勞動與聘僱法規與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不因性別、種族、國籍、年齡、信
仰而有所差別對待與任何形式之歧視，禁止任何強迫勞動與童工雇用。同時設有
獨立申訴信箱，由稽核室專責受理。2020 年度未發生任何違反人權、強迫勞動
及雇用童工相關情事，並針對人權及勞動權益進行 518 小時教育訓練，未來將
持續透過教育訓練，強化各級同仁的相關認知。

性騷擾防治

為提供安全安心的工作環境，勤美訂有「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處理辦法」，員
工、派遣勞工以及求職者一併適用，同時設有性騷擾申訴專線以及專用信箱，由
總管理處人資暨行政部受理。為保護當事人，案件由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保
密方式處理，明訂委員會中女性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比例，以保障女性權益，
2020 年度未接獲任何職場性騷擾投訴案件。

工作變動最短預告期

工作變動最短預告期，台灣依勞動基準法、勤美選用離管理辦法，繼續工作三個
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
前預告之；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大陸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須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

退休制度實施

台灣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退休金提繳。同時訂有員
工退休管理辦法，明載退休申請、執行程序、退休金給付與請領方式。大陸依當
地政府規範，每月提繳養老、醫療等各類社會保障金。

育嬰假 1645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有權申請之員工 17 19 10 14 10 12 11

實際申請之員工 1 3 1 2 0 3

預計復職 0 1 1 1 0 0

實際復職 0 1 1 1 0 0

復職一年仍在職 0 1 0 1 0 0

復職率 (%)18 - 100 100 100 - -

留存率 (%)19 - 100 - 100 - -

　

16. 育嬰假統計以台灣為揭露範圍，大陸營運據點 ( 即金屬成型事業之蘇州勤美達、天津勤威、蘇州勤堡 ) 尚不涵蓋。
17. 以申請育嬰津貼同仁為統計數。
18. 復職率 (%)= 當年度實際復職 ÷ 當年度預計復職 *100。
19. 留存率 (%)= 當年度復職一年仍在職 ÷ 前一年度實際復職 *100。

獨立申訴信箱
ethics@cmp.com.tw hr@cmp.com.tw

性騷擾申訴專用信箱勤美人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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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薪酬與晉升

勤美訂有完善的薪酬與績效評核制度，按職等及職務敘薪，不因性別、年齡而有所差異，亦符合當地最低薪資規定，同時透過組織管理指標與團隊目標，衡量績效達
成度，以此作為晉升、調薪、員工酬勞及年終暨績效獎金發放之參考依據。績效評核頻率及執行內容因應產業與職務性質，由各營運單位依規章確實執行外，並設有
薪資報酬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擔任委員，審議經理人之薪資政策。2020 年度非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為新台幣 670,316 元、中位數為新台幣 545,260 元。

▍男女薪酬比 20� ▍定期接受績效評核員工佔比 21�

20. 金屬成型以四個廠區數據取平均呈現，另因總部管理職涵蓋本公司所有高階主管（男性），導致整體薪酬偏高。
21. 除試用期者、臨時工、留職停薪者、董事長、總經理、顧問、約聘人員，及台灣營運地聘用之外籍同仁，其餘均定期接受考核。

管理人員管理人員

99.57%99.57%

男性男性

93.15%93.15%

非管理人員非管理人員

93.47%93.47%

女性女性

98.85%98.85%

依職務別區分

依性別區分

管理人員 非管理人員

總部
男 1.57 1.25

女 1 1

金屬成型
男 1.05 1.11

女 1 1

建設住宅
男 1.33 1.17

女 1 1

生活休閒
男 1.33 1.01

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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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福利

福利制度依循三大脈絡進行設計，一、鼓勵並協助
同仁平衡工作與生活，二、提倡終生學習，自我成
長，三、關注同仁身體與心理健康。我們深信豐沛
的生活質量與體驗能夠帶來創新能量，有效提升工
作品質，以及同仁對自身、對工作、對勤美的深度
認同。因此除職工福利委員會與當地法規要求，
額外依同仁需求規劃 13 類優於法規的福利措施，
同仁可依規章享有，期許每一項資源有效運用在
同仁最重要的需求上，並於 2020 年投入約新台幣
140,803,284 元。

職工福利委員會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共有委員
12 位，除一名當然委員由公司指派，其餘皆由同
仁分區投票產生，福利項目涵蓋結婚禮金、喪葬補
助、住院慰問、三節禮金禮品、生日禮金、員工進
修獎學金、員工子女獎學金、旅遊補助、團康活動
與文康設施等，共計新台幣 2,449,475 元。

婚喪病補助

教育獎助

節金禮品

團康活動與文康設施

13 類優於法規福利

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酬 計畫工作 輕鬆養育 快樂成家 健康管理

結合績效評核，依規
章配發績效獎金、年
終獎酬等酬金，回饋
同仁的努力付出

鼓勵同仁養成計
畫工作、計畫排
休，重視健康管
理並平衡工作與
生活。勤美凡符
合平日連續休假
五天，或國定假
日前後連續休假
四天者，預先於
181 天以上排休，
提供獎勵金每日
1,200 元； 小 於
180 天者，亦提供
獎 勵 金 每 日 600
元

為提升生育意願、
協助降低養育負
擔，兼顧生活品
質，勤美與璞真六
歲以下子女每月
提供新台幣 1,200
元育兒津貼

鼓勵勤美人歡心
組成家庭，除職
工福利委員會的
結婚禮金，額外
提供結婚津貼

不定期舉辦身心
理健康講座與運
動課程，並提供
勤美到職滿一年
同仁，每年享有
一次免費健康檢
查；璞真建設亦
推出「運動旺旺
旺」，祭出獎勵
金帶動同仁自主
運動風氣

$75,000 元

$33,000 元

$1,798,760 元

$542,715 元
▲寵物日▲�謝金宴 ▲�健康管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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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進修學習 外部補助獎勵金 外派照顧 員工餐廳 免費洗浴空間與制服清洗熨燙

除當地法規投保勞健
保、社會保險，以及海
外出差同仁另有旅遊平
安險外，亦替每位同仁
免費投保團體保險，並
提供台灣同仁的眷屬自
費加入，項目包含：
1. 壽險
2. 意外傷害險
3. 傷害醫療險
4. 住院醫療險
5. 防癌保險
6. 重大疾病保險
7. 職業災害保險

◊�語言能力進修補助
◊�策略發展教育津貼
◊�技能津貼
◊�參訪學習

鼓勵同仁爭取外部資
源，提升公司競爭力，
依所得到的補助額度為
計算基礎，額外提撥特
定比例獎勵金發予相關
參與同仁。

◊�協助住處安置
◊�提供生活管理服務
◊�鼓勵攜帶家眷
◊����提供定期免費返鄉來

回機票

為提倡取用有度、減少
剩 食， 推 行「 光 盤 行
動」，並設計不同分量
的餐點供選擇，達成光
盤目標者，依累計成果
兌換獎品�

設有洗浴空間供生產線同仁下
班後梳洗整理，並提供免費的
制服清洗熨燙服務，希望同仁
下班後有更充裕的休息時間。

節金、禮品、其他津貼 樂活職場

凡節日禮金 / 禮品、生
日禮金 / 禮品、住院慰
問金、白帖慰問金、交
通津貼、員工子女獎學
金等

集團旅宿招待體驗、旅遊補助、家庭日、運
動會、爬山健行、環境響應活動、年終尾牙
及摸彩、自助休閒區及自助便利店、室內運
動教室、每月慶生會、電影欣賞、讀書會、
咖啡暢飲、書報雜誌等。

▲�慶生會

▲�制服免費清洗熨燙服務

▲�美食嘉年華▲�端午粽飄香

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