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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報告書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註(原宏森光電，股票代號：3522，以下簡稱「御

頂」、「本公司」、「我們」)，旗下擁有「頂鮮擔仔麵（DingXian Tan-Tsu-

Mien）」「晶宴會館（AmazingHall）」兩個不同面貌的餐飲品牌。我們深知企

業經營中肩負之社會責任，前者希望透過「台灣最具代表性餐飲」將在地美食

文化與食材推向國際，後者則希望以「無可取代婚宴會館」之姿，陪伴客戶生

命中最重要的時刻，我們將持續透過服務與產品創新、嚴謹的集團管理機制，

為外部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2017 年為御頂第一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我們傾聽各方利害關係人

的聲音，並盡力回應其期待與關注議題，我們將持續建立並強化相關管理機

制，於治理、環境與社會面向，善盡企業應負之社會責任。  

編輯原則 

 為完整揭露我們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流程、結果，同時揭露過去一年各部

門員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本報告書之內容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

倡議組織發布之永續性報告指南（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G4.0 彙

編，依循其「核心」選項揭露，並於全文最後提供 GRI G4.0 指標對照表供索

引參考。 

報告期間與周期 

 本報告為御頂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資訊揭露期間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預計未來每年定期發行一次，下次出版日期預計

為 2019 年 12 月。 

報告範疇 

 本報告書非財務資訊及財務資訊，涵蓋御頂國際集團台灣各營業據點，包

含晶宴 8 個婚宴會館與 1 個海洋莊園、 頂鮮台北、台中及高雄 3 館。 

 

資料與數據品質管理 

 本報告書所有資料與數據，由各部門同仁蒐集彙編，再由各部門主管及董

事長審閱核定，其後提交由稽核部門彙整，此流程受各部門同仁及主管高度重

視，以確保數據及資料之品質與正確性。本報告書之財務數據，為會計師事務

所簽證之財務年報資料，以新台幣為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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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 

本報告書係參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4 版指

引，依循「核心」選項及食品加工行業類別補充指標(G4 Sector Disclosures – 

Food Processing)，並參考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編製，報告書完成後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按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確信準則公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

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確信報告請詳

本報告書第 61 頁。 

 

聯絡單位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51 號二樓-3 

聯絡單位：財務部 

聯絡人： 林建勝 財務長 

電話： (02) 2226 6277 

Email： cs@amazinghall.com.tw 

 

註：御頂國際原名宏森光電，於 2018 年七月改名，未更改上市櫃公司名稱，仍為「宏森光電」，

考量公司對一般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公司官網)皆已改名，故本份報告書多以御頂國際自稱。 

  

mailto:cs@amazingha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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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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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御頂相信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必須了解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並與其充分溝

通。經各部門內部討論，鑑別出七大利害關係人族群，分別是員工、消費者、政

府機關、投資人、供應商/承攬商、媒體、學校及媒體。我們對於所有利害關係人

有相當的責任，因此需藉由各種方式與溝通管道了解。希望透過這本企業社會責

任，回應各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和考量面。 

 

2017 年御頂利害關係人議合程序 

經回收內部主管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問卷共 180 份，其中有效問卷共 172 份，

研析各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及公司日常溝通管道與績效如下表。 

2017 年御頂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溝通方式(頻率) 

投資人 

 顧客健康與安全 

 水資源管理 

 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顧客隱私 

 員工訓練與發展 

 財務報表和年報(每年) 

 股東會議(每年) 

 依主管機關規定公告重大訊息(不定期) 

•御頂永續議題蒐集依據GRI G4 考量面為基礎，同時考量全球重大永續趨勢、

國際標竿同業重大性議題與重要新聞事件等。
永續議題蒐集

•今年度重大議題分析透過利害關係人問卷發放進行，根據上述蒐集篩選出的25

項重大議題設計成問卷，將問卷發放給上述各利害關係人回覆，藉以了解其對

各議題關注程度。

•共回收180份問卷

問卷調查

•利害關係人問卷回收後，進行分析與整合，以產出利害關係人對各重大議題關

注程度的排序，同時本公司各部門也針對各議題評估與討論其對公司經濟、環

境和社會面向的衝擊，並進一步衡量重大議題的影響範圍與邊界。

•辨別前11大議題

議題重大性

分析

•報告書編製完成後，御頂各部門將再進行檢視與審閱，以確保報告書資訊與日

常運作及績效之連結。

檢視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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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御頂內部營運衝擊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問卷分析結果如下圖，我們篩

選出前 11 大議題，進行本年度報告書揭露，分別品質管理、顧客健康與安全、

經營績效、供應鏈管理、員工訓練與發展、勞資溝通、顧客隱私、客戶關係建立

及維護、風險管理、環境法規遵循、職業健康安全。 

  

 勞資溝通 

員工 

 供應鏈管理 

 政策與法規 

 職業健康與安全 

 顧客隱私 

 顧客健康與安全 

 品質管理 

 店主管會議(晶宴 2 次/月、頂鮮 1 次/

月) 

 經營會議(每週) 

 勞資會議(每季) 

 視員工需求辦理個別面談(不定期) 

消費者 

 顧客隱私 

 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水資源管理 

 顧客健康與安全 

 品質管理 

電話、Email 與現場溝通 

喜宴未下訂客戶(不定期) 

喜宴已下訂客戶(4 次以上/場喜宴) 

一般商務客戶(依需求進行報價溝通) 

媒體 

 員工健康與發展 

 職業健康安全 

 行銷溝通 

 氣候變遷因應及能源管理 

 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顧客健康與安全 

記者參訪(不定期，2017 年共辦理 2 場記者

會) 

供應商 

 品質管理 

 顧客健康與安全 

 顧客隱私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供應鏈管理 

Email、會議、電話、傳真(不定期，即時溝

通以掌握市場先知與成本管控) 

學校/大學 

 供應鏈管理 

 政策與法規 

 風險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書面、e-mail、電話(不定期) 

 參加廠商說明會(一年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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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御頂利害關係人議合結果 

 矩陣圖中縱軸代表公司內部高階主管判定該議題對御頂營運衝擊程度，橫軸

代表的則是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而關注點落在深色部分的是公司內部和利害關

係人都認為是重大性的議題。重大性分析希望透過系統性的分析，鑑別利害關係

人所關注的永續議議題，作為報告書資訊揭露的參考基礎，2017 年前十一大議

題揭露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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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 
上游 

公司本體 
下游 重大 

考量面 
對應章節 

供應商 客戶 

品質管理 V V  G4-PR1 2.2.4 品質管理 

顧客健康與 

安全 
 V 

 
G4-PR2 2.2.4 品質管理 

經營績效  V  G4-EC11 1.2 財務績效 

供應鏈管理 V V  無對應指標 2.2.3 供應商管理 

員工訓練與 

發展 
 V 

 
G4-LA9 3.3 人力培育發展 

勞資溝通  V  G4-LA5 3.2 薪酬與福利 

顧客隱私  V V G4-PR8 2.2.4 品質管理 

客戶關係建立

及維護 
 V V 無對應指標 2.2.1 感動服務 

風險管理  V  G4-2 1.4 風險管理 

環境法規遵循  V  G4-EN29 4.1 環境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V  G4-LA6 3.4 職業安全環境 



9 
 

CH1 嚴謹管理 

1.1 關於御頂國際  

 

御頂大事記 

時間 里程碑 

2002/09 完成公司設立登記事宜 

2002/12 新竹竹北宏森建廠完成，正式量產 

2003/05 新竹宏森取得 ISO-9000 品質認證 

2004/12 蘇州宏茂建廠完成，正式量產 

2005/01 蘇州宏茂取得 ISO-9000 品質 

2007/07 通過上櫃審議委員會及 OTC 董事會 

2007/08 取得 ISO-14000 認證 

2007/10 股票上櫃 代號:3522 

2016/01 台灣廠產線裁撤，宏森定位為營運總部 

2016/11 頂鮮 101(台南擔仔麵)台北、台中、高雄店併入集團 

2017/03 修訂「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017/07 晶宴生活會館 11 店，港香港香併入集團 

2018/07 改名「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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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事蹟 

頂鮮 

 

《兩岸美食文化交流論壇》 

十大名菜名點-黃金龍蝦泡香米 

 

第 14 屆國家玉山獎 

-最佳人氣品牌類 

 

頂鮮台北 101 店 

獲頒穆斯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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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鮮台中店獲頒穆斯林認證 

 

2017 年攜程美食林 

-全球餐廳精選 

 

晶宴會館 

  

晶宴會館桃園館 

2016 年獲得桃園市政府『金牌

好店』肯定 

（2017 年仍推廣店家名單中） 

 

 

晶宴會館民生館, 民權館 

餐飲衛生管理 台北市分級評

核最高級”優等“友善店家肯

定（104 年推廣所以有記者會

照片，106 年仍屬推廣店家名

單中） 

 

晶宴會館民生館, 民權館 

105 年度臺北市食在安心餐飲

衛生管理分級-“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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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新北市 20 桌以上筵席

餐廳衛生安全品質提升專業輔

導 

 

 

晶宴會館中和館、府中館、新

莊館 

餐飲衛生管理 新北市分級評

核 

最高級”優等“肯定 

（有效期限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晶宴會館新莊館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頒發 

新北市 106 年公廁金質獎 娛

樂休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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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頂鮮 101「黃金龍蝦泡

香米」榮獲兩岸十大名菜 

 

經營理念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宏森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1 年，

並於 2018 年 7 改名為御頂國際，目前旗下以「頂鮮擔仔麵（DingXian Tan-Tsu-

Mien）」「晶宴會館（AmazingHall）」兩個不同面貌的餐飲品牌，重新佈局與品牌

打造；預計朝向多品牌、連鎖化及特色化經營發展，加強食品安全控管，同時擴

大市佔率，並提供客戶更多元的服務內容，並預計擴點開發國內市場。 

御頂國際持續專心致力於掌握市場與發掘潛在消費者外，更持續投入創新

產品研發，為台灣高端餐飲與婚宴市場持續挹注能量與活力，以美食為核心價值，

透過嚴謹的管理與創新的研發，創造殿堂級的國際餐飲王國。 

 
 

產品與服務內容 

1.光電事業：提供擴散片、複合式光學膜、微結構光學膜、稜鏡片、反射式偏光

增光片、多孔反射片及抗 waving 反射片之裁切銷售，以及擴散板貿易銷售等

服務。 

2.餐飲事業一處：提供一般餐飲、筵席餐飲及客製化餐飲服務，包含喜宴、商業

筵席及旅行團筵席，客製化之高端餐飲、外燴服務等。 

3. 餐飲事業二處：提供婚宴、一般餐飲及場地租賃服務，如婚宴餐飲、流程企劃、

主持服務，及提供公司行號、機關社團、個人筵席等餐飲服務，另提供場地舉

辦記者會、產品發表會、研習會議等活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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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與營收佔比 

產品類別 營收占比(%) 

光電產品 27% 

餐飲一處 28% 

餐飲二處 45% 

 
 

參與公協會 

協會名稱 參與身份 

台灣婚宴文創產業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 

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 

 
 

1.2 財務績效 

 綜觀整體光電事業體環境不佳，儘管同仁們全力以赴，仍無法力抗市場的競

爭及波動；營運成效不佳。經團隊審慎思考與評估，鑑於婚宴市場和高端餐飲的

市場容量，於去年起即將重心朝向餐飲產業與婚宴產業經營。  

  我們於 2016 年併購高端餐飲「頂鮮擔仔麵」，隔年 2017 年再合併台灣規模

最大的婚宴餐飲集團「晶宴會館」，2017 年全年總營收淨額達新台幣 1,461,681 

仟元，較 2016 年 1,191,105 仟元成長 22.72%。在景氣低迷的市場中能夠逆勢成

長，這證明了集團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未來，經營團隊將仍秉持勤樸務實的

精神、穩定經營的態度朝全球市場邁進，引領集團旗下品牌成為「台灣最具代表

性餐飲」及「無可取代婚宴會館」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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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頂國際近三年合併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2015 2016 2017 

營業收入 1,518,077 1,191,105 1,461,681 

營業成本 -1,435,153 -1,037,089 -939,551 

營業費用 -163,828 -189,159 -651,19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2,429 -6,359 9,863 

稅前損益 -68,475 -41,502 119,205 

稅後損益 -55,625 -41,990 -99,537 

其他綜合損益 -14,661 -47,064 -9,862 

每股盈餘 -1.18 -0.75 -1.38 

員工薪資與福利 190,488 141,717 373,801 

股利 0 0 0 

支付之所得稅 -12,850 488 -19,668 

 

轉投資資訊 

 

 

 

 

 

 

 

 

 

宏森光電科技(股)公司* 

(御頂餐飲) 

宏森光電科技(薩摩亞)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宏茂光電(蘇州)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東莞宏邦光電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宏宇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率 99.29％) 

頂鮮擔仔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頂鮮一零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率 100％) 

晶宴生活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93.39％) 

香港食祿軒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上海歡沁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100％) 

港香港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率 47.63％) 

註：於 2018 年 7 月已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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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比例 

股東結構 

數量 
其他法人 個     人 外國機構及外國人 合       計 

人       數 22 10,790 14 10,826 

持 有 股 數 (股) 15,349,041 57,147,951 153,008 72,650,000 

持 股 比 例 21.13% 78.66% 0.21% 100.00% 

 

1.3 公司治理 

 

治理架構 

 

董事會運作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的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董事

會除依公司法對公司整體營運及重大決策進行監督負責外，並訂定「董事會議事

規範」，董事會召集時，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主管準備相關資料列席會議，

報告議案相關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財務報表等特別議題亦邀請會計師

及其他外部專業人士列席，以協助董事瞭解公司現況；同時，董事對於會議之事

項如有利害關係時，均應迴避不得參與討論。本公司依公司章程規定設置董事 5

席，其中並包含２席獨立董事，３位監察人，分別由高科技產業、財會、商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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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等領域具專業背景與豐富經驗之專業人士所組成，以達成落實專業人員及經

營者責任之公司治理目標。為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本公司依公司章程規定於

董事、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董事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2017 年度計召開董事會 10 次，平均出席率為 98 

%。  

董事會成員 

職稱 姓名 性別 

董 事 長 鍾 爵 男 

董     事 周 文 保 (107 年 5 月 17 日解任) 男 

董     事 林 景 崧 (107 年 5 月 17 日新任) 男 

董     事 陳 介 甫 男 

獨 立 董 事 劉  立  倫  (107 年 6 月 07 日辭任) 男 

獨 立 董 事 趙  國  隆  (107 年 6 月 07 日辭任) 男 

重要公司治理規章 

股東會議事規則 誠信經營守則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董事會議事規範 道德行為準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 

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 誠信交易約定書 

獨立董事職責範疇規則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檢舉制度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薪資報酬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已於 2011 年 8 月 24 日制訂「薪資報酬委員會組

織規程」，並於 2012 年 3 月 21 日由董事會通過設置第一屆薪資報酬委員，委任

委員會成員三人。第三屆任期為 2015 年 7 月 22 日至 2018 年 6 月 7 日，薪資報

酬委員會於 2017 年度計召開 2 次會議，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委員 趙國隆 2 0 100 

委員 潘慧珶 2 0 100 

委員 劉立倫 2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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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風險管理 

 

公司鑑別風險依據各單位權限處理，視實際風險情形，由各事業部總經理開

會討論，如風險影響營運層面，將提報董事會報告。 

 

潛在風險 因應作為 

食安風險 以固定的比率抽驗食材，向供應商採購的食品須有國家級的認證 

員工健康安全 每年固定提供健檢，新進員工於聘任時需健檢後始可上班 

場所環境衛生 定期維護，定期除蟲及滅鼠 

市場風險 

因應少子化的影響，需開拓新的市場，提出文化創新的經營模式，如引

進異業結合活動，面對市場的競爭，拓展新市場客製化服務，如提供整

合包套及精緻服務內容。 

場地多元化運用 
積極開發陌生客群如高階品牌發表、商務會議、高階社團聚會等提供最

優質的國際級場所。開發場地出租例如:記者會、發表會、電視拍攝 

特殊食材 

食材取得除了既有高標準活海鮮外, 更加深化取材於台灣四季海域海鮮

之運用及寶島優質水果入菜變化。在蔬菜上更以高品質的金寶有機蔬菜

為主來提供給消費者更安心的食品衛生。 

少子化缺工風險 
1.調整服務流程，降低服務人力需求 

2.設計獎勵制度，鼓勵介紹同學工作 

競品競爭激烈 

打造消費者心中  第一婚宴領導品牌 

(1) 推出市場破盤喜宴專案晶選好嫁第二桌半價，目的在於刺激來客問詢

量及持續市場聲量。 

(2) 婚紗博覽會: 婚宴銷售展覽參與，創造約 150 組預約參觀名單蒐集。 

(3) 網路平台宣傳: 形象影片規劃及社群平台影音素材，創造 30 支影片。 

新市場開拓 
開發節慶專案：發展一般餐敘，參與旅展尾牙、謝師宴潛在客戶等新市

場經營作為，提升市場能見度。 

品牌深化及識別 
(1) 發展捧花會員制，針對新人舉薦之名單。規劃 VIP 課程活動。刺激準

目標族群品牌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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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婚禮攝影大賽，奠定晶宴婚宴領導地位，邀集優質婚禮攝影及民

眾，舉辦以『晶豔瞬間』為名的攝影比賽及婚攝講座。 

品牌好感度提升 
開設 520 企鵝閃愛行動品牌，舉辦四場實體巡展，其媒體聲量提升，亦

活絡會館空間及人氣。 

 

CH2 創新安心 

2.1 光電產品 

 我們的主要產品為擴散片、反射片、稜鏡片(BEF）裁切印刷加工及複合式光

學模裁切加工。我們採用優於同業之機台設備，印刷技術、產品種類與出貨量名

列業界前茅，且以尺寸精準、交貨穩定及複雜圖案之高掌握度為我們產品特色。 

 

    我們定時更新 REACH(化學品註冊、評估、

授 權 和 限 制 法 規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與 

RoHS(電子電氣設備有害物質限制指令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以確保產

品符合客戶要求與國際規範。另一方面，我們

亦透過客戶要求之供應商自評表，以產品品質、契約審核、設計控制、文件化控

制、供應商品質控制等 14 項評分標準，即時檢視、管理產品品質，以求達到客

戶期望，建立穩健夥伴關係。                                                               

75%

20%

5%

2017年宏森光電銷售市場

中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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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餐飲事業 

晶宴九館品牌特色 

館別 民權館 民生館 新莊館 中和館 府中館 

宴會廳數量/最

大桌數 
5/152 2/73 5/150 3/101 3/93 

 

     

 

     

特色 

各廳均為挑高樓面，氣派

輝煌，展現專業級宴會廳

應有的氣勢，特別引進世

界級音響品牌，搭配陣列

式線性懸吊式喇叭技術，

及最新百萬級視聽影音設

備，配合著各式電腦燈光，

廳內皆為挑高無柱空間，

氣派輝煌，呈現大氣雍容

的雅緻氛圍，一樓以四季

桃花源為空間表現概念，

並特別設計一座戶外證婚

台，落地玻璃帷幕引進自

然光源，展現了透明澄亮

新古典藝術建築標竿，盡

顯文藝復興浪漫風采，佔

地 2000坪的婚宴新地標，

宴會廳以世界級劇院為主

題設計概念，結合人文美

學與建築工藝，挑高 10 米

的豪華接待門廳、宮廷古

中和館設有三個宴會劇

場，分以「雙」、「悅」、

「和」為名，另設有一室內

證婚禮堂，在暈黃色的光

芒照射之下，幸福的樂章

輕揚。戶外景觀區以「綠廊

道」為設計概念，流轉成四

晶宴府中館位於誠品生活

板橋店，共設有三個宴會

劇場。7F《桐劇場》。8F

《丰采劇場》鑽石般的光

束如每段光彩奪目的愛

情。9F《韻劇場》以帷幔

盤據於天，在水晶燈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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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桃園館 新竹館 竹北館 海洋莊園 

宴會廳數量/最大桌數 4/117 2/50 3/75 

1/12 

(海洋莊園宴客型態為一廳，其他

兩廳型態為室內與室外證婚廳，

非宴會場廳) 

 

 

  

 

營造出趣味、歡愉、祝福、

浪漫…的氛圍。 

的視覺饗宴，滿足新人對

婚禮的無限憧憬。B2 則以

古典元素結合劇場表演型

式，華麗劇院般的雙層舞

台區，多媒體現代表現手

法，實現最獨一無二的主

題婚宴。 

典列柱廊道、頂級水晶吊

燈、運用貴族色調的華麗

色澤，勾勒極致奢華的時

尚氛圍，耗資數億的軟、硬

體設備，訓練精良的服務

團隊，只求給予每一對新

人能在婚宴中，留下最甜

蜜美好的記憶。 

季燦爛的幸福花園，而室

內宴會劇場的空間表現概

念，則以表演事件故事為

婚禮主軸，藉由華麗、摩登

感十足的設計手法，將燈

光、影像、人物轉換成劇場

表演型式，實現新人多元

化的婚禮憧憬。 

下，舉行著屬於我倆的幸

福盛宴。天空之城戶外證

婚儀式亭，開闊無頂的設

計讓天光自然灑落，綠意

盎然的草皮，彷彿置身於

私人莊園；在藍天白雲的

映襯之下，YES I DO，允

諾最美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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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晶宴會館中最大的旗艦館且是唯一

獨棟式設計的婚宴會館，以新歐風

的主題，塑造出典雅的浪漫情趣，揉

合了純白色調的元素，呈現新古典

主義的復古氛圍。讓喜宴嶄露不同

主題與風貌。館內除了規劃四個宴

會劇場，也特別設計桃園唯一證婚

廳「沐光教堂」結合木、光、鏡三元

素，梁柱延伸至屋頂，象徵親友們的

祝福以及永恆誓約。舞台中央三個

菱鏡代表『親情』、『友情』及『愛

情』，取意新人在所有親友們面前正

式立下一生誓言！而四個宴會劇場

皆以不同風格呈現，如走歐式典雅

風的「軒劇場」，廳內以含苞待放的

玫瑰做為設計主軸，襯著華麗尊貴

的水晶吊燈，別有雅緻名媛婚禮之

座落於新竹公道五路交流道下

的晶宴新竹館於 2012 年秋天正

式開幕，共有兩個宴會劇場，挑

高六米，廣角跨距，可分別席開

或一體連通，以純淨的嬰兒藍及

耀麗的透明金，重複堆疊轉置為

宴會劇場基底色調，鑄鋼、縵紗、

水晶瑩光，豐聚於天之頂。更於

戶外花圃打造戶外婚禮儀式亭，

在丘比特的祝福之下，搖響幸福

鈴聲，分享幸福的喜悅與悸動，

以鏤空圓弧設計穿引幸福微光，

綠意花園植生傳繹愛情芬芳，歡

慶眷侶廝守永恆。 

竹北館為晶宴品牌中第二個獨棟

式設計會館。外觀以古典風格揉和

當代設計，運用素白石材+直板格

柵，塑造出人文雅緻的意象空間，

呈現新古典主義的復古氛圍。璞、

真、勤三廳可席開 28、19 、16 桌，

通通一廳到底可席開到 79 桌。 

101 北行 45 分，晶宴海洋莊園於

東北角龍洞打造 Taiwan Only 的

海景證婚場地，保留希臘式建築特

色，全區以白藍兩色進行設計，讓

人有置身於國外海邊的視覺享受。

園區內設有永恆之心、海天之戀二

個證婚區及橘戀鄉間宴會劇場，永

恆之心戶外海景證婚儀式亭以象

徵永恆的鑽石為主要設計，環形而

生、共伴而上，仰入天際與之交會；

擁碧海、享藍天，幸福盡入眼前。

海天之戀室內證婚劇場位於室內，

以湛藍羅幔、頂彩為天，交融愛情

圓界；一方空間、祝福無限，盈溢

真實感動。園區內更設有橘戀鄉間

宴會劇場，可作為宴客或派對場地

使用，讓賓客享受幸福的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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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挑高六米的「沐劇場」則採用菱

形、幾何切割等元素，帶出時尚前衛

的新情調；「恆劇場」廳別裝潢為北

歐極簡風，全場無柱視覺一覽無遺，

其場地變化性高；「詠劇場」則以

Tiffany 藍做基調，配上立體鏤空吊

燈，簡約浪漫的風格是不少新娘心

中的首選。 

可享受美食、享受海景。 

 
 

台南擔仔麵三店特色 

館別 台北店 台中店 高雄店 

特色 

位於台灣國際窗口-台北 101 商業大樓 86

樓-全樓層面積 900 坪- 主要客群以商務

及觀光客群為主, 另有提供婚宴及品牌

大型活動的多功能宴客廳。裝潢維持一

貫歐式古典風格, 水晶吊燈及高檔百年

品牌進口餐具等。為一挑高兩層樓(7.5

米)的用餐空間, 更增氣派與華麗風格讓

貴賓如貴族般地享用御膳佳餚。 

地理位置在台中市南屯區餐飲一級商

圈大墩路與公益路口! 總營業面積約

600 坪, 主要經營以商務小吃及小型婚

宴或品牌活動為主。裝潢維持一貫歐式

古典風格, 水晶吊燈及高檔百年品牌進

口餐具等。為一棟三層樓獨立式建築 ,

並備有專屬停車場 。 

地理位置在高雄市苓雅區近高雄文

化館, 總營業面積約有近 1000坪, 主

要經營商務客層及婚宴市場。裝潢維

持一貫歐式古典風格, 水晶吊燈及高

檔百年品牌進口餐具等。唯一獨棟五

層樓高建築, 氣派宴會廳及頂級海鮮

佳餚為其在高強度競爭的高雄市場

立足 20 年的最大利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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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特色菜餚 

 

晶宴會館 

 

 

砂鍋雪蹄土雞湯：嚴選好食材好滋味：原味精燉雞湯，特別使用台灣正土

雞、珍貴金華火腿、豬腳優質食材，熬製高湯精華。 

 

 

砂鍋竹笙靈菇雞湯：選用台灣人最愛溫補烏骨雞，加進竹笙、百靈菇、精

靈菇、杏鮑菇、秀珍菇，讓菇物香氣發散，口感豐富多層次，湯頭鮮美清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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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砂鍋雞湯餐： 

頂級雞湯主鍋 2 選 1+御品菜色 20 選 5 

▲頂級主鍋： 

(1) 雪蹄土雞湯 

(2) 砂鍋竹笙靈菇雞湯 

▲御品菜色：集結冷盤、青菜、海鮮、熱炒 20 道豐富菜色，任選 5 道，

隨餐附酸梅湯、臘味蒸飯及水果。 

 
 

十人砂鍋晶饌宴席 

五福大拼盤(七選五)：海蜇、羊肚絲、烏魚子、肴肉、西芹蘭花蚌、五味

青蛤、牛腱 

頂級主鍋 (三選一)：砂鍋雪蹄土雞、砂鍋竹笙靈菇雞、魚翅佛跳牆 

海鮮珍饌(三選一)：銀絲蒸扇貝、宮廷花雕蝦、橙花骨拼金錢蝦餅 

鮮魚料理(二選一)：冬茸雪花魚、清蒸水上鮮 

香豚料理(二選一)：花菇燒虎掌、法式豬腱骨 

經典主菜(三選一)：碧綠烤方、德國豬腳、義式烤雞 

精選米飯(二選一)：櫻花蝦米糕、蒲燒鰻糯米飯 

時令蔬食(二選一)：瑤柱銀杏時蔬、蟹黃百果時蔬 

晶宴美點(四選二)：奶皇包(甜)、糖藕(甜)、叉燒酥(鹹)、芝麻香蔥餅(鹹) 

和時鮮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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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食鍋 

已燉煮 3 小時以上的鮮湯氣息，加入依不同產地專人照料的大型現撈海鮮，並

搭配台灣在地生產之有機蔬菜及菇菌類，下鍋後釋放出營養，讓活海鮮鍋不只

越煮越有味，更顧及身體健康。活海鮮食材涮過了這湯頭後，不僅口感保留了

肉質結實鮮醇，入口彷彿感受到食材的彈舌鮮活，再搭配特調沾醬，更能激盪

出味蕾的豐富層次感。 

 

德國烤豬腳 

醃漬入味的豬腳，先炸再烤，享用時，除了有酥脆的豬腳外皮、還可享受到鮮

嫩的豬腳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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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花雕蝦 

特選新鮮白蝦川燙，浸泡花雕酒與中藥材，享用時除了有蝦的鮮甜味，還有淡

淡的花雕酒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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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頂鮮特色菜餚 

 

  

台灣烏魚子 人蔘燉雞湯 紅燒魚翅盅 

瑤柱 XO 醬禮盒 魚翅瑤柱佛跳牆 紅燒虎掌會烏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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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感動服務 

晶宴 

 「晶宴會館」為台灣婚宴第一品牌。成立以來，服務超過 100 萬消費人次。

晶宴會館以「劇場式宴會廳」打造獨特空間，秉持「玩婚主義」的品牌精神，由

玩婚設計師團隊，透過訂製婚禮概念，根據新人獨特故事及喜好，運用專業規劃

能力整合內外部資源，為每對新人量身訂製完美婚禮，實現一生幸福的時刻。 

 客戶服務 

 我們秉持顧客至上的精神，並堅信「面對問題是一種態度，處理問題是一種

能力，解決問題是一種力量」，下圖為我們透過落實「承諾」、「熱忱」及「專業」

之服務精神，以期望打造「沒問題 Yes, We Can」正向的企業文化。 

 

短期目標

•穩固市占率：藉著行銷專案與業務

手法，穩定喜宴接單

•提高非喜宴營業額佔比：加強業務

開發，開拓非喜宴商機

中期目標：提升品牌價值

•強化「玩婚主義」品牌精神與「沒

問題 Yes,We Can」的服務文化，奠

定晶宴會館在結婚新人的品牌地位

•婚宴秘書再進化，創造「玩婚設計

師」，強調實現每一組新人的獨特

性，奠定晶宴會館在市場上的領先

地位

長期目標：開拓大陸市場

•開拓大陸地區市場：以大陸地區二、

三線城市為進軍目標，運用大陸地

區的人口紅利，再創營業高峰

婚宴專門，我們專注於婚宴專業

的深耕，並提供整合的宴席服務 

 

熱誠

We are 

Family

專業

Can Do 

Everything

承諾

Yes, I Do

晶宴大家庭，我們

以從事幸福產業為

榮，擁有暖心款待

的服務熱情 

 

我願意，從自己初心

許諾，是對夥伴, 對

新人, 客戶最堅定厚

實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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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致力推動「感動服務」，對於服務品質要求相當高，期透過人員訓練及

標準作業程序，確保每一位客戶的感受與體驗一致，並採用多元客戶溝通工具，

包含用餐 QR Code 問卷、新人婚宴後電子問卷及各店每月進行賓客滿意度分析，

隨時關注客戶從踏入餐廳、消費前後之服務體驗。 

晶宴婚宴客戶服務流程 

 對於客戶申訴，我們建有標準作業程序，於處理當下由現場主管即時處理，

並對於每項客訴、緊急事件進行後續檢討，以確保我們服務品質持續提升、進步，

2017 年客戶於訂席、活動、客服與菜色等申訴共 70 筆，皆已獲得適當回應。 

 
 
 
 
 
 
 
 

 

             

晶宴客訴處理流程 

 

電話聯繫新

人，關心婚

宴籌備狀況

並詢問籌辦

主題婚禮意

願

前3-4個月

約訪新人，

蒐集新人喜

好、交往過

程等設計婚

禮流程素材

前2個月

婚禮流程提

案及確認宴

客桌數、菜

色

前1個月

約訪新人彩

排、測試影

片

前一週

協助新人順

利完成婚宴

當天

客訴 

結案 

現場主管即時 

處理 

電話回報各區域

主管 

客戶滿意 

客戶不滿意 

總公司行銷處理

並持續追蹤 

客戶滿意 

客戶不

滿意 

以貼心服務化解緊急事件案例：餐廳停電事件 

事由：因自來水公司施工導致餐廳停電近半小時 

婚企人員率先請賓客以手機手電筒照明，並帶領賓客玩遊戲，同時服務人員放置

蠟燭、風扇與照明燈，並貼心分送果汁、礦泉水、哈根達斯冰淇淋及水果。歷時

半小時之停電事件結束後，晶宴予以餐費折半之優惠。 

後續檢討：評估購置發電機，然餐廳空間不足，如遇類似情事，則需由現場人員

評估是否繼續喜宴或現場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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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鮮 

 「頂鮮擔仔麵」膳食意境文化，置頂緻鮮的美食殿堂；希望創造台灣高端消

費者享受美食的平台，我們一向為國際觀光饕客指名朝聖的高級餐廳，更常為官

方與民間外國賓客訪台之商務宴客場所。我們亦希望透過臺灣特有之飲食文化與

在地食材，在賓主盡歡之際促進國際交流，讓更多人認識臺灣美食。另一方面，

我們高級海鮮搭配無國界的料理手法，以極致工藝將食材發揮的淋漓盡致，讓客

人用餐不再只是滿足口腹之慾。 

 
 

 
 

頂鮮未來品牌經營規劃 

 
 

重點行銷活動 

 於競爭激烈之婚宴與餐飲市場，我們除了致力打造「玩婚主義」品牌形象及

「沒問題」企業文化，亦鎖定利基行銷市場，期待透過差異化行銷於消費者心中

脫穎而出，新人的伴郎、伴娘是很明確的潛在客戶，目前有成立一個「捧花俱樂

部」，請新人提供他們的伴郎伴娘名單，讓他們加入這個俱樂部，參加俱樂部會

員，除在晶宴下訂喜宴招待主桌一桌免費外，另會不定時舉辦課程、活動，讓這

些會員可以感受到晶宴的服務。 

軟硬體更新

• 建立完整管理規章，各分公司硬體設備及裝修更新，

進行空間整體規畫改善，以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電商平台

發展

•重塑高檔品牌之企業價值， 使頂鮮成為台灣海鮮第一

品牌及顧客滿意度最佳企業

次品牌開發

• 開發次品牌以持續提升經營績效



32 
 

  

主題婚禮攝影 520 企鵝閃愛行動 

  

捧花會員生活節 旅展參與 

 

2017 年集團各餐廳品牌推出行銷活動 

名稱 內容 成效 

晶宴 

520 企鵝閃愛行

動，企鵝四場巡展 

2017 年「企鵝夫婦」作為晶宴會館

的愛情大使，結合了插畫家聯名，分

別於民權、竹北、桃園與中和各館展

開巡迴展覽。 

●展出天數：125 天 

●參訪人數：15,000 人 

●新聞露出：30 則 

●IG、FB 網紅宣傳：28 則 

●部落客：10 則 

婚禮攝影大賽 

徵求在晶宴會館各分館拍攝的作品

投稿，包括各館內外場景之美、新人

的甜蜜時刻、婚宴中的趣事、或是喜

淚交織的動人瞬間，期待更多人透過

鏡頭認識晶宴。  

●專業競賽組參加件數：112 件 

●手機創意組參加件數：119 件 

●新聞露出則數：1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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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展覽 
參與年度旅展 TTE 與 ITF 共二場及

婚紗博覽會三場 

●TTE 旅展：銷售總額總計

1,650,000 元 

●TTE 旅展：共銷售 806 筆，總

額 2,901,500 元  

●婚紗博覽會三場：現場預約參

觀人數達約 150 人。 

會員經營活動 

透過辦理捧花、首座、美妝、甜點、

運動等主題活動共八場，經營會員關

係，並開發潛在客戶。 

●參與人數：154 人 

●2017 年總會員數：2,314 人 

●2017 年結案會員：14 人 

＊捧花會員於 2017 年 3 月開始

推廣，累積未婚會員數為 2314

人，因有提供會員下訂晶宴優惠，

故若下訂晶宴或已婚者視為結案。 

專案推廣 
辦理喜宴專案包含愛在晶日與晶選好嫁，及年度節慶活動包含謝師宴、

春酒尾牙與社團感恩慶。透過結合節慶與融入潛在客戶 

數位行銷 

進行臉書社群管理，並依專案進行

google 關鍵字、聯播網與原生廣告

SEO 搜尋引擎優化 

 於關鍵字專案執行期間，

Google 喜宴品牌關鍵字維

持於搜尋第一頁 

 臉書粉絲數總數：27,807(成

長 4,412 人) 

頂鮮 

百萬會員經營 
異業合作-與頂級信用卡合作推廣規劃百萬會員，目前百萬會員人數共

36 名，提供頂級服務與優惠，吸引高消費族群。 

節慶專案 搭配節慶推出情人節活動、聖誕跨年、母親節與父親節活動專案。 

數位行銷 
透過臉書與官網露出專案、互動類文章與活動訊息，持續維持客戶關

係，與增加品牌曝光。 

海外論壇 

參與第八屆海峽兩岸美食文化交流論壇 

透過兩岸人才互訪、專業的餐飲交流講座，提升兩岸傑出餐飲企業友

誼及兩岸業界也因此活動進行交流與推廣，已成為兩岸美食餐飲界最

隆重的盛事。 

 榮獲雙項金獎殊榮:十大名店以及十大名菜 

 山藥鮭魚卵海膽 獲十大名菜金獎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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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 

贊助裙襬搖搖高爾夫賽外燴 

 電子報導 4 篇 

 相關雜誌 4 篇 

 實體報報紙 2 篇 

 電視直播露出 

店參與「台北美食環遊世界-歐陸風

味嘉年華」活動推出「歐洲風味嘉

年華套餐」 

 台北 101 周年慶活動 DM：

發行 60 萬本 

 台北 101 粉絲專頁宣傳粉

絲：13 萬人次 

 

2.2.2 原物料管理 

 

御頂對於產品的品質管理追求高品質的定位，以安全衛生為最高指標，從源

頭管理開始嚴格安全把關。我們選擇供貨穩定的優質供應商，並皆有國內外產地

證明，於庫存及生產日期尚有嚴格的控管；2017 年度御頂原物料採購尚無使用

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 

 

2.2.3 供應商管理 

為與供應商及新的供應商長期配合，我們透過食材試吃程序、進口廠商須報

稅單、廠商提供食材來源資料及聲明書選擇廠商，有問題之廠商也會主動通知其

下架，目前國外採購多為水產為主。 

御頂亦透過每年定期 1~2 次的評鑑，落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評分制分為甲

/乙/丙/丁三級，若評鑑後列為丙/丁者之廠商，則會降低其供貨量，評鑑內容多

為交貨品質、交期等，評鑑門檻為供貨金額，以主要供應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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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評鑑項目 

 

一、品質評核 

    （40 分） 

1.產品規格是否正確（10 分）  

2.產品數量是否正確（10 分）  

3.產品品質是否符合要求（5 分）  

4.出現不良之後是否有改善（5 分）  

5.外包裝是否完整清潔、標示符合（5 分）  

6.是否夾帶異物（含水量、含沙量、發酵倍數

是否合理）（5 分） 

 

二、交期評核 

    （20 分） 

1.是否準時交貨（10 分）  

2.公司急需時是否準時交貨（5 分）  

3.是否配合指定地點交貨（5 分）  

三、配合度評核 1.不良品之處理是否迅速而徹底（10 分）  

    （20 分） 2.服務態度是否良好（接電話、交貨、送貨

等）（5 分） 

 

3.售後服務是否周到，態度誠懇迅速（5 分）  

四、價格評核 

    （10 分） 

1.價格是否合理（5 分）  

2.價格是否優於同業（5 分）  

五、印象評核 

    （10 分） 

1.採購人員對其廠商主觀印象（5 分）  

2.公司各部門人員是否向採購部抱怨此廠商

（5 分） 

 

總評  合計 

分數 

 

 

評定 

結果 

□甲等級(優先採購） 

備 

註 

總分 91～100 分為甲等級 

□乙等級(一般採購） 總分 71～90 分為乙等級 

總分 61～70 分為丙等級 

總分 60 分以下為丁等級 

 

供應商稽核結果 

2017 年度總共稽核 82 家供應商，稽核比例達 65%，未達 100%是因稽核並

不包含交易數量較少，包材、庶務的供應商；稽核結果評分為甲的共有 55 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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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評分為乙的共有 27 家供應商，評分為丙的共有 0 家供應商，評分為丁的

0 家。 

 

御頂針對各分店實施抽檢稽核，主要包含以下兩大項目： 

 外場：稽核項目包含建築外觀、迎賓大廳、宴會廳、環境衛生(化妝室

清潔)，2017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稽核 1 次，共 2 次 

 廚務：稽核項目包含冰箱溫度(每日檢查)、每日廚務 5S 運動(整理、整

頓、清掃、清潔、教養)、每周截油槽清洗、每周冰箱清洗等 

 

稽核項目 外場稽核 廚務稽核 

分店 上半年合格率 下半年合格率 冰箱溫度 5S 運動 
是否每周 

截油槽清洗 

是否每周

冰箱清洗 

晶宴民權 90% 83% 100% 100% 是 是 

晶宴中和 86%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民生 90%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新莊 90%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府中 90%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桃園 86%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竹北 86%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新竹 86% 90% 100% 100% 是 是 

註：頂鮮因尚未指定檢查人員，由各分店現場主管自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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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部分的食材須於當周就處理完，統一採購送至中和倉庫，再分送至各

分店，與供應商簽定食材數量供應合約，另中西點備有中央廚房，以杜絕即期品。

每年成本逐漸增加，每半年開一次菜單，後續主廚、採購準備備貨流程，若為寒

害的天災尚可因應。2017 年御頂未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 

在地採購比例 

各分店 2015 2016 2017 

晶宴民權 100% 100% 100% 

晶宴中和 100% 100% 100% 

晶宴民生 100% 100% 100% 

晶宴新莊 100% 100% 100% 

晶宴府中 100% 100% 100% 

晶宴桃園 100% 100% 100% 

晶宴竹北 100% 100% 100% 

晶宴新竹 100% 100% 100% 

頂鮮 101 100% 100% 100% 

頂鮮台中 100% 100% 100% 

頂鮮高雄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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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品質管理 

 產品檢驗 

御頂相當重視菜色抽驗，2015-2016 年起建立自主農藥快篩檢驗部門，上午

進行檢驗並產出檢驗報告，產品比率達一半以上皆有檢驗，每個月檢驗樣數超過

250 項。未來規劃由外部第三方進行抽驗，有問題的產品直接換貨或退貨。各項

食材供應商須檢具證明，每半年請供應商提供相關資料： 

- 肉類經供應廠之證明及屠宰證明 

- 乳製品為生產日七到十天內之保存期限 

- 二次加工為半成品者須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 

 

檢驗項目包含： 

自主檢驗所需之監測/檢驗項目：採購研發處設立檢驗室，檢驗人員一名，抽

驗樣數以當日進貨為主，數量盡可能超過 10 項樣品。抽驗項目包含農藥快篩-胺

基甲酸鹽、有機磷；微生物檢驗-總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金黃色葡萄

球菌。 

 
 

 
 

檢驗過程─肉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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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檢測結果農藥快篩共計檢驗 2,658 件，合格 2,638 件，不合格 20

件；微生物共計檢驗 87 件，合格 61 件，不合格 26 件。 

 實驗室相關的投資與支出費用合計新台幣 254,348 元，2017 年度實驗室投

資與支出占營業收入淨額 0.03% 。 

 

 

 
 
 
 
 

 

 

檢驗過程─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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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認證與管理 

認證方面，御頂於 2015 年 10 月取得 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認證，目

前已無展延。 

 作業人員訓練 

御頂依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內部稽核，建立防治措

施之管制界限，進行監測之項目方法頻率及負責人員，矯正之措施，記錄與確認

等項目。 

1. 2015-2016 年我們的主廚藉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班 32 小時、進階班 32

小時的 HACCP 課程，更深入瞭解 HACCP 系統計畫書、產品特性及儲運方

式、產品用途及消費對象、產品製造流程圖、危害分析工作表、重要管制點

判定表、產品 HACCP 計畫表。HACCP 小組成員已有 13 位符合教育訓練時

數並取得相關證照，達成率 100%。其中晶宴小組成員每年需完成 8 小時衛

生講習。 

2. 依循表單規範廚房衛生，參加衛生單位分級計畫輔導(將不定期至各分館評核

衛生項目)  評核項目:從業人員管理、建築設施管理、設備與器具、原物料管

理、製備與品質管制。 

3. 2017 年間未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之情事發生，且未有經證實與侵犯

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的投訴次數。 

御頂認證標章取得之採購比例 

管理系統/標章 晶宴/頂鮮 

CAS 13% 

產銷履歷(TAP) 0% 

HACCP 20% 

ISO 22000 20% 

註：晶宴、頂鮮採購皆由總公司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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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追蹤追溯 

御頂採購之食材如蔬果類主要為在地採購，進口原料則由廠商提供產地，肉

品(雞豬牛羊)須有合格屠宰場認證可由廠商提供，驗收單皆可追溯至上一階廠商。

2017 年度已進行追蹤追溯管理之產品佔所有食品事業產品之比例為 100%。 

CH3 以人為本 

3.1 人力資源現況 

員工為企業經營之本，且員工為第一線提供客戶產品與服務，我們相當重視

提供其一健康、安全之工作環境，並透過師徒傳承、證照補助等作法，期待讓員

工持續成長，同時持續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 

 

  期末仍在職 新進 新進離職 總離職數 新進離職率% 離職率% 

年齡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30以上 135 117 101 88 25 25 49 54 25% 28% 27% 32% 

30~50 91 139 23 44 11 12 38 51 48% 34% 29% 27% 

50以上 41 46 15 12 4 3 11 11 27% 25% 21% 19% 

小計 267 302 139 144 40 43 98 116     

總計 569 172 83 214   

 

御頂集團 2017 年各職級男女比例 

層級 正職 
總計 

性別 女 男 

管理職-理級以上 22 63 85 

中階幹部 59 114 173 

行政人員 29 13 42 

外場職員 137 61 198 

內場職員 7 64 71 

小計 254 315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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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薪酬與福利 

員工福利 

我們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由 2 名資方委員、8 名勞方委員及 1 名當然委員

共 11 名人員組成。每季進行年度計畫，並負責春酒活動、員工旅遊、生日禮金

與急難救助與婚喪喜慶等實施與預算規劃。透過職工福利委員會我們致力於提供

給員工優於同業之薪酬福利，希望員工能生活無虞，並於競爭激烈的餐飲就業市

場中，提供優於同業之薪資，延攬人才，創造低流動率，我們提供之福利如下： 

1. 健檢：員工(含後勤)一年一次的健檢。 

2. 團體保險：提供員工團體保險及 100 萬意外險，並投保雇主責任險補強。 

3. 結婚禮金：提供員工本人與子女結婚禮金。 

4. 生日禮金：提供員工生日禮金。 

5. 休假：配合政策落實一例一休規範，員工每年休息 116 天。 

6. 提供暢通的勞資溝通管道員工可透過自評進行申訴/溝通，人資處後續進行

訪談。 

 

 

3.3 人才培育發展 

人才培育 

為了提供客戶高品質、一致的服務體驗，我們相當重視內、外場人員之教育

訓練，並以師徒、在職訓練為主，由前輩帶領新進人員的方式，使員工身歷現場

學習，累積實戰經驗。2017 年度御頂全體員工教育訓練的時數統計如下，其中每

位員工的平均訓練時數為 2.48 小時。 

2017 年御頂員工教育訓練時數(小時) 

員工類別 男 女 合計 

管理階層 174 278 452 

基層人員 297 660 957 

總計 471 938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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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不同性別及員工類別的平均教育訓練時數 

每名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2.48 

每名女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3.51 

每名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1.56 

管理階層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5.32 

基層人員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1.98 

註：管理階層為含理級以上人員、基層人員為理級以下人員   

2017 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列表 

課程名稱 課程數量 總訓練時數 訓練人次 

Facebook 精準行銷術程課 1 28 4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訓練 1 63 3 

北海道修學旅行 1 760 19 

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初訓 1 84 2 

防火管理人員-初訓 1 24 2 

防火管理人員-複訓 1 18 3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初訓 1 108 6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複訓 1 12 4 

飛肯-CSS 語法 div 版面設計專修班 1 24 1 

國內修學旅行-Coach 修學旅行 1 240 10 

資訊 CSS3 視覺及動態特效應用班 1 48 2 

總訓練時數 1,409 

總訓練費用 51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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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第一線面對客戶之外場人員，我們由餐飲部主管設計基礎與進階

訓練項目，明確表列各職務應受訓內容，於訓練完成後將受主管考核。並提供在

職人員進階訓練，以小班教學方式進行專業訓練，期提供員工持續學習成長機會。 

 

御頂為了完善人才培育的各環節，除了上述的各種訓練外，也制定了個訓練

後的檢核表，更近一步了解員工在人才培育與訓練的過程中，能力與經驗是否有

得到真正的提升，檢核的方式多元，包含筆試、口試、實戰演練等，藉此機制，

深入了解不同服務專業中，員工在哪些項目中較為缺乏或者不熟悉，作為未來調

整訓練內容的參考依據。 

 

產學合作 

我們參與政府就業啟航 800 萬補助計畫，積極與國內各大專院校進行產學

合作，期待透過讓學生提前體驗職場，培育其工作實戰能力，為其職涯發展提前

作準備，2017 年度共投入新台幣 905,28 元。另一方面，我們亦密切與學校配合，

每三個月人資便安排人力進行學生訪談，適時關心實習生，了解其工作狀況，並

視情形進行人力調配，以確保其工作分配適切性。 

 

2017 年御頂產學合作實行情形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投入經費 參與人數 

實習專案 

大學生實習專案-德明 25,000 1 

大學生實習專案-致理 120,000 5 

以「訓練進度管制

表」方式，律定各

職務的訓練項目，

由各館主管依照管

制表所列項目實施

訓練及驗證。

基礎訓練

以小班教學方式，

篩選約30人做專業

課程訓練，上完課

後再利用各館月會

時間做簡報。

進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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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專案 三三輪調建教生-三信 420,180 20 

建教專案 三三輪調建教生-莊敬 189,081 9 

建教專案 三三輪調建教生-仰德 42,018 2 

建教專案 三三輪調建教生-開明 88,000 4 

階梯專案 階梯式建教生-復華 21,009 1 

 

   

 

 

績效考評 

針對御頂所有的員工，我們每 6 個月進行一次績效考評，內容包含初評與複

評，初評人為受評者的直屬主管，複評者則為受評者的部門主管，按照不同職務

內容分成：後勤、行銷企劃、中控、客服、婚訂、婚訂新人、廚務、廚務洗滌等

共分成十二種，評估的項目包含(依照不同的職務，各項目之評估內容有所不同)： 

 

 學習潛力  創意貢獻  團隊精神  人格素養 

 工作態度與

操守 
 專業知識  工作執行力 

 溝通與協調

能力 

 責任感  成本意識  向心力 領導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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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新進人員在試用期 3 個月的表現，我們透過「新進人員試用評核

表」來進行評估其是否適任，按照不同職務內容分成：中控、客服、訂席、婚企、

廚務五種，評估的項目包含： 

 

 學習潛力  工作能力  團隊精神  服裝儀容 

 工作態度  專業知識  迎賓禮儀  食品安全 

 品德操守  溝通協調  工作品質  表達能力 

 責任感  工作執行力  創造能力  企業認同 

 

3.4 職場安全環境 

 

御頂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定「勞工安全衛生作業規定」，以管理及確

保職場的環境安全，其內容包含各單位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各部門主管以及現場

作業人員對於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的權責劃分、設備維護與檢查的規範、勞安

教育訓練、急救與搶救、防護設施之準備維護與使用、事故通報與報告的相關規

範與措施。 

 

緊急事故的通報程序 

 

御頂的各營業單位均配置具備合格證照之防火管理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與急救人員，且依據「勞工安全衛生作業規定」每月進行設備之維護與檢

查，並針對緊急事故的應變處理、消防、急救常識與防護設備的使用進行教育訓

練，以確實讓每一位員工和顧客都能享有安全無虞的環境。 

 

事故發生

依據勞工安

全衛生作業

規定進行應

變措施

立即通報主

管、現場負

責人、勞安

人員及所有

相關人員

如為重大職

災，8小時

內通報勞檢

機構

事後調查與

分析，擬定

因應對策及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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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針對設備擺放、環境清潔與衛生等項目進行環境安全檢查，各項目

如右圖，各表單皆上簽至主管，每個月追蹤改善情形，後續表單蒐集送至教育訓

練課，已針對重大缺失進行員工訓練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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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御頂員工工傷情形 

性別 男 女 

員工人數 315 254 

受傷人數 1 2 

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0 0 

工傷原因 上班不慎滑倒 
1.下班時遭車子小撞 

2.上班時雨天騎車滑倒 

2017 年工作日數 249 249 

總出勤日數 141,681 141,681 

缺勤天數(公傷假) 30 14 

缺勤天數 

(含生理假&病假) 
37.5 88 (10.5(生)+77.5(病)) 

總缺勤天數 67.5 102 

缺勤率(AR) 0.03% 0.06% 

職業病比率(ODR) 0 0 

損失天數比率(LDR) 5.3 2.5 

1.缺勤率(AR)：指實際缺勤日占同一時期內應上工日的百分比。 

2.失能傷害頻率（FR）：失能傷害人次數×106/總經歷工時。（小數點以下三位不計）。 

3.失能傷害嚴重率（SR）：總損失工作日數×106/總經歷工時（小數點以下不計）。 

4.職業病發生率(ODR)：報告期間內，職業病相對於所有勞動力總工作時間的發生頻率。 

5.損失日數比例(LDR)：將職業事故和受職業疾病影響之勞動者無法從事工作的時間表達。

即總損失日數與報告期內預計總勞動時數相比為此比率：總損失工作日( 天) X 200,000 / 

總經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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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綠色環境 

4.1 環境管理 

餐飲業主要用電來源為照明、空調與冷氣，廢棄物則以廢油、廚餘為主，我

們竭力於不犧牲客戶服務體驗及感受之前提下，於營運過程中落實節能、省水與

減廢。 

 

御頂環境管理主要做法 

 

• 設置攔渣槽、儲油槽

• 採用合格回收廠商，並

依法每月申報登錄

廢水廢棄物

• 宣導同仁節電

• 非營業時間關燈、關空

調

• 會館置換LED燈

能源與水資源

• 會館採用省水馬桶、感

應式水龍頭

• 倡導同仁節水

水資源

• 台北頂鮮採用101要求

使用環保油漆、防火建

材

• 設備節能與能效為採購

之第二順位考量

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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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分離、攔渣槽 

 

 

省水馬桶 感應式水龍頭 

  

會館置換 LED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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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源與水資源管理 

我們為響應政府環保政策並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生態環境之企業社會責任，

然為維護顧客服務品質，我們目前尚未積極管控用電與用水情形，僅透過員工於

非營運時間隨手關燈，及倡導節約用電用水等行為改善方式，逐步降低營運用水

用電，後續亦將評估節能用具替換等積極做法，以進一步降低能耗與營運成本。 

2017 年大量裝設 LED 燈具後，電力使用共 5,323,217 度，較 2016 年大幅下降。 

 

2017 年御頂各館能源使用情形註 
 能源種類 單位 2016 2017 

晶宴民權館 
電力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天然氣 度 80,173 86,330 

晶宴民生館 
電力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天然氣 度 100,261 80,729 

晶宴新莊館 
電力 度 963,520 986,240 

天然氣 度 85,860 76,670 

晶宴中和館 
電力 度 707,200 636,600 

天然氣 度 62,535 50,090 

晶宴府中館 
電力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天然氣 度 46,462 48,215 

晶宴桃園館 
電力 度 1,461,640 1,134,160 

天然氣 度 83,564 80,083 

晶宴新竹館 
電力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天然氣 度 41,480 41,358 

晶宴竹北館 
電力 度 1,308,400 1,005,217 

天然氣 度 40,107 51,193 

頂鮮台北店 
電力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天然氣 度 163,087 138,194 

頂鮮台中店 
電力 度 1,130,000 970,760 

天然氣 度 194,387 159,931 

頂鮮高雄店 
電力 度 653,840 590,240 

天然氣 度 121,773 100,818 

註：因晶宴民權館、民生館、府中館、新竹館及頂鮮台北店為於承租大樓，每月繳納電費皆依承

租坪數平均分攤，無法取得本公司實際用電度數。 

 



52 
 

 

註：本表僅計算 2016 與 2017 年天然氣與電力使用之碳排放，電力排放係數為依據 106 年度能源局公告

電力排放係數 0.554 公斤 CO2e/度；天然氣排放係數為依據溫是企業排放係數管理表 6.0 版天然氣排放

係數 1.879 公噸 CO2 e/千立方公尺 

4.3 廢水與廢棄物管理  

餐飲業之廢棄物以廢油、廚餘為主，我們各廳廚房皆設有油水分離槽、攔渣

槽、儲油槽與濾網，並採用合格廠商進行廢油與廚餘之回收，依法留存三聯單，

每月申報登錄。其餘廢棄物則以生活垃圾為主，我們皆教育員工確實進行分類回

收，以期逐步達垃圾減量之效。 

 

2017 年御頂各館垃圾處理量 

 寶特瓶(kg) 紙類(kg) 鋁罐(kg) 廢油 廚餘 生活垃圾清運費用 

晶宴民權館 360 4,000 360 1.714 8.75 192,000 

晶宴民生館 360 3,000 360 1.186 13.15 132,300 

晶宴新莊館 480 4,000 360 2.737 16.7 326,616 

晶宴中和館 360 3,000 240 1.655 1.381 169,224 

晶宴府中館 180 1,000 96 1.054 3.1 大樓統一處理 

晶宴桃園館 480 3,000 180 0.051 3.8 180,000 

晶宴新竹館 180 1,000 96 0.148 16.7 大樓統一處理 

晶宴竹北館 180 1,000 96 0.356 24.8 192,000 

頂鮮台北店 60 1,200 120 3.717 50.6 大樓統一處理 

頂鮮台中店 36 2,400 120 2.576 9.6 504,000 

頂鮮高雄店 24 1,800 60 2.688 4.8 403,200 

5,364,424 

4,665,737 

御頂品牌餐廳電力碳排情形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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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5 社會參與 

 

 我們深知企業分享與回饋社會之重要性，秉持著手心向下的信念，各事業

部皆相當重視社會參與，也鼓勵同仁與工作之餘投入公益活動，各事業部除了

各自發揮其影響力外，也時常共同舉辦各式活動。 

 我們於婚宴、尾牙、畢業聚餐中參與每一位顧客人生最幸福之時刻，因此

我們是為賓客創造並帶來幸福的企業。我們相當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關懷弱勢

並回饋社會是我們長期的志業。 

 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信念，用愛護自己孩子的心，愛護更多需要

幫助的孩子，以實際的行動長期支持基督教芥菜種會，除了贊助育幼院餐會，

也提供美味的餐點並協助舉辦募款餐會、員工聖誕禮物募集以及其他的募款行

動。除此之外，我們集團響應推廣全民運動，積極參與各項公益路跑活動，鼓

勵全體員工養成運動好習慣。 

 

一、2017「芥菜種會福利園區」興建慈善餐會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專案成果 

2017「芥菜種

會福利園區」

興建慈善餐會 

御頂集團與長期合作的基督教芥菜種會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舉辦募款餐會，御頂集團以

半價提供高品質之晚宴共 25 桌，共贊助餐費

金額：137,500 元，並派遣集團成員前往參與，

長官也於餐會中致詞。 

贊助餐費：137,500 元 

用餐賓客：約 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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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關渡宮公益路跑活動 

三、2017 聖誕公益活動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專案成果 

2017 關渡宮

公益路跑活動 

我們於 2017 年 12 月 2 號贊助第四屆關渡宮公益

路跑活動，於現場擺設一個攤位供晶宴會館進行

活動推廣，並提供 500 份贈品作為路跑完賽禮，

同時現場串聯 FB 活動做品牌推廣。總計投入活

動費用：完賽贈品、文宣製作及現場攝影費用總

計：28,775 元；另外也派遣集團員工擔任工作人

員 2 人，且也鼓勵員工參與路跑，總計參與路跑

活動人數 10 人。 

除了以上的推廣活動，現場另外設有一個攤位供

頂鮮擔仔麵進行活動推廣，並且提供 500 份贈品

作為完賽禮。 

品牌曝光：活動文宣

及活動現場 

網路效益：Facebook

臉書活動獲得數百位

網友熱烈回響，觸及

人數也多達 2,199 人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專案成果 

2017  

聖誕公益活動 

御頂於 2017 年 12 月再次攜手基督教芥菜種

會，邀請同仁們一起做愛心化身為聖誕燭光天

使，一起點亮孩子的聖誕奇蹟！  

 總參與同仁：68 人 

 總禮物募集：86 份 

 投入經費 9,7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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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舞春打包、餐餐惜福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專案成果 

2017 

「舞春打包•

餐餐惜福」暨

新北市食材登

錄平台成果發

表 

為推廣惜食理念及新北市辦理食材登錄平臺

成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邀請所轄已完成食材

登錄並取得衛生分級評核優級標章之 20 桌以

上宴席餐廳，配合惜食活動展示菜色及宣示惜

食口號，消費者於指定活動期間至餐廳用餐可

透過桌牌展示進行「食材登錄平台」查詢及登

錄「新北惜食分享網」網站，將打包菜或空桌

空盤用餐完照片拍照上傳打卡並公開分享，即

可獲得限量宣導品或餐廳提供之優惠。 

 晶宴會館新北三館

皆以完成新北市政

府「食材登錄平

台」登錄 

 於會館上架新北惜

食文宣，並，登錄

「新北惜食分享

網」網站 

 宴席餐點打包服務

持續進行，響應公

部門活動，肯定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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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GRI 索引及食品業加強揭露項目彙總表 

「*」為重大考量面 

 

一、一般標準揭露 
類別 編號 指標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策略與分析 

核心 G4-1 
組織的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略的永

續性之相關聲明 
經營者的話 4   

全面 G4-2 描述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4 風險管理 18  

組織概況 

核心 G4-3 企業的名稱 1.1 關於御頂國際 9   

核心 G4-4 主要品牌、產品和服務 1.1 關於御頂國際 9   

核心 G4-5 企業總部所在位置 關於報告書 2   

核心 G4-6 公司營運所在國家數及國家名 1.1 關於御頂國際 9   

核心 G4-7 所有權性質與法律形式 1.2 財務績效 15   

核心 G4-8 提供服務的市場 
2.1 光電產品 

2.2 餐飲事業 

19 

20 
  

核心 G4-9 報告公司之規模 

1.2 財務績效 

2.1 光電產品 

2.2 餐飲事業 

3.1 人力資源現況 

15 

20-26 

41 

  

核心 G4-10 員工組成簡介 3.1 人力資源現況 41   

核心 G4-11 受勞資雙方共同協議保障之員工比例 3.1 人力資源現況 41  

核心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2.2.3 供應商管理 34   

核心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架構、所有權或

供應鏈之任何重要改變 
1.1 關於御頂國際 9   

核心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之預警方針或原

則 
1.4 風險管理 18   

核心 G4-15 

列出經公司簽署或認可，由外部產生發

起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憲章、原則或其他

倡議 

- N/A 
未簽署相關憲章、原則

或倡議 

核心 G4-16 
列出公司參與協會（如商業協會），和全

國或國際性擁護機構的會員資格 
1.1 關於御頂國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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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指標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核心 G4-17 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所包含的實體 1.2 財務績效 15   

核心 G4-18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19 列出所鑑別的所有重大考量面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

考量面上的邊界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

考量面上的邊界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2 
報告在以前報告中所提供資訊任何重編

的影響及重編原因 
- N/A 無資訊重編之情形 

核心 G4-23 
報告與前個報告期在範圍和考量面邊界

的顯著改變 
- N/A 

本報告為御頂第一本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利害關係人議合 

核心 G4-24 利害關係人列表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5 鑑別和選擇利害關係人的基礎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6 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法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核心 G4-27 

利害關係人參與所提出之關鍵議題和關

注事項，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題

和關注事項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報告書基本資料 

核心 G4-28 報告期間 關於報告書 2   

核心 G4-29 最近一次報告的日期 - N/A 
本報告為御頂第一本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核心 G4-30 報告週期 關於報告書 2   

核心 G4-31 針對報告書及其內容有問題時的聯絡人 關於報告書 3   

核心 G4-32 報告之" 依循選項" 及外部查證 關於報告書 3   

核心 G4-33 
對本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的政策和現行作

法 
關於報告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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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指標說明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治理 

核心 G4-34 

組織的治理架構，包括最高治理單位的

委員會/鑑別任何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

擊負有決策責任之委員會 

1.3 公司治理 16   

倫理與誠信 

核心 G4-56 
組織的價值觀、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如行為準則與道德守則 
1.3 公司治理 16   

 

二、特定標準揭露 

 

考量面 編號 指標內容 對應章節 頁碼 備註 

*經濟績效 

G4-DMA 管理方針 1.2 財務績效 

15~16 

  

G4-EC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

接經濟價值 
1.2 財務績效   

*環境法規遵循 
G4-DMA 管理方針 4.1 環境管理 

49 
  

G4-EN29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4.1 環境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G4-DMA 管理方針 3.4 職業安全環境  46   

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

傷類別、工傷頻率、職業

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

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

故總數 

3.4 職業安全環境 48   

*員工訓練與發

展 

G4-DMA 管理方針 3.3 人力培育發展 

42 

  

G4-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

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3.3 人力培育發展   

*勞資 

溝通 

G4-DMA 管理方針 3.2 薪酬與福利 

42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

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

實務申訴的數量 

3.2 薪酬與福利   

*顧客的健康與

安全 

G4-DMA 管理方針 2.2.4 品質管理 

38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

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

和服務類別之比例 
2.2.4 品質管理 

  

G4-PR2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

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

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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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法規和自願性準則

的事件總數 

*顧客隱私 

G4-DMA 管理方針 2.2.4 品質管理 

38 

  

G4-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

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

的投訴次數 

2.2.4 品質管理   

 

二、食品加工業補充指標 
指標 說明 章節 頁碼 

一 

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品質而針對從業人員，作業場所，

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進行評估和改進所應享之主

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 

2.2.3 供應商管理 36、40 

二 
上市公司應遵循之食品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及上市公司違

反上述法規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2.2.4 品質管理 40 

三 
上市公司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佔整體採

購之百分比 
採購比例為 0% 37 

四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可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

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2.2.4 品質管理 40 

五 
上市公司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之家數及百分比、稽核項目及

結果 
2.2.3 供應商管理 35~36 

六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進行產品追訴與追蹤管理之

情形及相關產品占所有產品百分比 

2.2.4 品質管理 

2.2.5 追蹤追溯 
41 

七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設置食品安全實驗室之情形、

測試項目、測試結果、相關支出及其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

比 

2.2.4 品質管理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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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確信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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