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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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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本報告為御頂第四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資訊

揭露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來每年定期發行一次，下次出版日期預計為

2022 年 9 月。

為完整揭露我們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流程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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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GRI）GRI準則彙編，

依循其「核心」選項揭露，並於全文最後提供 GRI

準則指標對照表供索引參考。

本 報 告 書 係 參 考 全 球 報 告 倡 議 組 織

(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GRI)GRI 準則指引，

依循「核心」選項及食品加工行業類別補充指標

(G4SectorDisclosures–FoodProcessing)， 並 參

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

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編製，

報告書完成後委託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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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報告針對確信標的的資訊執行有限確信

程序，詳本報告書第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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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鮮台南擔仔麵（DingXian）」、「晶

宴會館（AmazingHall）」、「法覓（Fourmi）」、

「晶粵軒（KingofDimsum）」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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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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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宴則希望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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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為御頂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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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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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晶宴婚宴會館 9 間、法

覓咖啡館 2 間、頂鮮台南擔仔麵 3 店及晶粵軒港式

飲茶。

本報告書所有資料與數據，由集團同仁成立企業社

會責任專案小組，負責進行會議討論、問券設計、

資料分析及彙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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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間與周期 編輯原則

確信

報告範疇

資料與數據品質管理

聯絡單位
地址 :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51 號 2 樓之 3
電話 :02-22266277
聯絡人 : 童鈺惠財務長
Email:top-investors@toplusglobal.com
註 :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宏森光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於 2018 年 7 月更名。 上一發行本 :2020 年 09 月發行

現行發行本 :2021 年 09 月發行



經營者的話

去年 2020 年全球面臨 Covid-19 新冠病毒的肆虐，幾乎所有產業都遭

受莫大的衝擊，公司也不斷提出各種開源、節流的因應措施，未料去

年年底部桃事件擴散，今年疫情一路升溫加劇導致雙北防疫警號到三

級，面對日趨嚴峻的經營環境，本公司始終堅持初衷，為顧客提供更

好的餐飲品質與服務，繼續堅守崗位用心經營。

自去年爆發疫情以來首重企業經營，因唯有做好營運方能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更要求與專注做好永續治理、安心食品、友善環境、幸福職場、

社會經營等五項目標；並落實食安第一、顧客至上、在地食材、健康

美味、永續經營、愛護地球、以人為本、愛護員工的企業理念！

雖大環境仍十分艱困，仍以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為經營方針，持續

挑選台灣在地品質優良的供應商外，堅持採購台灣在地農漁業者用心

生產的食材；同時強化內部組織優化，以利發掘人才、培育人才；激

勵同仁發揮潛能的同時亦尊重每位夥伴，強化團隊氛圍，互相學習成

長讓每一位工作夥伴對工作與生活保持熱情與初衷，能將這份溫暖帶

到家庭與社會的每個角落溫暖整個社會。

世界與台灣因疫情已產生巨大的環境與生活變化，本公司仍將已成為

顧客心中最好餐廳，不斷精進內外場餐飲及服務品質，準確掌握每一

處環節、細心觀察每一位顧客的需要，以熱忱適時帶來最真切的感動，

以真心讓顧客認同御頂旗下的「頂鮮台南擔仔麵與晶宴會館」是無可

取代的最優質餐飲品牌，我們也將因應疫情所帶來的劇變，做好「創

新思維、順勢而為」的方向邁進！

「企業永續發展
     創新求變新餐飲」

20
years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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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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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出九大

利害關係人族群，分別是員工、股東 / 投資人、社區居

民、政府機關、供應商、媒體 /廣告單位、學校 /大學、

消費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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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議合程序

御頂永續議題蒐集依據 GRI 準則考量面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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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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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份有效問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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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大議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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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檢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議合溝通情形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溝通方式 (頻率 )

員工
●女男同酬●員工訓練與發展
●勞資溝通●強迫與強制勞動
●職業健康安全

●店主管會議 (晶宴 2次 /月、頂鮮 1次 /月 )●經營會議 (每週 )
●視員工需求辦理個別面談 (不定期 )●勞資會議 (每季 )
●各項制度、辦法及獎懲異動 (隨時 )●公告 (隨時 )
●內部 E-mail、員工信箱設置

股東 /投資人
●風險管理●間接經濟影響
●供應商管理●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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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 /不定期 )

社區居民
●環境法規遵循●水資源管理
●品質管理●顧客健康與安全
●社區發展計劃

●電話、與現場溝通 (不定期 )
●發布 CSR
●網頁聯絡方式

政府機關
●採購實務●永續產品與服務
●強迫與強制勞動●政策與法規遵循

●官方網站訊息 (即時 )
●政府競賽活動 (不定期 )

供應商
●風險管理●供應鏈管理
●採購實務●品質管理

● Email、會議、電話與傳真
(不定期與即時溝通以掌握市場先知與成本管控 )
●定期與不定期拜訪 (隨時 )
●透過供應商評核制度了解供應狀況，即時給予輔導

媒體/廣告單位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顧客隱私 
●行銷溝通●政策與法規遵循

●記者參訪 (不定期 )● FB
●官方網站訊息 (即時 )

學校 /大學
●採購實務●員工訓練與發展
●強迫與強制勞動●品質管理

●書面、e-mail 與電話 (不定期 )
●參加廠商說明會 (一年 2次 )

消費者
●採購實務●顧客隱私 
●品質管理●顧客健康與安全

●喜宴未下訂客戶 (不定期 )●客戶滿意度調查表
●喜宴已下訂客戶 (4 次以上 /場喜宴 )●網頁聯絡方式與留言
●電話、Email 與現場溝通●一般商務客戶 (依需求進行報價溝通 )

其他
●採購實務●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顧客隱私●品質管理

●複合身分以上溝通方式皆存在

經回收內部主管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問卷有效問卷共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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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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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關係人議合象限圖
矩陣圖中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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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軸代表的則是利害
關係人關注程度，而關注點落在淺橘色的部分的是公司內部和利害關係人都認為是重大性的
議題。

代號
公司
營運人

利害
關係人

風險管理 A 265 684
間接經濟影響 B 135 715
環境法規遵循 C 227 716
產品與服務創新 D 237 687
經營績效 E 320 727
供應鏈管理 F 181 718
採購實務 G 192 748
水資源管理 H 128 653
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I 149 682
員工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J 185 676
氣候變遷因應及能源管理 K 93 630
產品與服務標示 L 163 666
永續產品與服務 M 228 690
女男同酬 N 152 696
員工訓練與發展 O 222 699
勞資溝通 P 226 698
強迫與強制勞動 Q 88 692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R 211 702
職業健康安全 S 258 717
顧客隱私 T 179 744
品質管理 U 265 746
顧客健康與安全 V 228 742
社區發展計劃 W 78 618
行銷溝通 X 196 676
政策與法規遵循 Y 269 641
平平均均中中心心點點 119955 669944..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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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議合結果
2020 年御頂內部營運衝擊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問卷分析結

果如上圖，我們篩選出前 8 大議題，進行本年度報告書

揭露，分別為 (1) 經營績效、(2) 環境法規遵循、(3) 員

工訓練與發展、(4)勞資溝通、(5)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6) 職業健康安全、(7) 品質管理、(8) 顧客健康與安全。

A. 風險管理 B. 間接經濟影響 E. 經營績效

經濟面議題

C. 環境法規遵循 H. 水資源管理

I. 廢污水及廢棄物管理

K. 氣候變遷因應及能源管理

環境面議題

D. 產品與服務創新 F. 供應鏈管理

G. 採購實務 J. 員工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L. 產品與服務標示 M. 永續產品與服務

N. 女男同酬 O. 員工訓練與發展 P. 勞資溝通

Q. 強迫與強制勞動 R.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S. 職業健康安全 T. 顧客隱私 U. 品質管理

V. 顧客健康與安全 W. 社區發展計劃

X. 行銷溝通 Y. 政策與法規遵循

社會面議題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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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重大主題價值鏈邊界

永續面向 御頂重大性議題 GRI 準則編號 GRI 準則標題 對應章節 公司本體 投資人 供應商 消費者

經濟面議題 經營績效 201 經濟績效 1-2 財務績效 V O

環境面議 環境法規遵循 307
有關環境保護
的法規遵循

4-1 環境管理 V O

社會面議題

員工訓練與發展 404 訓練與教育 3-3 人才培育發展 V O

勞資溝通 401 勞雇關係 3-1 人力資源 V O

客戶關係建立及維護 無對應指標 2-2 感動服務 V O V

職業健康安全 403 職業安全衛生 3-4 職場安全環境 V O

品質管理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2-5 品質管理 V O V V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2-5 品質管理 V O V

我們希望透過重大性及系統性的分析，鑑別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永續議題，作為報告書資訊
揭露的參考基礎，2020 年前八大議題揭露情形如下表：



1-1
關於御頂國際

關於御頂國際
9 月完成公司設立登記事宜 5月新竹宏森取得 ISO-9000 品質認證 1月蘇州宏茂取得 ISO-9000 品質認證

12 月新竹竹北宏森建廠完成，正式量產 12 月蘇州宏茂建廠完成，正式量產 7月核准公開發行

9月正式登錄成為興櫃公司

7月通過上櫃審議委員會及OTC 董事會

8月取得 ISO-14000 認證

10 月股票上櫃代號 :3522

3 月修訂「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7月晶宴生活會館併入集團

1月「御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與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7 月「頂鮮擔仔麵股份有限公司」與 

　「頂鮮一零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1月台灣廠產線裁撤，宏森定位為營運總部

11 月頂鮮 101( 台南擔仔麵 )

台北、台中、高雄店併入集團

7月改名「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月成立審計委員會

11 月成立「晶饗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2007 2017 2018 2019 202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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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得獎事蹟

御頂國際

世界華人企業家聯合會全球（FWCE)

御頂國際

2020.09 世界華人傑出企業家李日東董事長

御頂集團李日東董事長

榮獲 2020 年世界華人傑出企業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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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得獎事蹟

晶宴會館 2020 年

於菜色、人才培育、環境保護等，參與多項評鑑獲得優良獎項。

2020 第十屆中華美食文化國際交流論壇

2020 亞太年度優質餐飲連鎖品牌

亞太年度十大名菜點法式羊小排

亞太年度十大名廚許晉旺主廚

2020 台北市商業會「第 74 屆商人節」

優良商行

2020 中華民國經濟部「109 年度商業服務業」

節能減碳示範廠商

2020 晶宴會館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第四屆菁業獎及青鳥展翅獎」菁業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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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得獎事蹟

晶宴會館 2020 年

於菜色、人才培育、環境保護等，參與多項評鑑獲得優良獎項。

2019 第九屆海峽兩岸美食文化年度金獎

「年度優質餐飲連鎖品牌 -晶宴會館」

「兩岸十大名廚 -黃彬雄」

「兩岸十大名菜 -宮廷花雕蝦」

2017 新北市政府「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最高級優等」

新北市政府「20 桌以上筵席餐廳衛生安全品質提升 

計畫」

2016 台北市政府「食在安心餐飲衛生管理分級優等」 

桃園市政府「金牌好店」認證

2015 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認證 (HACCP)」台　 

　　　北市政府「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認證優選」

2014 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認證 (HACCP)」

　　　新北市政府「20 桌以上筵席餐廳衛生安全品質提升　

　　計畫」新北市政府「食在安心餐廳」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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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頂鮮台南擔仔麵 2020 年

於菜色、人才培育、環境保護等，參與多項評鑑獲得

優良獎項。

2020 第十屆中華美食文化國際交流論壇

亞太年度十大名店

亞太年度十大名廚蔡宗霖主廚

亞太年度十大名菜點昆布上湯鮮龍蝦

亞太年度十大伴手禮

2020 中華民國經濟部商業司經典臺菜餐廳

台北 101 店台中店高雄店

2020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第四屆菁業獎及青鳥展翅獎」菁業獎

得獎事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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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得獎事蹟

頂鮮台南擔仔麵 2020 年

於菜色、人才培育、環境保護等，

參與多項評鑑獲得優良獎項。

2019 第九屆海峽兩岸美食文化年度金獎

「兩岸十大名廚」、「兩岸十大名菜」「年度優質餐飲連鎖品牌」

2018 市府推薦台菜餐廳

2016-2018 攜程美食林

2016 獲 HopeTrip 專業旅遊網入選為台北 101 美食餐廳推薦

2015 國家優良商品金牌獎

2014-2018 中國回教協會「穆斯林友善餐廳」認證

2014 台灣餐館評鑑獲優質餐館

2013 第 15 屆金峰獎傑出企業獎、最佳產品獎

2013 第 11 屆金炬獎績優企業獎、績優商品獎

2013 台灣餐館評鑑獲優質餐館

2012-2018 海峽兩岸美食文化論壇金獎

2012 台灣美食月網路票選「十大人氣餐廳」

2012-2017 國家玉山獎

2011 金點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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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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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改名為御頂國際，目前旗下以「頂鮮台南擔仔麵（DingX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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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更多元的服務內容，

並預計擴點開發國內市場。

御頂公司已為控股公司，未來規劃以母公司為創投公司投資各子公司，讓基層一線員工、店

長、主廚、總經理到董事長等高階主管依比例分享利潤分紅與入股，凝聚向心力，落實幸福

企業照顧每一位員工，進而協助員工達到工作與生活平衡，並將此理念深耕企業社會責任。

御頂國際集團將持續以穩健踏實的經營方式，善盡企業永續發展之責，珍惜食糧、善用食材、

感恩土地的使命，在滿足口腹之慾和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繼續在食材的選擇上均遵守此

標準，如鵝肝和鴨肝選擇自然飼養不強迫餵食；另魚子醬選擇用人工飼養的鱘魚做成，避免

破壞野生鱘魚的生態，而且同一樣食材盡量物盡其用，從頭用到尾絕不浪費，將料理的美味

能與保護自然生態同時兼顧，引領台灣餐飲業者配合政府政策力行減塑、節能、愛台灣，並

以做為台灣餐飲業的翹楚代表為己任，為台灣、為地球做好每一件好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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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御頂國際

御頂集團公司概況

協會名稱 參加身分

台灣婚宴文創產業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會員

公司名稱 :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OPLUSGLOBALCO.,LTD)
股權狀況 /市場別 : 證劵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之上櫃公司
成立時間 :2001 年 9月 26 日
資本額 : 新台幣 726,000 仟元
總資產 : 新台幣 2,994,449 仟元
董事長 : 李日東
員工人數 :453 人
企業總部 :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51 號 2樓之 3
註 : 上述資料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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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服務內容
關於御頂國際

頂鮮
台南擔仔麵

32.9%

晶宴會館 

66.8%
其他

0.3%

營收占比

頂鮮台南擔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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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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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粵軒港式飲茶
以招牌朝聖片皮鴨、經典粵菜料理和豐富港式茶點，

打造雲林正港飲茶餐廳！以精緻平價港點吸客，主打

現點現做，為北港朝聖必訪人氣港式餐廳。

法覓咖啡館
華麗挑高的裝潢，超美的燈墜吊飾猶如星空般耀眼

奪目。餐點的種類有早午餐、披薩、沙拉、炸物，

也有主餐像是米食類、義大利麵、燉飯等。

營收占比

17



18

1-2
財務績效

轉投資資訊

御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頂鮮擔仔麵

股份有限公司

100%

晶宴生活創意

股份有限公司

100%

晶饗餐飲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7%

轉投資事業 股數 ( 仟股 ) 持股比例

頂鮮擔仔麵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00%

晶宴生活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2.273 100%

晶饗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70 67%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仟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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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頂國際近三年合併財務績效

年度 2018 2019 2020

營業收入 1,479,321 1,182,789 969,474

營業成本 -781,092 -545,361 -493,171

營業費用 -811,695 -788,861 -738,27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4,615 -37,974 -207,890

稅前損益 31,149 -189,407 -469,860

稅後損益 24,494 -179,201 -441,219

其他綜合損益 19,138 1,569 -28,726

每股盈餘 0.32 -2.52 -6.19

每股淨值 20.15 18.07 11.65

流動比率 % 114.75 46.49 35.51

速動比率 % 107.62 42.72 32.1

利息保障倍數 5.45 -5.67 -15.5

員工薪資與福利 426,165 391,355 347,502

股利 0 0 0

支付之所得稅 22,136 9,356 3

本公司 2020 年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441,219 仟元，每股稅後淨利 -6.19 元。就「晶

宴會館」而言，2020 年喜宴收入相較去年度下降 19.74%，因近年婚宴及餐飲事業

受疫情衝擊甚鉅，依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20 年國人結婚對數共計 12.1

萬對，較 2019 年減少 9.5％，為近 10 年來新低。社會晚婚與不婚的趨勢亦日益

明顯，據市場調查，2019 年已出現小型婚宴會館停業或轉手的情況。

依照人口結構在結婚對數上成長機會不大，但是隨著經濟發展，追求自我的觀念

盛行，因此公司在婚宴市場上提供更多的附加價值與產品，提高婚宴市場的競爭

力，吸引結婚者選擇公司所提供服務與產品，所謂「玩婚主義」，公司有著專業

的婚禮企劃團隊，配合新人想要的主題設計，營造浪漫與趣味的專屬婚宴，透過

會場布置、婚宴小禮物、婚禮攝影、新娘秘書、創意喜帖等等，讓新人有著別出

心裁的客製化婚宴。

就「頂鮮擔仔麵」而言，本公司於 2020 年整體收入相較去年度下降 23.21%。

本公司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之影響，本公司為國際旅客及商務團體

取消或延後行程，致 2020 年營業收入大幅下降，雖然國內疫情趨緩且政府陸續

政策鬆綁，各國仍採取封閉式管理，全球經濟情勢持續緊縮，消費型態亦發生轉

變，惟隨疫情趨緩及政策鬆綁，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四季營收已漸轉好，預期

營運將逐漸恢復正常。

公司始終以經營高級海鮮料理餐廳，提供高級活海鮮料理及道地台式經典小吃，

獨具魅力之特色頂級餐廳，有著精緻體貼的桌邊服務與創新中西合璧料理研究，

致力獲得餐飲界最高標準「米其林餐飲指南餐廳」，持續與政府或相關單位共同

推動兩岸美食文化，建立商情戰略室，同時藉由電子商務平台合作，加強口碑推

廣，利用網路社群行銷平台如 FB、Line 及網路定位系統，引導年輕客群等。

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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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股比例
財務績效

人數 持有股數

72,600,00017,084

2021 年 04 月 03 日
單位：人；股；%

股東結構 /數量 人數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數

個人 16,958 87.43% 63,475,858
外國機構及外國人 16 0.19% 139,009

其他法人 110 12.38% 8,9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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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治理架構

總經理室
、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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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運作
公司治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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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維護股東權益承諾上，已增加和董事會的溝通頻率，並要求

管理層全力配合與落實執行審計委員與獨立董事的建議方針，

隨時讓董事們查核公司每一細項管理報表，熟知公司執行細則

與各項費用支出，以維護御頂股東權益。

本公司依公司章程規定設置董事5席，其中包含2席獨立董事，

分別由財會、商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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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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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計召開董事會

7次，平均出席率為 95%。

董事席次

5

7

95%

召開次數

平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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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公司治理

職稱 姓名 性別 國籍
年齡 (歲 ) 2020 年董事會

50-59 60-69 實際出席 委託出席 出席率

董事長 李日東 男 中華民國 V 7 0 100%

董事 顏裕昌 男 中華民國 V 7 0 100%

董事 林景崧 男 中華民國 V 7 0 100%

獨立董事 許天祥 男 中華民國 V 7 0 100%

獨立董事 張皇珍 女 中華民國 V 7 0 100%

獨立董事 張實美 男 中華民國 V 3 0 100%

註：張實美於 2020.05.31 辭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23



24

1-3
公司治理

 重要公司治理規章
名稱 內容

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章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健全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本規程依「股票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訂定。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章
審計委員會制度是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為監督公司的會計、財務報告以及公司會計報表的
審計，審計委員會作為董事會中的一支獨立的財務力量，它強化了註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加強了公司財務
報告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為建立本集團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漏，並確保本集團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
性與正確性，特制定本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依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之營運所在地相關法令，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為建立本公司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提供其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參考架構，特訂定本守則。

道德行為準則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本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本
準則，以資遵循。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制定本實務守則，以資遵循。

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公司治理及獨立董事制度，使獨立董事對董事會及公司營運發揮其功能，爰參考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董事會議事規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
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股東會議事規則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
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董事選任程序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公司章程 是公司的自治法規，它規範了公司組織、活動、內部管理規則及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為保障投資、落實資訊公開、加強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管理， 特訂定本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本準則規定辦理。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相關規定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為保障資產，落實資訊公開，茲建立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制度，凡從事該類交易，均依本程序之
規定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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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功能性委員會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主任委員 許天祥 7 0 100%

委員 張皇珍 7 0 100%

委員 張實美 3 0 100%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主任委員 張實美 4 0 100%

委員 張皇珍 4 0 100%

委員 許天祥 4 0 100%

審計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已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制訂「審計委員會組

織規程」，並於2018年 6月 15日由董事會通過設置第一屆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成員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第一屆審計委員會委員之任期屆

滿日與本屆董事相同，任期為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21 年 6 月 6 日，可

有效監督財報並提昇內控制度品質，且獨立董事各具不同領域專業背景，

可有效辨認風險、監督管理。審計委員會於 2020 年度計召開 7 次會議，

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註：張實美 2020.05.31 辭任

薪酬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已於 2011 年 8 月 24 日制訂「功能委員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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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成員三人。第四屆任期為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21 年 6

月 6 日。負責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

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2. 定期評估並審核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2020 年度計召開 4次會議，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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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進修情形
公司治理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李日東

109/09/21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高峰
論壇

3小時

109/12/11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審委會系列課程】審計委員會進階實
務分享 -併購審議與董事責任

3小時

法人董事

代表人
顏裕昌

109/10/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 ( 含獨立 ) 暨公司治理主
管實務研習班

12 小時

109/10/28

法人董事

代表人
林景崧

109/12/1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企業財務報表舞弊案例探討 3小時

109/12/16
企業併購過程之人力資源與併購整合議
題探討

3小時

獨立董事 張皇珍

109/10/16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0 年上櫃公司治理與企業誠信董監事
宣導會

3小時

109/12/11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審委會系列課程】審計委員會進階實
務分享 -併購審議與董事責任

3小時

獨立董事 許天祥

109/09/21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
高峰論壇

3小時

109/10/27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ESG 發展趨勢與社會責任投資 (SRI)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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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經理人及稽核主管進修時數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總經理 顏裕昌

109/10/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 ( 含獨立 ) 暨公司治理主管實務
研習班

12 小時

109/10/28

副總經理 林建勝 109/07/30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資訊安全與查核實務 3小時

財務
主管
、
公司
治理
主管

童鈺惠

109/08/24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宣導說明會 3小時

109/10/16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0 年上櫃公司治理與企業誠信董監事宣導
會

3小時

109/10/30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審委會系列課程】審計委員會如何落實財報
審查

3小時

109/11/26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倫理道德與稽核加值服務實務 3小時

109/12/0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企業併購實務分享 -以敵意併購為中心 3小時

會計

主管
劉紘任

109/10/1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

發行人證劵商證劵交易所會計主管初任進修班 30 小時

109/10/21

稽核

主管
徐兼惠

109/03/25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製造業資材體系查核實務篇 6小時

109/07/30 資訊安全與查核實務 3小時

109/08/25 集團子公司監理及實例分享 3小時

109/10/07 財務分析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6小時

109/11/26 倫理道德與稽核加值服務實務 3小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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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風險管理

主要風險管理
在風險與危機管理上，除要求管理階層積極解決問題，更需重視發現問題與預防問題發生，降低風險與危機，讓企業營運更能朝正向發展。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應變，在初期即與團隊「超前部署」，加強員工健康與衛生和執行各項防疫工作，也透過政府與協會資源取得足量口罩供員工使用，確保員

工及顧客安全，並拍攝防疫服務影片讓消費者安心用餐；同時內部管理會議採視訊與即時通訊軟體執行公務！本次疫情衝擊是阻力也是助力，公司在未來將加速

推進數位化作業系統，提升企業營運績效。

御頂集團為確保風險管理之完整性，母公司及各子公司皆包含於範圍內，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各階層員工共同參與風險管理的執行。稽核室定期執行各項

稽核作業，以確保各單位風險管理制度有效運作。

在考量內、外部各項風險下，本公司主要風險管理如下：

風險類型 重要風險事項 管控風險方式

營運風險

供應鏈風險

1. 落實供應商管理、採購管理及各項評核機制。

2. 與供應商建理良好互動，成為長期合作之夥伴。

3. 定期盤點以確認庫存之合理性。

食安風險
1. 落實食材溯源管理。

2. 強化員工對於食品安全衛生的觀念。

勞動力短缺風險
1. 增加產學合作以提供長期穩定的人力需求。

2. 加強訓練以降低人員流動。

財務風險
重大投資、資金調度

、成本管控

1. 依據各項法令及市場之變化，定期分析評估各項相關之風險，

提出建議並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

市場風險 市場同業競爭
1. 打造消費者心中  第一婚宴領導品牌。

2. 透過策略會議進行檢討與調整。

環境風險

職業健康安全
1. 員工定期健康檢查。

2. 強化員工對於職業安全的觀念。

消防及建築物

安全風險

1. 配合當地消防單位進行消防實地演練。

2. 定期消防檢查與新人訓練。

3. 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

4. 使用防火建材。

環保
1. 嚴選合格之廢油、廚餘回收廠商。

2. 資源回收再利用、節約能源。



2-1

御頂國際集團台灣各營業據點

法覓

咖啡館
２間

新莊、

新竹店

頂鮮

台南

擔仔麵

３間
台北、台中、

高雄店

晶宴

會館
９間

新竹、竹北、

御豐、桃園、

民權、民生、

新莊、中和、

府中

晶饗

餐飲
１間

晶粵軒港式飲茶

朝聖酒店宴會廳

 晶宴新莊館
 晶宴中和館
 晶宴府中館
 法覓咖啡館新莊店

 頂鮮高雄店

 頂鮮台中店

新竹市
 晶宴桃園館

台北市

 晶宴民權館
 晶宴民生館
 頂鮮台北店
 晶宴桔雅館

(預計)

馬祖

金門

澎湖

 晶宴新竹館
 晶宴竹北館
 晶宴御豐館
 法覓咖啡館新竹店

 晶粵軒港式
飲茶

桃園市

台中市

新北市

雲林縣

高雄市

御頂國際集團台灣各營業據點
餐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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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餐飲事業

關於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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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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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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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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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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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事業

各館介紹 - 晶宴會館

晶宴民權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5廳 /147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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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趣味、歡愉、祝福、

浪漫…的氛圍。

晶宴民生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2廳 /73 桌

廳內挑高無柱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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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特別設計戶外證婚台，

落地玻璃帷幕引進自然光源，展現透明澄

亮的視覺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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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宴新莊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5廳 /142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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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以世界級劇院為設計概念，結合人文美

學與建築工藝，挑高 10米豪華接待門廳、

宮廷古典列柱廊道、頂級水晶吊燈、貴族

色調的華麗色澤，勾勒極致奢華的時尚氛

圍，耗資數億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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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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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各館介紹 - 晶宴會館

晶宴中和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3廳 /101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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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宴府中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3廳 /93 桌

晶宴府中館位於誠品生活板橋店，共設有

三個婚宴劇場。9F《韻劇場》場地以帷幔

盤據於天，在水晶燈照射下，舉行著屬於

我倆的幸福盛宴。戶外露台證婚儀式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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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的天空底下，YES,IDO，允諾最美的

誓言。

晶宴桃園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4廳 /117 桌

晶宴會館最大的旗艦館，以新歐風主題，

塑造出典雅的浪漫情趣，揉合了純白色調

元素，呈現新古典主義復古氛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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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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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各館介紹 - 晶宴會館

晶宴新竹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2廳 /50 桌

共有兩個婚宴劇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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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宴竹北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3廳 /75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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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石材、格柵、黑鐵、清玻砌出低調奢華

的空間風格。璞、真、勤三廳可席開 32、

25、20桌，通通一廳到底可席開到79桌。

晶宴御豐館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3廳 /89 桌

全館設有 3 個宴會劇場，全區以現代時尚

設計貫穿全場，「璀燦劇場」與「綺麗劇

場」以明亮輝煌的金色為主色，象徵婚禮

為一生最重要的時刻，取自日文美麗寓

意，祝福完成婚姻大事的新人擁有無與倫

比的婚禮；「星辰劇場」以典雅的珊瑚橘

輝映著湛藍主色，寓意璀璨燈光如繁星閃

爍，帶給新人最經典恆久的婚禮，讓參與

的賓客留下深刻印象。

2-1

33



34

餐飲事業

關於頂鮮

源自於 1958 年台灣最頂級新鮮的海鮮餐廳 -『頂鮮餐

廳』，一貫歐式皇家典雅裝潢，搭配進口水晶燈及歐陸

百年典藏級餐具，呈現優雅舒適用餐空間，餐點專營高

級海鮮料理及台灣傳統各式小吃，在料理技藝上更融合

台式、日式、港式及法式等國的技藝手法，替料理增添

豐富的創意及食材元素。主要嚴選極頂級活海鮮料理，

講究現場即時烹調，精緻細膩的服務品質及創新研發料

理的精神，成立以來不斷創造台式美食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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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經營規劃

01

02

03

04

國際顧客開發

頂鮮台北店廣受旅客、旅行團矚目，

整合品牌及異業資源，於陸客團減

少情形下，開發日本、韓國、東南

亞諸國及歐美國家等，對於客源開

發已有亮眼成績。

台灣美食國際化

頂鮮朝國際化，將台灣美食融入多

國料理技藝，呈現創新與創意，並

開發頂級觀光團客，並已獲取穆斯

林認證，更將米其林認證設為目標，

以國際美食高度吸引外來客，提升

頂鮮品牌知名度。

軟硬體更新

餐廳軟硬體更新，重塑餐廳風格，

打造國際頂級設備與視覺，更將婚

宴廳重新打造呈現維多利亞風格，

吸引國際人士的青睞及讚賞。

電商平台發展

電子商務平台發展，線上線下顧客

互導，隨著消費習慣演變，網羅品

牌特色商品透過網購、東森購物等

廣告促售，並增加顧客品牌記憶，

進而引導顧客至頂鮮餐廳用餐。

餐飲事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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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頂鮮台南擔仔麵展望計畫

營運計畫：
婚宴市場切入 (餐飲、地理優勢 )

米其林主廚結合 (高檔食材創意料理佈局 )

時尚精品異業合作 (名品發表會 /VIP 聚會 )

品牌宣傳：
101 唯一高空婚禮 (好婚專案及廣告 )

米其林私廚菜單 (國際商務 /旅客必訪名店 )

國際名品發表會 (國際精品首選 )

展望目標：
國際米其林必訪名店 (頂鮮台北 101)

時尚國際潮流會所 (頂鮮台北 101)

完美婚禮首推 (頂鮮台北 101)

評估分析：
1. 以近期婚宴評估，切入此市場宣傳與廣

告。

(以現況婚禮場地詢問度每月均有30-50筆，

結合行銷曝光可達 2-3 倍成長。

2. 頂鮮與日本、香港知名米其林主廚團隊

保有良好關係，定期指導與合作開發新菜單

與菜色，並完善餐飲服務列入「國際米其林

餐飲指標」。

3. 由時下知名時尚 CEO 廣宣操作，結合國

際名品與品牌活動交流與合作，促使頂鮮與

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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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頂鮮台北店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1廳 /26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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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鮮台中店

宴會廳數量 /最大桌數為 4廳 /110 桌

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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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鮮高雄店

宴會廳數量 / 最大桌數為 3 廳 /100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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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館介紹 - 頂鮮台南擔仔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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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關於晶粵軒

御頂集團旗下晶饗餐飲公司以「晶粵軒港

式飲茶」進駐雲林朝聖酒店，以餐飲為核

心整合餐飲、婚宴及包廂服務，打造雲林

地區指標餐飲品牌。36 道精緻平價港點吸

客，主打主廚現點現做，主廚更以正宗粵

菜口味結合在地農產，將北港麻油、花生

等入菜，讓晶粵軒料理增添獨有雲林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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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各館介紹 - 晶粵軒港式飲茶

晶粵軒港式飲茶

朝聖酒店宴會廳
「晶粵軒」以招牌朝聖片皮鴨、經典粵

菜料理和豐富港式茶點，打造雲林正港

飲茶餐廳！主打現點現做，平價精緻港

點吸客，以港式料理結合雲林在地文化

特色，將北港麻油花生入菜，為北港朝

聖必訪人氣港式餐廳。設有七間豪華獨

立包廂，華麗用餐環境提供桌菜、套

餐、專人服務及伴唱設備，無論是家庭

聚餐、朋友聚會或宴請貴賓皆是最佳首

選，給您最頂級的 VIP 服務。

朝聖酒店身為全台最神氣的酒店，由晶

饗餐飲顧問團隊進駐經營，以晶宴團隊

為基礎，提供典雅瑰麗的婚宴場地、精

湛的廚藝料理及頂級影音設備，打造雲

林最頂級宴會廳，給雲嘉新人最專業宴

席服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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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法覓咖啡館

fourmicafé
取義法文『螞蟻』之意命名音同

『forme』甜甜蜜蜜我們自稱螞

蟻人代表對甜點熱愛

期待來到這裡能放下腳步

品嚐香醇咖啡及手作甜點

感受當下的閒適自在

創造專屬的甜蜜時光

品牌標語『Perfectforme』

『我要的完美』是一個信念

停留在當下時間寵愛自己

是對美好生活追求與展現

各館介紹 - 法覓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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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喜宴菜餚

婚宴同時也代表著兩人的幸福出發點，讓我

們幫您寫下最棒的開始，晶宴每道菜色的食

材都經過精心挑選，廚師們全心全意用味蕾

把關您的料理，試著讓不同年齡的賓客都能

有最好的享用體驗。

晶宴特色菜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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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事業

晶宴特色菜餚

宮廷花雕蝦

『2019 年獲得第九屆海峽兩岸美食文

化年度金獎「兩岸十大名菜」』

特選無毒養殖白蝦，浸泡紹興酒及特選

中藥材 24 小時，做工繁複，入口感受

到蝦的鲜甜彈牙，淡淡的酒香及藥材香

撲鼻而來，吃上一回，這飽富濃都香醇

的滋味令人難以忘懷。

法式羊小排

2020 年亞太年度十大名菜點

『深入人心的老饕級美味』

特選羔羊羊排，浸泡獨家蔬果汁兩天去

除羊羶味，烘烤熟成，讓羊排口感更臻

軟嫩好入口。淋上特製的法式的紅酒醬

汁，帶有酸甜滋味，更令人吮指回味

海陸蝦霸鍋

豪華再升級，新鮮澎湃的海鮮拼盤加上

頂級牛豬雙拼肉盤。

海鮮控、肉控的最佳選擇，大口吃海

鮮、大口吃肉，啤酒喝到 High，晶宴

再加碼龍蝦一隻變三隻今夏到晶宴吃鍋

最霸氣！

海鮮砂粥鍋

潮汕特色砂鍋粥，採用飽滿的特選米並

用砂鍋烹調，搭配新鮮澎湃的海鮮還有

豐富的配料，滋味更加鮮美，能將食材

的精華跟香氣都鎖進粥底內，入口便感

受得到鮮美滑順的口感，且富有飽足

感。砂鍋粥不僅美味，保留食材的營養

精華，在乍暖還寒之際，除了能大飽口

福外，輕鬆養生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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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鮮特色菜餚
餐飲事業

昆布上湯鮮龍蝦

2020 亞太年度十大名菜點

『2019 年獲得第九屆海峽兩岸美食文

化年度金獎「兩岸十大名菜」』

特選無毒養殖白蝦，浸泡紹興酒及特選

中藥材 24 小時，做工繁複，入口感受

到蝦的鲜甜彈牙，淡淡的酒香及藥材香

撲鼻而來，吃上一回，這飽富濃都香醇

的滋味令人難以忘懷。

松露煎干貝佐魚子醬

最新鮮的嫩煎生食級干貝，高蛋白低脂

肪，富含多種營養成份。豐厚肥碩的生

食級干貝吃起來大口飽滿，是老饕愛不

釋手的經典美味。

烹製出食材鮮甜美味，肉質緊實黑松露

醬與加拿大鮭魚卵，搭配生食級干貝鮮

甜味，珠圓鮮香彈口，體驗海鮮美味。

頂鮮椒麻麵

2020 亞太年度十大伴手禮

年度盛會中華美食文化國際論壇進入第

十一屆，睽違已久的年度美食文化盛

會，頂鮮台南擔仔麵暨去年榮獲四金殊

榮，今年再度榮獲美食文化論壇肯定

「亞太十大名菜點-瑤柱傳香佛跳牆」、

「亞太十大伴手禮 -頂鮮椒麻麵」雙雙

入圍獲獎，感謝國人舉薦肯定 !

法式天空下午茶

以 86 樓獨特環景視野，由行政總主廚

及知名法式甜品師共同操刀，將午後時

光獻給最懂得享受的賓客，細緻品嚐甜

品同時，享受環台廣闊美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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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片皮鴨

人氣菜色，試營運期間已銷售破百隻，

嚴選宜蘭櫻桃鴨，以秘方醃製、明爐烘

烤，鴨皮油亮酥脆，再搭配餅皮、蔥

段、甜麵醬及清爽水果共食，感受烤鴨

皮脆、肉嫩的豐富口感。

香煎蘿蔔糕

濃濃油蔥的香氣吃下去很涮嘴欸，香酥

內軟。

小豬流沙包

可愛的小豬造型用筷子戳進去就能流沙

鼻涕，又能療癒心情，不僅好吃又好

玩。

韭黃鮮蝦腸粉

外皮軟嫩中又帶點 Q度，裡頭包裹著韭

黃與鮮蝦，入口時韭黃的清香腸粉的外

皮軟嫩中又帶點 Q度，裡頭包裹著韭黃

與飽滿的鮮蝦。

晶粵軒特色菜餚
餐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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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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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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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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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an」正向的企業文化。

Professional（CanDoEverything）
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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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ise（Yes,　IDo）
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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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ate（Weare　Family）
熱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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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前 3-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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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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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 1 個月
婚禮流程提案及確認

宴客桌數、菜色

４.前 1週
約訪新人彩排、測試

影片

5. 當天
協助新人順利完成婚

宴

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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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客訴處理流程

注重隱私保護，嚴格要求同仁任何涉及顧客隱私

資料須以最嚴謹的態度面對，以避免個資外洩。

2020 年未發生因洩露顧客隱私而產生糾紛或申

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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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客戶於訂席、活動、客服與菜色等申訴共 41 筆，

皆已獲得適當回應。

客戶客訴

回報各區
域主管

現場主管
即時處理

結案

總公司行
銷處理並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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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以積極態度化解緊急
事件案例

事由：
新人表示服務生上紅酒速度怠慢，且有位服務生趁賓客上洗手間亂翻皮包；有

一桌未開席而打包，因無使用果汁與紅酒，覺得不應再收一成服務費。

處理方式：
回覆 LINE 向新人致歉，解釋當時客人出去送客拍照，服務生以為客人未帶走，

所以才會動到客人包包。另外招待紅酒兩瓶。

感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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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晶宴銷售系列活動

1.2020 年共參加三場大型婚禮博覽會，其中「婚禮玩很大」與華人婚禮黃頁合作於新莊館自辦，

「臺灣婚博展 (臺北場 )」、「台北國際婚紗展」為政府主辦活動。

2. 大型外燴：2020/12/29 桃園館受長庚大學委託，舉辦超過百桌的暮年晚會。

3. 婚科影片：推出以「婚禮科普」的系列影片，目前共有四支，提供給新人做婚禮籌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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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晶宴銷售系列活動

彌月油飯禮盒

以婚宴菜色糯米飯為概念，

推出同是有祝福意味的彌月

油飯禮盒，共有兩種口味，

獨特三杯雞腿口味及獨家紅

蟳口味，並以太星願為設計

概念，受到不少準爸媽的青

睞。

私廚餐盒

因應疫情爆發，晶宴會館推

出副品牌「晶宴私廚」，研

發出健康餐盒提供訂購外帶，

並與 UBEREATS 做短期合作。

晶宴商城

2020 年中秋節推出「晶宴情

酥」禮盒，以中秋送禮給對

方表達情意為設計概念，禮

盒裡包含芋心情酥及鳳心情

酥。

雙醬禮盒

2020年底推出「雙醬禮盒」，

裡面包含兩罐醬料，櫻花蝦

XO 醬級洋蔥麻辣醬，可當成

年節送禮或商務送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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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晶宴外部行銷合作

華劇
「跟鯊魚接吻」

2020 年共與兩齣三立華劇合

作。「跟鯊魚接吻」合作兩

次場地拍攝，分別於桃園館

與中和館。「廢財闖天關」

合作一次於中和館場地拍攝。

綜藝節目
「綜藝三國智」

2020 年與台視綜藝節目「綜

藝三國智」合作兩次場地拍

攝，分別於桃園館與中和館。

「486 團購」直播
「吃飯大哥大」

486 直播合作：晶宴私廚餐盒

與知名的電商品牌「486 團

購」推出的直播節目「吃飯

大哥大」合作，藉以推廣餐

盒。

「社團領袖總會」
贊助私廚餐盒

社團領袖合作：與「社團領

袖總會」合作，贊助 200 份

私廚餐盒於社團研討會供團

員食用，合作目的為促使並

提升私廚品牌於社團間的能

見度與宣傳，增加館別營業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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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頂鮮台南擔仔麵形象推廣

鬧著玩節目拍

是由「食尚玩家」主持人另闢新

型街頭 Youtube 影集，以知名主

持人浩角翔起等人操作，並配合

節目效果將頂鮮台北店之特色、

料理食材、精緻餐食等特色於節

目中宣傳，吸引美食顧客群眾。

經典臺菜美食展

2020經濟部舉辦「優質台菜徵選」

活動，頂鮮三店雙雙入圍優選店

家，頂鮮台南擔仔麵於百家台菜

品牌中角逐出眾，榮獲代表之一，

並巡迴台中、高雄舉辦當地美食

展推廣品牌宣傳及形象曝光。

經典電影「孤味」

結合台灣時下風靡之經典電影

「孤味」，片中名作「台南府城

蝦捲」，頂鮮藉由電影高知名度，

合作票房破億記者會之贊助廠

商，藉此將頂鮮名菜「脆皮鮮蝦

捲」廣告置入令粉絲擴散宣傳，

達品牌形象曝光之效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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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頂鮮台南擔仔麵防疫措施

名廚外燴到府服務

名廚外燴到府服務，由榮獲 2020 十大名廚親自到府下廚，

體驗在家高品質精緻料理及專人服務，令頂級 VIP 顧客防疫

也享有高品質料理美味。

結合外送平台

Uber 外送合作，因應疫情影響結合龍頭品牌 Uber 平台，將

頂鮮特色料理，規劃個人、小家庭外送餐食，於疫情中將美

味精緻化，並以高使用率之外送平台接單外送，替品牌宣傳

並提升業外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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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頂鮮台南擔仔麵防疫措施

直播節目
疫情不出門，主廚線上開賣料理，線

上提供粉絲專屬優惠，下訂立即送到

府，將美味完整原味的令顧客嚐鮮，

直播內容為主廚料理教學、生鮮食材

的挑選、美味料理訂購銷售。

防疫影片拍攝
疫情開始，每個環節都需要嚴格執

行，並讓顧客瞭解並信任，頂鮮的用

心服務與環境保障，處處用心提供高

品質用餐環境，令顧客享有最好的餐

飲服務。

精緻餐盒服務
外帶外送將料理餐盒化，主攻商務上

班族，將新鮮食材及美味濃縮於餐盒

中，僅需要百元優惠即可吃到頂鮮私

廚美味，開賣期間私廚餐盒均銷售一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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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專案銷售活動

精緻海鮮鍋饌

頂鮮新型態鍋饌服務，將國人喜好飲

食火鍋導入頂鮮，並以特色海鮮食材

規劃特色鍋物，主打新鮮現撈龍蝦、

處女蟳、南非鮑魚，享受著在高空雲

端吃火鍋的體驗。

振興票券專案

疫情期間與 MOMO 購物平台合作，疫情

期間品牌受疫情影響，並以振興超殺

滿千送千專案與把 3,000 變 6,000 超

值美食餐券優惠，回饋給粉絲，享有

美味午餐及下午茶，刺激國人用餐消

費回流。

十萬好禮專案

將品牌旗下資源回饋給新人，在下訂

結婚時，頂鮮一手包辦結婚宴客、文

定儀式，並回饋價值 10 萬元蜜月機票

及包套內容，令新人感受最高禮遇。

101 高空跨年

主打頂鮮台北店 86 樓特色環景空間，

一生一次的跨年約會浪漫時刻首選，

在台灣的制高餐廳品嚐美食，坐覽百

萬夜空中的美景，等待倒數時刻千萬

煙火齊放時，創造完美的深刻回憶。

感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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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服務

頂鮮商城

中秋節

頂鮮鳳梨酥選用台灣特有土鳳梨

及知名甜點店共同開發，將其內

餡酸甜滋味與中式餅皮香酥融合

一體，並以頂鮮台菜精神台灣味，

於線上銷售。

端午節

頂鮮熱銷瑤柱福臨小湘粽，堪稱

頂鮮台南擔仔麵創始特色粽，每

年端午熱銷破 10 萬顆，廣受東森

電視購物、線上商城平台好評，

網友購買後佳評如潮，也有一批

忠實粉絲經常回頭購買當伴手

禮。

伴手禮

頂鮮線上商城 2020 新開發特色商

品，招牌台南擔仔麵、辣拌麵為

冷凍鮮食，取其麵體及拌醬精華，

主廚再開發有著香、麻、辣、酸

多層次口感的常溫乾拌麵，搶攻

乾拌麵市場，並有四入禮盒設計，

精緻環保設計大受粉絲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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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採購

2020 年度原物料採購

皆依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作業執行

採購單位定期維護供應商之基本資料及對市場行情資訊保持敏銳度，

每半年對供應商進行檢核，評鑑項目包含品質、交期、交易金額單價…

等，做好供應商評鑑作業。

每日對於冷藏、冷凍溫度進行控管，食材經過品質檢驗後立刻依各品

項分別入庫，保持食材新鮮度。

統計近期食品業者反映的作業與管理困擾整理出相關數據，發現因為

營運成長、轉型與食安法規要求而產生資訊系統重購或建置的需求，

尤其以多通路管理、食品追蹤追溯、作業管控、成本分析等相關議題

最受重視，並列入 IT 建置首要改善的重點。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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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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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物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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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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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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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進口報關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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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亦透過每年定期

評鑑，落實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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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評鑑項目與結果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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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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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配合度評核（20 分）

1. 不良品之處理是否迅速而徹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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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備註

1. 總分 91 ～ 100 分為甲等級

2. 總分 71 ～ 90 分為乙等級

3. 總分 61 ～ 70 分為丙等級

4. 總分 60 分以下為丁等級

5. 甲等級 ( 優先採購 )

6. 乙等級 ( 一般採購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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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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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管理

2-4

2020 年度總共稽核 156 家供應商，交易往來供應商家數共 240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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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家供應商，評分為乙的共有 114 家供應商，評分為丙的共有 1 家供應商，評分為丁的 0 家。



供應商管理

各分店抽檢稽核
抽檢稽核主要包含以下兩大項目：
1. 外場：每月稽核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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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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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頂鮮因尚未指定檢查人員，由各分店現場主管自行管理。

稽核項目 外場稽核 廚務稽核

分店 月平均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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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100% 100% 是 是

晶宴中和 90% 100% 100% 是 是

晶宴民生 86% 100% 100% 是 是

晶宴新莊 83% 100% 100% 是 是

晶宴府中 88% 100% 100% 是 是

晶宴桃園 87% 100% 100% 是 是

晶宴竹北 85% 100% 100% 是 是

晶宴新竹 90% 100% 100% 是 是

晶宴御豐 92% 100% 100% 是 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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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御頂國際採購之食材如蔬果類主要為在地採購，進口原料則

由貿易廠商提供產地，目前國外採購多以水產為主，肉品 ( 雞

豬牛羊 ) 則須有合格屠宰場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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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採購比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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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

御頂相當重視菜色抽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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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檢驗樣數平均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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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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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者須有製造日
期及保存期限

商品檢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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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檢測結果農藥快篩共計

檢驗 1,439 件，合格 1,432 件，不

合格 7 件●實驗室相關的投資與

支出費用合計新台幣 25,362 元，

2020 年度實驗室投資與支出占營

業收入淨額 ( 集團營收 )0.003%。

品質管理

檢驗項目 - 農藥

2-5



品質管理

御頂依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每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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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新進內場廚務人員協助取得技術士證及換發廚師證，以期各館店

廚師證持證比率能達到 85%，並要求每位廚務人員至少每年完成 8 小時

衛生講習複訓。僅台中店尚未能達到目標，已協助 4 位內場廚務人員

考取技術士證、3位換發廚師證。

我們的主廚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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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完

成 8小時衛生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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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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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人員訓練
各館店廚師證持證率

2-5

各單位持證狀況

處別
館 /店 
/ 單位別

廚師證  〈各館 85% 目標〉   〈效期四年每年複訓 :8HR〉

總人數
廚師證 持證比 %

合格證數
必備 廚師 +支援課 廚師必備

晶宴

總經理室 2 2 100% 100% 2

晶宴民權館 12 12 100% 100% 12

晶宴新莊館 13 13 92.3% 92.3% 12

晶宴民生館 7 7 85.7% 85.7% 6

晶宴中和館 5 5 100% 100% 5

晶宴竹北館 5 5 100% 100% 5

晶宴新竹館 9 9 100% 100% 9

晶宴府中館 6 6 100% 100% 6

晶宴桃園館 12 12 91.7% 91.7% 11

晶宴御豐館 1 1 100% 100% 1

晶宴雲林

頂鮮

台北店 24 20 70.8% 85.5% 17

台中店 19 20 68.4% 65% 13

高雄店 17 14 76.5% 92.9% 13

管理系統 
/ 標章

產銷履歷
(TAP)

HACCP ISO 22000 FSSC22000 IFS

百分比 1.28% 20.51% 17.95% 2.56% 1.28%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單位：人

御頂認證標章取得之採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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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追溯
追蹤追溯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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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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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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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御頂集團2020年
各職級男女人數
公司代號:3522 公司名稱:御頂

本公司相關人員業已依内部管理資訊及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編訂

發布之「申報作業說明、FAQ」有關規定予以核計，所列申報資訊之正確性與完

整性，係本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資料如有虛為不實，由本公司負責。

財務報表所屬期問：109 年度

一、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一 )、員工人數統計資訊（單位：人）C=A-B

A. 全體受雇員工人數：613

A1. 當年任職給薪滿六個月（含）以上之員工人數

A2. 當年任職給薪未滿六個月之員工人數

B. 調節項目：（若採 C-A1-B 之計算方式，B1~B5 應限縮以 A1 為統計調節基礎）

B1. 扣除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人數 :7

B2. 扣除部分工時之員工人數 :4

B3. 扣除海外分公司之員工人數 :0

B4. 微量免除規定（若不擬調節計算 ,本欄可空白）：

★任職給薪未滿一年之實際人數 Y= 人

★任職給薪未滿一年之微量免除人數上限 X=A*5 或（A1+A2）*5%= 人

B5. 其他 (應備註說明性質 ): 獨立董事 :3

C.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餘額）:599

D.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456

（D 為 C 之平均數計算結果，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二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年度平均：456（人）

二、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總額：233,695（新台幣仟元）

三、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512（新台幣仟元）

四、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445（新台幣仟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單位：人

層級 正職

總計性別 女 男

管理職
（理級以上）

23 52 75

中階幹部 59 134 193

行政人員 15 12 27

外場職員 101 31 132

內場職員 3 23 26

小計 201 252 45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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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人力資源

在職人數 (A) 新進 (B) 新進離職 (C) 總離職數 (D) 新進離職率 % 離職率 %

年齡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29 以下 85 65 28 27 10 6 56 41 26.3% 18.2% 40.9% 39%

30~50 87 148 13 34 2 11 31 41 13.3% 24.4% 26.7% 21.8%

51 以上 29 39 3 15 0 5 3 13 0% 25% 9.4% 25.5%

小計 201 252 44 76 12 22 90 95

總計 453 120 3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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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人；%

註：新進離職率 %=C/(B+C)

        離職率 %=D/(A+D)

人力資源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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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與福利

御頂集團 2020 年薪酬福利

2020 全年度總所得平均值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基層 中階 管理階

層級 2020 全年度總所得 2020 全年度總所得平均值

基層 79,851,759 32,394

中階 98,228,730 45,288

管理階 61,817,433 65,833

合計 239,897,922 143,51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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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與福利

員工福利
第五屆職工福利委員會於 2020 年 5 月全面改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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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3名職員分別為總幹事、幹事及康樂文書。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每季進行年度計畫，並負責春酒活動、員工旅遊、結婚禮金、生

育禮金、公傷住院慰問金、生日禮金、急難救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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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員工健康檢查：安排健檢車至各館店進行一年一次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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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國內國外旅遊

4. 結婚禮金：提供員工本人與子女結婚禮金。

5. 生育禮金。

6. 生日禮金：提供員工生日禮金。

7. 公傷住院慰問金：提供員工公傷住院慰問金。

8. 喪葬奠儀：提供員工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喪葬奠儀。

9. 休假：配合政策落實一例一休規範，員工每年休息 116 天。

10. 溝通：提供暢通的勞資溝通管道員工可透過自評進行申訴 / 溝通，由人資處後續

進行訪談。

2020 年御頂集團 -員工旅遊 (墾丁凱撒 3日遊 ) 2020 年御頂集團 -員工旅遊 (墾丁福容 3日遊 )

2020 年御頂集團 -員工旅遊 (花東 3日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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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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檢
員工 ( 含後勤 ) 一年

一次的健檢。

結婚禮金
提供員工本人與子女

結婚禮金。

生日禮金
提供員工生日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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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配合政策落實一例一

休規範，員工每年休

息 116 天。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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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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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2020 年度受疫情衝擊，因不能群聚及集會，公司訓練教育訓練課程陷入空

前絕後的困境，除了必要的課程外，大部份的研討會及講演活動都被迫取

消，盡量改採分館分店職能訓練，並成立防疫小組，加強防疫觀念及演練。

結合了經濟部所辦理「餐飲與零售業人才加值培訓計畫」內多元培訓課程，

以線上教學方式，讓員工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影響下仍能適時進修，持續

增強戰鬥力，提昇知識與能量，因應未來疫情結束後能快速恢復正常營運。

透過學習養成，將企業文化深植在心中，讓「團隊、誠信、創新、感恩」的

工作態度與對公司對消費者的承諾，融入每一位員工血液內化為 DNA。為了

提供客戶高品質、一致的服務體驗，我們相當重視每一位新進同仁的職前新

人訓練、在職人員之在職教育訓練，以師徒練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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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御頂集團 -新人教育訓練

新人教育訓練每場訓練時數約 3 小時，內容包含了認識集團及品牌、員工

相關權利義務規定、各部門執掌介紹等，另外還有職業安全衛生及職場性

騷擾防治相關宣導。

事業別
2020 年 
到職人數

新人教育
訓練場次

職業安全 
衛生宣導

性騷擾 
防治法宣導

御頂 7人

43 場 43 場 43 場
頂鮮 50 人

晶宴 47 人

晶饗 16 人

2020 年御頂集團 -防疫新觀念
全民齊抗疫的時期，帶領所有同仁做好手部及環境的消毒與衛生，配合政府保

持室內安全距離及所有同仁皆須配戴口罩與每日監測額溫及身體狀況，確保所

處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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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人才培育
針對第一線面對客戶之外場人員，我們由總經理及各店

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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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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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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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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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場客服人員在職訓練
由晶宴彭總經理及各館店經理親自授課及考核，員工可

以感受到公司對於教育訓練的重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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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2020 年御頂集團 -婚禮主持人培訓
婚禮主持人是整場活動的靈魂人物，他們所呈現的語態、肢體動作、臨場反應

及危機處理就相對的重要了。

2020 年御頂集團 -主題婚禮訓練
每一場客製化主題婚禮都需要主持團隊、外場客服人員、內場廚務人員、劇場

特效及音控人員合力完成，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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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在社會青年人才培育上，也多年與致理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及開平餐飲學校等執行產學合作，共同培育優質餐飲人才，走入校園與青青學

子，分享傳授企業經營管理實論，建立雙向交流平台。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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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共投入新台幣 1,900,966 元。我們亦密切與學校配合，每三個月人資便安排人力與學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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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御頂積極參與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針對高中職畢業末繼續就學之 18 歲以上青年所辦理的「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經過一連串縝密

的生涯規畫、職缺盤點、職場媒合、面試甄選錄用到正式就業，無一不看出勞發署對於計畫之用心，就職後也透過定期追蹤及評估年度執行成

果，進行滾動式檢討，落實計畫之推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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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理 366,900 3

實習專案 大學生實習專案 -明新 541,000 4

建教專案 三明治式建教合作 -開平 185,049 4

勞動力發展署 青年領航計畫 609,617 5

階梯專案 階梯式建教生 -仰德 198,400 2

總計 1,900,966 元 18 人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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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青年領航計畫徵才活動 青年領航計畫考核實況 職前體驗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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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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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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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貢獻

●工作態度與操守 ●專業知識

●責任感 ●成本意識

●團隊精神 ●人格素養

●工作執行力 ●溝通與協調能力

●向心力 ●領導與授權

√ 學習潛力 √ 工作能力

√ 工作態度 √ 專業知識

√ 品德操守 √ 溝通協調

√ 責任感 √ 工作執行力

√ 團隊精神 √ 服裝儀容

√ 迎賓禮儀 √ 食品安全

√ 工作品質 √ 表達能力

√ 創造能力 √ 企業認同

績效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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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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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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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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如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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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安全環境－四大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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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持證狀況

處別
館 /店 

/ 單位別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效期二年，複訓 :6HR〉

急救人員
〈效期三年，複
訓 :3HR〉

防火管理人員

〈效期三年，複

訓 :8HR〉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姓名 級別 有效期限 2年 姓名 有效期限 3年 姓名 有效期限 3年 姓名 有效期限 3年

行政
後勤

總務處 鍾 ** 甲 111/09/25 鄭 ** 110/10/31

總務處 鄭 ** 甲 111/03/24 鍾 ** 109/10/17

人資處 羅 ** 111/05/06

晶宴

總經理室 游 ** 甲 111/02/06

晶宴民權館 黃 ** 甲 111/09/21
吳 ** 111/06/17 黃 ** 112/02/12

曹 * 109/12/14 林 ** 110/03/28

晶宴新莊館 戴 ** 甲 111/04/22
劉 ** 112/12/18 戴 ** 112/02/11

陳 ** 109/12/14 沈 ** 111/05/02

晶宴民生館 林 ** 甲 110/10/04 陳 ** 109/12/07 林 ** 111/05/22

晶宴中和館 鍾 ** 甲 111/09/25 黃 ** 109/12/07 鍾 ** 109/10/18

晶宴竹北館 劉 ** 丙 110/02/22 潘 ** 111/06/12 劉 ** 112/02/12

晶宴新竹館 張 ** 丙 111/07/28 楊 ** 111/08/31 張 ** 111/05/30

晶宴府中館 王 ** 甲 109/05/29 程 ** 112/12/08 王 ** 111/05/02

晶宴桃園館 伍 ** 甲 111/09/22 馮 ** 112/9/17 伍 ** 111/01/15

晶宴御豐館 盧 ** 甲 109/10/18
盧 ** 112/11/13

盧 ** 110/01/03 紀 ** 111/08/02
彭 ** 109/09/06

晶宴雲林 潘 ** 甲 111/04/22

頂鮮

台北店 巫 ** 甲 111/04/22 巫 ** 111/06/17 巫 **

台中店 陳 ** 甲 111/02/24 曾 ** 110/03/14 黎 **

高雄店 劉 ** 乙 111/05/21 李 ** 110/01/17



職場安全環境

性別 男 女

員工人數 252 201

受傷人數 8 5

因公死亡事故總數 0 0

公傷原因
1. 上下班途中車禍
2. 工作中燙傷

1. 上班時車禍
2. 工作中不慎發生碰撞

2020 年工作日數 62,748 50,049

缺勤天數 (公傷假 ) 104.0 121.5

缺勤天數 (含生理假 &病假 ) 201.9 481

總缺勤天數 305.9 602.5

缺勤率 (AR) 0.5% 1.2%

職業病比率 (ODR) 0 0

損失天數比率 (LDR) 41.44%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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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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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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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總經歷工時。

職場安全環境－公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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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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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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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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如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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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事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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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不忘在地企業責任的回饋，繼續參與和投入各市府的觀光文化行銷，將在續辦第 10 年台南美食節與第 10 屆兩岸各大城市的美食文化論壇活動，推廣在地美食

文化。

今年子公司晶宴婚宴上半年適逢疫情影響，在因應市場變化，超前推出「晶宴私廚便當」，不僅在菜單設計上，以照顧消費者健康為主，採用低溫、減鹽、減油的烹

調方式，更選用對環境友善的植纖 ( 甘蔗 ) 環保餐盒材質，讓消費者採買食用便利 ( 防油、防水和微波 ) 和我們一起愛護台灣環境做好環保。且在 2020 年間未有違

反環保法規之情事發生。

能源
●宣導同仁節電

●非營業時間關燈、關空調

●會館置換 LED 燈

水資源
●會館採用省水馬桶、感應式水龍頭

●倡導同仁節水

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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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油廢棄物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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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環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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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感應式水龍頭

油水分離 攔渣槽 省水馬桶 晶宴、頂鮮環保便當盒

會館置換 LED 燈

御頂綠化環境主要做法

4-1



能源管理

註：電力排放係數為依據2020年能源局公告電力排放係數0.492公斤CO2e/度；

天然氣排放係數為依據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天然氣排放係數 1.879

公噸 CO2e/ 千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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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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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頂品牌餐廳電力碳排及天然氣排放情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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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晶宴民權館、民生館、府中館、新竹館、御豐館及頂鮮台北店為承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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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御頂各館電力使用情形註 2020御頂各館天然氣使用情形

2020 年御頂各館電力及天然氣使用情形
能源管理

4-2

館別 單位 2017 2018 2019 2020

晶宴民權館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晶宴民生館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晶宴新莊館 度 986,240 980,880 867,200 799,860

晶宴中和館 度 636,600 533,000 508,200 487,300

晶宴府中館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晶宴桃園館 度 1,134,160 963,240 1,452,560 1,463,600

晶宴新竹館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晶宴竹北館 度 1,005,217 688,920 1,051,240 976,640

晶宴御豐館 度 尚未開業 尚未開業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頂鮮台北店 度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不可取得

頂鮮台中店 度 970,760 764,200 571,560 693,840

頂鮮高雄店 度 590,240 510,080 596,520 599,680

館別 單位 2017 2018 2019 2020

晶宴民權館 度 86,330 74,787 82,042 66,956

晶宴民生館 度 80,729 76,501 64,771 58,575

晶宴新莊館 度 76,670 77,020 70,864 63,717

晶宴中和館 度 50,090 61,549 35,187 36,947

晶宴府中館 度 48,215 50,235 38,973 31,235

晶宴桃園館 度 80,083 67,248 54,766 55,907

晶宴新竹館 度 41,358 29,306 30,312 16,353

晶宴竹北館 度 51,193 51,459 47,735 34,169

晶宴御豐館 度 尚未開業 尚未開業 3,678 40,207

頂鮮台北店 度 138,194 164,083 133,221 112,806

頂鮮台中店 度 159,931 146,193 103,371 102,913

頂鮮高雄店 度 100,818 76,384 83,209 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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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廢油、廚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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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20 年御頂各館廢棄物處理量

館別
廢油 廚餘 生活垃圾清運費用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晶宴民權館 1.818 1.188 0.712 26 25.5 22.1 192,000 192,000 202,325

晶宴民生館 0.763 1.143 0.378 26 25.5 23.1 132,300 132,300 139,050

晶宴新莊館 1.207 2.414 1.8615 25.5 25.5 23.3 361,272 361,272 361,272

晶宴中和館 1.206 0.57 0.306 5.84 5.25 0.78 190,644 190,644 190,644

晶宴府中館 0.674 0.9 0.594 5.1 5.1 5.8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管理

晶宴桃園館 1.016 1.219 1.8783 26 25.5 23.1 180,000 180,000 180,000

晶宴新竹館 0.027 0.03 0.04 17.4 25.1 13.5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管理

晶宴竹北館 0.196 0.051 0.085 24.4 19 17.7 201,600 212,628 212,628

晶宴御豐館 尚未開業 0.003 0.128 尚未開業 4.4 22.1 尚未開業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管理

頂鮮台北店 1.71 0.828 大樓統一處理 58.22 56.55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處理 大樓統一管理

頂鮮台中店 2.592 1.592 1.622 7.47 9.36 3.81 539,700 504,000 504,000

頂鮮高雄店 1.304 0.621 0.854 2.919 3.605 3.57 277,200 277,200 2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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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2020愛老人
七夕圓夢婚紗秀

華山桃園 20 週年感恩茶會

2020 年 8 月 25 日於晶宴會館舉辦 20 週年感恩

茶會，分享歷年服務感動。當天邀請 12 位奶

奶，穿著典雅動人的婚紗及晚禮服，由義工陪

伴一起走上伸展台，展現自信及優雅身段，現

場充滿溫馨浪漫的氛圍。

獨居於桃園區，71 歲的滕奶奶，曾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育有一子，長年居住在大陸，無法就近照顧奶奶，第二段

婚姻未育有子女，爺爺也因病往生多年，二年前，滕奶奶因車禍導致脊椎受傷，加上多年辛苦的積蓄被朋友騙走，生活

頓時陷入困頓，華山基金會自 102 年起展開服務，每月提供關懷訪視、物資協助、護理服務及促進社會參與等，陪伴著

奶奶度過生命的低潮，讓她重展笑顏。

滕奶奶年輕時，因經濟拮据，雖有過二段婚姻，但也從未穿過婚紗，為了幫奶奶圓夢，特於 8 月 25 日七夕前夕，邀請滕

奶奶等 12 位老寶貝參與變裝，在義工們巧手妝扮下，奶奶們各個變身成公主，經典的白紗、華麗的禮服，奶奶們一一走

向伸展台，展現美麗、智慧與自信的笑容，滕奶奶更以一襲平口浪漫白紗，襯托出優雅的氣質，一圓年少的夢想，眾人

起身鼓掌，獻唱「今天妳要嫁給我」一曲，為現場增添滿滿的幸褔泡泡，共同見證這感動的一刻。

5-1



社會參與

芥菜種會
聖誕禮物募集

晶宴會館與頂鮮台南擔仔麵，共同為芥菜種

會育幼院的孩童認捐聖誕禮物，實踐企業的

社會責任與公益行銷，鼓勵同仁將溫暖散

播，讓孩子們更有勇氣迎接未來！

2018 年認捐數量：113 份聖誕禮物

2019 年認捐數量：122 份聖誕禮物

2020 年認捐數量：150 份聖誕禮物

參與人數：100 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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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驗傳承

社會參與

芥菜種會

聖誕禮物募集
Christmaspresent

MerryChristmas

5-1



社會參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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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2

醒吾大學演講

20200610

高科大演講

20210514

大成商工餐飲管理科拜師大典

20210514

大成商工餐飲管理科餐學合作

20200714

開平拜師大典



附錄
A p p e n d i x



CSR Report

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1-1關於御頂國際 16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1關於御頂國際 17

102-3 總部位置 1-1關於御頂國際 16

102-4 營運活動地點 1-1關於御頂國際 16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

2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2-1餐飲事業 29

102-7 組織規模 1-1關於御頂國際 16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3-1人力資源 65

102-9 供應鏈 2-4供應商管理 57-60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報告期間內無重大改變 -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4風險管理 28

102-12 外部倡議 未參與外部倡議 -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1-1關於御頂國際 16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的話 3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1-3公司治理 24

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1-3公司治理 21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利害關係人議合 4

102-41 團體協約 目前無集體協商協定 -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議合 4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1-2財務績效 18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利害關係人議合 8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利害關係人議合 8
102-48 資訊重編 報導期間無資訊重編 -
102-49 報導改變 報導期間無報導改變 -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

2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

2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

2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

2

102-54 依循GRI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御頂集團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

2

102-55 GRI內容索引 附錄一-GRI索引 89-92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附錄二-確信報告書 93

GRI102：一般揭露

89



CSR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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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議合 8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利害關係人議合 4-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利害關係人議合 4-8

GRI103：管理方針

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201：經濟績效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2財務績效 19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他退休計畫 3-2薪酬與福利 67

GRI200：經濟面向

GRI300：環境面向

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302：能源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4-2能源管理 81-82

302-3 能源密集度 4-2能源管理 81-82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4-2能源管理 81-82

306：廢棄物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4-3廢棄物管理 83

306-4 廢棄物運輸 4-3廢棄物管理 83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遵循

307-1 違反環境法規 4-1環境管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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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401：勞雇關係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3-1人力資源 66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
委員會中的工作者代表

3-4職場安全環境 76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工
日數、缺勤等比率，以及因公死
亡件數

3-4職場安全環境 77

404：訓練與教育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
數

3-3人才培育發展 70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3-3人才培育發展 70-71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
員工比例

3-3人才培育發展 75

GRI400：社會面向

編號 揭露項目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1-3公司治理
3-1人力資源

23、65

413：當地社區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
計畫的營運活動

利害關係人議合 5

416：顧客健康安全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
的影響

2-5品質管理 61-63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
法規之事件

2-5品質管理 63

418：顧客隱私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
料的投訴

2-2感動服務 4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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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說明 章節 頁碼

一
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而針對其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等方面進行之評估
與改進及所影響之主要產品與服務類別與百分比。

2-4 供應商管理
2-5 品質管理

59、61、63

二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之健康與安全法規及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法規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2-5 品質管理 63

三 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體採購之百分比，並依標準區分。 2-3 原物料管理 56

四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證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標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2-5 品質管理 63

五 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之家數及百分比、稽核項目及結果。 2-4 供應商管理 58

六 依法規要求或自願進行產品追溯與追蹤管理之情形及相關產品占所有產品之百分比。 2-6 追蹤追溯 6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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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支出及其占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比。2-5 品質管理 62

八
企業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及中位數、及前三者與前一年度
之差異。

3-1人力資源 65

九
企業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情況、實際及潛在與氣候相關之衝擊、如何鑑別、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用於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之指標與目標。

4-2能源管理 81-82

作業辦法第四條要求加強揭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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