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處理股東建議、
疑義、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序實施？

V

V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
管及防火牆機制？

V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
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V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摘要說明

v 本公司目前尚無訂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方針及落
實執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
會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
方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估？

否

V

V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未來將視公司規模
及需求制定。

（一）本公司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及股務單位專人
處理股東建議或疑義問題，如涉及糾紛訴訟等問
題，即轉洽法務單位處理。
（二）本公司隨時掌握董事、經理人及持股10%以上之
大股東股權異動、質設情形，並於每月定期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申報。
（三）本公司關係企業公司間如有經營、業務及財務往
來等行為，依據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資金貸
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資產等內部相關辦法
建立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
（四）本公司已訂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以防範
內線交易之發生。

無差異

（一）本公司董事均在各領域有不同專長，可於董事會
提供多元化意見。
v （二）本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外，其餘公司
治理運作均由各部門依其職掌負責，未設置其他
功能性委員會，未來將視需要評估設置。
V （三）本公司尚未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
方式，未來將視需要評估訂定之，以逐期提高公
司治理程度。

無差異

（四）本公司選任信譽卓越之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簽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未來將視公司規模
及需求制定。
未來將視公司規模
及需求制定。

無差異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證，與公司並無任何利害關係，並嚴守其獨立性。

四、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及於公 V
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回應利害
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五、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
務？
六、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
理資訊？

V

V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 v
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
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會過程放
置公司網站等）？
七、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v
之重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僱員關
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關係人之
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
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
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
情形等）？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相關聯繫資訊均依規
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時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
司網站公告財務及股務相關資訊，以建立與投資人良好
之溝通管道。
本公司委任專業股代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代辦本公司各項股務事項，並訂有「股務
作業管理辦法」規範相關事務。
（一）本公司架設網址為http://www.fancyworld.janfusun.com.tw
網站，提供業務等資訊，並有專人負責維護資料
之更新。另投資人可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上查詢
本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等資訊。
（二）本公司設有專人負責蒐集公司資訊及按相關規定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揭露，同時設有發言人對
外說明公開資訊。
1.員工權益：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保障員工合法權
益，並設立職工褔利委員會辦理全體員工各項褔利事
務。
2.僱員關懷：本公司除投保僱主意外責任險外，另為所
有員工辦理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以提供員工充分
之保障。
3.投資者關係：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充分揭
露資訊讓投資人充份瞭解公司營運狀況，並透過股東
會及發言人與投資者溝通，另設有股務單位專責各項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八、公司是否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
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若有，請敍明其
董事會意見、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
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股務事宜。
4.供應商關係：本公司依平等互惠原則與供應商建立夥
伴關係，建立穩定供應鏈，且不定期進行稽核以確認
供應品質。
5.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A.對顧客的責任方面：公司提供安全且優質的消費環
境及高品質的服務，重視顧客意見，以滿足顧客需
求。
B.對於股東責任方面：以充份維護股東權益為公司努
力的目標。
6.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103年度薛美黛董事參與
『公司治理』滬港通對台灣資本市場之影響等課程、
張志恒董事參與「上櫃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宣導說
明會」等課程、賴麗珣監察人參與「企業併購法新修
正議題研討」等課程。
7.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不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
8.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秉持「清潔、微笑、以
客為尊，品質、安全、堅持完美」之品質政策宣言，
以保障客戶權益為優先。
9.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已
為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保險。
v 本公司公司治理業務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接受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每年定期舉辦資訊揭露之評鑑，惟 未來將視公司規模
目前尚未委託其他專業機構辦理全面性之公司治理自評。 及需求制定。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一、落實公司治理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以
及檢討實施成效？
V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 ？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
單位，並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
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將員工 v
績效考核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及
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與懲戒制度？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V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 V
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v
並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 V
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否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V （一）本公司雖未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惟遵 未 來 將 視 公 司 規 模 及 需
循政府相關法令，善盡企業責任。。
求制定。
（二）本公司透過各項會議持續宣導企業經營理念，
無差異
與社會責任義務，並不定期邀請外部成功人士
分享成功經驗或委任專業教育機構提供教育
訓練。
v （三）本公司雖未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 未 來 將 視 公 司 規 模 及 需
單位，但會主動參與或舉辦各項社會活動，或 求制定。
配合政府社福政策。
（四）本公司有制定完善的規章，包含員工考績、教
無差異
育訓練、年終獎金發給、員工工作守則等，明
確有效之獎筋及懲戒之情形。
（一）本公司致力於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污水三級
處理及中水再利用噴灌系統及陸續使用於公
廁馬桶沖洗，設置廚餘處理設備進行餐廳廚餘
處理堆肥再利用。
（二）本公司每季做環境監測報告呈環保署，對空氣
品質、噪音及污水進行管理。
（三）本公司已成立節能專案小組，針對節能及減碳
訂立規範分階段執行中，於103年獲得行政院
環保署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一）本公司遵守相關勞動法規，相關員工任免、薪
酬均依照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辦法，以保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妥適 V
處理？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V
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四）公司是否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並以合
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
運變動？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
訓計畫？
（六）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
流程等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權益政策及申
訴程序？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公司是否遵循
相關法規及國際準則？
（八） 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是否評估供應商過
去有無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九） 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是否包含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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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隨時終止或
解除契約之條款？
四、加強資訊揭露

V

V
V

V
V
V

否

摘要說明
障員工之合法權益，並依法提列退休金，暢通
勞資雙方溝通管道，積極了解並合理滿足員工
需求，以達勞資雙贏局面。
（二）員工得以書面向單位主管或人力資源單位提出
申訴。
（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確保員工安全與健康
之工作環境，依法委託醫師定期臨廠檢查員工
工作環境之安全與健康，提供員工健康諮詢；
不定期舉行大量傷患演練及安全與衛生等講
座，及每年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褔利。
（四）本公司設有總經理信箱及定期做內部員工滿意
度調查，積極了解並合理滿足員工需求。
（五）本公司除提供良好工作環境外，亦針對各部門
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六）本公司設有專責單位及電子郵件信箱，處理
有關公司權益申訴之相關問題，即時處理消費
者之申訴。
（七）公司產品都有通過相關的產品認證，產品標示
皆符合相關規定。
（八）公司與供應商往來前將蒐集其相關資訊，作為
合作評估之考量。
（九）本公司對往來主要供應商有評核機制，經評合
格之供應商，將登錄於廠商清單內，作為採購
依據，並將相關規範約定至雙方契約中，明定
雙方之權利義務。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未來將視公司規模及需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求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等處揭
V 本公司未於網站等揭露企業責任實務等資訊。
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
資訊？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無。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一）環保：本公司致力於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污水三級處理及中水再利用噴灌系統等環保措施。
（二）社區參與：就本公司所在地之縣市，積極參與地區活動，融入社區，
1.雲林區：定期舉辦鄉親日，開放主題園區，與社區居民熱絡交流。
2.嘉義區：結合嘉義當地家扶中心與育幼院，以小天使做妝點，舉辦耶誕心願卡活動，幫孩子圓夢。
（三）社會貢獻：隨時緊跟社會脈絡，調整經營策略，以優質的企業文化，提升社會風氣。
（四）社會公益：積極參與或配合公益團體，幫助弱勢團體，如提供南投縣協力關懷福利協會身心障礙者圓夢家庭免費進入主題樂園
，出席台灣世界展望會世界兒童人權日活動贊助本公司玩偶KUKU、KIKI舞蹈表演等等。
（五）消費者權益：遵循消保法規，制定符合定型化契約範本的服務契約，投保責任保險，建立消費者糾紛處理制度。如遇消費者糾
紛事件，均積極妥善處理，減少爭訟。
（六）人權：依據政府相關法令，建立優質勞工工作環境，及提供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的服務予消費者，維護勞工與
消費者之人性尊嚴。
（七）安全衛生：遵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聘僱符合資格的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執行各項業務，保障勞工安全
與健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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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未編制社會責任報告書，但本公司產品及服務已取得(一)ISO9002、ISO22000及HACCP等各項認證。(二)耐斯廣場防火標章。(三)
耐斯王子大飯店星級旅館評鑑五星級，並獲頒清真標章（Muslim Friendly餐飲認證）。(四)劍湖山王子大飯店星級旅館評鑑四星級。

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運作情形
評

估

項

目

是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
政策之承諾？
（二）公司是否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
內明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
制度，且落實執行？

V

（三）公司是否對「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
條第二項各款或其他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採行防範措施？

V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
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

V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
（兼）職單位，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執行情形？

V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
管道，並落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
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查
核，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V
V

否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V （一）本公司雖未直接訂定誠信經營相關規章，但本公司對 未 來 將 視 公 司 規
外經營及對內部人、管理階層及受僱人之規範，均遵 模及需求制定。
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
為有關法令，以落實誠信經營守則。
（二）本公司制定「員工工作規則」等辦法，作為員工在執
無差異
行公司營運活動時之指引與規範，並據以實行。
本公司設有正當檢舉管道，同仁可舉報任何會影響公
司商譽、權益之不適當行為，且於相關辦法中載明違
反公司誠信經營規定者，將視情節經重，依「員工獎
懲辦法」懲處。
（三）本公司員工均投保誠實險，以維護公司之權益。
無差異

（一）本公司對往來之客戶及外包商均建立有評核機制，與
其訂立契約時，對雙方的權利義務均詳訂其中，並簽
立誠信條款。
（二）董事會藉由稽核功能，查核公司在誠信經營政策的制
訂及執行情形，本公司召開董事會均請監察人列席參
加，達成協助監察人發揮其監督功能。
（三）本公司於工作規則有規定利益衝突之懲處事項，由權
責主管依職務權限辦理。
（四）為確保誠信經營之落實，本公司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並定期查核內部控制
制度遵循情形。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運作情形

評

估

項

目

是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否
摘要說明
異情形及原因
（五）本公司訂有誠實條款，內建誠信經營於企業文化中，
無差異
並不時於各會議宣導，以求落實。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 V
練？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於工作規則有相關獎懲規定，另針對檢舉案
無差異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 V
件會指派專責人調查處理。
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
責人員？
無差異
（二）公司已制定相關員工申訴程序，內容說明處理方式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V
及相關保密原則。
及相關保密機制？
無差異
（三）本公司檢舉流程中均保密檢舉人，並不會因檢舉而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 v
遭處分。
置之措施？
四、加強資訊揭露
未來將視公司規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
v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上未設相關誠信經營守則之揭露。
模及需求揭露。
訂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雖未訂有「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但實際上仍依該守則為誠信經營，如對於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加強利益衝突防止之規
範；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依公司法等相關規範約制其利益衝突行為，本公司並為該類人投保責任險，藉以分擔本公司因不誠信行為所生
之損失等等，是本公司之經營與「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無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1.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
2.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中訂有董事利益迴避制度，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公司利益之虞
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3.本公司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明訂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內部重大資訊予
他人，不得向知悉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探詢或蒐集與個人職務不相關之公司未公開內部重大資訊，對於非因執行業務得知本公司未
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亦不得向其他人洩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