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品國際今年的永續報告書，以寶元紀委託經營的「蘭克斯特」做為視覺主軸。蘭克斯特府（Lancaster 

House）的原始建築位於英國倫敦西區靠近聖詹姆士宮附近，始建於喬治四世時期，於 1825年開始動工的
歷史建築。後來由英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Sutherland購入，在 1840年完工時，被稱為 Stafford House，為當
時倫敦財產稅最高的建物，在 1912年由 Sir William Lever購買，改稱蘭克斯特府並於隔年捐贈於國家，現
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管理。

不管是當時慕名而來的賓客或是內部裝潢，都在倫敦引領風潮。賓客中有推動工時和年齡限制來保障勞
工權益的英國政治改革家 Earl of Shaftesbury，美國反黑奴制度的作家 Harriet Stowe，以及促成義大利統一的
Giuseppe Garibaldi將軍等影響當時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人物，而其 Louis XIV風格的內裝品味影響了倫敦近
一世紀。傳說連維多利亞女王來訪時，都告訴主人說，「我從我的家來到你的宮殿」，她還在此聆聽蕭
邦演奏。蘭克斯特府可以說是定義了那個時代的豐盛奢華。豐盛奢華，指的不只是物質層面，也涵蓋了
人文藝術音樂的陶冶，對國家社會制度的關懷，以活出豐富人生的期待。

在二次戰後，蘭克斯特府成為國際外交的重要場域。不管是當時的中美英法蘇五強外長會議、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 (NATO)的籌備、肯亞、馬來亞，奈及利亞，塞浦路斯和辛巴威等國的獨立協商過程，歐盟、G7

和 NATO等國際組織重要會議，都在這裡發生。巧合的是，1971年 7月英國宣布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條件的
記者會和 2017年 1月宣布要退出歐盟條件的記者會，也都在此舉辦。蘭克斯特府絕對是見證當代外交和
國際關係發展的重鎮之一。

許多電影影集也常以蘭克斯特府為拍攝地，代替白金漢宮，例如最近 Netflix 很受歡迎的影集「王冠」（The 

Crown）。我們在設計上，擷取下列元素作為視覺主軸。

高品質與高水準的事物不但不會因時間流逝而消逝，反會增加其價值。剎那即永恆，雲品國際藉由蘭克
斯特府的意象傳達對永續豐盛生活理念的追求，提供旅人奠基於文化藝術底蘊的質感旅遊體驗。

封面故事

蘭克斯特府火爐上的時鐘象徵著時間的流續與文化的傳承，以此意象來表達雲品薪火相傳、永續
的理念。

時鐘
由多種時鐘拼湊而成象徵文化交流

時間象徵永續

羅馬數字象徵時間流逝，文化傳承

時鐘上所使用的大理石、銅等，皆為貴重的天然耐久材料，
只要保護得宜便可多代傳承，象徵永續豐盛

人像
米開朗基羅的《夜》與《晝》：代表時間流逝不可逆轉，
無法攔阻卻擁有永恆之美。米開朗基羅以其才氣呈
現出《晝》的恐慌與《夜》的寧靜。這提醒我們在
時間的洪流裡，做為過客的我們不擁有什麼，而是
應該要善盡一份地球託管守護者的責任，將乾淨
永續的環境交給下一代。



For the Children
—Gary Snyder

The rising hills, the slopes,

of statistics

lie before us.

the steep climb

of everything, going up,

up, as we all

go down.

In the next century

or the one beyond that,

they say,

are valleys, pastures, 

we can meet there in peace

if we make it.

To climb these coming crests

one word to you, to

you and your children:

stay together

learn the f lowers

go light

為了孩子              

―蓋瑞 史奈德

上升的山丘，陵線，

統計數據趨勢

橫亙於前

急遽爬升

所有事物指標，往上

繼續往上，而我們全都

崩下

在下個世紀

或更後面的時刻

他們說

有山谷，牧草地

我們能在那兒平和相遇

如果我們能抵達的話

要能攀爬前面的山峰

一句忠告給你，給

你和你的孩子們

攜手並進

沉浸自然花朵

輕盈上路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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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1 董事長的話雲 品 國 際

雲品國際 董事長

Wealth is not the good we are seeking and is merely useful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Aristotle

財富不是我們尋求的幸福，它的功用只是為了換取其他東西。

―亞里斯多德

After a full day there will be a happy sleep; after a full life there 
will be a perfect end.

—Leonardo Da Vinci

一日充實，可以安睡；一生充實，可以無憾。

―李奧納多 達文西

今年永續報告書的主視覺以蘭克斯特府作為意
向，從其歷史來看，可以延伸出兩重意義為主軸。
主軸一是豐盛的生活品質。從時間軸來看，1840

年蘭克斯特府落成時的奢華，在其硬體和裝修風
格。啟用後的奢華，來自賓客的素質以及對社會
及時代的影響力。現在的風華，則來自其永續的
價值、以及對人類文明提供更豐富詮釋的貢獻。
我們希望從豐盛風華的時代價值轉變，來思考永
續豐盛的意義，並將之落實為雲品國際的關鍵核
心價值。

另外一個主軸則是文明之間的溝通。目前進行中
的俄烏戰爭，造成生靈塗炭，實為當代一大悲劇。
外交是國與國之間避免戰爭衝突的溝通斡旋手
段，而人與人之間最好的溝通手段則是旅行，透
過旅行接觸了解不同文化，在歷史和藝術的探索
中找出相互理解的共同語言，也是雲品國際投入
服務業的初心。

容我再對永續豐盛作進一步的闡述。表面上來
看，豐盛和永續似乎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名詞，因
為豐盛隱含著浪費，永續代表簡約。現在我們必
須給這兩個名詞新的時代意義，來反映當代消費
者的價值觀。

豐盛不單指物質面，更包括精神層面。擁有豐盛
滿足的精神生活，是富足人生的關鍵元素。即便
回到物質面，豐盛也不是漫無目的地揮霍，而是
對於品質和體驗感的高度要求，讓自己留下深刻
難忘的記憶。但是消費者在滿足自己對豐盛的體
驗需求同時，也不忘對環境和永續的關懷，希望
自己的消費行為不只消極地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
響，更能積極地改善環境。越來越多消費者，尤
其是年輕族群，對於低碳排和循環經濟有強烈要
求，永續豐盛如果還不是，也即將成為主流消費
意識。

永續豐盛重視的不只是產品本身，更有過程及體
驗。如何在不浪費的前提下，提供客人最高品質
的產品和享受，是我們的挑戰。因此必須調整心
態，重新檢視所有環節，找出最適化的產品與服
務，在效益 (utility)、品質 (quality)和獨特性 (iconicity)

等面向全力優化，並做好跟客人及外界的溝通。

在這樣的動力驅使下，我們不斷地精進永續作
為，盤點碳足跡並以廚餘機自製肥料。在供應
鏈夥伴部分，在小農採購、非籠飼雞蛋和食材
溯源部分都有成果，也努力推動相關人才培育
措施，如聯合國 SDGs桌遊、永續午餐和創新
圈活動等，深植永續理念。在地方創生部分，
除了串連日月潭相關業者和國家風景管理處共
同推動永續教育和共享餐具之外，更在台東延
平鄉建設紅葉谷溫泉園區，和地方餐飲及民宿
業者一起提升永續觀光旅遊品質。在社區參與
和社會關懷面，完成淨潭一哩路、春陽國小食
農教育、親愛愛樂的支助以及聖誕許願樹樂捐
活動等。讓永續和社會責任不停留在理想和口
號，而能落實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裡。

我在台東延平鄉布農族的小學生作業上看到了
這句原住民的智慧話語：「人住在土地上只是
暫時借用，總有一天必須歸還，因為地必須重
新清洗。」土地和環境不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
的，我們只是借用且必須交棒給下一代，所以
要善盡託管守護者的責任，以確保交下去的土
地是乾淨的。作為 78億人的一份子，不要輕看
自己的影響，也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

最後，我想引用收錄在首頁的著名環保詩人
Gary Snyder 的詩，”For the Children” 作為結
語。面對人口、經濟成長、消費物資、能源
耗損和溫室氣體的統計曲線大幅成長，人類
也以相同的速度在毀滅我們的環境與未來。
為了讓孩子們以後還能有機會看到山谷和草
地，我們一定要

Stay together

Learn the flowers

Go light

人類不能再分彼此，要以地球村的精神共同面
對環境挑戰，在大自然面前謙卑學習，並且活
出永續的生活態度，不留下對地球任何傷害，
只留下愛心、熱情、智慧和理念。雲品國際將
會持續以文化藝術為底蘊，從社會關懷出發，
來推動永續豐盛的旅遊體驗。Stay, learn, go.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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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因應與維
運策略

「這是最好的時代，
也是最壞的時代」

最壞，2019年底新冠疫情開始肆
虐全球，致各國旅遊警示提升，國
際航班及旅客人數銳減，儘管期間
成功抗疫減緩病毒無情侵襲，但長
期而言，旅館業仍然是疫情的重災
區。最好，黎明前的夜晚最為黑
暗，疫情終將過去。此刻便是讓企
業重新檢視核心價值，與員工共創
未來的時候。

在 2021年台灣疫情升溫到三級警
戒，雲品國際旗下君品酒店、雲品
溫泉酒店之客房營運，啟動自主性
休館計畫，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減少國人流動與保護顧客安全。雲
品國際也持續根據政府政策及內部
防疫指引，即時與同仁溝通並要求
同仁遵循，減少同仁與顧客染疫風
險，確保其安全。同時，我們持續
思考如何創造新的機會與商業模
式，以及將核心能力和資源投入於
社會，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時
代，發揮雲品國際的影響力。

07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同心抗疫 疫起加油 

全台首家通過國際清潔認證審核飯店集團
在休館期間，我們在最嚴格的標準下導入國際「Diversey 泰華施
安心盾牌」認證，規範清潔與消毒方法、頻率、靜置時間、稀釋
比例及高頻接觸點等工作要點，以全新高規格清潔安全標準和服
務規範，確保重啟營運後，提供安全的住宿與用餐環境。

在用餐空間也採行嚴謹的的防疫措
施，包括減少桌數、設置座位梅花
座與分流分廳、在取餐餐檯及座位
加裝隔板，並嚴守實名制、健康聲
明書等措施，提供安心的用餐距離
與環境。

更多國際清潔認證資訊，請見 2.4專欄：【Diversey泰華施安心盾
牌】認證

新冠變種病毒讓雲品國際在
2021年迎來更嚴峻的營運挑戰，
但我們堅持不裁員、不減薪、
不放無薪假之三不政策，將同
仁及其家庭置於首位。疫情，
讓我們建立更堅強、更團結、
更有創意的團隊，掌握疫情中
民眾需求，開發新的商業模式，
並透過集團的資源整合，讓雲
品國際和員工一起將危機化為
轉機。

度過去年疫情的衝擊
雲品國際在休館後的復班前，
免費寄送快篩劑給同仁自主快
篩，確認健康狀況。若同仁有
收到細胞簡訊，則會補助篩檢
費用，並也鼓勵員工評估自身
狀況積極接受疫苗施打，以提
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截至 2022

年 4月完成第三劑疫苗施打人
數占比達 95.7%，共同守護大家
的健康。

Go green 一里路每週淨潭
自台灣疫情爆發的 2020年開始旅客減少出遊，雲
品溫泉酒店同仁自發性啟動每周一公里沿步道清
掃周圍環境，除了 2021年中疫情升溫期間暫緩，
終於在 2021年 12月完成環潭一周的使命。為了將
環境永續的理念傳遞下去，迄今持續由主管每周
帶領同仁維護潭邊整潔。 

頤宮刈包溫暖抗疫前線
在疫情升至三級警戒時，頤宮受邀參加台
灣基金會及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主辦之「溫
揪福氣，台灣勝疫」公益活動，結合有祈
福寓意的刈包及頤宮被譽為鎮店之寶的片
皮烤鴨，特製而成「蕾絲烤鴨刈包」，與
其他星級主廚的特製刈包，共同送至全台

101個警消和醫護等第一線防疫單位，以星級服務精神，為抗疫英雄加
油打氣，將溫暖傳遞到社會中。

點亮＋ U，為台灣加油
雲品溫泉酒店在休館之前，特別以
「+U」字樣點燈，爲台灣社會加油
打氣，平安渡過疫情。

館內硬體與服務皆升級
在休館期間，雲品溫泉酒店進行設施整建，新推出「煙嵐風呂」、
「三養湯屋」和「美酒湯」、「寵物房」等，並推出「VIKids」兒
童專屬活動空間及兒童伴遊服務，讓父母安心度假。

貴族的宅饗宴與宅飲宴
君品酒店創新推出「貴族宅饗宴」和「貴族宅飲宴」宅系列住房
專案，鼓勵住客在房內享用所有米其林餐點，或享用十瓶精選酒

款，讓住客在疫情期間也能化身
為古堡貴族，享受「醉」放心的
微醺之夜。

更多住房專案，請見 CH2.4品牌
創新

疫中創新 
 歡迎了解

更多館內防疫措施
歡迎了解館內如何
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歡迎選購
更多自取美食

歡迎收看淨潭記錄片

歡迎參觀
更多的休閒設施

首創線上宴會服務
因應民眾在疫情期間會減少外出及群聚，君品 COLLECTION首創辦理線上宴會包套服務，將宴會規劃與外賣美食
結合，以微型版個人外燴方式送達賓客家中，讓新人不必因為疫情而延期婚宴，雲品國際在宴會事業上也開展
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更多宴會專案，請見 CH2.4品牌創新

米其林六星饗宴外送到你家
在餐飲業禁止內用時期，君品酒店為了幫助產業共好，攜手國
內不同類型的米其林餐飲業者，共同打造「米其林六星饗宴」
及「人氣名店心饗餐」全新料理組合，並由員工化身美食外送
員親送餐點，延續星級服務品質。另外也提供外帶服務，提供
美食饕客自行取餐回家與家人一同享用。

防疫措施

https://www.ldchotels.com/zh-hant/news/coronavirus-preventive-measur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ZJX7CcJCA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com/tw/facilities.php
https://www.ldc-shop.com/categories/pdc-takeout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984073402318662&ref=sharing tak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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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永續雲錄

創新圈實現同仁提案之 6件大型創新專案
員工總受訓時數達 17,817.3小時
具有中餐技術師證照人數 88%，具有西餐技術師證照人數 88%
辦理由主管與員工參與的 2030 SDGs Game永續桌遊共 8場次 

與捷安特合作培訓共 14位「單車管家」提供單車友善低碳旅遊服務
產學合作之大專院校共 16所及參與學生共 69位
辦理「南開雲品盃南投秘境遊程設計競賽」共 30所高中及大專院校及
244位學生參與，網路曝光次數達 67次，觸及人數達 4,694人

在嚴峻的疫情之下，堅持不裁員、不減薪及不放無薪假之三不政策
辦理「總經理有約」之員工與總經理直接面對面交流活動
落實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職業傷害件數連續兩年下降，2021年度大幅
下降 26%
根據員工健檢結果，舉辦健康減重計畫，成功減重共達 55.3公斤
2021年底完成第二劑疫苗施打人數占全體員工 90.24%，截至 2022年 4

月完成第三劑疫苗施打的人數達 95.7%

雲品溫泉酒店共邀請 3,486位住客參與自然生態、在地人文風情之旅
雲品溫泉酒店響應觀光局推動之「自行車旅遊年」計畫，獲選為「自行車友
善旅宿」
客房 Go Green環保行動較 2019年 (基準年 )減少使用約 348,000個一次
性塑膠備品及 390,468瓶瓶裝水

雲品溫泉酒店榮獲能源局「節能標竿獎」
各分公司持續推行節能專案，2021年總計減少約 230.09公噸二氧化碳排量
推動廚餘減量各項措施，由廚餘機轉化出 10公噸的乾料進行再利用，打造
農業循環經濟

2021年培育超過 100位熱愛音樂的部落學童，累計陪伴超過 400位孩子點
亮音樂夢想
協助親愛愛樂舉辦「獻給親愛的妳」母親節戶外音樂會，總計 200位以上現
場觀眾熱情參與
每周提供剩食予食物銀行及周遭社區弱勢民眾，累計提供約 384.8公斤之食物
各分公司館內零錢捐捐款予基金會總計 122,889元 

參與淨潭一哩路的員工志工共 182人次，共計清理約 577公斤廢棄物
雲品溫泉酒店員工擔任生態廚師至周邊學校舉行食農教育，共計 120位師生
參與

公司治理
人才培育

員工照顧

永續旅遊

環境共好

社區共榮

營運績效

食品安全

客戶關係

品牌創新

永續供應鏈

董事會之董事平均出席率為 100%、獨立董事平均出席率為 100%
現任董事成員 9席，女性成員人數達 56%、獨立董事 33%
董事會成員績效自評加權平均分數為 98分
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列為 21%至 35%
榮獲天下雜誌企業永續公民獎之小巨人組第三名
榮獲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之服務業第二類金獎

截至 2021年共累積超過 800對新人選擇雲品國際旗下酒店舉行婚宴，締造近 3
億元的亮麗業績
成功打造豐盛奢華宴會品牌「蘭克斯特（Lancaster House）」，以包廂及
套餐形式打造高規格的婚宴體驗
首創「線上宴會」服務，新人婚禮不因疫情而延期，在家即可完成具儀式感的婚禮
推出【藝術導覽】住房專案，打造富有藝術感的住宿體驗
以優異餐飲實力打造【酒食雲軒】住房專案，提供住宿與餐飲併具的雙高級體驗
因應疫情推出【貴族宅饗宴】搭配在客房內用餐的住房專案，打造疫情新住宿
搭配節慶推出【愛情城堡】住房專案，讓顧客體驗有如參觀國外知名博物館的
極致感官享受
君品酒店將 5間客房以美女與野獸為主題，改造成【禁錮玫瑰】沉浸式密室實
境遊戲，短短 5個月進行 202場活動，共吸引 1,212名玩家前往體驗

營業收入達新台幣 1,450,905 仟元
君品頤宮蟬聯四年榮獲台北米其林指南評鑑三星餐廳
雲品溫泉酒店榮獲觀光局 2021自行車友善旅宿人氣中區第一名
雲品溫泉酒店榮獲環保署服務業「金級環保旅館」標章、君品酒店榮獲
「銅級環保旅館」標章

食安檢驗合格率達 97.31%
食安實驗室投入超過 162萬元，占餐飲收入 0.19%
食材採購達 99.4%可溯源至生產供應商

2021年在地食材採購金額達 3.47億元，在地食材供應商家數為 392家
通過供應商評鑑之採購金額占比達 99%
FSC認證之擦手紙及衛生紙採購占比達 97%

團客平均滿意度達 98%；散客平均滿意度達 92.5%
行動小管家年度觸及達 99,970人次

2021 永續雲錄

邂逅莊園
誠摯款待

自然慢旅

縱饗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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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we fall are the stepping-stones for our journey.

— Lolly Daska

我們跌倒的地方，是我們人生旅途上的墊腳石。
—羅莉·妲斯卡爾，美國商業教練

It is our attitude at the beginning of a difficult task which,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affect its successful outcome.

— William James, Psychologist

我們面對困難任務一開始的態度，比所有其它因素更會影響成功的結果。
— 威廉•詹姆斯，心理學家

Ch1邂 逅 莊 園
那些防疫日子裡  城堡的守護精靈－君品房務組

2021年5月， 全台灣進入Covid-19三級疫情警戒，全國餐飲業只開放外帶， 婚宴也停擺。君品酒店在送走最
後一批住客後，決議於5月15日開始休館，全力轉型雲朗選物餐點的外送。這座位於臺北城中的歐洲城堡，
除了廚房24小時為了守在家中的客人們不停的烹煮著，其他角落皆陷入了寂靜。

然而此時，平常身穿著藍白制服、穿梭於華麗長廊的隱形精靈，仍舊留守城堡，鉅細靡遺的守護著。精靈們
引進了西方泰華施魔法師來學習清潔法術，同時也對城堡做了最深層的保養。精靈的特質讓她們能看到
每個房間最細微、最隱密的角落，浴室的玻璃，地板的磁磚，床頭的隙縫。有的小精靈特別在意淋浴間的玻
璃門，趁這次機會把幾乎看不見的霧氣水漬完全消滅。有的小精靈最在意的則是馬桶，堅持徹徹底底地將
每一個小溝槽處理的乾乾淨淨。每天除了要去塵通風，更輪流用紫外線機消毒。她們一絲不苟的堅守崗位
，絕不讓灰塵或病毒入侵心愛的城堡。

三個月沒有住客的日子過去了，然後某天開始，當城堡的燈光再度亮起，客人慢慢的
回來，小精靈們就退回到原本隱藏的角落，繼續用最貼心最細緻的魔法照顧走進城堡
的每一位客人,撫慰防疫日子裡每個疲憊的心靈。 

邱吉爾曾經說過，「不要浪費一個好危機」。沒有人希望危機出現，但是面對危機時的
抉擇，將決定我們是誰，並影響未來的發展。雲品國際在疫情影響下竭盡所能，強化體
質，期待能在疫後如鷹展翅上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0E1o8zhKw&t=3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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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集團概況
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年，以「態度」、「速度」與「細度」的三度哲學提供顧客自然
溫暖的主人式服務，主要經營項目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與宴會服務，旗下品牌包含雲品溫泉酒店、台
北君品酒店、君品 Collection、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頤璽多功能宴會場所。為提供顧客精緻的服務，
雲品國際秉持「創新」、「文化藝術」、「永續」及「社會關懷」四大核心價值，期望達成 Luxury（豐富
人生）、Dream（逐夢踏實）和 Culture（文化底蘊）的目標，創造美好的消費體驗。

雲品國際的服務目標

Luxury
Live life luxuriously.

Dream
Dreams come true. 

Culture
Culture oriented innovation. 

豐富人生的每一分鐘，就是給自己最
大的 Luxury ！

雲品國際希望是每個旅人跟工作夥伴
的 Dream Maker ！

文化與藝術是雲品國際的核心價值 ! 
從此我們開始創新，做不一樣的事！

公司名稱 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位置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號 6樓

所有權與
法律形式

於 2012年 11月設立登記，並於 2016年 11月 23日正
式掛牌上市 (普通股股票代碼：2748)

員工總人數
總員工共 841人，包含正式員工共 611人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

營業收入 1,450,905 仟元

資產總額
權益總計  1,728,489仟元
負債總計  3,018,935仟元
資產總計  4,747,424仟元

A
b
ou

t u
s

1.1.1  雲品國際旗下品牌

為 TripAdvisor評選「台灣最佳奢華飯店」
之一，提供 211間精心打造配有落地窗及
觀景陽台之客房，讓旅客享受美景之餘，
也可利用獨立大理石浴池享受日月潭第一
泉；更提供多樣化餐飲服務，曾於 2015年
獲得遠見雜誌評選為台灣「頂級休閒旅館
類 首獎」飯店、同年獲得國際獎項 world 

luxury hotel awards 以 及 Luxury Rooftop View 

Hotel雙大獎；2019年取得「金級環保旅館
認證」、「CU-GSTC 永續旅遊飯店認證」；
2021年與捷安特合作籌組單車管家團隊，
致力於推動永續旅遊，同年獲得觀光局自
行車友善旅宿人氣票選活動中區第一名。

君品酒店 PALAIS de CHINE從字面上來看，
Palais(皇宮 ) v.s. de Chine(中國的 )，就代表
了東西方文化的合併，進一步分析君品的
內涵及裝飾，皆充滿混搭 mix & match的創
新設計風格，不論是傳統、現代、簡約或
是華麗的風格，都在協調且混合多樣元素
後，展現碰撞與和諧的美感。此外，酒店
內「頤宮中餐廳」不僅蟬聯四屆《台北米
其林指南》三星餐廳之殊，同時亦榮獲兩
岸美食論壇十大名店殊榮；更於 2020年與
義大利米其林一星餐廳主廚及 8國團隊成
員合作推出全新的義式餐廳「雅意」，於
2021榮獲米其林指南餐盤推薦餐廳。

南投縣魚池鄉中正路 23號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3號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雲品溫泉酒店

君品酒店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https://www.palais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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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品 Collection

頤品大飯店

頤璽婚宴會館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全新中央舞臺型式場地，高雅奢華、氣派，場地
挑高 6米，首創 360度圓形雙層升降 LED螢幕舞
台，單一宴會廳坐擁四處舞台，全台首創「音樂
規劃師」服務，設計獨一無二的專屬主題曲，同
時規劃 100組電腦燈與聲光特效，打造多功能的
宴會場所。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號 5樓

包含新莊晶冠館、高雄夢時代館兩個據點 (新店
北新館於 2021年 4月結束營業 )，提供各具特色
之宴會場地及各式方案，滿足尾牙、春酒、婚宴
與工商團體等多樣化宴席需求。

新莊晶冠館
備有全亞洲最大 360度 LED環場式屏幕，透過挑
高 10米的場地，提供新人時尚、奢華、氣派的婚
宴體驗，最大可容納 380桌；並新增宴會秘境「美
軍俱樂部」，提供喜好美式氛圍及戶外庭園婚禮
的新人們新選擇。

新莊晶冠館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號 6、7樓 (晶冠廣場 )

提供多樣化場地位址選擇

君品 Collection宴會事業體以「共享經濟」、「分
享利潤」概念，提供創新之個製化宴會管理，與
國內外多方絕美秘境場地合作，給予新人「這個
宴會是專門為我設計」的尊榮感；結合米其林三
星廚藝團隊、專屬婚禮企劃師與婚禮管家團隊，
提供專業婚禮 /活動企劃及場域硬體規劃資源、
同時使婚禮及宴會安排更具彈性及專業性；更透
過沉浸式主題宴會，讓賓客更有參與感，沉浸在
新人 /主辦方精心準備的感官饗宴中，並留下深
刻記憶。

1.1.2  營運策略與績效
雲品國際致力觀光旅館業及餐飲業，以貼心及客製化服務獲得良好口碑，旗下雲品溫泉酒店、君品
酒店等更獲獎無數，提供之服務深受客戶信賴及喜愛。

2021年榮獲環保署服務類旅館業「銅級環保旅館標章」

2021年完成「Diversey 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

2021年榮獲易遊網舉辦之第四屆都會型飯店組「台灣最美飯店」 

2021 年榮獲 Trip Advisor 舉辦之旅行者之選台灣前 25大飯店「第 21名」

2021年君品雅意獲得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評鑑「餐盤推薦」

2021年第一屆 500盤君品頤宮共獲得 8盤推薦

自 2018年開始君品頤宮蟬聯四年台北米其林指南評鑑「三星餐廳」

2021年新增之米其林指南「服務大獎」由君品頤宮服務經理 -歐宛臻獲獎

2019年店榮獲「穆斯林友善餐旅認證」

2021年 KEN CAN by Ken Chan餐廳取得 AMOT 食材溯源餐廳「三星認證」

2021年榮獲觀光局自行車友善旅宿人氣票選活動「中區第一名」

2021年榮獲環保署服務類旅館業「金級環保旅館標章」

2021年完成「Diversey 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

2021年榮獲易遊網舉辦之第四屆渡假型飯店組「台灣最美飯店」

自 2019年開始蟬連三年 Hotels Combined「台灣人氣旅宿早餐獎」

2019年榮獲「全球永續旅遊認證 (CU-GSTC Hotel Certification)」為全台第一家
獲得此認證的五星級酒店

君品酒店

雲品溫泉酒店

啟程

https://www.palaiscollection.com/
https://www.ldchotels.com/zh-hant/hotels/gala-de-chine/
https://www.ldchotels.com/zh-hant/hotels/gala-de-luxe-xinzhuang-ji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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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近三年營收與稅後淨利，2021年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臺
灣實施更加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2021年前 11

個月以觀光名義入境者僅 143人次，其他包括業務、探親、求學等目的
的來台人次亦僅有約 13萬人次，亟需觀光業者尋找其他經營方向。展
望雲品國際之營運策略，除在自有營運據點持續深耕品牌及爭取提升業
績，也將擴大發展多角化版圖，透過多年於頂級餐飲領域的經營經驗，
將餐飲優勢融入住房方案，並延續君品 Collection零資產、純管理的經營
模式，將雲品國際的優勢延伸，進而提升營運成長動能，於逆境中堅強
前行。

類型 項目
金額

除每股現金股利為新台幣元外，餘係仟元

產生的經濟價值

營業收入 1,450,905

營業毛利 257,605

營業淨利 (54,91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211

稅前淨利 (41,701)

分配的經濟價值

營業成本 1,193,300

營業費用 312,517

發放現金股利 45,241

所得稅費用 12,387

留存的經濟價值 本期淨利 (稅後 ) (29,314)

雲品國際 2021 年財務績效如下

詳細財務數據請參
閱本公司財務報告

員工是雲品國際提供優質服務的
重要核心，雲品國際重視員工培
育及雙向溝通，期望透過良好互
動與勞資關係，持續創造價值。

雲品國際恪守各項法規，並積極
配合相關政令宣導，善盡企業公
民責任。

雲品國際持續提升服務品質，重
視客戶回饋心聲，持續為客戶打
造難忘美好體驗是我們最重要的
成長動力。

雲品國際與飯店業者攜手，合作
度過疫情業績最艱困的時期，結
合各家特殊產業經驗，為員工及
客戶創造最大效益。

供應商與食品安全、服務品質等
議題緊密相關，是雲品國際重要
合作夥伴，透過系統性管理，持
續強化與供應商合作發展。

雲品國際透過各式媒體管道進行
曝光與行銷，同時也嚴格控管揭
露之公開資訊，確保符合廣告相
關法規。

雲品國際重視股東與投資人意
見，將其納入營運決策重要參
考，期望能持續進步以滿足股
東期望。

雲品國際座落於各處景點，為在
地觀光、運動賽事、文化藝術弘
揚等貢獻一己之力，並定期與在
地相關協會聯繫討論合作事宜。

員工

客戶/
消費者

供應商

股東與
投資人

政府
主管機關

社區與
非營利組織

策略夥伴

媒體

1.2  重大性分析
雲品國際重視利害關係人互動與溝通，透過系統性分析流程，了解利害關係人對於雲品國際之意見與重
視議題，並透過本報告書、公開資料、官網等多元管道進行回應，期望能促使雲品國際持續改善，以符
合利害關係人之期望。

1.2.1  利害關係人鑑別
雲品國際參考國際 AA1000 SES利害關係人議和標準（AA 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進行利害關
係人鑑別與議和流程，完成利害關係人鑑別、以及了解其關注之永續發展相關議題。透過召開利害關係人
鑑別會議，依據雲品國際對利害關係人之責任、影響力、多元觀點、張力及依賴性等五大面向進行評估，
並鑑別出 8類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分別為員工、客戶 /消費者、供應商、股東與投資人、政府主管機關、
媒體、策略夥伴以及社區與非營利組織等。

利害關係人對雲品國際的意義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4/%E9%9B%B2%E5%93%81%E5%90%88%E4%BD%B5110Q4%E8%B2%A1%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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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重大議題分析
為與利害關係人達有效溝通，雲品國際透過重大議題分析流程，對利害關係人可能關注之治理、環境、
社會面向相關永續議題，以問卷方式進行關注程度調查；同時，為鑑別各項議題可能產生之衝擊程度，
雲品國際亦邀集內部高階主管進行衝擊程度評估，再根據內外部調查結果將永續議題之關注程度與衝擊
程度評估結果繪製成重大議題鑑別分布圖，並以關注程度與衝擊程度較高之議題，作為本年度雲品國際
之重大議題，並對應適用之 GRI Standards，於本報告書中進行回應。

檢視

依據本次調查結果，
作為下一年度分析
流程之調整參考

確認

鑑別結果呈交董事長確認

排序

透過問卷進行
關注程度與衝
擊程度調查

鑑別

研擬重大議
題清單

調查永續議題數
20項
*參考GRI準則(GRI 

Standards)、國內
外相關產業永續
趨勢、主管機關
規範訂定重大議
題調查清單

利害關係人問卷
回收份數246份
高階主管問卷回
收份數17份

鑑別出之重大議題10+2項
重大議題鑑別出10項議題，依序為疫
情因應與運維策略、法規遵循、服務
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顧客健康與安
全、客戶隱私、營運績效、公司治
理、永續發展策略及風險管理、職業
健康與安全、服務創新。
因應公司治理最新規範及食品相關法
規，本年度另將氣候變遷因應、供應
鏈管理共2項議題列入重大議題。

整體有效問卷
回收率>91%

2021 年度重大議題分布圖

重大議題鑑別與分析流程

營運衝擊度

6.0

6.0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4.0

4.0

2.0

2.00.0

公司治理

法規遵循

人權平等

溫室氣體與能源管理

營運績效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服務創新

行銷與標示

職業健康與安全

顧客健康與安全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客戶隱私

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

氣候變遷因應

員工招募與培訓

社會參與及社區關係經營

供應鏈管理

永續發展策略及
風險管理

員工照顧與福利

在地食材採購

重大議題及其與 GRI Standards 各主題和價值鏈邊界的對照如下表。

重大議題
對應 GRI 

重大主題
對雲品國際之重要性

衝擊邊界

雲
品
國
際

員
工

客
戶
/
消
費
者

供
應
商

股
東
與
投
資
人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媒
體

策
略
夥
伴

社
會
/
社
區

疫情因應與
運維策略

103管理方針

為雲品國際之所有利害關係人
共同最關注之議題。疫情影響
雲品國際之住宿與宴會事業，
在秉持著不裁員、不減薪、不
放無薪假之三不政策下，嚴格
防疫並調整營運發展策略。

● ● ○ ○ ● ● ●

法規遵循

307有關環境保
護的法規遵循
419社會經濟法
規遵循

雲品國際以法規遵循為最基本
原則，善盡企業責任，並基於
資訊透明揭露原則，主動揭露
裁罰情形及改善措施。

● ● ○ ● ● ● ○ ●

服務品質與
客戶滿意度

103管理方針

雲品國際重視客戶心聲，透過
多元管道了解客戶需求，並盡
力精進，期望帶給客戶滿足的
體驗。

● ● ● ○ ● ○ ● ○

顧客健康與
安全

416 顧客健康與
安全
417 行銷與標示

雲品國際堅持對品質要求及嚴
格控管，致力於提供客戶值得
信任且安全的產品及服務。

● ● ● ● ● ○ ○ ● ●

客戶隱私 418 客戶隱私

雲品國際了解隱私保護重要
性，對於客戶提供資料，皆以
最高保密要求進行管理，並對
員工進行宣導，以確保客戶信
賴。

○ ○ ● ● ● ○ ○ ● ○

營運績效 201 經濟績效

雲品國際持續深耕自有品牌，
並擴大發展多角化版圖，將餐
飲優勢融入住房方案，並延續
君品 Collection零資產、純管理
的經營模式。

● ● ● ● ● ○ ●

公司治理
205 反貪腐
206 反競爭行為
415 公共政策

雲品國際訂定「董事會議事規
定」與「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
儕評鑑辦法」完善董事會職能，
並遵守「誠信經營守則」與「道
德行為準則」，以確保董事會
運作品質。

● ● ○ ● ○ ○ ● ● ●

註：●  代表直接衝擊；○  代表間接衝擊

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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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代表直接衝擊；○  代表間接衝擊

1.2.3 重大議題管理策略與回應
針對鑑別之重大議題，雲品國際已發展完整管理方針，透過系統性管理與績效追蹤，回應利害關係人
之關注並降低可能之負面衝擊。同時，為響應國際趨勢，雲品亦積極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並將其結合現有管理策略，以善盡國際企業公民責任。

重大議題
管理方針說明

對應 SDGs 回應章節
策略與方案 2021重要成效

疫情因應與
運維策略

●  調整營運策略與內部教育
訓練主軸於深化企業文化
培育

●  以不裁員、不減薪、不放
無薪假之三不政策保護公
司珍貴的員工人才

●  除配合政府機關防疫外，
並於入口處安裝熱像儀
及醫療性紫外線燈消毒
出風口

●  雲品國際自主控管住
房率與自助餐廳人流
管制，給予顧客安心
的住宿環境

●  雲品國際各館於 2021
年完成「Diversey 泰華
施安心盾牌」認證，
將防疫清潔再強化，
為旅客提供安心的住
宿與餐飲環境

SDG 3
健康與福祉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疫情因應與維運
策略

3.2 培育與照顧

法規遵循

●  以符合各項法規要求為基
本目標

●  定期追蹤法規訂定進度與
遵循情形

●  不定期辦理法規遵循相關
教育訓練與宣導

●  2021年度並無重大違
法事件

SDG 16
和平、正義及
健全制度

1.5 公司治理

2.1 食品安全

3.3 職業安全衛生

4.2環境共好

服務品質與
客戶滿意度

●  定期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  遵循客訴處理流程，即時
回覆客戶意見

●  團客滿意度調查：平
均滿意度達 98%

●  散客滿意度調查：平
均滿意度達 92.5%

– 2.3 客戶關係

顧客健康與
安全

●  食品安全小組持續運作
●  食品安全實驗室定期對原
物料及成品每年定期內外
檢測

●  強化供應商稽核制度，確
保其供貨品質

●  君品頤宮餐廳將所有
空調送風機加裝 UVA
紫外線殺菌燈管，提
供衛生的用餐環境

●  2021年度未發生違反
食品安全相關法規之
情事

SDG 3
健康與福祉

2.1 食品安全

客戶隱私
●  遵循「雲品國際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保護規則」落實
資安管理與客戶隱私保護

●  2021年度未發生隱私
外洩之情事 – 2.3 客戶關係

重大議題
對應 GRI 

重大主題
對雲品國際之重要性

衝擊邊界

雲
品
國
際

員
工

客
戶
/
消
費
者

供
應
商

股
東
與
投
資
人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媒
體

策
略
夥
伴

社
會
/
社
區

永續發展策略及
風險管理 102一般揭露

雲品國際近年將集團
文化與永續理念融合，
由員工、供應商到客
戶全面推動永續發展，
並根據鑑別出的永續
風險因子討論擬定因
應策略。

● ○ ○ ○ ● ● ● ○ ●

職業健康與安全 403 職業安全衛生

雲品國際為照顧員工
生活，設立職工福利
委員會，提供全職員
工保險及醫療照顧；
更成立 14個社團，提
供員工身心放鬆的管
道。

● ● ● ● ○ ○ ○ ● ○

服務創新 103管理方針

雲品國際布局海外之
際，亦不斷根據當地
市場特色發想靈感，
以提升競爭力，結合
文化藝術、科技與溫
度，致力於提供客戶
最有美好的體驗。

● ○ ● ○ ● ● ○ ○

氣候變遷因應 103 管理方針

雲品國際為因應日趨
極端的氣候，自能源
管理開始著手進行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逐步提升設備能源效
率，以達持續降低能
耗之目標、未減緩氣
候變遷。

● ○ ○ ○ ● ● ○ ●

供應鏈管理
204採購實務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供應鏈為雲品國際重
要夥伴，除透過供應
鏈管理確保食品安全
之落實，也長期與優
質供應商合作，確保
客戶獲得最高品質之
產品與服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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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
管理方針說明

對應 SDGs 回應章節
策略與方案 2021重要成效

營運績效

●  持續品牌深耕，並發
展多角化營運策略，
延續君品 Collection 宴
會平台的創始理念，
以零資產模式與場地
供應者共享利潤，達
到降低場地固定租金
的目的、並持續擴展
據點

●  2021年度營業淨損為新台
幣 54,912仟元，營業利損
率為 -4%，稅後淨損為新
台幣 29,314仟元，稅後淨
損率為 -2%

●  君品 Collection推出頂級宴
會品牌蘭克斯特（Lancaster 
House）；並於少棒故鄉「紅
葉谷」，打造永續觀光的
示範園區；更進駐烏來「紅
河谷園區」，以天然建材
打造獨棟溫泉 Villa，預計
於 2022至 2023年開始營運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SDG 11
永續城鄉

1.1集團概況

2.4 品牌創新

公司治理

●  根據「董事會議事規
定」，每季至少召開
一次

●  根據「董事會自我評
鑑或同儕評鑑辦法」，
每年執行一次內部績
效評估

●  設置審計、薪酬、企
業永續發展等委員
會，各司其職健全公
司治理

●  獲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 -
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服
務業金獎

●  獲天下雜誌 -企業永續公
民獎 -小巨人組第三名

●  2021年未發生公司治理及
營運相關違法情事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1.5 公司治理

永續發展策略
及風險管理

●  鑑別 ESG相關新興風
險與機會，並擬定因
應策略

●  將永續理念融入集團
經營策略內

●  藉由策略聯盟，協助
社區發展，支持當地
企業，關懷偏鄉孩童
教育

●  借重餐飲優勢競爭力帶動
住房，除已取得永續旅遊
等多項認證外，持續推動
環保餐具租借及鼓勵採用
環保餐盒打包等措施，同
步減少包材與食物浪費

●  台東紅葉谷籌備期間與周
邊民宿結合，敦親睦鄰，
邀請民宿業者至雲品交流
觀摩，分享永續作為

●  君品舉辦聖誕點燈儀式與
許願活動，邀請君品顧客
完成台東紅葉國小孩童願
望。並與台泥綠能一起完
成水泥工作坊，地球科學
課程及聖誕小故事等活
動，讓紅葉國小孩童有更
多生活與環境教育及體驗

SDG 11
永續城鄉

1.4永續策略

重大議題
管理方針說明

對應 SDGs 回應章節
策略與方案 2021重要成效

職業健康與
安全

●  職工福利委員會持續
提供全職員工保險及
醫療補助與照顧

●  安全衛生委員會根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之七大原則」，定期
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
題與辦理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  補助因收到細胞簡訊而需
進行篩檢的同仁相關費
用，2021 年共補助 15 位
同仁，合計 4,500元

●  新購置熱顯像儀與手提式
耳溫槍，進出旅客與工作
人員皆需進行測量，維護
安全的工作環境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3.2 培育與照顧

服務創新

●  透過各種同業異業結
盟的方式提供加值及
創新產品與服務

●  持續投資優化軟硬體
設施，提升客人體驗
滿意度

●  雲品國際積極擴張版圖，
透過異業合作推出全新宴
會品牌「蘭克斯特」、台
東「紅葉谷」園區、烏來
「紅河谷」園區等專案，
強大君品 Collection陣容

●  君品推出精彩的文藝導
覽，規劃查理五世總統套
房藝術導覽，透過介紹君
品設計歷史意涵，豐富旅
客住宿體驗與藝術價值。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2.4 品牌創新

氣候變遷
因應

●  遵循 TCFD框架，鑑別
氣候相關風險及擬定
因應措施及追蹤

●  訂定每年節電 1% 的
目標，持續推動節能
措施

●  雲品國際將傳統燈具與舊
鍋爐進行汰換，總用電量
年度減少約 7.5 萬度、總
柴油用量年度減少約 72
公秉，二氧化碳排放量年
度減少約 230.09公噸

●  每月定期匯報水電管控情
況，採購有節能標章之產
品；並將水龍頭加裝節水
器，有效達到節水率 20%

SDG 13
氣候行動

4.2 環境共好

供應鏈管理

●  持續落實採購標準作
業流程、執行供應商
年度稽核與評鑑機
制，並要求供應商簽
定行為守則承諾書

●  持續推動在地採購

●  2021年度超過 80%供應商
接受評鑑

●  供應商誠信經營守則承諾
書簽定比例達 67%

●  供應商行為守則承諾書簽
定比例達 65%

●  食材在地採購比例達 100%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2.2 永續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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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利害關係人溝通頻率與關注議題：

公協會參與

雲品國際重視與外界交流與學習，2021年旗下分公司持續積極參與產業、營運
相關之公協會並擔任會員代表；而日月潭分公司除產業相關公協會外，也參加
不同性質之在地公協會，以深化在地關係與連結。

公司名稱 參與公協會 參與方式

日月潭
分公司

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擔任會員代表

南投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擔任會員代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 擔任會員代表

南投縣烹飪公會 擔任會員代表

南投縣警友會 擔任會員代表

中華民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擔任會員代表

台北市美國商會 擔任會員代表

南投縣婦女防火宣導大隊第二中隊顧問 擔任會員代表

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擔任會員代表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ECCT) 擔任會員代表

全球永續旅遊委員會 (GSTC) 會員

新莊
分公司

新北市廠商發展促進會 擔任會員代表

台北
分公司

璞富騰酒店及度假村集團 (P.H.G) 會員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 會員

利害關係人類別 溝通管道與頻率 關注議題

媒體 ●  記者會、報章雜誌專訪等 (不定期 )

●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  永續發展策略及風險管理
●  公司治理
●  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

股東與投資人

●  股東大會 (每年 )
●  法人說明會 (至少 1次 /年 )
●  公開資訊觀測站 (即時 )
●  公司網站投資人專區 (即時 )

●  營運績效
●  顧客健康與安全
●  客戶隱私
●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供應商
●  供應商評鑑與稽核 (每年 )
●  供應商實地訪視 (2次 /年 )
●  採購人員維護聯繫 (不定期 )

●  顧客健康與安全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客戶隱私
●  法規遵循

客戶 /消費者

●  客服專線 /Email (即時 )
●  公司官網 /社群媒體 (即時 )
●  顧客滿意度調查 (定期抽樣調查 )
●  現場服務人員與主管 (即時 )
●  外部飯店訂房系統意見回饋 (定期抽樣調查 )

●  顧客健康與安全
●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  客戶隱私
●  服務創新

員工

●  勞資會議 (4次 /年 )
●  職工福利委員會會議 (4次 /年 )
●  職業安全委員會會議 (4次 /年 )
●  員工大會 (2次 /年 )
●  內、外部教育訓練及課後問卷 (每次課程結束後 )
●  董事長信箱 opinion@ldchotels.com
●  座談會 (不定期 )
●  員工性騷擾信箱及專線 (若接獲案件即時處理 )
●  員工創新會議 (定期辦理 )
●  職場幸福指數調查 (每年 )

●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  顧客健康與安全

政府主管機關
●  政府公文來函 (若接獲即時處理 )
●  法規 /政令宣導會議 (不定期 )
●  Email/電話溝通 (不定期 )

●  法規遵循
●  營運績效
●  服務創新
●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策略夥伴 ●  線上軟體 (每月 )

●  法規遵循
●  疫情因應與維運策略
●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  顧客健康與安全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客戶隱私
(上述 6項並列第一 )

社區與
非營利組織

●  電話 /電子郵件 (每月 )

●  社會參與及社區關係經營
●  顧客健康與安全
●  客戶隱私
●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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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永續策略
永續發展理念與願景

2021年新冠肺炎病毒持續侵略全世界，疫情讓旅人慢下腳步，也為永續旅遊帶來新的轉捩點。利害關係
人對於企業關注議題，亦自財務績效擴及至各項永續風險管理、顧客健康及氣候變遷因應等議題，而如
何在企業穩健發展下，也兼顧各項利害關係人關注之永續議題，成為雲品國際經營策略規劃重點。2016

年董事會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2022年已更名為「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以本公司總管理處
同時負責永續發展及企業誠信經營之相關業務，關注消費者權益、社區環保及公益等議題。2019年訂定
「永續發展藍圖及 2022年目標」，並推行永續旅遊落實政策，提供永續旅遊教育訓練課程，和環保旅遊
專案活動。2020年底更成立了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以行動落實飯店永續經營的目標。

歷經兩年的與病毒共存，雲品國際向內根植企業的核心永續價值，向外尋求與地方的土地、文化與藝術
連結。自管理層面帶領員工共享永續午餐、永續議題工作坊及教育訓練課程外，營運層面落實食材溯源、
當地食材運用、減少剩食、提高能源水電使用效率、以及減塑等環保措施，向外更主動邀請客人一起參
與淨潭、閒置空地壁畫彩繪、麥當勞遠地就醫義煮等活動，從消極的旅行不破壞環境到積極的改善環境
旅遊（Impact Tourism）。

環境保護  節能減碳承諾

頂級顧客  滿意服務創新

永續旅遊  五星認證爭取

誠信經營  公司治理強化

在地綠色  採購比例增加

在地經營  社區回饋擴大

弱勢群體  兒童照顧關懷

勞工培訓  永續人才厚植

雲品國際永續發展藍圖之八項策略主軸

雲品國際認為企業永續不代表永遠存在，而是存在時要為環境及人類永續盡一份心力。規劃集團永續
發展的方向時，除考量利害關係人關注重大議題、旅遊產業特性外，也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針對治理、環境、社會面向規劃相關策略與短中長期目標，期望過
此過程展現雲品國際在永續發展之理念以及績效，分享我們的成功和失敗經驗，讓更多人願意投入永續
經營的努力。

雲品國際之短、中長期永續目標

策略方向 短期目標
(2021 年 )

短期目標
達成情形

中長期目標方向
(2022~2025 年 )

呼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治
理
面

持續完善公司
治理相關規範
與機制

完成董事會內部績效
自評

●  定期執行董事會內外部
績效評估，且每三年由
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
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
行評估一次

●  持續深化誠信經營文
化，強化相關教育訓練
與宣導

●  建立誠信經營風險評估
機制

●  落實審計、薪酬、企業
永續發展委員會之運
作與推動事項

SDG 16
和平、正義及
健全制度

精進各分公司資料蒐
集標準及作業程序

社會影響力評估 B4SI

框架優化

持續強化食安
管理及完善相
關管理系統

「Diversey 泰華施安心
盾牌」認證

●  持續維護各據點環境清
潔、增進防疫

SDG 2
消除飢餓

SDG 3
健康與福祉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

將頤宮剩餘物料轉單
位作為員工餐廳用料、
若晚餐後仍有剩食，
提供同仁帶回

●  降低食物浪費，並提升
食材溯源比例、採購台
灣在地優良認證食材

將早餐及晚餐剩食，
捐贈予教會組織，2021

年共捐贈食物銀行 365

公斤糧食

廚餘再利用，2021 年
乾料產出 13,897公斤、
土改物產出 2,146公斤

落實食安管理，確保
無食安相關事件

●  持續強化食安管理，維
持零食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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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短期目標
(2021 年 )

短期目標
達成情形

中長期目標方向
(2022~2025 年 )

呼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環
境
面

發展生態旅
遊、環境友
善宴會及餐
廳，成為環
境保護先驅

集合政府與民間團體共 94人次
投入活動，清除日月潭區域垃
圾達 555.45公斤

●  推廣永續旅遊，持續以低碳、環保、
生態等面向發展主題式旅遊計畫

SDG 12
責任消費
及生產

SDG 13
氣候行動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

榮獲「環保旅館 銅級」標章，
推廣顧客減少一次性用品與提
供獎勵折扣

推動無紙化住宿，包括客房指
南建入 e管家系統、訂退房通
知皆以 email發送、電子版疫
情聲明與顧客滿意度調查以 QR 

code形式填寫

積極導入節電措施，提升每年
1%節電率；並落實節水措施
及宣導，目標達到至少 1%年
節水率

●  2021年節能措施之年度績效為：總
用電量減少約 7.5萬度、二氧化碳排
放量減少約 230.09公噸、且節水率達
到 20% 

社
會
面

打 造 跨 世
代、多元團
隊，提升服
務溫度

規劃五類培訓課程，依職務需
求積極培訓旅館專業管理人才

●  依員工職能、職務制定培訓規劃，已
完成客務、房務專業訓練、TTT訓練
訓練員及基層幹部培訓課程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SDG 10
減少不平等

舉辦員工大會，給予基層與總
經理溝通的直接管道

●  增進員工溝通、傾聽員工心聲，營造
友善職場環境

重視人權與平等，不因性別、
種族、年齡、政治傾向等而有
差別待遇

●  持續推動多元人才招募管道及強化薪
酬福利制度，吸引優質人才。全職員
工中，男性占比 49%、女性占比 51%

持續運作福利委員會完善員工
照顧，提供全職員工多項福利

●  疫情期間積極鼓勵員工配合政策施
打疫苗，並提供疫苗險補助；截至
2021 年底，90%以上員工已完成第二
劑疫苗施打，截至 2022年 4月更達
95.7%員工完成第三劑疫苗施打

結合在地組
織、員工及
營運核心能
力，發展社
會參與計畫

串聯在地夥伴，跨界合作創造
嶄新價值， 傳承在地藝術及文
化，用雲品國際的方式體驗永
續旅遊

●  響應食物銀行，捐贈剩食給慈善廚房
或庇護所，如：將丹彤自助餐廳剩下
無法再製的食物，捐贈給附近的教會
組織；同時對內減少員工餐廳的食物
浪費，讓員工自備餐盒盛裝回家， 讓
食物能充分被食用

●  前往南投春陽國小，為學生進行傳統
醃製料理、編布教學與實作體驗，增
加學生的族群認同 (賽德克族 )

SDG 9
工業化、創新
及基礎建設

SDG 11
永續城鄉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0年 12月 17日經董事會決議後通過設置「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長及 2位獨立董事組成，並
下設 ESG 工作小組，負責推動環境永續、責任採購、同仁福祉、消費者權益、社會關係及公司治理等面
向之企業永續經營相關事項、永續報告書之編撰及審定，對應之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媒體評鑑相關事宜
等；由總管理處負責綜理本委員會業務，整合相關單位執行成果，向委員會報告。同時訂定「企業永續
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每半年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並每年至少一次回報予董事會。希望在全球
氣候變遷、生態保育、經濟發展達成平衡地共存，以行動落實飯店永續經營的目標。

雲品國際永續推動組織架構

我們知道邁向永續的旅程中將須打破許多框架與阻礙，然從汰換節能燈泡、採購具有節電標章的設施開
始，發現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累積後也能帶來有份量的貢獻，從中獲得的成就感，引導著我們逐步推
行集團各層面的永續措施。雲品國際為每位同仁心中埋下永續的種子，於工作場所中導入節水節電設備、
將原先視為垃圾的果皮果菜經過廚餘機再製成堆肥、以氣泡水機取代瓶裝水、不主動提供一次性備品、
綠色供應鏈、取得綠建築設計認證等，視員工為蜜蜂、飯店為土壤，讓永續的芬芳觸及旅客與社區。

疫情為繁忙的日常按下慢速鍵，保留時間讓人們思考還有哪些永續轉機。雲品國際期許在這條路上能秉
持一貫堅持，且保有彈性的公司文化，制定永續發展策略及實際作為的同時，也將發揮出公司自我的特
色及優勢，突顯獨特的品牌定位，亦提供更優質及創新的住宿及餐飲服務，期望使每位親身經歷雲品國
際旗下任何一家分公司服務的客人，都能真切的感受我們所盡心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以及讓客戶有賓
至如歸之感。

董事會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ESG

工作小組

同仁關懷 消費者關懷 社會/社區關懷 公司治理 環境永續 責任採購

食品安全 供應商管理 綠色採購



202 1 啟程雲 品 國 際 邂逅莊園1 縱饗沙龍2 誠摯款待3 自然慢旅4 旅人手札5

30 31

股東大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稽核處

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台
北
分
公
司

新
莊
分
公
司

日
月
潭
分
公
司

總管理處兼任公司治理

財
務

資
訊

採
購

會
計

人
事

1.5  公司治理
雲品國際已建立制度化之公司治理架構與權責，秉持誠信經營理念，致力於誠信經營與資訊透明揭露，
以維護股東及利害相關人之權益；於 2021年持續朝永續治理前行，健全運作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引領
雲品國際全體同仁、合作夥伴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一同為環境及人類永續盡一份心力。

部門 主要職掌

董事長
●  秉承董事會之決議，擬訂公司營運目標與經營發展策略。
●  帶領整體組織團隊管理運作，確保公司營運績效之達成。

總經理

●  擬定公司經營計畫。
●  協調各部門間之溝通與管理工作。
●  執行董事會交辦事項。

稽核處

●  內部控制作業之規範與整合、執行與檢討。
●  稽核作業執行及稽核報告撰擬、稽核缺失期後追蹤改善。
●  協助輔導各部室執行內控、自評及內稽知識之教育訓練。
●  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提出稽核報告與說明執行成果。

各分公司

●  依據董事長所訂之產品方向及經營政策，訂定各據點合適之營運模式。
●  以滿足顧客及消費者之需求為依歸，規劃組織運作架構，達成公司所訂之
目標。

總管理處兼任公司治理
●  協助總經理與管理階層於公司整體後勤組織功能架構之策略擬定、流程制
度建立、資源整合統籌與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總管理處 –財務組

●  統籌制定整體財務管理策略與相關制度辦法。
●  負責投資評估規劃、資金調度管理、經營績效與成本分析、風險管理、投資
人關係管理等，落實公司治理有效執行。

總管理處 –會計組 ●  各項帳務作業、稅務事項規劃與申報處理、成本之會計處理。

總管理處 –人事組

●  統籌制定整體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與相關制度辦法。
●  督導各事業部門之人力資源功能運作、人力配置招募任用、員工培訓發展、
薪酬福利以及企業文化推動等工作。

總管理處 –資訊組
●  籌制定整體資訊管理架構與資訊安全政策原則。
●  規劃配置各項資訊管理系統與軟硬體設施，以提供內部相關資訊服務。

總管理處 –採購組
●  籌制定整體採購制度流程辦法、年度採購計畫與供應商管理機制。
●  督導整合各事業部門採購作業運作。

組織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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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董事會運作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雲品國際對董事應具備之資格，皆符合國內相關法規要求。董事會主席由盛治仁董事
長擔任。董事會由 6位董事及 3位獨立董事組成，獨立董事佔全體董事席次 33.3%，董
事會成員女性比例為 56%(包含 4名董事及 1名獨立董事 )。本公司董事任期依法均以 3

年為期 (本屆任期自 2021年 5月 31日至 2024年 5月 31日止 )，連選得連任，董事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組成，考量多元化、且須具備執行職務所必
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並具備商務、財務、會計、及公司業務
等相關豐富的資歷。此外，雲品國際亦定期規劃董事進修課程，
使董事成員能夠掌握公司治理最新趨勢，進而完善雲品國際治理
相關制度與機制，降低相關風險。2021年安排之董事進修課程包
含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辦理之「全球企業永續發展的宏觀
視野」、「企業經營與危機處理」、「大勢所趨的 CSR與永續治
理」、「董事會對公司治理評鑑之因應與應用」等，每位董事進
修時數至少 6小時。

 董事進修詳細資訊
請詳見年報 P.42-45

雲品國際董事會組成

職稱 姓名 性別 主要經 (學）歷
2021年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盛治仁 男

美國西北大學 (伊利諾州 )政治學博士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09 聽障奧運總執行長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主委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基金會執行長
台灣水泥公司獨立董事
行政院文建會主委

雲朗觀光公司總經理

董事 曾貴蘭 女
台灣大學商研所
中信證券協理
中嘉網路副總經理

雲朗觀光公司董事暨資深副
總經理
致和國際公司董事
學而文化事業公司監察人

董事 辜懷如 女 東吳大學日文系

雲朗觀光公司董事長
致和國際公司董事長
龍泉投資公司董事長
嘉利實業公司董事長
雲采餐飲企業公司董事長
興城投資公司董事
泰和興業公司董事

董事 丁原偉 男

加拿大 College Lasalle - Hotel & Restaurant 
Management

遠東大飯店副協理
華泰大飯店集團協理
晶華國際酒店宴會暨餐飲事業總經理 

雲朗觀光公司餐飲事業總經理

雲品國際酒店公司總經理暨
新莊分公司及台北分公司總
經理
國際中橡投資控股公司
獨立董事

董事 張倚蘭 女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碩士
衛斯理女子學院經濟系學士
時代華納雜誌部門客戶行銷經理
谷歌財務分析經理

雲朗觀光公司
副總經理暨
國外事業處總經理

董事 張倚竹 女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PhD in Archaeological 
Scie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MSc in 
Conservation for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MA in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雲朗觀光公司
藝術總監

董事會
性別

董事會
年齡層

56%44%

33%

67%

30歲以下          30-50歲          50歲以上女性：5位          男性：4位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E9%9B%B2%E5%93%81-1110527%E8%82%A1%E6%9D%B1%E6%9C%83-04.%E8%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E4%B8%8A.pdf


202 1 啟程雲 品 國 際 邂逅莊園1 縱饗沙龍2 誠摯款待3 自然慢旅4 旅人手札5

34 35

董事會議事規則 

雲品國際訂定「董事會議事規則」，規範董事會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本公司董事會依規定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召開董事會前會先徵詢各董
事意見以規劃並擬定議程，並至少於會前 7日通知所有董事出席並提供會議資料、110年開始新增
同步英文版開會通知與重大訊息，以利董事了解相關議題內容；議題內容如有與利害關係人相關
並應適當迴避之情形，將給予相關人事前提醒。多數董事、獨立董事均每次親自出席，因故無法
出席者，亦依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行使職權。

董事對於議案內容，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職稱 姓名 性別 主要經 (學）歷 2021年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獨立
董事

張鎮安 男

香港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
香港星空傳媒行政執行長
(star group limited, EVP)

衛星電視有限公司台灣辦事處之
行政總裁
印尼 PT Asia Global Media 
董事兼總裁
鳳凰衛視非執行董事
Commissioner, NET TV Indonesia 

雲品國際酒店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審計召集人及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

獨立
董事

張汝恬 女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中國嘉通公司業務副總經理
台灣彩券公司董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資深副總經理
中信金控資訊執行長

顧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羅張資訊有限公司董事
寰宇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雲品國際酒店公司薪資報酬召
集人、審計委員及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

獨立
董事

陳慰慈 男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灣電力公司副總經理

森霸電力公司顧問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
雲品國際酒店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審計委員及企業永續發展
委員

 董事會組成詳細資訊
請詳見年報 P.9~14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 )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董事長 盛治仁 10 0 100%

董事 曾貴蘭 10 0 100%

董事 辜懷如 10 0 100%

董事 丁原偉 10 0 100%

董事 張倚蘭 6 0 100%

董事 張倚竹 6 0 100%

獨立董事 王全喜 2 0 100%

獨立董事 張鎮安 10 0 100%

獨立董事 張汝恬 10 0 100%

獨立董事 陳慰慈 6 0 100%

董事會績效評估

雲品國際已於 2016年 3月訂定「董事會自我
評鑑或同儕評鑑辦法」，並於 2020年 3月修
訂。每年執行一次內部委員會績效評估，且
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
團隊執行評估一次。每年初向全體董事成員
發出績效自評問券，針對本身進行自評。問
券悉數回收後，董事會籌辦單位依前開辦法
進行分析，將結果提報董事會，針對可加強
處提出改善建議，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公司目標與
任務之掌握

內部控制
董事職責
認知

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

董事會績效
評估六大面向

內部關係
經營與溝通

董事之專業
及持續進修

董事會出席率

雲品國際 2021年共召開 10次董事會，董事平均出席率為 100%、獨立董事平均出席率為 100%。

 董事會出席率及利益
迴避情形詳細資訊

請詳見年報 P.27

註 1：第 3 屆董事會於 2021 年度開會 4 次、第 4 屆董事會於 2021 年共開會 6次。
註 2：2021年 7月 1日 股東會全面改選，第 4 屆董事會新增董事：張倚蘭、張倚竹；

新增獨立董事：陳慰慈。
註 3：獨立董事王全喜因逝世解任，在任期間完整參與 2次董事會。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E9%9B%B2%E5%93%81-1110527%E8%82%A1%E6%9D%B1%E6%9C%83-04.%E8%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E4%B8%8A.pdf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E9%9B%B2%E5%93%81-1110527%E8%82%A1%E6%9D%B1%E6%9C%83-04.%E8%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E4%B8%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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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主要職掌 委員會成員 相關章程

審計委員會

●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
立性與績效。

●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張鎮安 獨立董事
張汝恬 獨立董事
陳慰慈 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
組織規程

薪資報酬
委員會

●   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訂定及
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
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
度、標準與結構。

張鎮安 獨立董事
張汝恬 獨立董事
陳慰慈 獨立董事

薪資報酬委員會
組織規程

企業永續
發展委員會

●   本公司企業永續發展政策方向
與推動計畫之審定或備查。

●   企業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
之追蹤及建議。

●   其他企業永續發展相關事項之
審定或備查。

盛治仁 董事長
張鎮安 獨立董事
張汝恬 獨立董事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組織規程

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

雲品國際董事成員於 2021 年針對 2020年度運作績效完成自評，加權平均分數為 98分。另每三年
一次，雲品國際皆會委託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進行董事會效能評估，因上一
次已於 2020年完成，因此 2021年度未進行相關評估。

1.5.2 功能性委員會
雲品國際董事會除了依法分別下設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運作分別依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與「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執行之外。於 2020年 12月新設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並訂定經董事會審議通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係本公司第一個自願設置之功能性
委員。希冀董事會相互監督與輔助，提升本公司永續治理文化，讓組織運作更具資訊透明化、效
率強化及促進本公司的永續價值。

審計委員會

為健全董事會監督責任，強化董事會之管理機制，雲品國際於 2016年 5月
31日股東常會通過選任三名獨立董事，並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成員係由全體三名獨立董事組成，其中 1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1

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以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審計委員會每季
至少召開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委員會之成員對於會議事項，與
其自身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應予迴避。

薪資報酬委員會

雲品國際於 2015年 9月 18日第二屆第四次董事會審議通過，訂定「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成立薪酬委員會，係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董事、監察
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訂定及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委員會成員人數為 3

人，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皆由獨立董事擔任，其中 1人為召集人，每年至
少召開 2次會議。委員會成員之任期與委任之董事會屆期相同。

2021年度共召開 5次薪酬委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 100%。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 )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召集人 王全喜 2 0 100%

召集人 張鎮安 8 0 100%

委員 張汝恬 8 0 100%

委員 陳慰慈 5 0 100%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 )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召集人 張汝恬 5 0 100%

委員 張鎮安 5 0 100%

委員 王全喜 1 0 100%

委員 陳慰慈 3 0 100%

 2021 年度審計委員會
議案內容

請詳見年報 P.30

 2021 年度薪酬委員會
議案內容請

詳見年報 P.45

註 1：第 2 屆審計委員會於 2021 年度共開會 3 次、第 3 屆審計委員會於 2021年度共開會 5 次。
註 2：2021年 7月 1日股東會全面改選，第 3 屆審計委員會新增委員：陳慰慈。
註 3：召集人王全喜 2021年 5月 4日 因逝世解任，在任期間完整參與 2次審計委員會議。

註 1：第 2 屆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2021年度共開會 2 次、第 3 屆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2021年度共開會 3 次。
註 2：2021年 7月 1日股東會全面改選，第 3 屆薪資報酬委員新增委員：陳慰慈。
註 3：委員 -王全喜 2021年 5月 4日因逝世解任，在任期間完整參與 1次薪資報酬委員會議。

2021年度共召開 8次審計委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 100%，各委員出席情形如下表。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E5%AF%A9%E8%A8%88%E5%A7%94%E5%93%A1%E6%9C%83%E9%81%8B%E4%BD%9C%E6%83%85%E5%BD%A2.pdf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E8%96%AA%E9%85%AC%E5%A7%94%E5%93%A1%E6%9C%83%E9%81%8B%E4%BD%9C%E6%83%85%E5%BD%A2.pdf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E9%9B%B2%E5%93%81-18-%E4%BC%81%E6%A5%AD%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5%A7%94%E5%93%A1%E6%9C%83%E7%B5%84%E7%B9%94%E8%A6%8F%E7%A8%8B10912-1.pdf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E9%9B%B2%E5%93%81-1110527%E8%82%A1%E6%9D%B1%E6%9C%83-04.%E8%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E4%B8%8A.pdf
https://www.fdc-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E9%9B%B2%E5%93%81-1110527%E8%82%A1%E6%9D%B1%E6%9C%83-04.%E8%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E4%B8%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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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誠信經營
雲品國際相信企業誠信是營運最重要核心價值之一，無論從公司治理、客戶服務與食品安全、內部道德
行為準則等面向，皆已訂定相關規範，嚴格自我要求，並向董事會成員、員工等進行宣導，以及不定期
辦理誠信經營之內部及外部訓練，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相關事項，期望建立由內而
外的誠信文化，進而提升利害關係人之信賴及確保其權益。2021年度雲品國際並無違反誠信經營、貪腐
等相關情事。

雲品國際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相關規範

名稱 宗旨說明

誠信經營守則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架構，爰依「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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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公司治理主管

雲品國際公司治理事宜由總管理處負責統籌，為進一步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雲品國際於
2019年 3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由現任總管理處處長暨發言人擔任公司治理主管，並定期規劃相關進修
課程，以確保公司治理主管掌握國內外最新相關趨勢，進而持續協助董事會提升運作績效與治理品質，
2021年進修課程涵蓋永續發展、永續治理、公司治理、內線交易、科技趨勢等，總時數達 12小時。

2021 年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時數

公司治理主管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曾景宏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大勢所趨的 CSR 與永續治理 3

董事會對公司治理評鑑之因應與運用 3

全球企業永續發展的宏觀視野 3

企業經營與危機管理 3

名稱 宗旨說明

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參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制定之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爰訂定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守則，以資遵循，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之。

道德行為
準則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 (包括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副總經理
及相當等級者、協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計部門主管、
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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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佈之「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
例」訂定本準則，以資遵循。

永續發
實務守則

為實踐永續發展，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
之目標，請協助修改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規定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1.6  風險因應
雲品國際為落實企業永續經營之理念，營運過程可能產生之風險皆經適當權責部門
評估分析與管理，以快速偵測各項營運風險及外部風險之變化，衡量風險發生的可
能性與對公司營運衝擊的嚴重程度，及時擬定風險因應措施及管控行動。每年度透
過風險評估和內部稽核作業，與適時修訂相關辦法並持續執行，有效控管風險並符
合法令及永續發展之期待。

風險管理的稽核作業流程

依照風險評估
內容擬定年度
稽核計畫

稽核計畫

確保整體內部控制
作業流暢且各單位
持續溝通協調

整合執行
與檢討

撰寫稽核執行、缺
失及追蹤之稽核報
告提交向上陳報

提交董事會及
獨立董事

 了解更多重要
規範與內容

https://www.fdc-i.com/investor/corporate-governance/#toggle-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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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與因應策略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雲品國際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最高層級為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監督各權責
部門是否針對營運風險、財務風險、法律風險及市場風險等各風險類型，
及涵蓋公司治理、環境、社會議題，提出風險評估及作出適當決策回應。
同時為迅速因應營運上各類型突發事件，雲品國際訂立重大事件通報和處
理規範，明訂各類事件危機處理小組成員，並由召集人負責事件指揮協調
與資訊彙整回報。稽核處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劃，執行稽核作
業並出具稽核報告，以落實監督機制及控管各項風險管理之執行。而為加
強與董事會之溝通聯繫，稽核主管均列席董事會報告稽核業務，並每年至
少一次將重大決策或議題呈報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由董事會督導風險管
理之情形。

風險面向 風險類型 風險描述 風險管理策略

治理

營運風險
由於 COVID-19疫情導致各國實施邊境管制，台灣審慎防堵疫情、採取高規格
的入境檢疫措施，導致出入境人流銳減，受到入境業務大幅萎縮的影響，國
際觀光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之營收均明顯下滑的環境中。 

因我國疫情控制有成，本公司將營運重心轉向國民旅遊，積極進行業務與服務升級，並發展多角化營運策
略，如：君品 Collection以零資產模式與場地供應者共享利潤，達到降低場地固定租金的目的；同時雲品國
際旗下各館別皆於 2021年完成「Diversey 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將防疫清潔再強化，成功刺激我國旅客
的消費意願，維持集團營運績效。

財務管理

公司主要從事國際觀光飯店及館外餐廳經營，在飯店或餐廳設立初期即需龐
大資金投入，用以建造飯店及內外硬體設施，或裝潢餐廳環境及購置營業設
備，以提升顧客來店消費之感受，因此投資回收期較長，舉債比率較高，使
此利率水準之高低、資金來源之取得，對本公司營運以及未來擴點計畫之考
量尚具影響性。

本公司財務策略是以穩健、保守為原則，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之交易。目前企業生命
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並與銀行之往來皆保持良好之債信。

食品供應鏈 颱風與豪大雨侵襲農地，或爆發家畜、家禽、魚類等流行病，對農產品數量
及品質影響的影響甚巨，且也會衝擊食材取得安全性及供應鏈的穩定性。

與現場適度調整菜單，減少影響；改採購非疫區之食材，並要求食材廠商提供檢驗證明或產地資料，強化
供應商管理；同時積極爭取參與綠色餐廳評鑑、採購自然友善的食材，如採購具石虎及友善、有機認證的
中寮石虎柳丁。

食品安全
國內近年來連續爆發劣質油、塑化劑、等食品衛生安全問題，使民眾日益重
視食安議題與健康飲食，且國內對於食安法規趨嚴，若發生食安事件將影響
顧客身心健康與權益，以及衝擊公司營運及企業形象。

持續重視顧客衛生安全，強化對餐飲品質之堅持，加強監測產銷供應鏈及設置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並推
動食品安全檢查機制，導確保落實食品安全管理。

社會 人力資源
隨著國民生活水平提升，國人對於觀光休閒品質的要求也逐漸提高。除了旅
館設施完善度與旅遊行程精緻化，服務人員的服務細膩度，更成為在國內外
競爭激烈的觀光旅館業市場中，業者需著重之競爭趨勢。

透過各項培訓課程規劃：主管管理課程、通識課程、勞安證照課程、部門專業課程、創新服務課程等，依
職能積極培訓旅館專業管理人才、提高服務品質、提升個人專業能力，進而實現為顧客營造美好體驗的承
諾，同時也吸引更多菁英人才加入雲品國際。

環境 氣候變遷 近來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產生之衝擊愈發甚巨，造成實體與轉型風險。 已導入 TCFD框架鑑別氣候變遷的重大風險與機會，擬定因應措施及追蹤，並訂定節電目標，持續推動節
能措施，為環境盡心力。完整內容詳見 4.2環境共好章節。

隨時掌握重要政
策及法律變動
及時調整公司內
部制度與活動

隨時掌握重要政
策及法律變動
及時調整公司內
部制度與活動

就業務範圍針對市場
變化進行分析評估並
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面臨特殊議題成立危
機處理小組，針對可
能發生之危機進行管
控及處理

總管理處財務組 總管理處 各單位

營運方針之擬定
營運效益之評估
營運策略及方針
之決策管理
新事業投資、研
究與開發

財務風險
信用風險
流動風險

董事會各單位

營運風險 法律風險 市場風險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監督管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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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籠飼雞蛋  感恩媽媽從善待每個生命開始－母親節蛋糕

在一場世界地球日的對談中，雲品國際認識了家樂福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蘇小真，聊起了友善食材與餐
飲業的永續。面對農業既有業態與台灣消費市場的競爭，雙方分享了能如何在食品零售業與高端餐飲業
的經營中，做出對土地好、對消費者好、也對動物好的選擇。

蘇執行長告訴我們，家樂福自2018年開始擴大推廣「非籠飼雞蛋」的販售。現代文明將農業和畜牧業工業
化後，籠中母雞的壽命剩不到一半，不得動彈的身子裡充滿了藥劑。除了道德考量，籠飼養也使雞無法展
現自然行為，讓疾病風險增加，對人體造成傷害。所以家樂福選擇以推廣非籠飼雞蛋做起，嘗試以增加消
費者需求去改變畜牧業的養殖方式。

聽到這個故事，雲品國際立刻決定，即將推出的的母親節蛋糕，將選用對雞友善的非籠飼雞蛋。各館一邊
請採購同仁確認雞蛋來源，一邊請行銷同事在母親節蛋糕的宣傳中，明確與消費者傳達訊息。希望一句「
母親節快樂，母雞也快樂」的slogan，能將一顆小種子種在消費者的心中，或許在下次採購雞蛋時，會做
出不一樣的決定。

一個兩小時的對話，帶來一小步的改變。我們無法快速改變既有市場的消費習慣，但可以從自身做起，將
每一個選擇做的更好，也讓客人在享受每一口美食的同時，體會食材背後的善美。 

做生意跟人生一樣，都是要取捨。什麼都不捨棄，就什麼都得不到。極大化獲利不是我們的營運目標，做
出對環境、社會、員工、股東和消費者都有利的措施，才是我們的努力方向。改變並非一蹴可幾，最重要的
是願意踏出實踐的第一步。

若什麼都不捨棄，便什麼都不能獲取。
—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

All you've got to do is decide to go and the hardest part is over."
— Tony Wheeler, Lonely Planet founder

你只要決定開始出發，最困難的部分就已經結束了
— 東尼．惠勒，孤獨星球創辦人

Ch2縱 饗 沙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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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食品安全
雲品國際精選新鮮優質食材，嚴格控管原物料品質，將新鮮原味忠實呈現給顧客，為提升餐飲之衛生安
全及維持公司產品一貫衛生標準，依據衛福部頒訂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建立食品安全監測計
畫（含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同時設置實驗室，鑑別、評估及管制食品安全危害，採用危害分析重要管
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制度，管理原料、材料之驗收、加工、製造、貯存及
運送全程之系統，維持食材品質與食用健
康、預防製造過程中之污染，為顧客健康
層層把關。

雲品國際旗下共計 12間餐廳，皆為直營
並無特許經營加盟之餐廳，各分公司皆積
極管理所屬之餐廳，確保提供最高品質的
餐食與服務。

項目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餐廳名稱

頤宮
雲軒
雅意
宴會廳

頤品
頤璽

彩雲軒
丹彤自助餐

KEN CAN

大廳酒吧
雲月舫
宴會廳

員工人數
(人 )

167 44 119

頤品大飯店-新莊館
取得HACCP認證

君品酒店
納入雲品國際

雲品溫泉酒店取得HACCP認證
君品酒店取得HACCP認證

2013 2016 2018

雲品國際食安發展進程

雲品國際自 2012年起開始建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日月潭分公司於 2013年 9月申請通過「餐飲服務業食
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驗證；雲品新莊館配合集團政策於於 2016年自願性申請第三方 HACCP驗證通過；
台北君品酒店於 2013年即導入 HACCP系統，並於 2018年併入雲品國際餐飲集團至此雲品國際食品安全防
護網將以最嚴密之規格，守備顧客飲食的每個安全環節。

具 HACCP認證之館別的餐飲服務皆設有專責 HACCP管制小組，2021年雲品國際旗下所有通過 HACCP認證
之餐廳營收為 391,358,536元，佔總體餐飲服務約 46%。其中雲品溫泉酒店的 Ken Can by Ken Chan和丹彤廳
之廚房已通過 HACCP 認證，並供應 Ken Can by Ken Chan、丹彤廳、大廳酒吧、雲水坊之餐飲。

通過 HACCP 之餐廳占總體營收比例

項目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通過 HACCP餐廳收入 118,833,355 92,275,472 180,249,709

餐飲總收入 469,971,340 176,144,887 198,305,566

百分比 25% 52% 91%

註：自取得 HACCP之廚房供餐之餐廳為台北君品酒店的宴會廳、雲品溫泉酒店日月潭的 Ken Can by Ken Chan、丹彤廳、大廳酒吧、雲水坊及
雲月坊，及頤品大飯店新莊館。

食安決策小組

為了落實雲品國際之食品安全政策與規章，特成立總公司層級之「食安決策小組」，由總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分公司總經理、執行部門主管及食品專門職業人員（食品技師或營養師）組成，下轄各分館營
運據點之「HACCP 管制小組」，旨在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並研析、增修、執行及推動各分館 HACCP 管
制小組業務，促進組織間互動與食安事件溝通。

廚
師

HACCP    管制小組 HACCP    管制小組 HACCP    管制小組

食安決策小組

日月潭分公司
(雲品溫泉酒店）總經理

台北分公司
(君品酒店）總經理

新莊分公司
(頤品酒店）總經理

業
務
部

人
資
部

總
務
採
購
部

財
務
部

市
場
行
銷
部

安
全
部

工
程
部

客
務
部

餐
飲
部

採
購
部

餐
飲
部

人
資
部

工
程
部

客
務
部

廚
務
部

業
務
部

管
理
部

營
運
部

宴
會
廳

丹
彤
廳

K
en can by 

ken C
han

財
務
組

人
資
組

總
務
採
購
組

服
務
人
員

總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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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實驗室

雲品國際遵循 HACCP食品安全管制標準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7條第 3項之要求，於雲品溫泉酒店與
頤品大飯店皆設有專業食安實驗室，專責檢驗雲品國際旗下各營運據點之產品，以高標準自我要求達成
食安自主管理；此外，更搭配外部專業檢驗機構 SGS，定期送檢予第三方實驗室抽檢，以確保食品安全
無疑慮。

2021 年食品安全支出費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總計

外檢衍生相關費用 95,371 85,848 153,893 335,112

實驗室耗材 700 4,700 52,359 57,759

實驗室人員費用 517,671 110,000 595,810 1,223,481

總計 613,742 200,548 802,062 1,616,352

費用占餐飲收入比例 0.13% 0.11% 0.40% 0.19%

註：本年度無資產設備支出。

雲品國際每年穩定投入 100萬元以上經費於食安實驗室，以利實驗室取得最充沛資源，進行縝密之食安
檢驗及購買檢驗設備，延請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食安檢測。此外，2021年雖持續受到疫情影響，食安支
出及餐飲總收入微幅下降，但食安實驗室因應食品衛生標準的檢驗項目更新，增加檢驗項目，因此食安
實驗室之費用於營業收入淨額之佔比相較 2020年仍有些微提升，雲品國際在餐旅客戶數量減少與維持營
運機能的同時，堅守食品安全檢驗把關之品質，為每位顧客之健康盡責管理。

雲品國際每月會對產品進行自主檢驗，針對原料部分包括農產品、畜類、禽類、海鮮類食材，每月於內
部實驗室有相關檢驗項目之規劃，如農藥殘留檢驗、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磺胺劑、氯黴素類之檢驗；
針對加工食品及烹煮完成之菜餚亦規劃有防腐劑、過氧化氫（漂白劑）、亞硫酸鹽及微生物之檢驗。此
外為充分鑑別食品安全，雲品國際亦每年委請外部公正第三方檢驗單位以上述檢驗項目為基礎，進行每
年四次之食品安全檢驗。

食品安全內外檢檢驗項目

2021 年食安檢驗結果

農藥殘留
（農產品） 5種/月

每月內檢

動物
用藥殘留
（禽畜類）

1種/月
每月內檢

4次/年
每年外檢

動物
用藥殘留
（水產類）

2種/月
每月內檢

微生物
（成品）

3種/月
每月內檢

4次/年
每年外檢

微生物
（飲水、冰塊）

4次/年
每年外檢

防腐劑
（加工食品） 2種/月

每月內檢

4次/年
每年外檢

4次/年
每年外檢

4次/年
每年外檢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內檢 外檢 內檢 外檢 內檢 外檢

檢

驗

結

果

合格項目數 130 16 90 15 403 42

不合格項目數 0 2 0 0 29 3

總檢驗項目數 130 18 90 15 432 45

合格比率 100% 88.89% 100% 100% 93.29% 93.33%

各分公司檢驗合格比率 98.65% 100% 93.29%

註 1：內檢為送至雲品國際自有之實驗室內部檢驗；外檢為委請 SGS進行外部檢驗。
註 2：台北君品酒店之食品樣本皆送至頤品大飯店實驗室檢驗；頤品大飯店及雲品溫泉酒店則分別於自身之實驗室進行檢驗。

當內外部檢驗發現不合格品項時，各分公司將直接汰換該批食品，並由相關單位執行內部分析，詳盡記
錄檢驗結果與處理方式；並同步依照與供應商之合約規範內容做後續因應。2021年雲品溫泉酒店冰塊和
成品類共計 3項檢驗項目之微生物檢驗超出標準，已停用該成品並針對製冰機清洗流程及成品製程進行
檢討，調整流程後再次以微生物檢驗結果確認改善成效。

雲品國際也透過食品衛生教育訓練持續精進內部員工對食安的認知與了解，以提升所提供的食品安全強
度，訓練課程包含 HACCP持續教育、食物中毒案例、防止交叉汙染、食材採購及驗收、健康飲食製備等，
訓練總人次達 1,2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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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事件因應流程

 為迅速掌握並處理可能造成雲品國際暨各營運據點之聲譽、形象及營業實質損失之食品衛生安全事件，
建立有效因應危機的管理機制，以利食品安全衛生相關事件發生時，相關人員可以快速應變處理，雲品
國際內部訂有《餐飲業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書》，在發生疑似或確認之食品中毒、客訴、原物料驗收異常、
產品檢驗異常、誤用有食安疑慮之產品、食品衛生安全相關新聞事件時，將依其規定進行食安事件緊急
因應。

雲品國際針對食安事件的把關不僅於事件發生後，更擴及事前的事件模擬。每年 11月底前皆會擬定次年
度之演練議題、演練方式及實際演練日期，由總公司 HACCP食品安全決策小組及各營運據點之 HACCP管
制小組共同決議，並適時延請外部專家共同參與指導，會後依模擬演練中發現之缺失事項做成報告並建
立資料庫，供 HACCP決策與管制小組成員訂定後續食安政策方向，並由稽核定期抽檢，以期持續提升整
體食安應變管理。2021年雲品國際並無立案之食安事件。

食安事件
通報

食安小組
召開會議

確定主責
窗口與事件
受損範圍

追蹤稽核
持續提升

缺失發現
矯正改善

調查及
緊急處理

2.2 永續供應鏈 
2.2.1 供應鏈與採購概況
雲品國際深耕餐旅產業，旗下三大營運據點（台北君品酒店、頤品大飯店新莊館、雲品溫泉酒店）與上
中下游供應商皆保持友好且緊密之關係，為提供顧客品質如一的餐飲與客房服務，內部訂有《採購標準

2021 年食品衛生教育訓練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合計

外訓
訓練總時數 360 212 103 675

訓練總人次 25 27 13 65

內訓
訓練總時數 48 54.5 1,743 1,845.5

訓練總人次 48 109 1,072 1,229 雲品國際供應鏈：

2021 年雲品國際採購占比：

一般用品供應商

飲料供應商

生鮮食品供應商

客房用品供應商

個人訂房

網路訂房

旅行社訂房

公司訂房

客
房
部
分

餐
飲
部
分

消費者

上游 中游 下游

提供原料

提供原料

訂購

館外餐飲

國際觀光大飯店

食材與食品 一般品與設備器材 洗滌消毒
設備維運與事務機租賃 顧問諮詢 其他

外圈：家數占比
內圈：金額占比

47.9%

11.7%
3.7%

0.2%

1.9%
1.7%

82.3%

41.3%

7.0%

1.4%
0.8%

0.1%

作業流程》供各分館據點做為採購實務執行依歸。各餐飲服務皆與合格之生鮮蔬果、飲品酒水供應商持
續大額採購，以鄰近各餐飲據點之國內供應商為當地採購對象，不僅可以確保食材新鮮度，更降低食材
碳足跡，讓顧客吃到安心同時也為地球盡一份心；2021年度食材當地採購比例為 100%，採購金額達新台
幣 3.48億元，在地食材供應商家數為 392家。雲品國際在維持日常營運的同時也致力於帶動當地經濟成長，
持續與當地農漁蔬果業者共榮共好。

供應商家數
（家）

往來總金額
(新台幣：元）

食材與食品 392 347,046,779

一般品與
設備器材 455 49,180,284

洗滌消毒 18 15,834,177

設備維運與
事務機租賃 16 3,266,382

顧問諮詢 2 673,866

其他 66 5,769,536

合計 948 423,20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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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品國際不僅重視在地食材的新鮮度，更
在意食材營養程度。消費者近年偏好有機
蔬果、小農契作，台北君品酒店亦與有機
農場合作，穩定提供君品酒店當季新鮮有
機食材，如：花菜、果菜、瓜菜、豆菜、
梨果等多達 20種經有機認證之蔬果，2021

年有機食材採購金額達 8萬元。台北君品
酒店之自助餐廳更設有小農有機沙拉吧，
讓顧客吃到無毒營養的食材原味，且採購
之雞蛋有 2.4%為無籠飼雞蛋，在維持品質
的過程中亦努力關注動物福祉。

經由君品酒店同仁盲測所挑選出來此款雞肉，是經過三個
月與雞農充分溝通，確認雞的生長環境、飲食狀況及人道
飼養方式後，合作雞農特地於雲林的山林裡以放山雞的方
式飼養這款玉米雞，因主要飼料為玉米，雞肉的色澤略帶
黃色且肉質細嫩。快樂玉米雞在山裡放養的自由環境下成
長，有別於一般雞舍因追求產量最大化，雞隻密集眷養，
環境較為雜亂擁擠，影響雞隻的生長，玉米雞有更多的活
動空間及開闊的生活環境，再搭配雞農細心呵護，同仁更
會定期前往探視雞的生長狀況及生活環境，造就玉米雞快
樂成長。在提供餐點時同仁也與消費者分享背後的故事，
希望能將尊重自然共生共榮的飼養理念傳達出去，讓更多
人支持在地友善食材。玉米雞餐點設計完成後，君品酒店
更邀請雞農一起來享用，親眼見證努力付出之成果，期待
餐飲供應鏈達到共好與共榮。

君品酒店小農有機契作沙拉吧

食品溯源規劃

雲品國際積極推動從產地到餐桌食材溯源計畫，完整透明的食材足跡讓消費者更加安心，2021年雲
品國際採購之食材 96.8 %可溯源至供應商，其中涵蓋產銷履歷蔬菜採購，可向上溯源至提供廠商與
栽種單位。雲品國際亦積極加入台灣農業跨領域發展協會 (AMOT)溯源餐廳計畫，使用具有產銷履歷
的食材，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目前雲品溫泉
酒店之 KEN CAN by Ken Chan、君品酒店雲軒西餐廳及頤宮中餐廳，共三家餐廳皆已達成 5道餐點之完
整食材之溯源，取得最高評級三星溯源餐廳認證，利害關係人可於公開網站  （AMOT協會 -溯源餐
廳： KEN CAN、雲軒、頤宮）追蹤餐點最新之食材履歷狀態。後續雲品國際將持續推動溯源計畫，逐
步提升集團之食品溯源比例，與供應商一同落實永續農業發展。

客房用品採購概況

客房設備之定期檢修亦與長期簽約之合作廠商配合，備品則 100%自國內穩定供貨之供應商採購，亦
多選用 FSC國際雨林保護認證標章之紙類產品，自 2016年起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認證產品
採購金額佔擦手紙及衛生紙品類採購額占比皆達 97%以上；雲品國際自 2020年起全面不主動提供瓶
裝水及客房內一次性備品，於各樓層設置氣泡水飲水機，供客人盛裝。為響應節能減碳，雲品國際旗
下各飯店於客房硬體設施多以採購國家省電能效較高、取得節能標章、碳足跡較低之電器產品為主，
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

2021 年 FSC 認證紙類採購比例

項目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總計

具 FSC標章之
紙類採購金額（元）

530,755 70,954 1,193,528 1,795,237

紙類採購總金額（元） 1,960,635 324,678 1,343,543 3,628,856

百分比 27.1% 21.9% 88.8% 49.5%

http://rest.amot.org.tw/rest_detail/?id=1&rid=265
http://rest.amot.org.tw/rest_detail/?id=1&rid=265#
http://www.amot.org.tw/rest_detail/?id=1&rid=300#
http://www.amot.org.tw/rest_detail/?id=1&rid=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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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供應商篩選與評鑑
雲品國際嚴格把關餐飲與住房服務之品質，採購流程皆經相關單位審核，並落實供應商篩選及評鑑機制。
自 2017年起每年至少一次執行供應商訪廠審查。稽核流程以 PDCA概念進行，每年皆針對採購品項及採
購時程訂定稽核計畫（P，Plan），上半年以各品項採購金額前 10大之供應商做為優先訪查對象，其餘廠
商端視其採購品項之重要性、合作時間及採購頻率等綜合考量決定是否納入年度訪廠清單；下半年更增
加訪視對象至採購金額佔 20%之供應商，審視供應商營運之合法性、檢視原物料供貨品質，並針對供貨
及服務廠商進行相關教育訓練（D，Do）；對於供貨異常、品質參差、或供應商評鑑分數較低之供應商進
行必要之訪廠稽核（C，Check）與改善輔導（A，Action）。

依《採購標準作業流程》之供應商篩選流程

供應商評鑑流程

蒐集相關
廠商資料

檢閱食材/
貨品檢驗證明

初步篩選
合作廠商

建立
合作模式

聯絡
廠商報價供應商評鑑供應商訪廠

供應商
評鑑流程

供應商評鑑
計畫擬定

實地評鑑開立缺失／
建議

評鑑等級

追蹤缺失
改善

雲品國際現行《供應商政策》與《供應
商聲明書》中皆要求供應商應秉持誠信
經營精神，針對反貪腐等採購治理政策
進行相關規範，凡合作之供應商皆須簽
署此二份文件，截至 2021年底供應商
行為守則承諾書整體簽回比例達 65%。
同時，於 2021年起要求供應商執行企
業社會責任自我評估，評估其自身產品
及服務內容對環境之衝擊與影響，藉此
引領供應商逐步落實企業責任，未來雲
品國際將持續發揮影響力以促進餐旅產
業永續力。

2021 年食品供應商評鑑與採購比例

項目 君品酒店 頤品大飯店 雲品溫泉酒店 總計

食材與食品供應商數量 176 72 144 392

進行供應商評鑑的供應
商數量 152 69 106 327

進行現場稽核的供應商
數量 5 5 22 32

供應商評鑑比例 (%) 86.36% 95.83% 73.61% 83.42%

向通過評鑑之供應商採
購金額 191,704,649 62,486,640 90,836,620 345,027,909

食品原物料採購總金額 193,294,142 62,543,505 91,209,132 347,046,779

通過供應商評鑑之採購
金額比例 99.18% 99.91% 99.59% 99.42%

2021年雲品國際亦針對各館別之食品供應商實施嚴格之供應商評鑑，平均評鑑比例約
83%，評鑑結果皆合格，並無發現異常之情事，並據此供應商評鑑結果進行食材採購，
2021年雲品國際向通過評鑑之供應商採購金額比例約達 99%。           

2.3 客戶關係
雲品國際珍視每位顧客的寶貴意見，旗下各據點皆進行顧客滿意調查，並每日執行內部
檢討以優化員工服務，更不定期委請第三方評選機構擔任神秘客，親身了解顧客體驗、
用最嚴格的標準、保持最高級的品質，精緻、完美，始終如一。

2.3.1 客戶滿意度調查
針對不同客群，雲品國際提供完善的意見收集方式：團客主要以領隊將 QR Code發予團員
填寫，不僅能快速將多人意見彙整至後台予以及時反饋，也能達到節省用紙、愛護環境
之永續目的；散客因有多元選擇可使用訂房網站或官網訂房，為能妥善統整各平臺顧客
意見，雲品國際引進國際飯店顧問公司之 Reviewpro系統作為分析工具，亦同時於官網設
置滿意度調查專區、於現場放置 QR Code小立牌，提供顧客方便的意見反應途徑。根據
2021年雲品溫泉酒店統計數據顯示，團客整體感受滿意度達 98%、較前一年提升 1%；散
客對於整潔度亦十分滿意，展現雲品國際導入嚴格的國際清潔認證「泰華施安心盾牌」
之成效，與不斷精進服務品質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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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品溫泉酒店團客滿意度

散客滿意度 ( 網路訂房平台數據來源：ReviewPro)

櫃台接待

飯店休閒活動

客房舒適度整體感受

 餐飲接待飯店設施

餐飲品質會議品質 75%

80%

85%

90%

95%

100%

100

99

99
99

97
97

85
85

94 95

92

98
97

9793

91

105%

2020 2021

註：各項議題之客戶評價選項分為「優等、良好、普通、不佳」4個等級，以良好與優等為滿意之標準。

客房 服務 整潔度 位置 客房 服務 整潔度 位置

2020 2021

君品酒店 雲品溫泉酒店

89.7 94 94.4 9491.3 97.3 93.6 91.693.5 93.2 93.291.5 91.792.8 96.898

2.3.2 客訴處理流程
凡收悉改善或負面回饋意見，雲品國際便會依內部管理程序即時處理、與顧客良性溝通協調，並於次月
10日前由各服務現場之部門主管完成回覆與結案，及於每月定期召開業務大會，將反應內容逐一檢視與
員工討論、共同提升服務品質。2021年無重大客訴案件。

10

QR CODE

即時

因應近年消費習慣趨向社群媒體，雲品國際獨家開發行動小管家客服平台，以聊天機器人提供顧客服務，
可快速回覆常見問題，將人力作更有效運用；擴大系統顧客管理功能，於 2020年開始將客戶來訪類型 (住
房 /餐飲 )，接收訊息意願等資訊納入後台，達到調整消息推播頻率及精準目標客群的目的，同時仍維持
於客房放置紙本顧客意見表，提供顧客多元的反饋管道。

雲品行動小管家客戶觸及率

聊天機器(Chatbot)
常見問題客服
趣味互動、飯店資訊

輕顧客管理(CRM)
顧客標籤、顧客資料
顧客互動行為追蹤

線上文字客服
文字客服、跨部門合作、
訊息指派

精準行銷
推播訊息、分眾推播訊息、
條件式精準行銷

行動小管家
跨即時通訊平台

Facebook+LINE+官網

79,826 人次 45,218 人次34,608 人次

99,970 人次 36,476 人次63,494 人次

行動小管家 LINE@Facebook Messenger

2020 年
觸及率

2021 年
觸及率

2021 年
觸及率

2021 年
觸及率

2020 年
觸及率

2020 年
觸及率

註：行動小管家包含 Facebook Messenger及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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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顧客隱私
雲品國際以旅客住的舒適、安心為已任，給予顧客最高規格的隱私保護，採用遵循歐盟 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規範 (歐盟第 2016/678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和第 196/03號法令所規範之客房
管理系統（Protel），包括：接近使用權、更正權、刪除權、限制處理權、資料可攜性權利、拒絕權、個
人化之自動決策等條約，並制定《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辦法》，明令
旗下各分館皆須依循以上規範蒐集與處理顧客之個人資料，並於客戶訂房確認書、官網、訂房網站等處
皆附註該作業辦法，內容明訂蒐集個資前應先確認蒐集目的，再以合理安全之方式及安全水準保護所蒐
集、處理、利用之顧客個人資料檔案，在國際法規和嚴謹的內控制度併行下，共同維護顧客個人資料的
隱私。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

雲品國際『資訊安全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負責審視各業務單位之資訊安全政策之治
理、規劃、督導及執行情形，以建構資訊安全防衛能力及同仁良好資訊安全意識。同時訂有《雲品國際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辦法》規範電腦資訊循環內部控制作業管理，並為落實顧
客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與管理，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除嚴格限制內部
客戶訂單讀取權限外，亦定期銷毀紙本訂房資料，並設立個資事件專責對應窗口，做為個資疑慮事件發
生時第一時間受理顧客申訴與諮詢之對應人。若發生資安事件（如：勒索病毒）時，員工需即時將狀況
通報各館資安窗口，由各館資安窗口回報集團資訊處統一處理。2021年雲品國際及旗下各營運據點皆無
收到任何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之投訴，惟委外票券商「墨攻網路科技」發生 1件資訊外洩事件，
影響範圍包含雲品國際與全台數十家飯店，雲品國際於事後第一時間即積極協助顧客處理相關事宜，並
於官網設置「防詐騙提醒與說明」宣導，同時於顧客購買本公司產品與服務時，也加強與顧客溝通網路
刷卡的個資使用安全。

雲品國際個資事件申訴窗口：

君品酒店

執行辦公室

頤品大飯店

新莊業務部

雲品溫泉酒店

總經理秘書

資安與個資保護措施

雲品國際各分館與旗下各部門皆遵循《雲品
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作業辦法》，並輔以資安 6法寶清楚規範
個資相關政策，且所有人員入職時皆須簽屬
資訊安全保密協定，資訊處亦每週使用防毒
系統偵測全部系統，據以撰寫資安報告紀錄
偵測結果與後續處理，每日即時偵測所有分
公司行政網路內的主機跟電腦，並將掃描分
析通報到總公司進行異常管理、定期進行備
份檢查，使管理階層可依相關資安控管結果
制定適當的管控措施。

雲品國際資安�法寶，
個資隱私沒煩惱

資訊加密與
技術管理

顧客個資於必要時受加密
及備分處理，對軟硬體設
備皆設有資訊安全認證機
制，同時依《系統及使用
號權限管理辦法》對資訊
相關管理人員進行控管。

個資風險盤點

清查並界定顧客個資
使用範圍、建立個資
清冊，同時定期完成
個資風險分析，並依
分析結果制定適當管
控措施。

第三方
資料使用限制

所有顧客資訊僅用於處理顧
客需求，並對第三方單位設
有嚴密之取用限制，包括：
稅務主管機關、銀行、保險
公司、供應商等。

確保個資
當事人權利

於蒐集、處裡、利用顧客
個資時善盡告知義務，並
確認個資之委託授權；顧
客亦可行使個資查詢、閱
覽之權利。

顧客資料刪除權

顧客對其個人資訊資料
具刪除權，凡雲品國際
接獲相關要求時，將立
即刪除該客相關資訊，
以維護顧客權利。

定期資料銷毀及
轉移機制

業務中止或資料保存期
限屆滿時，將上簽公文
予權責主管核示銷毀，
並於銷毀後回報；轉移
時，亦須裁請權責主管
核示並說明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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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品牌創新
2.4.1 婚宴事業
雖然 2021年薪冠疫情持續延燒影響全球婚宴事業，雲品國際於 2019年甫成立之「君品
Collection」在疫情蔓延之下仍持續穩健發展。「君品 Collection」是一原創婚宴資源共享
平台，致力於發掘台灣在地及海外獨特婚宴地點，並導入君品團隊的七大服務優勢：
「米其林三星廚藝團隊」、「個製化宴會管理」、「沉浸式主題規劃」、「一站式訂
購服務」、「婚禮企劃師」、「婚禮管家團隊」、「音樂規劃」，為新人提供多元的
婚禮場所及彈性企劃。2021 年更擴大版圖，將「婚禮企劃師」委請外部專業團隊經營，
與整體婚禮產業共進步，致力於推動婚宴資源共享平台成為獨立產業鏈，實現零資產、
純管理的經營模式，以強化品牌價值。雲品國際以顧客角度出發，在疫情嚴峻下，配
合新人延期或退訂選擇，持續提供貼心、安心的服務。

「君品 Collection」 平台發展策略

1.0
2.0

3.0

內部團隊全權策
劃執行，鞏固婚企
核心理念

培育互信夥伴，
啟動委託經營及
代管模式

協手合作長期夥伴，
細化品牌服務客群，
滿足小資到奢華婚
宴不同的訂製需求

據統計，截至 2021年底共有超過 800對新人選擇雲品國際旗下酒店舉行婚宴，締造近
3億元的亮麗業績；「君品 Collection」更積極跨出海外與 16家國際頂級酒店結盟，由
新人最信任的婚企團隊包辦理想中的海內外婚禮。

個製化宴會管理

米其林三星廚藝團隊

沉浸式主題宴會規劃

婚禮企劃師

婚禮管家團隊

音樂執導

一站式訂購服務

音樂執導如同秀導般能將感人浪漫和動感輕鬆音
樂，透過起承轉合的方式演繹。

依宴客需求創造出「個製化」(Personalization)宴會，
感受到「這個宴會是專門為我設計」，在每位與會賓
客心中留下難忘的記憶。

不同場域的佈置和燈光結合，讓賓客更有參與
感，沉浸在新人精心準備的感官饗宴中。

整合不同場域與時段，提供宴會籌辦者一站式單一
窗口訂購服務，量身訂製專屬沉浸式宴會。

米其林三星廚藝團隊領軍，料理擄獲賓客的味蕾
與靈魂。

獨家雙婚企劃策畫出令新人與賓客印象深刻，雋永
典藏的完美婚禮。

專職的婚禮管家協助掌控宴會上每一個重要的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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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人對非典型婚宴場地的需求增加、紛紛轉向能靈活運
用的複合式空間，雲品國際將台灣各地特色場域重新規劃與整
合，如：三級古蹟 -西門紅樓、美軍俱樂部、淡水豪邸―嘉𠫂、
甚至是義大利古堡與莊園或印尼海島婚禮，提供新人猶如私人
招待所的客製化婚宴。並整合旗下米其林三星主廚、專業的婚
禮活動企劃和場域硬體規劃等資源，重新定義宴會平台，君品
Collection推廣的不是婚宴，而是體驗，供應的不是需要，而是
想要，未來還規劃加入更多業種，結合更好的品牌與場地，打
造出君品 Collection宴會事業。

君品Collection精選場地

 關於婚禮的不同想像

蘭克斯特（Lancaster House）

延續君品 Collection「做一日莊園主人」的理念，雲品國際與寶元紀聯手，耗資上億打造豐盛奢華宴會品
牌「蘭克斯特（Lancaster House）」，以英國查爾斯親王的故居，同時亦是英國女王用以接待外賓的蘭克
斯特府（Lancaster House）為名，以包廂及套餐形式打造高規格的婚宴體驗。主打一日豪宅主人的款待方
式，將頤宮米其林三星主廚陳偉強化身專屬私廚，端呈多元、重工序、講火候、嚴選食材的極致莊園級
饗宴，不僅可針對客戶們的用餐偏好，調整配菜與口味，更依據季節與當令食材變化菜單，在享受豐盛
美食的同時，也能達到友善環境的終極目標，形成獨特的新型態餐飲模式。

君品
Collection

給你專屬的
儀式感婚禮

四大特色一次滿足您的豐盛婚禮

餐飲

蟬聯四屆、揚名世界
的米其林三星廚藝
團隊

氛圍

主題式英國皇家莊園氛圍，大器、優雅兼
具浪漫、閒適

空間

中台灣唯一頂級
私宅宴會場地

獨創

以茶入菜，發
揚寶元紀推廣
茶文化之美

https://www.palaiscolle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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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婚禮

2021年 5月薪冠病毒疫情再次大爆發，因應政府防疫
規範禁止室內群聚，造成宴會產業受到重大打擊，但
雲品國際不畏艱難逆境重生，並快速作出反應，與婚
禮顧問公司「成家」合作，規劃「線上婚宴」創新的
婚宴型態。憑藉多年專業的婚禮企劃經驗，雲品國際
從發想到實現僅耗費一周的籌備時間，便制定出完善
的婚宴前置作業，打造一條龍式服務，包括宴會主題
企劃、線上主持規劃、音樂規劃等基本服務，如同實
體婚宴般播放結婚進行曲、新人進場流程、親友致
詞、播放成長影片、拜別父母儀式、設計闖關遊戲節目等橋段一件不少，亦可由專屬婚禮管家安排禮服
更換與梳化；更結合餐飲實力，推出微型版個人外燴，將餐點送至每位賓客家中，並附贈瓷盤、紅酒、
玻璃杯、口布、鐵刀叉等道具創造臨場感；同時提供婚禮小物、喜餅的宅配服務，更提供禮金線上支付
功能。在疫情下拓展新的婚宴模式，不僅能讓新人舒適的在家即可完成具儀式感的婚禮、不受防疫的限
制；在預算上，相較實體婚宴最多可節省約 75%的花費，符合現代人追求的經濟效益，更創造飯店、婚攝、
新秘、禮服出租店、酒商、果汁商的多方互惠和多贏局面，重振婚宴產業的光景。

2.4.2 住房事業
雲品國際旗下之君品酒店及雲品溫泉酒店皆屬於自有且具營運管理權：
君品酒店為城市型酒店，占地 5,966.13坪，共 286間客房，主要客源
以外國客為主，原先其淡旺季需考慮各種展覽展期、不同國家假日及
旺季等因素，但 2021年台灣持續封鎖國境，因此旅客皆以國人為主；
雲品溫泉酒店為度假型酒店，位於日月潭景區，占地 8,497.14坪，共
211間客房，則受惠於國旅興起，惟因疫情攪局，造成旅遊淡旺季大
洗牌，以往 2、3月為春節後淡季，今年則國旅爆發成為旺季；以往 7、
8月暑假為旺季，今年則受三級警戒影響，全年皆為淡季，沒有旺季，
更挑戰雲品國際的應變能力。

君品酒店

雲品

溫泉酒店

17%

51%

住房率

雲品國際不受限於疫情，靈活運用館內收藏空間，推出【藝術導覽】
住房專案，打造富有藝術感的住宿體驗；並結合雲品優異的餐飲實力
打造【酒食雲軒】住房專案，將雲軒西餐廳的頂級餐點置入雲品的頂
級住宿中，提供顧客住宿與餐飲併具的雙高級體驗； 更因應疫情推出
【貴族宅饗宴】搭配在客房內用餐的住房專案，提供客戶於客房獨立
空間享用經典晚餐及翌日早餐，打造疫情新住宿；同時亦搭配節慶推
出【愛情城堡】住房專案，將藝術導覽融入行程，讓顧客體驗有如參
觀國外知名博物館的極致感官享受，創造不一樣的過節氛圍；甚至將
客房改造成闖關密室，設計如古典西方城堡中的場景，推出【禁錮玫
瑰 X沉浸體驗】活動，體現君品酒店對藝術文化的極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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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顧客入住君璽行政樓層房型 (輕奢古堡風格 )，設有如宮廷
貴族般的專屬管家協助辦理入住及退房手續，並規劃限定版 The 

Charles V 查理五世總統套房之「君品藝術導覽」，帶領旅客一
同探索全台最具歐洲皇室風格的總統套房，並搭配高貴的行政
貴賓廳「翰林軒」，陪伴旅客穿越時空，迎接一段歷史與藝術
交織的美妙旅程。此外參與導覽時獲得的「駿馬 Lady浮雕杯墊」
及「藝術導覽紀念幣」，收集後可兌換雲軒西餐廳套餐或米其
林三星頤宮中餐廳套餐，給予旅客多元的住宿與餐飲體驗。

【酒食雲軒】星級住房餐酒饗宴住房專案

【藝術導覽｜查理五世總統套房限定版】住房專案

65

因應 2021年 Omicron疫情爆發，考量顧客對於疫情的擔憂與外出
住宿的疑慮，雲品國際推出雙人入住雅緻客房皆可免費升等豪華
客房的優惠方案，顧客可享有夠寬敞舒適的活動空間，並於客房
空間獨立享用經典晚餐及早餐，提供顧客安心的住宿環境、充滿
儀式感的新疫情住宿體驗，並提供四種不同價位的方案（頂級爐
烤牛肋眼餐、米其林片皮鴨捲餐、無限龍蝦餐、頂級爐烤牛肋眼
餐），顧客可依不同的餐點搭配作多元的餐飲選擇。

雲品國際因應西洋情人節與白色情人節，推出限定「愛情城堡」住
房專案，提供雙人入住行政豪華客房，並安排專業攝影師於飯店熱
門場景為情侶拍攝專屬照片、留下甜蜜回憶，同時亦搭配飯店私人
藝術導覽，帶領旅客體驗藝術盛會、打造更加浪漫的節日氛圍，同
時顧客亦可搭配加價體驗享用雅意義式餐廳「米其林餐盤義菜」或
雲軒西餐廳「五星創意歐陸料理」晚宴，盡享風味獨具的幸福時光。

【貴族宅饗宴】住房專案

【愛情城堡】住房專案

雲品國際為迎接春日來臨，呈獻「酒食雲軒」住房專案，提供
雙人入住五星古堡客房，並引領顧客至雲軒西餐廳品嘗精緻牛
排晚宴，再贈 送 4瓶精選於百年酒莊的調味的酒，帶領旅客體
驗百年酒莊傳承風味，與享用鮮嫩牛排的華麗饗宴，創融合歷
史與藝術的住宿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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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幻  
經典童話

《美女與野獸》改編 

戲 劇   
專業NPC、同場飆戲  

美 食    
特製甜點、味蕾滿足   

豪 華    
歐式場景、專屬謎題   

沉 浸    
包場體驗、主角視角   

君品飯店【禁錮玫瑰 X沉浸體驗】

雲品國際攜手知名實境遊戲工作室「夢遊王國」，以西方經典為劇本重編，推出「美女與野獸 -禁
錮玫瑰」密室實境遊戲，讓顧客將化身偵探，進入由君品酒店 5間客房改造成猶如古堡般的特色場
景進行闖關，透過探索房內各角落所埋藏的線索，伴隨沉浸式的聲光空間營造與互動裝置，揭開層
層謎底。劇情主線由喜愛調查古物的童話小說家 Chloe 失蹤案件為序幕，提供 6 名玩家組成調查小
隊，前往尋找失蹤的 Chloe，以一連串謎底考驗玩家們的團隊默契，結合沉浸式劇場和實境角色扮
演，玩家可在君品酒店獨有的華麗場景中與專業演員互動飆戲，並在解謎過程中享用飯店所提供的
星級主題造型甜點，達到視覺與味覺的雙重享受、實踐視、聽、觸、嗅與味覺的五感體驗，更能為
雲品國際創造獨一無二的話題性，達到客房的多元運用。短短 5個月的營運已進行 202場活動，共
吸引 1,212名玩家前往體驗。 

五大特色一次滿足您的感官體驗

【Diversey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

智選清潔再強化，安心防疫再出發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台升至三級警戒，造成旅客人心惶惶，重創旅遊業。雲
品國際全新調整旗下各館防疫工作、強化設施清潔，君品酒店與雲品溫泉酒店更全數
通過國際【Diversey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是臺灣首家通過認證的飯店集團，透過
嚴格的清潔程序，致力於提供旅客安心的旅遊環境。

Diversey 泰華施是國際知名清潔和衛生產品供應商，提供全球各大飯店、醫療院所與機關等清潔服務，
其【Diversey泰華施安心盾牌】認證計畫內容與措施，是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歐美衛生當局（CDC、
ECDC）與歐洲飛航安全局（EASA）的建議所制定嚴格的規範。企業於進行認證前，需先集結相關清潔人
員進行專業課程訓練，2021年雲品國際所有清潔人員共進行 1,243小時的泰華施系列教育訓練，受訓人
員皆 100%完成課程並通過測驗結訓。清潔人員於結訓後，便可開始進行客房、餐廳與酒吧等各區域的
清潔與消毒工作。為了確保清潔人員有落實各項清潔規範，除了有內部稽核員檢查，也安排每半年進行
外部稽核，完善整體清潔與消毒工作。

頭套

護目鏡

防護服

口罩

手套

一次性圍裙

鞋套

泰華施清潔認證重點：

一、專業儀器檢測

各區域的衛生清潔程度與清潔流程及措
施，是經由專業儀器（ATP冷光檢測儀）
檢測來監控，檢測數值若超過清潔消毒
標準，所有的清潔流程和措施則需全部
重新修正並重新檢測。

二、清潔人員正確穿戴防護用品

房務等清潔人員皆務必正確佩戴口罩、
面罩及手套，進行清潔與消毒，維護自
身健康。

專欄



電器、檯燈與電源的開關

門、家具的把手與椅子扶手

咖啡機與迷你吧

水龍頭與蓮蓬頭

浴缸、馬桶坐墊與沖洗按紐

遙控器與電話

水壺、熨斗與吹風機

桌面、檯面與密碼箱

陽台護欄

電器、檯燈與電源的開關

門、家具的把手與椅子扶手

咖啡機與迷你吧

水龍頭與蓮蓬頭

浴缸、馬桶坐墊與沖洗按紐

遙控器與電話

水壺、熨斗與吹風機

桌面、檯面與密碼箱

陽台護欄

四、客房靜置再清潔與五色布清潔準則

依照防疫旅館清潔守則，住客退房後，
客房將靜置 3小時，再入內進行消毒清
潔作業。根據規範之 15項重點步驟完成
各細部清潔與消毒，且於客房清潔與消
毒時，會以五色布擦拭不同區域以避免
交叉感染，以及依不同區域使用分別合
適之具效能認證的清潔用品。

三、增加高頻率接觸表面清潔頻率：

針對客房、廚房、餐廳、前檯、公共區域、會議室、休閒設施、後場辦公室等區
域中，所有標示高頻接觸點，以每兩小時或於每次服務後施行深度清潔與消毒。

高頻率接觸點（以客房為例）

封條貼紙 立牌 靜電貼紙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6 Step 5 Step 4

Step 7 Step 8 Step 9

Step 12
Step 11 Step 10

Step 13
Step 14 Step 15

五、合格清潔客房進行標記

客房完成清潔與消毒，及經過紫外線燈殺菌後，由查核員完成檢測合格就不再進房，並透過貼上靜電貼
紙，標示已確實完成清潔、消毒和殺菌，讓下一位旅客住得舒適又安心。

各時期的合格清潔客房標記方式

2021/7

2021/8

2021/7

2022/3
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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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里路   用雙手雙腳守護最美日月潭－ 雲品同仁淨潭行動

2020年春，當Covid-19疫情才開始肆虐這個世界，相對平安的台灣，旅遊業也受到很大的衝擊，熙來攘往
的日月潭落入了一片靜謐。少了客人的雲品酒店發起了打掃街區的行動，同仁們選擇自己喜歡的周邊景
點，有些人去伊達邵，有些人去水社碼頭，進行掃地與撿垃圾的愛護環境工作。

這個行動到了九月的某一天有了轉變。同仁們開始於每週一日的清晨，從雲品的大門口出發，每次環繞
著日月潭走一公里，進行撿垃圾的淨潭運動。淨潭隊伍由各部門的同仁輪流擔任小隊長，領著一群自願
參加的熱血同仁，帶著各種工具與淨潭紀錄表出發。每次的一里路結束，同仁們會拍張合照，紀錄這一里
路的終點，下週就從這裏開始新的一里路。除非遇到下雨或住客較多的日子，每週淨潭的一里路沒有間
斷過，就這樣成為雲品同仁們的習慣。然後有一天開始，客人們也加入了。客人用行動實踐了impact 

tourism的理念，不只是消極地在旅行過程中少製造汙染，更積極地對環境做出正面貢獻。

2021年春，日月潭遭遇半世紀來最大的旱災，碧波湖面乾枯到見底，令人震撼又心疼。同仁們的淨潭行動
也走進了乾旱的湖裡，撿起了漁網、輪胎、車牌等各種陳年垃圾，成為這淨潭一里路最意外的記憶。當湖
水又慢慢升起，日月潭回歸她的氤氳秀麗，雲品的同仁們也在2021的年底完成了環繞日月潭的最後一公
里，為自己的防疫淨潭年，交出了最完美的成績單。

在雲品人的心目中，酒店不只是酒店，是環保關懷的機制、是文創實驗的場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同
仁圓夢的舞台、更是客人驚喜的所在。工作，就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和周圍人群愛心的體現。

Ch3誠 摯 款 待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but so is salvation.

— Hyman G. Rickover，US Navy Admiral

魔鬼藏在細節裡，救星也是
—海曼 李高佛 ，美國海軍上將

Work is love made visible

— Khalil Gibran，Lebanese-American writer

工作是愛的體現
—哈利勒 紀伯倫，黎巴嫩裔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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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員工文化
雲品國際不只是一間飯店，更是匯聚了各方旅人的故事，集結人文藝術的歇心地。因
此，雲品國際人才招募理念，期望網羅認同公司文化與價值的新生代員工，對此產業
有熱忱的菁英人才，也鼓勵同仁具備文化敏感度，勇於接受挑戰和樂意學習發展多元
職能。在招募政策上，亦重視人權與平等價值，無因性別、種族、年齡、政治傾向、
婚姻與家庭狀況等而有所差別待遇。主要的人才招募管道有人力銀行、就業服務站、
同仁舉薦及校園合作等，歡迎多元背景的人才加入，增進工作團隊的創新思考與多元
化發展，持續提升集團服務溫度，及提供旅人永續奢華的旅遊體驗。

員工多元化

雲品國際截至 2021年底共有 841名員工，整體女性與男性佔全體比率分別為 52%和
48%，其中共包含 3％的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為關懷弱勢群體盡一份力。

31-40歲
以下 50%50%

36%64% 41-50歲
以下

30歲
以下

60%

40%

51歲
以上

45%
55%

女性              男性

員工組成

依合約類型分為正式員工、部分工時員工與實習生，依勞雇類型分為全職員工及兼職員工，各類型之員
工組成與人數，統計如下：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統計

雲品國際致力提供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在 2021年新進與離職員工中，女性與男性的比率相當，員工流
動情形，統計如下：

契約類型
總管理處 台北分公司 新莊分公司 日月潭分公司 總計

佔比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計

勞
雇
合
約

正式員工 6 22 137 128 42 33 116 127 301 310 611 73%

部分工時
員工 0 0 42 27 21 32 11 11 74 70 144 17%

實習生 0 0 13 14 0 0 24 35 37 49 86 10%

勞
雇
類
型

全職員工 6 22 150 142 42 33 140 162 338 359 697 83%

兼職員工 0 0 42 27 21 32 11 11 74 70 144 17%

總計 6 22 192 169 63 65 151 173 412 429 841

各分公司總人數 28 361 128 324 841

新進員工 總管理處 台北分公司 新莊分公司 日月潭分公司 總計 佔比

性
別

女性 7 43 25 98 173 28%

男性 0 68 11 83 162 27%

年
齡

30歲以下 3 61 19 127 210 34%

31-40歲 2 24 11 32 69 11%

41-50歲 2 18 5 14 39 6%

51歲以上 0 8 1 8 7 3%

總計 7 111 36 181 355 55%

佔比 1% 18% 6% 30% - -

註：正式員工和實習生為全職員工；部分工時員工為兼職員工（PT）。

註：不含部分工時員工及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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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培育與照顧
雲品國際以創新、文化藝術為核心，秉持「態度」、「速度」與「細度」的三度管理
哲學，建構系統性的人才培育策略，透過完整的訓練發展體系，鼓勵員工創意思考和
自主學習，培養全方位的專業人才，保持同仁的競爭力和向心力，為旅客提供更好的
服務品質。

3.2.1 人才發展
雲品國際依據基層人才、基層主管、中階主管及高階主管不同階層別，分別安排合適
的核心、共通、管理、專業職能之訓練，並依集團人才發展策略規劃人力資源管理的
流程，打造關鍵職位接班人計劃，配合職能盤點與落差分析進行儲備幹部培訓，以達
到人才培訓目標，建立關鍵人才庫。

針對新進同仁，自新進同仁進入公司後，根據其職位內容，在五年內會安排三階段的
密集性培訓課程，規劃同仁在每階段需學習的職能與特質，確保同仁的職涯發展的路
徑上，具備該職務所需之態度、特質及專業能力，並提供員工在所屬館別或跨館別的
多元學習機會，幫助員工發展潛能，快速晉升為基層主管，成為實現自我職涯規劃之
圓夢者。

離職員工 總管理處 台北
分公司

新莊
分公司

日月潭
分公司 總計 佔比

性
別

女性 10 71 28 114 223 37%

男性 3 76 21 79 179 29%

年
齡

30歲以下 3 79 37 131 250 41%

31-40歲 5 35 8 34 82 13%

41-50歲 2 18 3 19 42 7%

51歲以上 3 15 1 9 28 5%

總計 13 147 49 193 402 66%

佔比 2% 24% 8% 32%

註 1：不含部分工時員工及實習生。
註 2：在員工總人數中，自願離職率為 44%，非自願離職率為 3%。

核心職能 創新 文化藝術

1.集團經營理念
2.建立團隊共識
3.創新領導研討會
4.高階領導教練
5.情緒管理
6.危機與衝突管理

7.績效與目標管理
8.內部講師培訓
9.客房管理
10.餐飲管理
11.財報分(成控)

高階管理人員

Cross Training

1.創新管理種子培訓
2.內部講師培訓
3.行為式面談

4.績效面談
5.客訴處理
6.認識財報

中階管理人員

1.職涯教練培訓
2.TTT訓練員
3.領導力養成
4.面談技巧
5.如何舉辦訓練
6.激勵員工與促進團隊精神

7.人力規劃與人力配置
8.如何解決問題與衝突
9.如何增進員工工作表現
10.時間管理

基層管理人員

新進人員

職前訓練

職涯關懷輔導

職前訓練

職涯關懷輔導

實習生

儲備幹部培訓共同職能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職前課程

品牌介紹

經營理念

服務理念

服務技巧

美姿美儀

服裝儀容

電話禮儀

顧客導向

餐旅英日語

團隊合作

溝通協調

客房部
客務
房務
服務中心

餐飲部
中餐內場
中餐外場
西餐內場
西餐外場

後勤
人資
採購
財務
工程
資訊
公關
行銷業務

專業課程

職涯發展路徑圖

人才培育重點

雲品國際為了實踐公司經營理念與對員工之承諾，並發展員工的多元專長，各分公司皆已設立教育訓練
委員會，根據當館的營運方向，落實各項課程培訓，且預計在明年導入新系統，優化人才職能分析與培
育管理。除此之外，我們也推動組織文化傳承的培訓計畫，讓同仁理解我們對於「創新、文化藝術」的
核心理念及推廣「永續旅遊」的價值，辦理集團創新推動組織「創新圈」、永續旅遊推廣教育活動、館
內文化藝術傳承，及產學策略合作，將組織文化落實於人才培育中，增進同仁的認同感並與同仁一同學
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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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

廚餘機建置

地方共榮

君品酒店收藏來自不同空間和國度的時空和回憶，透過辦理內部教育訓
練培育藝術導覽員，也提供顧客實體與線上的藝術導覽服務，分享旅行
的故事，推廣文化藝術傳承。（詳見CH2.4品牌創新）

在新冠疫情之下，民眾減少出門及新人對於婚宴辦與不辦難以抉擇，因
此君品首創「線上宴會服務」，透過線上五感客製化服務，結合宴會規劃
與外送美食，提供顧客安心與創新的體驗。（詳見CH2.4品牌創新）

惜食教育從小做起，今年規劃以惜食為主題的VIK

（Very Important Kid）教育課程，引導小朋友動手製
作、一起享用，及檢視盤中是否有剩食，將珍惜食
物的觀念內化到小朋友的課程內，學習永續愛護
地球理念。

藝術導覽

線上婚禮

惜食教育

對內，我們減少員工餐廳的食物浪費，除了準備適
量的菜量外，若晚餐收餐後還有剩下的餐食，讓同
仁自行攜帶環保餐盒帶回家分享，並設計相關制
度落實。對外，疫情前針對早餐及晚餐剩下無法再
製的食物，捐贈給在地教會組織，讓這些食物能夠
充分被食用，並能同時達到敦親睦鄰、照顧長者。

透過廚餘機將每天產生的廚餘經過乾燥與發酵處理，產生出乾料與土壤
改良物，提供園區的植栽能獲得更多養份外，所產出的作物跟畜牧收成
都會繼續回饋在館內，增加廚餘的再利用價值，達到資源循環。（詳見4.2 

環境共好）

產生出乾料與土壤改良物，除了留在飯店做園區植栽的種植，也提供給
周邊小農及養殖戶進行再利用。此外，亦透過產學合作與逢甲大學合作
積極深耕綠色能源技術，充分解決了食品供應和廢物處理的難題，成功
的把「黃金變成綠金」。（詳見4.2 環境共好）

集團創新推動組織 - 創新圈

「創新」是雲品國聚的核心價值之一，為落實創新文化，帶動集團創新和創造的能力，各館自 2016年起成
立「創新圈」團隊，每月討論創新專案，以「顧客感受」做為提升「服務品質」的動力，提出對服務品質、
工作流程及營運效率等具體可行的優化方案，並展開概念性測試。每年度舉辦集團創新圈成果發表會，
讓各館夥伴同台競技，分享創新提案，並由母公司高階經營層主管擔任評審，給予同仁回饋建議，共同
精進創新技能，經審查後方可核定執行。

2021年共提出 6件大型專案並接通過審查予以施行，包含藝術導覽、線上婚禮、惜食教育、食物銀行、
廚餘機建置及地方共榮。透過創新圈組織，除了培養同仁從人的角度，為問題建構創新的解決方案，關
懷身邊的人事物，加上多一點的創意，結合永續的理念，貼近顧客、環境及社會的需求。

2021 年創新圈期末發表會



永續經營

SDGs 訓練課程

推廣永續觀光旅遊

永續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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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在 2015 年 宣 布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 17項核
心目標及 169 項細項目標，在兼顧「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同時，也
需共同解決貧窮、水污染、氣候變遷、城市永續等
問題。為了讓同仁理解 SDGs內涵，持續辦理「2030 

SDGs Game」永續桌遊活動，從遊戲中學習，結合永
續與生活，模擬 2030年的世界可能樣貌，進而透過
我們正努力推動的永續旅遊來實踐 SDGs。今年共辦
理 8個場次，參與同仁達 693人次。

永續旅遊推廣教育活動

雲品國際經營理念是「做值得的事」，讓瞬間的美麗變成永恆，而「永續」就是
值得的事。為了將永續落實到組織內部，由永續旅遊專責部門赴各館進行永續相
關教育課程，辦理永續分享與永續工作坊，及永續體驗系列活動，利用新創圈分
享永續旅遊精神，幫助各館主管與同仁了解與認同雲品國際的永續理念，期望雲
品國際所有同仁除了自發性透過「減法」，從日常生活節能減碳和減廢節水，也
更要使用「加法」，賦予旅行對於家庭社會和生態環境的意義。

同仁課後回饋：

原來永續不僅是環境保護，經濟、環境及社會都是我們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透過遊戲過程，讓我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與永續未來的關聯。

響應「2021年自行車旅遊年」，雲品國際加入交通部觀光局的「自行車友善旅宿」行列，與捷安特合作，
共培訓 14位「單車管家」駐點在各直營飯店中，提供單車友善服務，包括剎車檢查、座椅高度調整及胎
壓檢測等，以及帶領單車旅客逍遙於 3條地方創生與低碳旅遊的單車路線，體驗花蓮山海之美。

總公司每月定期舉辦一場「星期五的 Luncheon Party」，邀請同仁帶著餐盒
一起認識永續，在午餐會中將分享與永續主題相關的影片，例如跨國紀錄
片《農村的遠見》系列，走訪台、印、日、德、美、荷等 6國，拍攝包括
台東池上鄉「永恆的米鄉」、日本豐岡市「東方白鸛的天空」、荷蘭芬洛
綠港「農業新創園區」、美國舊金山「有機生活美學」等 10個發揮在地
特色、永續經營農村的成功案例，並於觀影後共同探討永續生活哲學，如
何將永續理念落實於生活中。

推廣永續觀光旅遊

雲品單車管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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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之政策，
旨在促使大學成為地方永續發展協力者。雲品國際重視人才培育與職涯規
劃，也重視與策略夥伴的緊密連結，期望成為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永續推
手，透過「人才培育」與「在地連結」，幫助學生了解地方發展脈絡與問題，
提出可能創新解決對策。雲品國際的產學合作方式主要分為實習生方案及專
案方案兩種，並提供館內實習生轉正可累計年資，專案方案則為以深度旅遊
為發展方向，2021年合作之大專院校共計 16所，參與學生共 69位。

其中，雲品國際與母公司雲朗觀光自 2020年底起與中區三所重點院校（南
開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成為策略夥伴，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攜手推動永續旅遊、環
境守護和地方創生，本次合作以日月潭館為優先示範場域。跳脫過去一般飯店業與學界的傳統合作模式，
非僅著重餐旅相關科系的實習，而是希望打破框架，立基於雙方專業領域，結合各校學生特色，共同針
對「人才培育、服務科技、醫幼互助、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之四大領域，進行跨界創新發展，培育未
來多元人才。

君品酒店擁有許多具有千年歷史與古
老傳說的藝術典藏，我們希望同仁在
工作的過程中，每一個轉身，都能找
到屬於自己與這片土地的特殊連結，
發覺生活中的動人風景。因此安排每
位新進同仁參加 3小時的藝術品導覽
課程，包含建築設計、地理位置及風
格解說，以及也提供更深入的藝術導

覽員教育訓練，每人挑選自己有興趣的藝術品進一步瞭解其因應
不同季節和節慶衍伸出之多樣性面貌，轉化為更多的感動，也將
感動透過「君品藝術導覽」活動傳承給更多的旅人。（相關活動
資訊請參考 2.4.2 住房事業）

本專案將共享產業實踐場域與業師，
透過與學校攜手，結合產業與學術資
源，開啟產學合作的新紀元，也為餐
旅觀光創造新的合作標竿。

館內文化藝術傳承

雲品國際產學合作

教育訓練辦理成果

雲品國際自 2014年起導入勞動部「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每年持續提升員工培訓品質，結合「雲
朗知識庫數位學院」線上學習平台，提供線上和實體的教育訓練課程，幫助員工學習不受時間、地域限
制。2021年課程類型包括服務專業、通識教育、語文、文化藝術、健康促進、環境安全衛生、食品安全
衛生、永續節能減碳、誠信經營、人權議題等，其中也涵蓋了 ESG各面向課程。在人才發展一系列培育
計畫下，各分公司近年相繼獲得 TTQS認證獎項之肯定。

員工教育訓練時數

員工類別
總受訓時數 人均受訓時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全職員工 6,617.4 11,087.4 17,704.8 19.6 30.9 25.4

兼職員工 61.5 51.0 112.5 0.8 0.7 0.8

總計 6,678.9 11,138.4 17,817.3 16.2 26.0 21.2

備註：包含線上課程及線下課程。

雲品國際與三校夥伴將針對產
學實習、海外交流、企業與環
境永續發展、管理知識、文創
藝術開發等進行合作。

涵蓋人工智慧、大數據應用、
AR與VR科技應用導覽等教育與
實踐，優化整體服務流程。

ESG+USR策略合作、扶持地
方文化與農特產、推動永續
旅遊、區域鄉鎮循環經濟、
地方青年返鄉等項目。

包含職業安全衛生、醫護保健
知識、食品安全、急救知識與
技能、幼兒照顧、同仁健康與
家庭關懷等領域。

人才培育 服務科技

地方創生與
永續發展

醫幼互助

此外，雲品國際為實踐 ESG結合 USR，更深入校園與文藻外語大學合作開設「產業實務講座」，分享永
續觀光發展議題，包括永續旅遊與生活、雲品國際實踐永續的經驗，及母公司雲朗觀光在義大利經營經
驗中的人文與永續等課程，協助學生認識最新的觀光產業趨勢，及增進永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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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88%

76% 18%88%

具廚師證照
人數

具技術師證照
人數

具廚師證照
人數

具技術師證照
人數

具HACCP證照之
廚師人數

廚師持證統計

雲品國際致力於打造綠色概念的永續旅宿，以低里程台灣在地食材呈現
多元中西式料理，君品酒店有米其林三星頤宮中餐廳、雲軒西餐廳，雲
品溫泉酒店有 KEN CAN粵菜餐廳，餐桌上美好的記憶源自於我們 68位
中餐廚師與 41位西餐廚師（共 109位）及共 330位餐廳員工，透透廚師
們的精湛手藝及服務人員的專業，創作出藝術美學料理，與您共饗美食
美酒時光。

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雲品國際為了提供顧客食的安心，對於餐飲品質與衛生嚴格把關，定期舉辦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
除了要求員工參與外部課程如一般廚師持證衛生講習、HACCP證照課程等，也根據飯店餐飲業營運情形，
提供內部課程包含防止交叉汙染、進階廚房安全製備之溫度控制及真空調理、常見飯店業 HACCP管理缺
失、食物中毒案例分享、食材供應商評鑑、食材採購及驗收管理、健康飲食製備等，確保員工了解最新
的食品安全衛生知識。

項目 外訓 內訓 總計

訓練總時數 675 1,845.5 2,520.5

訓練總人次 65 1,229 1,294

每人次平均受訓時數 10.4 1.5 1.9

訓練總經費 (元 ) 25,591 33,048 58,639

平均每人次訓練經費 (元 ) 393.7 26.7 45.3

中廚廚師

西廚廚師 中廚與西廚

3.2.2 員工福利
雲品國際為照顧員工生活，由職工福利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提供全職員工多項福利
和多元化活動，如藝文講座、社團活動、員工健康檢查、健康促進等。以 We Care精神，
從關心同仁出發，進而關心顧客、關心周圍環境及社區，讓同仁樂在工作之際，也同時
樂在生活。

勞工保險
員工團體保險
（含壽險、傷害保
險及健康保險)
員工健康檢查

全勤獎金
年終獎金
績效獎金
三節禮金
生日禮金

員工進修
語言學習
社團活動
員工旅遊
退休補助
結婚賀禮
喪葬奠儀

員工免費住房
員工訂房優惠
員工餐飲優惠
員工結婚喜宴
優惠

員工膳食
或伙食津貼
總公司
彈性上下班
員工認股

社團活動
藝文活動

保險及醫療 獎金 補助 優惠 其他活動

員工福利類別與項目

雲品國際鼓勵員工在工作之餘，透過休閒活動促進身心健康，各館每年可編列新台幣 5

萬元社團預算，現已成立 14個社團，涵蓋運動（如籃球社和羽球社）、手作、品酒、自
行車等，員工利用下班時間參與社團活動，促進身心健康，增進彼此友誼。惟今年度因
應疫情持續升溫，暫緩辦理大型聚會型活動，以降低同仁染疫風險，守護同仁與顧客的
健康。

薪資福利

雲品國際提供優渥的薪資水準、完善的福利制度和職場環境，幫助同仁平衡工作與生活，
和吸引與留置更多人才。我們定期檢視法令及市場薪資狀況，設計公平且具有市場競爭
力的薪酬制度。依據同仁職等高低，將薪資水平主要分為三個區段，非管理階層同仁的
薪資為市場薪資水準前 50%；經理級以上之中高階人才為市場前 25%，高階人才為市場
前 10%，並且為了提升基層同仁的薪資福利，本年度進行兩次的調薪。　

我們為了保障同仁退休福利，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新制等相關退休規定，按月
提撥勞工薪資 6%作為勞工退休金存入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對於即將退休的同仁，提
供退休規劃與輔導，讓同仁放心與雲品國際一起為未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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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與中位數

註：管理職之全時員工定義為各公司股東會年報揭露之經理人。

項目 單位 2020年 2021年 2021年與
前一年差異

非擔任主管職之
全時員工總人數

人數 658 585 -73

非擔任主管職之
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

新台幣仟元 553 546 -7

非擔任主管職之
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

新台幣仟元 486 479 -7

360 管理職能評核調查    

雲品國際除了定期在年中與年末為正職
員工安排績效考核，協助同仁了解其工
作績效與工作態度，並作為調薪之參
考。新進同仁在入職三個月後會接受學
習和工作表現的評核，由其主管與夥伴
給予指導及回饋。2021年度接受績效及
職業發展檢核之員工比例為 100%，無
計入在 10至 12月間到職，工作未滿 3

個月新進同仁。新進同仁在到職三個月
後會接受學習和工作表現的評核，由其
主管與夥伴給予指導及回饋。

除了年度兩次的定期績效評核外，自 2015年起各分公司陸續建置「360管理暨核心職
能評核調查」，引導管理職同仁符合公司和夥伴們的期待，並鼓勵管理職同仁塑造教
練式創新領導風格、激勵同仁自發性地提供有溫度的服務，以及應用創新文化來營造
良好的團隊默契與工作氛圍。評核成績會以燈號顯示，由總公司專案經理協調彙整評
核報告，各館總經理向當館管理職受評人員解釋與指導評核結果，發展同仁精進計畫，
傳遞公司的經營文化與價值。

勞資溝通

雲品國際重視且積極傾聽員工的聲音，因此為確保與員工的溝通管道順暢及保障員工
權益，除了日常組織內部的信件及會議溝通之外，主要的溝通管道包含勞資會議、專
用信箱與申訴專線、即時通訊 Line群組，及 2021年新設立員工大會、與總經理有約。

直屬主管 直屬部署

同儕 內部客戶

管理職
同仁自評

360 管理職能評量維度圖

依法定期召開勞資會議，溝通並宣導重要法令變遷。台北分公司、新
莊分公司、日月潭分公司每季辦理勞資會議，勞資雙方各派6位代表與
會，勞方代表為單位主管。會議上佈達公司政策、福利政策、疫情期
間因應措施，並接受員工意見反映。

設有董事長專用信箱、人資專用信箱及申訴專線。若有申訴案件發生
時，董事長專用信箱：會由董事長親自收信並委託主管或人資了解詳
細申訴內容，再親自回覆員工；人資專用信箱：案件若有署名，由人
資部回覆處理。
若有發現違規情形或不法情事（如性騷擾、貪腐事件等），均可透過
該些管道提出檢舉或申訴，本年度無重大員工申訴事件。

因應疫情不確定性，集團也依據各分公司所在地區成立了四大群組，
董事長會於群組上即時公布公司政策之重要訊息，分享執行長談話內
容，發佈公司最新防疫措施、防疫相關提醒、及關懷同仁的影片等。

每年辦理兩次員工大會，由總經理親自出席與同仁進行溝通與分享，
並解答同仁的問題。
每兩個月辦理一次「與總經理有約」的下午茶時光，主管會推派員工
參與，與總經理進行意見回饋及交流。

同仁申訴管道
申訴專線電話：總公司(02)2998-6788 ext3020 (人資單位ext.3111)
申訴專用傳真：(02)8992-5988
申訴專用信箱(董事長信箱)：opinion@ldchotels.com

勞資會議

專用信箱與
申訴專線

即時通訊
Line群組

員工大會與
總經理有約

此外，雲品國際疫訂定「預防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書」及各館皆訂有防治騷擾相關政策，保護範圍涵蓋員
工及顧客。每年會進行績效評估，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及新增風險，檢討其適用性及有效性，
借以降低缺勤、病假、離職率及不法侵害事件發生率，本年度無收到相關重大騷擾申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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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職業安全衛生
雲品國際重視員工的安全與健康，致力於為員工創造安全、舒適的於工作場所，並持續改善工作環境，
定期舉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訓練課程、消防安全演練，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及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之七大原則」，鼓勵每一位同仁堅守該原則並落實，已達生命及企業永續之目的。雖目前各分公司尚未
建立統一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但各分公司均依職安相關法規及該館的運作模式，積極落實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項目，提供安全的職場環境。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台北分公司和日月潭分公司和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設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每季
定期召開會議，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日月潭分公司的參與人員包括各單位主管
及中西廚房副主廚以上同仁。台北分公司則配合現場營運狀況及法規規範，委員
會由勞資會議之勞方及資方代表組成。定期討論工作環境改善對策、承攬商管理、
管理方針及成效、健康促進、教育訓練計畫等。新莊分公司尚未建立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但每年定期舉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各分公司已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並配有 2名防火管理人及甲種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 1名。日月潭分公司及台北分公司分別聘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
每月定期巡視作業場所。每季委託勞動部職安署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廠商於作業
場所施測（如機房噪音），並提供改善建議，以強化環境安全。

若遇緊急事件，員工可依職安法第 18條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而經分
公司於接獲單位通報意外事故後，職安人員與該小組會立即調查事故原因及關懷
員工傷勢，並向主管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災害發生原因、經過及處理流程，
確保其執行人員及處理流程的品質。

日月潭分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組織圖

台北分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組織圖

總經理

職業安全衛生組主管

職業衛生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職業衛生管理師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總經理

依據安全衛生法
規，遵守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

持續改進工作環境，
確保工作安全。

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關懷
員工身體及心理健康。

尊重員工生命之安全、
秉持生命無價。

激勵員工全體參與，培
養樂觀互助積極態度。

消除潛在危害所在，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加強教育訓練宣導，養
成良好之正確觀念。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
七大原則

符合法規

風險管理

生命價值

持續改善

人員管理

教育訓練

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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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

台北分公司與日月潭分公司皆以訂定「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執行辦法」辦法，針對各項可能造
成內外人員（含承攬商）傷害或事故之作業程序與環境，透過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
等方式，提高安全衛生管理效能，以「零災害、零事故」為目標。

為了有效落實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明確劃分作業權責：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流程

確認作業範圍涵蓋之工作
者、作業項目及內容

依作業條件和流程逐步辨識潛在的危
害類型，及可能發生的原因與情境

檢視目前可預防或降低危害發生可能
性，或減輕後果嚴重性的防護措施

計算風險發生的危害嚴重程度及危
害頻率分析，並進行排序與分級

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決定必須
採取的風險降低設施

預估實施改善設施後的殘餘風
險，確認降至低度風險以下

危害辨識

現有防護措施確認

控制措施實施 控制後風險預估

風險評估

作業範圍與標準確認

█   成立執行辦公室以組織安全衛生風險評估小組，督導危害鑑別、風險評估作業之執
行，並核准審查之結果。

█   針對風險評估人員，提供必要之教育訓練，培訓其安全衛生知識及評估技能，對所
轄作業場所執行安全衛生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作業。

█   由各單位主管負責協助前述作業之執行。

█   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彙整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表單簽報存檔，並審核各單位評
估情形，同時需就不可接受之風險召開會議。

本年度風險管控結果

由於雲品國際的觀光旅館業產業特性，鑑別出的風險發生地點以廚房、餐廳及館內硬體設施為主，且經
實施風險管控措施後，各項目之風險等級皆有效降至低度風險以下，以下方二項風險鑑別結果為例：

分公司 作業名稱
辨識危害及
後果 

現有防護措施 評估風險
降低風險所採取之

控制措施 

控制後
預估風險

日月潭
分公司

泡湯區
作業 

滑倒 管理控制
嚴重度 SI

可能性 P3

風險等級 1

加強管理及工程控制，如
使用止滑劑及服務人員提
示，降低傷害之可能

嚴重度 SI

可能性 P3

風險等級 1

台北分
公司

跑菜作業
滑倒、撞傷
及感電

標準作業流
程教育訓練、
手套及口罩

嚴重度 S2

可能性 P4

風險等級 3

作業人員落實標準作業流
程、緊急救援設備、定期
檢查及維護保養

嚴重度 SI

可能性 P3

風險等級 2

註 1：風險分級：1~2輕度、3低度、4中度、6高度、9重大。
註 2：嚴重性分級：S1輕微、S2中等、S3重大。
註 3：可能性分級：P1可能性低、P2有可能、P3極有可能。

註 1：員工包含正式、約聘、計時人員。
註 2：可記錄職業傷害比率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總實際工作時數）* 200,000

註 3：本年度無發生員工和實習生之嚴重職業傷害事件、職業傷害造成死亡事件，也無發生承攬商任何職業傷害事件。

職業傷害統計

職安委員會每月定期檢視與追蹤前一月份之職業傷害事件，自施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後，職業傷害件數
連續兩年呈下降趨勢，2020年度下降 7%，2021年度較 2020年更是下降 26%，未來會持續強化工作環境的
安全性。

2021年發生之職業傷害的主要類型，包括燒燙傷、切割傷及跌倒等，職安組已關懷員工傷勢，並採取改
善措施，例如在易滑地面加裝適合現在作業的止滑墊等，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作業安全宣導、交通
安全宣導及現場人員管理等方式，來降低未來發生事故的機率及嚴重程度。

項目
員工 實習生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可記錄職業傷害件數 9 7 16 5 3 8

實際工作時數 597,072.5 615,014 1,212,086.5 73,399 97,214 170,613

可記錄職業傷害比率 3.0147 2.2764 2.6401 13.6242 6.1720 9.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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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雲品國際為強化承攬商安全衛生的自主管理，保障雙方權益，及減緩意外事故風險，已訂定「承攬管理
規範計畫書」，實施承攬商進場管理規章和機械設備檢點，要求承攬商需遵守的安全衛生、工作安全措
施、環境清潔及緊急應變與事故通報，並要求承攬商須詳細閱讀與確實辦理。於施作前，尚須填寫危害
告知單、繳交證件及確認現場機具安全等相關程序。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

為持續提升同仁的工安意識，和強化工務的工安
預防能力，每半年召集各分公司工務進行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工程施作前
工安規劃與評估、危險性設備操作流程需知及安
全使用方式等。以提升工務作業安全的自主落實
能力，並推廣至所屬單位各層級，促進同仁對職
業安全衛生的知識建立，以達職場安全與安心工
程之成效。

台北分公司與日月潭分公司也會針對新進與在職
同仁，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由護理師
提供簡易緊急救護處置及衛教等課程。 

在主要提供住房及餐飲等服務的工作環境中，依健康管理系統紀錄，常見的職場危害，包括油煙、噪音、
高溫、足底筋膜炎、肺部及氣管疾病等，其中以發生切割傷及肌肉痠痛之風險性較高。故為了降低職業
傷害及職業病之風險，提供以下預防與諮詢服務，並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依專業角度協助同仁就醫、
診斷與記錄。

█    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指導

█    職場危害評估及健康指導

█    工傷病請假時間評估

█    職業傷病危害諮詢與評估轉介

█    何時回復工作之評估

█    工作是否影響健康之諮詢

█    職場健康促進服務諮詢

職業健康服務與健康促進

I care 健康管理系統

雲品國際使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之 I care 健康管理系統，評估、計畫、
執行、管理及追蹤正職同仁的健康。每年依據健康風險評估流程，進行健檢分級
管理，將員工健檢狀況分為 4級，給予相應之輔導和協助。並從中辨別出中高風
險族群同仁，安排臨場服務醫師 1對 1面談和協助就醫，並追蹤健康狀況。以及
也針對異常工作負荷進行評估與分級管控，及對中高齡工作者進行密切健康管
理，由護理師提供每日監測血壓服務，追蹤健康狀況。

我們亦提供其他所有同仁參與雙月臨場醫師諮詢、健康議題教育訓練等各項健康
促進活動，以及免費提供總公司員工流感疫苗接踵，守護同仁健康。

I care 年度健康檢查結果

代謝性
症候群

血壓異常
(>140/90mmHg)

體重過重
(BMI>24)

總膽固醇異常
(>200)

飯前血糖異常
(>100)

104
83

285

171

89

備註：以上結果包含台北分公司、新莊分公司、日月分公司，總管理處因疫於 2021年暫緩辦理。

安全演練及災害風險管理

各分公司均每半年進行消防安全演練，每季檢核消防設備品，以落實對於顧客
和員工提供安全環境之承諾。其中日月潭分公司更是每月請消防隊來進行全館
演練。目前已針對各種災害，如火災、颱風、地震及乾旱等，訂定「地震緊急
應變作業」、「緊急停電應變作業」、「防颱準備作業」、「缺水緊急應變措施」
等標準作業流程，並且定期對員工進行訓練，以提升對災害認知及應變能力。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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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減重計畫

職安組根據前一年員工健康檢查結果，推行相關健康促進計畫。今年為了
改善同仁體重過重及總膽固醇異常情形，在日常衛教中宣導增肌減脂觀
念，及推行減重計畫（如健康吃等專案），鼓勵同仁享瘦健康，施行結果
成功減重共達 55.3公斤。

員工餐廳健康飲食

雲品國際設有員工餐廳重視員工均衡飲食，菜色除了經由主廚們精心烹
調，也與職安同仁合作規劃菜單，對餐點的營養均衡進行把關，讓每位同
仁們享用美味的同時，也為健康加分。主廚們更依據節慶和時節，推出特
色餐點，如夏天提供消暑冰品、冬天提供祛寒薑茶。今年在萬聖節和聖誕
節也用心準備創意料理，與同仁分享節慶趣味。

工作與生活平衡講座

除了辦理社團與各項舒心、藝文活動等，每年外聘講師分享工作與生活平
衡講座，協助員工解決在工作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及面臨的壓力，今年也
持續提供心理輔導課程，協助同仁保持身心健康。 

女性同仁健康照顧

除了依性別平等法分別為顧客和員工各別設置哺集乳室，提供產後媽媽一個舒適隱密的集乳空間。更為
了歡迎回歸職場的產後媽媽，特別贈送可促進健康、消除疲勞或幫助育兒的客製化禮物，例如新手媽媽
書籍、二寶媽媽書籍、按摩滾輪、紓壓工具、滋潤乳液等。還有設置供產後媽媽們用來儲存母乳的專門
冰箱，以及與鄰近地區的托育中心簽約，讓職場女性們健康安心的上班。

育嬰假施行情形

雲品國際凡符合法定育嬰留職停薪之正職員工，皆享有申請育嬰假留停之權利，以保障員工照顧家庭之
需求。2021年在共 22名享有育嬰假留停資格的同仁中，共有 14名同仁申請育嬰留停。2020年休完育嬰
假復職並於 2021年留任滿一年的女性員工達 55.6%。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計

2021年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 10 12 22

2021年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4 10 14

應於 2021年復職之育嬰留停人數 (A) 2 8 10

應於 2021年復職，且已復職之育嬰留停人數 (B) 1 5 6

2020年已復職之育嬰留停人數 (C) 1 8 9

2020年已復職，且至 2021年底已在職至少 1年
之育嬰留停人數 (D)

1 4 5

復職率 (%)= B/A 50.0% 62.5% 60.0%

留任率 (%)= D/C 100.0% 50.0% 55.6%

疫情因應及篩檢補助

因應 2021年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嚴峻，為了守護同仁與顧客健康，施行快篩試劑補助政策。日月潭分公司
在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時的為期兩個月休館後，在復班前寄送快篩劑提供員工進行快篩，確認結果為陰
性才可復班。台北分公司則當同仁收到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的細胞簡訊通知，將補助篩檢費用。所有同仁
也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完成疫苗施打，於 2021年底完成第二劑疫苗施打人數已達全體員工 90.24%，截至
2022年 4月完成第三劑疫苗施打的人數比率更是提升至 95.7%，共同守護自身、家人與客戶的健康。



202 1 啟程雲 品 國 際 邂逅莊園1 縱饗沙龍2 誠摯款待3 自然慢旅4 旅人手札5

94 95

永
續
旅
遊

環
境
共
好

社
區
共
榮 低碳永續 用騎乘深度認識我們的島嶼－雲品單車友善計畫

旅行是人類文明的開始，而2021是自行車旅遊元年，開啟了低碳旅遊的新篇章。

經過與捷安特兩個多月的籌劃，雲品國際分批將14位來自各館的同仁，送到捷安特總部接受了密集的「
單車管家」培訓。從自行車的構造、保養維修，到旅程規劃，以及帶客人騎乘時的解說技巧與安全規範，都
進行了深度學習。回到各館後，這全台灣第一批的單車管家，開始替住客提供單車友善服務，做基礎的檢
查與維護，開發了在地的單車旅遊路線，帶領客人們用低碳與深度的方式認識我們美麗的島嶼。雲品國
際也踏出了飯店的範圍，到了花蓮和平的台泥DAKA園區，帶著原本只是路過和平鄉的旅人，騎進太魯閣
族的部落，在地人的秘境漢本海灘，以及擁有美麗珊瑚的和平生態港。

Life is a journey，let’s enjoy the ride。雲品誠摯的相信，自行車不只是交通工具，更可以是撰寫故事的筆，每
位旅人都可以是浪漫詩人，用騎乘的方式譜寫出生命的感動紀錄。而在這個對於地球環境關懷具有迫切
性的時代，如何持續打造出友善、低碳排的旅遊方式，將是雲品期盼與客人們一起攜手探索的永續豐盛
旅行新文明。

七零年代的環保先驅Wendell Berry說，這個世界不是我們從父執輩繼承來的，而是從孩子們借來的。每
個人都應該善盡善良保管人的責任，將地球和環境好好維護管理，交給下一代。七十八億人的破壞力是
很可怕的，同時七十八億人的建設力量更是可觀。每個人不輕看自己的影響，從自己的行為做起，地球永
續就有希望。

Ch4 自 然 慢 旅

He who must travel happily must travel light

—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能快樂旅行的，一定是輕裝旅行的人。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法國作家，著有「小王子」等

It is literally true that you can succeed best and quickest by helping others 

to succeed.

— Napoleon Hill，American self-help author

讓自己成功最快又最好的方式，就是幫助別人成功。
—美國勵志作家 拿破崙• 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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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永續旅遊
雲品國際致力於提供旅人們永續豐盛的人生享受，我們了解
這應包含負起責任，讓旅遊這件事情得以永續進行，做為全
台第一間取得全球永續旅遊認證（GSTC）之五星酒店，雲品
國際持續透過客房備品、餐飲服務、配套遊程等具體行動，
與旅客一起愛護地球環境、保存特色歷史文化，支持地方經
濟創生，落實永續旅遊的意義，期待在每趟旅程中，與旅人
們共同履行地球公民之責任。

全球永續旅遊協會（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 簡稱 GSTC），為國際永續旅遊準則制定單位，
致力於建立並管理全球永續旅遊標準，與會員共同保護與維護世界自然和文化資源。雲品溫泉酒
店於 2019年 9月獲得「全球永續旅遊認證」，2021年通過覆核，透過不斷參與永續旅遊聯盟之培訓，
量身訂做的課程，實際應用經驗及專家的指導，積極實現永續旅遊聯盟四大目標與宗旨。

一、永續發展藍圖及����年目標

三、低碳假期，綠活雲品

二、文藝慢旅，生態雲品

四、永續承諾與倡議

一起為淡水河做一件事  

60+ 地球關燈一小時
低碳減塑
永續飲食
環境保護與綠化

文化生態之旅
峰騎雲遊
再生能源 X 地方創生
看見紅葉谷

永續發展
規劃

提升文化
傳承效益

減少環境
負面影響

當地社區
社會與經濟
利益最大化

一、永續旅遊認證

雲品國際肩負旅宿業者發展永續旅遊的社會責任，提供旅客多種結合在地文化與生態景觀的深度旅
遊行程，在發展觀光旅遊的同時也分享環境與文化知識，積極教育遊客，幫助當地居民，尊重地方
傳統文化，保育天然生態資源，創造永續旅遊回憶。

在地人文風情

保留全台最古老完整的柴燒窯技術，一同體驗
器皿上那抹拙樸質感。

參與人次：263

自然生態

每年 4-5月營火蟲季，由專人帶領生態教
育，導覽賞螢，感受日月潭周遭豐富的自
然原生態。

參與人次：1,757

在地人文風情

走訪小村落裡茶香滿巷的製茶廠，一起聆聽農
家職人講述紅茶生態。

參與人次：300

二、文藝慢旅，生態雲品

水里蛇窯

和菓森林

螢火蟲



202 1 雲 品 國 際 啟程 自然慢旅4邂逅莊園1 縱饗沙龍2 誠摯款待3 旅人手札5

98 99

峰騎雲遊 x單車環潭
2021年為台灣「自行車旅遊年」，雲品溫泉酒店被大眾票選
為「自行車友善旅宿」，更與台灣單車界龍頭捷安特合作，
打造出全台首創飯店專屬的單車管家團隊，由同仁接受專業
培訓並通過認證，邀請旅客從學會騎腳踏車到愛上單車旅行，
以雙腳雙輪的步調，每小時 10公里的速度，用眼用心體會台
灣十足十的美感。

環潭全程皆有單車管家陪同，沿路經過儒、釋、道諸神合一
的文武廟、象徵水位豐枯的九蛙疊像步道、玄奘寺、慈恩塔、
月牙灣（日月潭最寧靜的轉角處）、國際建築大師融合自然
與動態流線設計的「向山遊客中心」，最終停駐於水社碼頭，
山林靜謐，湖水寧靜，煙嵐遠近，迎著微風，雲品與遊客一
起再次認識日月潭，尋訪我們都不曾緩慢品味的台灣。 

自然生態

邀請旅人走進囒山，回到大自然的懷抱，感受
日月潭的慢活幽靜與自然之美。

參與人次：370

自然生態

由生態工法所鋪設的人行步道，帶領旅人們穿過森
林、濕地、溪流，遇見多樣物種，以最永續的方式
貼近自然。

參與人次：已完成探勘，視疫情狀況推出

貓      山

澀水森林步道

永續旅遊 x再生能源 x
地方創生 紅葉谷溫泉園區

雲品國際汲取花蓮台泥
DAKA的經驗，與台泥企業
集團及台泥綠能共同合作，
在少棒故鄉台東縣延平鄉紅
葉村，打造結合再生能源、
永續旅遊與地方共生共榮的
「紅葉谷綠能溫泉園區」，
為台灣首創親近自然、擁抱
文化、感受科技三合一共感
園區，園區命名經由與居民
溝通當地部落會議正式同意。計劃分為「能源之初－地熱發電區」、「生命之源－溫泉及餐廳服務區」、
「大地之母－永續廣場」等三個區域，除引進國外地熱能發電設備與技術外，整體溫泉區亦透過水循環
再利用及熱交換原理進行水資源管理，讓每一滴水都能被充分利用。未來也將與地方村民合作地熱資源
的再利用，像是地熱能源的循環利用，將有效發展延平鄉農特產烘乾技術。

此外，雲品國際運用旗下君品酒店三星米其林的餐飲領導優勢，於紅葉谷設立特色餐廳，主廚運用其專
業的精神與經驗，將尊重與創意展現於食物上，讓頂級的餐點與服務能進入延平鄉，也同時增加當地就
業機會，及訓練在地青年學習專業技能與頂級服務。預計於 2022年初，君品酒店與台東 4家部落餐廳，
聯手設計「Bintuhan 慢食尋星饗宴」，讓當代與部落料理激盪出全新火花，藉此交流向顧客推廣慢食的
精神與文化，也體現在地風土與自然永續，為部落美食開創更多可能性。

該園區也規劃串連鄉內 5個村落的資源與景點，更將與當地遊程及民宿業者合作，以紅葉 collection為概
念建立旅遊平台，除邀請民宿業者至雲品進行觀摩外，並由董事長帶領客房與餐飲總經理等前往延平鄉
各民宿與遊程與業者溝通並服務串連，共同規劃部落生態永續行程，讓旅人品味各式風貌的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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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品國際希望為每一位旅客帶來與眾不同的餐旅體驗，感知獨一無二環保生活美學，邀請旅人在旅宿
中力行低碳節能的綠生活，一起 Take Action，Go Green！

三、低碳假期，綠活雲品

低碳假期

雲品溫泉酒店每年皆與台灣高鐵聯手推出「低碳假
期」住房優惠專案，搭配雲品溫泉酒店至台中高鐵
站的免費接駁巴士，鼓勵旅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
來旅行，減少旅行碳足跡。

凡預訂此專案之住客，都將收到簽署雲品永續宣言
之邀請，旅程結束後也可獲得低碳旅行專屬贈品。
此外客房亦不主動提供一次性沐浴備品，如牙刷、
牙膏、牙線、香皂、刮鬍刀、浴帽等用品，引領旅
客享受一場低碳減塑的綠色新旅行。

低碳自駕

為減少旅行碳足跡，雲品溫泉酒店提供定點接駁的雲品巴士，
也鼓勵旅客搭乘公共環湖巴士或騎乘腳踏車遊湖，在踩風欣
賞日月潭的同時，減少對地球的傷害。

雲品國際支持環保綠能載具，在雲品溫泉酒店一樓及戶外廣
場，共設立兩座 Volvo及兩座 Tesla電動車充電站，方便電動
車旅客自駕遊覽日月潭風光。

住宿減塑

雲品國際號召住客一起 Go Green，從住宿減碳開始 Take Action。

館內使用電子看板播放迎賓畫面和節能減碳標語，客房內不主動提供一次性備品，
並備有可重複回收清洗的拖鞋。床頭放置低碳小提醒，鼓勵居住 2晚以上的續住旅
客在客房整理前可在門上掛上環保卡，告知房務人員不更換床單及毛巾，減少清洗
所產生的能資源消耗。

各分公司亦陸續於公共區域引進義大利 Blupura氣泡飲水機，供應
客人現打現做的純淨健康微礦氣泡水，鼓勵客人帶著客房內提供
的水壺前去裝取，取代客房內的瓶裝礦泉水。

2021年透過 Go Green客房環保行動，雲品國際各分館較基準年
（2019年）已減少使用約 348,000個一次性塑膠備品容器、390,468

瓶裝水瓶。

永續飲食

雲品溫泉酒店與南投在地小農合作，以契作簽約方式每日供
應當季新鮮食材，讓旅客品嚐南投當季當地的時令美味，也
減少食材從產地到餐桌碳排放。

雲品國際亦積極響應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推動之農村多元發展
及生態農業，鼓勵大廚們走入鄉間，以精湛手藝展現當地環
境友善食材的獨特風味，打造創意特色料理。

各餐廳為落實永續飲食亦不提供免洗餐具和一次性布巾，使
用不鏽鋼外帶餐盒、美耐皿材質筷子等可重複使用之容器以
減少廢棄物產生。不堪使用之桌巾，則透過手作工作坊變身
飲料提袋，賦予廢棄桌巾全新生命，落實循環經濟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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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綠化．自然共好

在 Go Green的承諾下，雲品溫泉酒店進行一系列的植栽綠化工程、生態復育及種植保水植被等，來進行
減碳實際行動，並提供旅客更綠意且更為放鬆的旅遊環境。

汙水處理廠上方以覆土填
平，種植較耐乾旱的木本
植物，加強綠化及美觀。

以多層次生態，創造高密
度的水域生態多樣化的生
物棲地環境。

館內園區盡量保持日月潭
原生種植物，其特性抗風
耐乾旱且覆蓋度高，為最
自然環保的保水設計。

植栽
綠化工程

生態復育
及保育

種植
保水植被

雲品國際不僅透過自身產品與服務向顧客傳遞環保旅宿的永續願景，作為地球公
民，我們積極參與外部環境倡議，與各界利害關係人溝通、議和。雲品國際相信，
透過公開發聲、拋磚引玉，將影響更多人正視腳下的土地，以及我們共同居住的美
麗星球―地球。

水系公民，為淡水河做一件事

淡水河流過眾多台灣政治經濟文化重鎮，是北部 800萬人的母親河，更是台灣每一
條河川的縮影。要讓每個世代安居樂業，有乾淨的陽光、空氣、水，雲品國際跟隨
母公司雲朗觀光，響應《天下雜誌》水系公民活動──為淡水河做一件事，一起親
近並學習如何和我們的母親河共處共榮。

世界地球日：關燈一小時

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起的「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利用每年 3月最後
一個週六晚間的關燈行動，呼籲大眾正視氣候變遷議題，至今全球累計 190個國家、
區域及超過 1萬 8千個世界地標共同響應。

雲品溫泉酒店與母公司雲朗觀光攜手，於
3月 27日當晚 20:30至 21:30關閉飯店外
牆燈飾，除了自身響應，雲品溫泉酒店也
鼓勵客人參與響應打卡即可獲得抽獎機
會，期許發揮自身影響力號召大眾參與。

淡水河公約

重新認識淡水河，拍下辦公場所或工廠附近的河川照片，關心淡
水河的健康。

流域企業監督垃圾清運商不任意傾倒廢棄物。

發揮影響力，帶動客戶與供應鏈立即行動，採取高標準廢水處理
製程，並減少工程建築垃圾廢棄物。

減少使用一次性包材，產品不過度包裝，選擇並加入綠色供應鏈。

力行綠色採購，包括永續商品、綠電、低碳產品。

鼓勵員工積極參與淡水河系的公共治理，做一個負責任的水系企
業公民。

四、永續承諾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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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境共好
4.2.1 氣候變遷因應
雲品國際參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後簡稱 TCFD）架構，揭露對於氣候變遷因應之作為，已於 2020年匯
集各營運部門共同商議，採用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s）評估 2種未來可能發生的升溫情境對營運模式的影響，進行氣候變遷情境
分析，鑑別出氣候變遷重大風險與機會，並擬定氣候策略與因應行動，期待達成
環境永續透明治理之願景，2021年雲品國際經評估後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並無重
大改變。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和目標

2020年已成立企
業永續發展委員
會，由董事長與
ESG工作小組組
成，每半年召開
一次會議，針對
永續議題報告及
討論。

雲品國際訂有永
續發展藍圖八項
策略主軸，落實
氣候變遷因應之
策略。

進行氣候風險
鑑別，分析不
同情境可能遭
遇之風險並擬
定策略行動。

持續增加小農採
購品項提升在地
採購比例
訂定每年節能節
水1%之目標並追
蹤及揭露相關績
效指標。

氣候變遷風險鑑別流程

風險與機會盤點 氣候情境風險鑑別 鑑別結果及因應措施

氣候情境機會鑑別結果

負面形象衝擊 極端天氣事件

平均溫度改變

政府未制定
減碳法規

原物料成本上漲

營運影響程度

發
生
頻
率

營運影響程度

發
生
頻
率

服務自動化

確保營運
效率

在地採購

發展到府外燴/
外送平台

氣候情境風險鑑別結果

SSP5 重大風險與機會鑑別結果及因應措施：

項目 鑑別結果 說明描述 可能的衝擊面向 我們如何因應

風險 原物料成本
上漲

因氣候變遷造成的疫情、災
害等因素使貨物進出口困
難，引起原物料成本上漲。

直接成本增加
業務成長受限
消費者負面觀感

同一品項與多家供應商
簽約，分散供應鏈斷鏈
風險，確保貨源充足，
供貨品質穩定。

嚴選在地農作物供應
商，並與在地小農簽訂
契作合約，未來將逐步
增加簽約農產品種類，
及在地採購比例。

機會 在地採購

選擇容易取得的在地食材，
易於尋找性價比優良的供應
商。且穩定的供貨來源也可
以維持穩定的餐飲、客房服
務品質。

可選擇供應商增加
原物料議價能力增加
消費者認同感提升

升溫情境： 

1.全球升溫約 3.7° C 

2.世界鼓勵開採化石燃料資源，不使用再生能源 

3.生活方式鼓勵大量使用電力 (能源密集 )，且政府尚未發展減碳政策 

4.高度全球化，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且市場趨於整合 

5.人口在 21世紀達到高峰且集中精華區 

升溫情境假設 1：SS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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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 重大風險與機會鑑別結果及因應措施： 

項目 鑑別結果 說明描述 可能的衝擊面向 我們如何因應

風險 國內法規

變化

政府法規對企業排污及環
保要求提升，可能要求企
業需添加符合法規之新設
備，故原有設備未達使用
年限就須提早除役，因應
成本提高，連帶影響營運
所需成本。

直接成本增加

業務計畫延遲

喪失營運許可

雲品國際以訂定每年節水 1%
之目標並持續推行水資源如
雨水、溫水及泳池廢水的回
收再利用，提升中水回收比
例，未來將搭配數位化監控
管理系統，更加提升水資源
管理效率。

雲品國際已設定每年節電 1%
之目標，並積極推動各項節
能措施，如汰換傳統日光燈
為 LED節能燈具、設置中央
監控節能系統，並利用自然
光線來節省白天照明電力。
藉此改善能源消耗，降低營
運成本。

機會
提升

營運效率

為確保顧客入住安全、餐
飲與住房服務品質穩定，
雲品國際改善基礎營運設
施，提升用水、用電、廢
汙水與廢棄物處理效率與
能力，管理資源需求量，
降低營運成本。

員工健康提升

營運成本降低

消費者認同感增加

氣候情境機會鑑別結果

營運影響程度

發
生
頻
率

參與綠電交易

消費者偏好改變

公部門獎勵措施

提倡借食理念

提升營運效率

營運影響程度

發
生
頻
率

能源供給中斷
能源供給來源改變

氣候變遷
相關訴訟風險

 國內法規變化

消費者偏好改變

氣候情境風險鑑別結果

升溫情境： 

1.全球升溫不高於 2° C，積極發展再生能源，遠離化石燃料
2.政府注重永續議題，全球已制定統一的減碳政策
3.資源與能源消耗量低，且空氣汙染管制嚴厲
4.人類平均物質需求低

  升溫情境假設 2：SSP 1
旅宿碳足跡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雲品國際積極將碳管理納入日常的營運當中，自 2020年起延請台泥資訊參考
ISO14040及 ISO14044方法學，以價值鏈觀點評估產品生命週期（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碳足跡。旗下
雲品溫泉酒店已在 2020年率先完成並每年持續檢視與追蹤碳足跡與減碳策略；君品酒店自 2021年也加入
計算旅宿碳足跡的行列，擴大與深化雲品國際對於碳管理的範疇及強度。

價值鏈與產品生命週期分析

飯店業的旅宿服務始於原料取得，終於廢棄物處理。透過將雲品溫泉酒店與君品酒店的價值鏈，劃分為
「原料取得階段」、「服務階段」及「廢棄物處理階段」三個階段，分別鑑別與量化在各階段的資源投
入及產出，幫助我們更了解旅宿服務對環境造成的潛在衝擊，進而規劃相應之減碳策略與行動方案，落
實減少碳排放及碳足跡。讓旅客在享受我們提供的永續豐盛之旅同時，更是選擇了永續消費，與世代未
來及自然生態共存。

系統邊界

客房備品
公共區域備品
耗材
清潔用品
工程耗材

資源回收
廚餘
廢食用油

一般廢棄物
有機污泥

生鮮食材
雜貨
餐廳備品
耗材
清潔用品

電力
自來水
溫泉水
液化石油氣
汽油

公務車遊覽車租用
毛巾床被單清潔

原料取得階段 服務階段 廢棄處理階段

住宿服務 再利用

焚化處理

餐飲服務

能資源

委外服務

客房準備 抵店 入住 退房

座位清潔
食材處理 抵店/點餐 餐點製作 用餐結束

雲品溫泉酒店
雲月舫
客房
大廳、大廳酒吧、雲揚廳、雲翰廳、
雲水坊、雲想、健身房、寵物房、商務中心
彩雲軒、丹彤、KEN CAN

1F親水主題館、兒童樂園、煙嵐風呂、
休閒育樂中心、Qi Shiseido Salon and Spa、
停車場
停車場、攀岩場、名人坡

RF
5F-10
3F/L

2F
1F

B1F/戶外

君品酒店
頤宮、翰林軒、健身房
行政樓層及套房
客房
商務中心、雲軒、雅意
大宴會廳「亮」、會議室
服務中心
停車場

17F
14F-16F 
7F-12F 
6F
5F 
1F
B4F-B5F  

*粗體為對外營業/底線為餐廳

客房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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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計算結果

2021年將雲品溫泉酒店與君品酒店碳足跡計算結果以三個產品階段分析，「服務」階段皆佔整體產品生
命週期排碳量的最大份額，於此階段主要的排碳來源是能資源及其中的電力。而「原料取得」佔整體生
命週期排碳量的第二大份額，於此階段主要的排碳量產生是來自於原料生成過程所產生的排碳，為構成
產品碳足跡的關鍵之一。

原料取得
階段

34.6%

廢棄物
處理階段

1.0%

服務階段
64.4%

原料取得
階段

42.8%

廢棄物
處理階段

0.2%

服務階段
57.0%

階段 碳排放量
(kgCO2e)

占比 每人碳足跡
(kgCO2e)

每房碳足跡
(kgCO2e)

原料取得
原料 1,982,854 30.8% 19.12 52.61

原料運輸 246,341 3.8% 2.38 6.54 

服務

能資源 4,005,415 62.2% 38.62 106.28

公用設備 132,102 2.1% 1.27 3.51

外包洗滌 4,083 0.1% 0.04 0.11

廢棄處理
廢棄物處理 47,621 0.7% 0.46 1.26

廢棄物運輸 21,811 0.3% 0.21 0.58

合計 6,440,227 100.0% 62.10 170.89 

階段 碳排放量
(kgCO2e)

占比 每人碳足跡
(kgCO2e)

每房碳足跡
(kgCO2e)

原料取得
原料 3,218,635 36.8% 33.81 101.66

原料運輸 522,785 6.0% 5.49 16.51 

服務

能資源 4,637,658 53.0% 48.72 146.48

公用設備 198,726  2.2% 2.09 6.28

外包洗滌 153,604 1.8% 1.61 4.85

廢棄處理
廢棄物處理 14,504 0.2% 0.15 0.46

廢棄物運輸 743 0.0% 0.01 0.02

合計 8,746,655 100.0% 91.88 276.26

雲品溫泉酒店

 君品酒店

減碳策略

透過碳足跡分析，雲品溫泉酒店與君品酒店也針對各生命週期階段提出因應對策，在營運階段減少消耗
品使用，調整產品組合，增加蔬食餐飲，減少採購需長程冷鏈運輸的冷凍海鮮食品，並挑選運輸排碳量
較低之供應商。希望透過具體的減碳行動帶動消費者與我們共同努力，減少旅宿碳排放，為全球氣候變
遷盡一份心力。

各生命週期之減碳行動措施

使用在地食材
選擇低碳運輸工具

分區設置電錶，掌控各用途用電量
使用節能鍋具，減少烹調加熱時間
大用電設備家裝變頻器

有效控管冷藏容量儲存狀況，避免
增購

盡可能重複/減少消
耗用品使用
提供更多非肉類選擇
更精準掌握備料、減
少食物浪費

試驗一週記錄每日各區域垃
圾/廚餘重量
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耗材
將可重複使用之包裝容器還
給供應商
廢水污泥調理減量並可製成
替代燃料

選擇低碳運輸工具之廠商
設置廚餘機就地處理

產品生命週期三階段

原料取得階段 服務階段 廢棄處理階段

原料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運輸
原料運輸

公用設備

協助供應商降低洗滌能耗

外包洗滌

能資源

4.2.2 環境資源管理

一、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雲品國際積極落實 Go Green之永續發展，已於 2019年訂定環境政策及管理行動計畫定期追蹤及更新規範，
建立以符合當地法規為主要優先考量的環保申訴機制，積極實施減塑、植樹減碳等措施。雲品國際於本
年度並無任何違反環保法規遭主管機關處分之情事。

環境政策及管理行動計畫

節約能源與水
資源
減少各項資源
浪費

徹底執行資源
回收
資源回收再利
用措施

自主維護周邊環境清潔
耗能設備保養與效率調整
環境衛生維護與健康自主管理
打造友善環境安全

積極使用在地
食材
主動減少包裝
力行綠色採購

節能減碳 資源循環及再利用 綠色採購 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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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能源消耗量（單位：GJ）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為了守護獨一無二的地球，雲品國際建立「能源查核管理組
織」，由管理、推動及執行三個階層小組構成，各部門同仁
共同合作落實每一項節能政策與方案。同時，高階主管亦定
期召開會議檢討節能方案之推動成效，決議優先採購能源效
率較高之設備，與員工或供應商溝通節能改善之策略，積極
鼓勵同仁參與相關節能進修及教育訓練課程。雲品國際 2021

年主要能源使用來自外購電力，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整體
86%，其次為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汽柴油。

管理層級
訂定節能目標

推動層級

執行層級

擬定節水計畫推動、
考核與管考

執行節水計畫，發現問題並向上呈報

2019 2020 2021
柴油

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

外購電力

汽油 註 1：2020年溫室氣體盤查範疇新增計入天然氣，追溯調整至 2019年度。
註 2：能源消耗量中來自電網比例約為 73%，本年度並未使用再生能源。
註 3：數據涵蓋總管理處、台北分公司、新莊分公司、日月潭分公司。

項目（單位：GJ） 2019 2020 2021

外購電力 58,435 54,403 47,999

天然氣 (NG) 24,080 20,068 17,252

液化石油 (LPG) 3,058 2,779 2,453

汽油 220 492 335

柴油 4,797 2,133 126

總計 90,590 79,875 68,165

各分公司能源消耗量 

 分公司
能源類型 外購電力 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 柴油 汽油 電力密集度
單位 度 公升 立方公尺 公升 公升 度 /平方公尺

總管理處
2019 191,274 - - - - 136

2020 249,180 - - - - 177

2021 223,300 - - - - 159

台北分公司
2019 7,129,400 728 492,252 500 6,734 390

2020 6,248,200 2,013 380,130 690 6,235 317

2021 6,138,400 156 351,539 330 5,139 311

新莊分公司
2019 3,548,269 - 147,221 - - 299

2020 2,202,943 - 152,792 - - 222

2021 1,007,243 - 106,616 - - 101

日月潭分公司
2019 5,939,600 98,122 - 136,000 0 215

2020 6,411,600 98,109 - 60,000 8,845 232

2021 5,964,000 88,213 - 3,265 5,120 216

各分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單位：公噸 CO2e）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699.52

945.61

228.79

287.38

733.28 674.47

175.96

200.53

3,290.54

3,799.97

1,646.30

3,263.51

3,180.33

1121.30

2,993.93

3,081.48

505.64

1,645.13

1249.45
1,050.96

8,842.78

7,691.97

6,693.14

105.97 126.83 112.1

台北

新莊

日月潭

總管理處

2019 2020 2021

台北

新莊

日月潭

總管理處

排放強度總計

1,646.3

105.97

4.41
4.88

5.34

126.83 112.1

4745.58

3990.06

1408.67

3913.62

3492.29

3755.94

706.16

3169.88

註：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 總排放量 (公噸 CO2e)/營業額 (百萬元 )

註 1：自 2019年度起範疇一新增計入固定排放源天然氣及逸散源氣泡水機二氧化碳鋼瓶。
註 2：因營運調整，2021年起計算範疇排除新店北新分公司，已追溯調整至 2019年度。
註 3：用電度數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係使用經濟部能源局 2021年 9月公告之 2020年電力排放係數 0.502。
註 4：電力排放係數採用能源局公告之各年度電力排放係數、全球暖化潛勢 (GWP)採用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數值，2021年起採用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 (2021)數值。

項目 年度 總管理處 日月潭 台北 新莊 總計

總排放量

(公噸 CO2e)

2019 105.97 3,990.06 4,745.58 1,646.30 10,487.91

2020 126.83 3,492.30 3,913.62 1,408.68 8,941.43

2021 112.10 3,169.89 3,755.94 706.17 7,744.10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公噸 CO2e/百萬元 )

2019 - 5.08 4.46 4.15 4.46

2020 - 4.41 6.09 5.38 5.27

2021 - 4.47 9.08 5.90 6.23

範疇一（直接）排放量

排放量總計

範疇二（間接）排放量

總排放量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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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專案 專案說明 投資金額 節能效益

傳統燈具汰換
日月潭分公司與台北分公司
逐步將館內燈具汰換為 LED
燈，以節省用電量。

140.3萬元 節省用電量約 7.5萬度，約
37.7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鍋爐汰舊換新
日月潭分公司汰換傳統柴油
鍋爐為熱拱熱水鍋爐，打造
環保熱水供應系統。

500萬元
節省柴油用量約 72公秉，
約 192.39公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綠建築構造及室內自然採光

雲品溫泉酒店為 RC鋼構建築，採用環保綠建材結構 SRC輕量化，減少建材之生產耗能與 CO2排放。內部
走道與各樓層梯廳，亦多採用大面窗設計，引導自然光線進入室內，減少白天照明能源之使用。

雲品國際持續推行多項節能措施，如改
善節能設備之效能及加強機房設備每日
巡檢次數，確保能源使用狀況，有效減
少能源消耗。日月潭分公司持續向員工
宣導低碳共乘，於 2020年獲「綠建築鑽
石級標章認證」外，2021年更榮獲能源
局「節能標竿獎」，雲品國際未來仍會
繼續積極落實節能減碳。

2021 年
節能亮點措施

二、水資源管理

雲品國際所有水源均為台灣自來水公司供應的合法自來水源及溫泉水，透過每月定期申報，持續精進水
資源管理，並也已訂定每年節約用水之節水目標與積極達成。雲品國際亦針對缺水時期之緊急應變措施，
各分館亦已訂定相關合宜辦法因應，確保水源供給來源穩定。2021年雲品國際取水量大幅下降，主要是
受到疫情影響部分月份暫停營運用水量減少。

為確保水資源管理政策之落實，雲品國際亦建立專責的「節水查核管理組織」，並透過水資源查核管理
小組的管理、推行、執行三大階層，確保各水資源節約專案計畫的進程與策略方向。

雲品國際於各分公司持續推動各項節水措施，也向員工進行環境保護及節水觀念教育訓練；此外，各分
館也積極邀請旅客響應節約用水，客房內設有可供連宿房客選擇是否更換床單之環保節水共融卡及節約
用水的宣導告示牌。

取水統計（單位：百萬公升）

雲品國際 2019-2021 水源類別用水量

總管理處

2019

2020

2021

台北自來水 新莊自來水日月潭自來水 日月潭溫泉水

113.16 32.95 151.63 18.31

156.09 23.88 115,12 37,60

134.43

3.30

4.04

3.73

19.34 94.21 17.19 268.47

336.73

319.78

分館 水源類別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總管理處 自來水 3.73 4.04 3.30

日月潭
自來水 113.16 156.09 134.43

溫泉水 32.96 23.88 19.34

台北 自來水 15.63 115.12 94.21

新莊 自來水 18.31 37.60 17.19

合計 自來水 319.78 336.73 268.47

註 1：依據 WRI Aqueduct顯示之台灣水資源壓力情況，目前為低水資源壓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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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汙水處理

雲品國際對於各分館排放之廢汙水，皆已制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並聘僱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相關
計劃書皆業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符合 <水汙染防治法 >第 14條之規定經書面審查結果同意核備，依法
令規定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針對各分館排放之廢污水，雲品國際已設置廚房汙水油水分
離處理設備及汙水處理廠進行處理。

為避免廢汙水排放傷害環境，雲品國際使用三種放流水處理設備管理放流水並設置砂濾器過濾，符合水
汙染防制法之放流水標準之外，更自我要求應低於放流水標準之三分之一數值。

汙泥滾床式脫水機

2021年日月潭分公司改為使用滾床式脫水機相較壓濾式脫水機，一
天可提升多約 50公斤的淤泥餅產出，提升汙泥處理效率，後續則委
託合格廠商進行清運。

廢水排放量與水質統計

項目 單位 
日月潭分公司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排放目的地 濁水溪 濁水溪 濁水溪

總用水量 百萬公升 113.16 156.09 153.81

預估消耗水量 百萬公升 11.45 21.57 22.10

總排放水量 百萬公升 101.71 134.48 131.71

生化需氧量 (BOD) mg/L 13.1 24.9 7.55

總懸浮固體 (TSS) mg/L 9.1 14.4 9.65

註：台北分公司和新莊分公司的廢水排放至一般市政管網，故無統計排放量及水質。

措施項目 項目描述 2021年進度

安裝節水設備 使用具金級省水標章認證之衛
浴設備及加裝節水器。

台北分公司已將 268間客房、後勤洗手檯及公
共區域全面加裝節水器，提升節水力度。

提升回收水使用 回收雨水、溫泉、泳池廢水再
利用於澆灌及清潔用水。

日月潭分公司導入空調及冷卻水塔之中水回
收系統，預計每年可節省 7800度用水量。

節水措施 三、廢棄物管理

雲品國際對於各分館產生之廢棄物，皆已制定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並發包合格
之廠商專責處置廢棄物。作為提供住房及餐飲服務之觀光旅館業者，雲品國
際在營運過程不會產生有害廢棄物。所有廢紙、廢鐵罐、廢鋁罐、廢塑膠、
廢寶特瓶、廢鋁箔包皆統一集中於資源回收區，逐月委請外包廠商載送至資
源回收場回收。廚餘回收後集中放置，再移至將冷藏庫，待契約廠商載運至
養豬場回收。日月潭分公司的淤泥和一般垃圾交由合格業者焚化處理，其它
分公司一般垃圾亦妥善放置於垃圾堆置場內，由合格環保業者清除，或直接
交付政府環保局清潔大隊處理。

此外，為達成廢棄物減量雲品國際各分公司使用產地直送蔬菜藍，減少一次性塑膠包裝，針對客房不主
動提供備品及寶特瓶礦泉水，並提供氣泡飲水機供客人自行取用，客房亦備有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垃圾
桶，邀請住客一起隨手分類，讓廢棄物得以有效回收再利用，地球生生不息。

廚餘再生 x 農業循環

餐飲廚餘是餐飲旅宿業者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來源之一。雲品溫泉酒店自 2020年引進廚餘處理機，將餐
廳廚餘倒入廚餘機經由加熱乾燥後生產廚餘乾料，乾料發酵後形成土壤改良物。目前約 35%土壤改良物
用於館內植栽堆肥，公司內部也設有雲品小菜園做為員工的開心農場，可以讓員工自己動手栽種。廚餘
乾料部分約 74%提供在地小農運用，例如與綠生農場合作將廚餘乾料做為豬的飼料原料，目前也嘗試使
用廚餘發電，未來仍持續探索更多用途，以期達到廚餘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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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生活垃圾 93.16 160.83 136.90

資源回收 21.81 32.00 16.28

廢油 17.55 12.22 22.02

廚餘 225.90 191.78 122.14

總重量 358.42 396.83 297.34

直接處置 -焚化 93.16 160.83 136.90

處置移轉 -回收 39.36 44.22 38.3

處置移轉 -堆肥 225.90 191.78 122.14

註 1：直接處置焚化項目為生活垃圾。
註 2：處置移轉回收項目包含一般回收項目及廢油 。
註 3：處置移轉堆肥為委由廠商運送及廚餘機處理之廚餘。
註 4：台北分公司及新莊分公司資源回收統一由大樓處理，故無統計數據。

4.3 社區共榮
2021年雲品國際訂定社區共榮三大主軸策略：
「社會參與弱勢關懷」、「環境行動守護地球」、
「藝文教育點亮夢想」，透過三大策略來落實
我們的永續理念。藉由與各種合作夥伴如在地
社群、基金會、學校等串聯，共同投入社區營
造、弱勢關懷、學童教育，環境保護並與社區
居民攜手群策群力，發揮在地影響力。

為了持續且有效管理社會專案資源投入與效
益，2021年雲品國際使用 B4SI 架構 (Business for 

Social Impact Framework)指引，藉由量化方式衡
量 2021年度社會參與專案之影響力，期待透過
此評估方式幫助雲品提升資源挹注效率，實現
永續願景。 

社區投資
81%

慈善捐助
19%

現金捐助
97%

時間投入
3%

投入
動機

投入
資源

B4SI 架構社會參與投入資源動機與比例

廢
棄
物
產
生
量

處
置
方
式

廢棄物處理方式及重量（單位：公噸） SDGs 策略主軸 我們的影響力 2021 年成果績效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藝文教育

點亮夢想

雲品國際自 2014年親愛愛樂
創立初期，即發起「音樂夢想
樹」、「牛奶傳情」等企劃，
與住客一同支持親愛愛樂弦樂
團，每年也固定以現金贊助等
方式支持學童的樂器維護費
用，默默支持親愛國小喜愛音
樂的學童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
展現音樂才華，在舞台上熠熠
發光。

█   捐助 126浴衣、21個床墊和建置廚房，
提升小朋友居住及練習環境

█   捐贈樂團約 50萬，供修復及製造樂器

█   邀請親愛愛樂樂團舉辦「獻給親愛的妳」
母親節戶外音樂會，現場超過 200位以
上觀眾並同步線上直播 9070次觀看，邀
請雲朗觀光旗下所有粉絲溫情參與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社會參與

弱勢關懷

雲品國際發揮企業核心能力，
運用餐飲技能，實行公益義煮
及剩食再造，分享給周遭社區
低收入戶與獨居長者。

雲品及君品也利用飯店賓客熙
來攘往的特性長期設置零錢
捐，2021年於聖誕節邀請賓客
認捐禮物活動，號召民眾一起
幫助需要幫助的孩童。

█   魚池鄉農會寒冬送暖 20組年菜

█   提供 20-30位跨縣市就醫病童義煮服務

█   日月潭分公司和台北分公司分別每週 3

次和每週 1次提供剩食予在地弱勢團體

█   聖誕禮物共計 130份

█   零錢捐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之
心愛護動物協會、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
基金會總計 122,889元 與 19張發票

SDG 4 
優質教育

SDG 6 
淨水及衛生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環境行動

守護地球

日月潭分公司持續辦理「淨潭
一哩路的活動，邀請員工和消
費者一同保護日月潭的環境。
更與南投的小學合作，由公司
內的生態廚師教導食農教育，
提升永續認知，一同保護環境。

█   累計出動 182人次，累計 19小時，共清
理 577公斤之垃圾廢棄物

█   至春陽國小舉辦食農教育

█   因缺水送水予伊達邵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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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音不輟，翻轉人生―親
愛愛樂資助計畫 x 影響力地圖

成立於 2014年的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親愛愛樂是全台唯一一個
由原住民學童組成的弦樂團。雲品國際日月月潭分公司長期關注南
投在地教育，2016年，雲品國際與親愛愛樂相遇了，透過聖誕音
樂會等方式提供親愛愛樂經濟資源與舞台經驗，雲品國際陪伴這群
被天使親吻的琴聲走向國際。親愛愛樂的孩子們憑藉著對音樂的熱
情每天努力的練習，進步堅持不懈的結果讓他們在 2017年登上世
界舞台，在維也納國際青少年音樂節獲得弦樂合奏世界冠軍。

翻轉人生的樂章

音樂能夠撫育人心，也為部落孩童翻寫出不同的人生樂章。破碎
的家庭形式在部落並不稀奇，有的孩子父母長年在部落外打拼無
法陪伴孩子成長、有的孩子父母分居，多年來沒見過爸媽一面，生
活的不富裕讓這些孩子常常被迫走向輟學打工、貧窮艱困的循環。
親愛愛樂的出現讓原本可能走向既定劇本的孩子們，有了翻轉人生
的機會。

主
軸
一

藝
文
教
育
點
亮
夢
想

親愛愛樂資助計畫 SROI 利害關係人地圖

親愛愛樂
資助計畫

國際
視野

文化
素養

音樂素養
育成

國、高中 演出經驗

一技
之長

經濟
能力

大學

經驗
傳承

陪伴
品格
教育

學生

國小
凝聚
向心力

認同感

認識
在地

雲品
員工

音樂
文化
涵養

成就感

透過 SROI利害關係人地圖，鑑別在親愛愛樂資助計畫中，影響最深的兩大群體為學生及雲品國
際員工。

親愛愛樂資助計畫一開始只以親愛國小學童為對象，隨著孩子長大，親愛
愛樂資助計畫也不中斷，持續陪伴孩子就讀國中、高中和大學，透過音樂
素養的育成，完整學童的品格教育；提供孩子多元的演出舞台，累積豐富
的演出經驗，讓他們在學得一技之長的同時也具備未來得以賴以維生的經

濟能力。出國比賽時也可以增廣見聞，拓展國際視野。同時，透過學長姊的經驗傳承，讓樂團
成功經驗代代相傳，以一條綿長不斷的文化河流灌溉部落的未來。

在資助親愛愛樂的過程中，雲品國際的員工也被這股原生的力量感動。看著
孩子們從懼怕人群的生澀到站上國際舞台的自信，其中的成就感不言可喻。
不定期探訪孩子，了解孩子們的起居需求，一起為孩子們籌謀、張羅經濟資
源的活動都讓雲品國際的員工們更認識自己所在的鄉土，更加凝聚彼此的向
心力，認同自己所服務的企業。

改變了什麼

對於學生
的改變

對於雲品
國際員工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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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叔叔之家愛心義煮
麥當勞叔叔之家基金會自 2014年 1月
起開始推展「主廚到我家」慈善義煮
計畫，號召企業響應擔任煮廚志工，
為偏遠就醫的病童家庭提供營養均衡，
低油低鹽，不含添加物的美味餐食。

雲品國際台北分公司頤宮中餐廳由副
總帶領三星主廚團
隊，用 8 菜 1 湯 1 點
心的套餐，為跨縣市
來台北遠地就醫的病
童家庭，提供一個「出門在外的家」，透過免費與
住宿關懷服務，減緩舟車往返的身心壓力、減少額
外交通住宿的經濟負擔，幫助他們更靠近就醫資源、
更靠近希望、也讓家人緊緊相繫，度過生命的難關。

聖誕禮物募集

雲品國際在館內精心打
造期間限定聖誕空間，
結合許願樹禮物募集活
動，由同仁事前拜訪春
陽國小與紅葉國小，聆
聽孩子們的心願，寫下
心願卡再交由酒店同仁將小卡掛置於飯店的
聖誕樹上，邀請大家變身聖誕老人，認領孩子
們的心願，在這個感恩分享的日子一起享受施
比受更有福的快樂。

主
軸
二

社
會
參
與
弱
勢
關
懷

春陽國小 x 生態廚師 x 食農教育

位在南投縣仁愛鄉的春陽國小為賽德克族部落所在，
雲品國際日月潭分公司派出永續小組同仁擔任講師，
教學惜食與廚餘機功能，並且製作永續盆栽。該盆栽
由水泥杯加上日月潭分公司運用廚餘所產出的土壤改
良物，搭配小朋友平時手做課程的原住民織布所完
成。同時，還有生態廚師擔任講師帶領
孩子們從認識獵人文化及族群認同，到
分組做菜教學，就在享用美食之前，小
朋友將動手製作的永續盆栽，送給食農
教育的廚師們表達感謝。透過整場活動
傳遞生態循環、施與受、以及永續的概
念。

淨潭一哩路
日月潭總長 33公里，至 2021年底，雲
品國際日月潭分公司成功淨潭一圈，累
計出動超過 182人次，共計清理了 577

公斤的垃圾廢棄物。
由員工自發性參與於
每周五前往淨潭，從
企業自身做起，透過

實際行動號召大眾，也邀請住客一起加入，為環境盡份心力，期
待提供給當地居民和顧客乾淨美好的自然環境，一同守護日月潭
的美好風光。

雲品國際持續透過各分公司共同努力打造社會共榮，飯店客房內皆設有零錢捐信封，
邀請顧客一同關心弱勢族群參與公益活動；各分公司主動關懷周遭社區居民，每周固
定提供剩食提供予魚池鄉、大同區之低收入戶與獨居長者，滿足其基本溫飽需求，未
來雲品國際仍會持續落實三大主軸策略：「社會參與弱勢關懷」、「環境行動守護地
球」、「藝文教育點亮夢想」，與各種夥伴攜手合作，持續發揮在地影響力與社區共
榮共好，實現雲品國際永續願景。

主
軸
三

環
境
行
動
守
護
地
球

熱血淨潭紀錄

https://www.facebook.com/FDC.Hotel/videos/7649098910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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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對照表

�露項目 對應章� 頁碼

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102-1 組織�稱 1.1 集團概況 12

102-2 活動�品��產品�服�

1.1 集團概況
2.4 品牌創新
本年度無任何產品及服務在
特定市場被禁止

12

58

102-3 �部位置 1.1 集團概況 12

102-4 ���點 1.1 集團概況 12

102-5 所���法律形式 1.1 集團概況 12

102-6 提供服�的市場 1.1 集團概況 12

102-7 組織規� 1.1 集團概況 12

102-8 員工�其�工作者�訊 3.1 員工文化 72

102-9 供應� 2.2 永續供應鏈 48

102-10 組織�其供應�的重大改變 本年度無此情事鏈

102-11 預�原則或方針 1.6 風險因應 39

102-12 �部倡議

雲品國際於 2020年簽署《淡
水河公約》，與其它水系企
業、居民、環境團體與公
部門共同對話，積極參與
淡水河的公共治理，延續
「SDGs14保育及維護海洋
資源」的精神，為守護水域
生態盡心力。
4.1 永續旅遊

96

102-13 �協會的�格 1.5 公司治理 30

102-14 ��者的�明 �事長的話 4

102-15 關鍵衝擊��險��會

1.2 重大性分析
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1.4 永續策略
1.6 風險因應

17

24

26

39

102-16 價值�原則��準�行為規� 1.5 公司治理 30

102-18 治理結構 1.5 公司治理 30

102-22 �高治理單位�其�員會的組成 1.5 公司治理 30

�露項目 對應章� 頁碼

102-23 �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1.5 公司治理 30

102-24 �高治理單位的提���� 1.5 公司治理 30

102-26 �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價值���略的⻆色 1.5 公司治理 30

102-27 �高治理單位的群�智識 1.5 公司治理 30

102-28 �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1.5 公司治理 30

102-30 �險�別��的�效性 1.6 風險因應 39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1.4 永續策略
1.6 風險因應

26

39

102-32 �高治理單位於永續報�的⻆色 1.4 永續策略 26

102-33 溝�關鍵重大事件 1.6 風險因應 39

102-34 溝�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 1.6 風險因應 39

102-40 利�關�人團� 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24

102-41 團體協約 目前尚未簽定團體協約

102-42 �別��擇利�關�人 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24

102-43 �利�關�人溝�的方針 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24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關注事項 1.3 利害關係人溝通 24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關於本報告書 130

102-46 界定報告書�容�主題�界 1.2 重大性分析 17

102-47 重大主題表� 1.2 重大性分析 17

102-48 資訊重編 本年度無此情事

102-49 報導改變 本年度無重大改變

102-50 報導期間 本年度無此情事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書 130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130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130

102-54 依循 GRI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130

102-55 GRI內容索引 附� GRI Standards�露項目
對照表 124

102-56 �部�證 /確信 關於本報告書
附� 會計師�限確信報告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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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項目 對應章� 頁碼

GRI 10：管理方針 2016

103-1 ��重大主題�其�界 1.2 重大性分析 17

103-2 �理方針�其組成部� 1.2 重大性分析 17

103-3 �理方針的評估 1.2 重大性分析 17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的經濟價值 1.1 集團概況 12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其它�休計畫 3.2 培育與照顧 74

GRI 204：採購實務 2016

204-1 來自當�供應�的採購支出�� 2.2 永續供應鏈 48

GRI 205：反貪腐 2016

205-3 已確�的�腐事件�採�的行動 1.5 公司治理 30

GRI 206：反競爭行為 2016

206-1 �競爭行為��托拉斯和�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1.5 公司治理 30

GRI 302：能源 2016

302-1 組織�部的�源��量 4.2 環境共好 104

GRI 303：水與放流水 2018

303-3 �水量 4.2 環境共好 104

303-4 �水量 4.2 環境共好 104

303-5 �水量 4.2 環境共好 104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疇一）溫室���放 4.2 環境共好 104

305-2 �源間�（�疇二）溫室���放 4.2 環境共好 104

GRI 306：廢棄物 2020

306-3 廢�物的產生 4.2 環境共好 104

306-4 廢�物的�置�轉 4.2 環境共好 104

306-5 廢�物的直��置 4.2 環境共好 104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

307-1 ��環�法規 4.2 環境共好 104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308-1 採用環境�準���供應� 2.2 永續供應鏈 48

GRI 401：勞雇關係 2016

401-1 ��員工和��員工 3.1 員工文化 72

401-2 提供給��員工（不包�臨�或兼�員工）的福利 3.2 培育與照顧 74

�露項目 對應章� 頁碼

401-3 ��假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 2016

403-1 ����衛生�理��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2 危��識��險評估��事故��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3 ��健�服�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4 �關����衛生之工作者參�����溝�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5 �關����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6 工作者健�促�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7 預防和減輕���關�直�相關�之����衛生的衝擊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8 ����衛生�理��所��之工作者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9 ��傷�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403-10 ��病 3.3 職業安全衛生 86

GRI 404：訓練與教育 2016

404-1 每�員工每年�受訓練的平��� 3.2 培育與照顧 74

404-2 提升員工����渡協助方� 3.2 培育與照顧 74

404-3 定期�受績效���發展檢核的員工�� 3.2 培育與照顧 74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405-1 治理單位�員工的�元� 3.1 員工文化 72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供應�使用社會準則�� 2.2 永續供應鏈 48

GRI 415：公共政策 2016

415-1 政治�� 本年度���事

GRI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416-2 ���關產品�服�的健�和��法規之事件 本年度���事

GRI 417：行銷與標示 2016

417-2 未��產品�服�之�訊���法規的事件 本年度���事

417-3 未��行�傳�相關法規的事件 本年度���事

GRI 418：客戶隱私 2016

418-1 經證實�犯客户�私或�失客户�料的投� 2.3 客户關� 53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16

419-1 ��社會�經濟�域之法律和規定 本年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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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準則對照表
�露主題 會計�� �容或對應章� 頁碼

�源�理 FB-RN-130a.1

SV-HL-130a.1

(1)總能源消耗 

(2)使用電網佔總能源消耗比例 

(3)使用再生能源佔總能源消耗比例
4.2 環境共好 104

水資源
管理

FB-RN-140a.1

SV-HL -130a.1

(1)總取水量及屬於高水壓力地區比例 

(2)總耗水量及屬於高水壓力地區比例 4.2 環境共好 104

⻝品和包裝
廢物�理

FB-RN-150a.1

(1) 廢棄物總量
(2) 食物廢棄物百分比 

(3) 移轉百分比

(1) 297.34公噸 

(2) 41.08%

(3) 53.96%

FB-RN-150a.2

(1) 包裝的總重量
(2) 包裝由回收和 /或可再生材料製成比例
(3) 包裝為可回收、重複使用和 /或可堆肥比例

(1) 29.31�噸
(2) 0%

(3) 100%

生�影響
SV-HL-160a.1

位於受����或具�瀕危物種�息���或附�
的�店�量

�品溫泉�店日月
潭��擁��種瀕
臨絕種之台灣��
動植物，�:臺灣副
細鯽，陳氏�鮀,
水社柳…�

SV-HL-160a.2 ��生���服�的環境�理政�和做法 4.1 永續旅遊 96

⻝品��
FB-RN-250a.1

(1) 由食品安全監督機構檢查的餐廳比例
(2) 受到嚴重違規的餐廳比例

(1) 83.33% 

(2) 0%

FB-RN-250a.2 (1) 召回次數和 (2) 召回的食品總量 本年度���事

勞工

FB-RN-310a.1 員工��率�(1)自願 (2)�自願 3.1 員工文化 72
SV-HL-310a.1

FB-RN-310a.3 ��勞動法相關的法律���成的損失�金額 本年度���事
SV-HL-310a.2

SV-HL-310a.4 防止員工��的政�和計劃�明 3.2 培育與照顧 74

供應��理
�⻝品採購

FB-RN-430a.1
(1) 符合環境和社會採購標準的食品比例 

(2) 通過第三方環境和 /或社會標準認證的食品比例 2.2永續供應鏈 48

FB-RN-430a.2
(1) 來自無籠環境的雞蛋比例
(2)不使用妊娠定位欄生產的豬肉比例

(1) 2.4%

(2) 0%

FB-RN-430a.3
供應�中環境和社會�險（包括動物福利）的�理
�略 

4.2 環境共好 104

��變�
�應 SV-HL-450 位於 100年洪水氾��的�店�量 

�品國�旗下�店
�未設址於百年洪
水氾�� 

餐廳規模 
FB-RN-000.A  餐廳數量：(1)公司自有 (2)特許經營 2.1 食品安全 44

FB-RN-000.B 餐廳員工人數：(1)公司自有 (2)特許經營 2.1 食品安全 44

�店規� 

SV-HL-000.A 每晚可提供的客��量 2.4 品牌創新 58

SV-HL-000.B 平�住�率 2.4 品牌創新 58

SV-HL-000.C �店�面積 2.4 品牌創新 58

SV-HL-000.D
飯店數量及比例：(1) 管理 (2) 自有和租賃 (3) 特
許經營 

雲品國際旗下 2家
飯店皆直營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露項目 對應章� 頁碼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業辦法

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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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食品安全

3.2 培育與照顧

44

74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二目

���關產品�服�之健����法規�未�
�產品�服�之�訊���法規之事件類別�
��

本年度年���
產品之健���
�法規���產品
�服�之�訊�
��法規之�事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三目

採購�合國��可之產品責��準者占整�採
購之百��，並依�準�� 2.2永續供應鏈 48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四目

經獨立�三方驗證�合國��證之⻝品���
理���準之廠�所生產產品之百�� 2.1 ⻝品�� 44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五目

對供應��行�核之家��百��、�核項目
�結果 2.2永續供應鏈 48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六目

依法規�求或自願�行產品����蹤�理之
�形�相關產品占所�產品之百�� 2.2永續供應鏈 48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一���目

依法規�求或自願設置⻝品��實驗室之�
形、測試項目、測試結果、相關支出�其占�
�收�淨額之百��

2.1 食品安全 44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四��一目

企����主���之��員工人�、���
主���之��員工��平���中位�，�
�三者��一年度之�異

3.2 培育與照顧 74

上市�司�製�申報永續
報告書作�辦法

�四��四��二目

企�對��相關�險��會之治理�況、實�
��在���相關之衝擊、�何�別、評估�
�理��相關�險�用於評估��理��相關
議題之���目�

4.2 環境共好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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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雲品國際）長期關注企業永續發展的責任與趨勢，
積極推動和落實相關措施。自 2016年起，連續 6年發行永續報告書，說明雲品國際
於永續發展的努力及成效，並回應各界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重大議題。近年發行之
永續報告書，可於雲品國際網站的永續專區 (http://www.fdc-i.com/csr)下載參閱。

雲品國際每年度發行永續報告書，本報告書主要揭露 2021 年度（2021/1/1 至
2021/12/31）在治理、環境、社會之永續發展中，對於重大議題的永續承諾、行動
與績效表現。為了讓關心雲品國際的閱讀者加以掌握本報告資訊，部份內容回溯至
2019年。

前一年度（2020年）報告書發行時間：2021年 8月
本年度（2021年）報告書發行時間：2022年 8月
下一年度（2022年）報告書預訂發行時間：2023年 8月

本報告書依據合併報表原則為組織邊界，涵蓋雲品國際總管理處及旗下分公司，分
公司包括新莊分公司（頤品大飯店之新莊館及頤璽）、日月潭分公司（雲品溫泉酒店）
及台北分公司（君品酒店）。所有財務數字均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相關統計數字
以國際通用標準指標為計算基礎。部分績效數據受限於資料統計完整度，於報告書
中註明其揭露範疇。

本報告書撰寫係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公布
之 GRI準則（GRI Standards）、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制定之 SASB準則、行業補充指南、以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之「上市
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進行編撰，並依循核心選項揭露。本報告書
資訊由本公司各單位高階主管審閱後提供，並由稽核處進行彙整及內部審核，以確
保資訊正確性。

本報告書中財務資訊皆引用雲品國際採用之會計師簽證後年度財務報告。此外，本
報告書亦委託鼎鑫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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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參考國際確信
準則 ISAE 3000 Revised訂定 ) 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確認符合 GRI 

Standards 核心選項揭露之原則。會計師有限確信報告書請詳本報告書附錄。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號 12 樓

永續專區網站：http://www.fdc-i.com/csr

永續電子信箱：fdc2748@ldchotels.com

聯絡人：曾景宏處長

電話：+886 2 2998-6788

傳真：+886 2 8992-5988

報導期間

報導範疇

報導依據及
資訊確信

聯絡資訊

關於本報告書 會計師有限確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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