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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目的 

本公司秉持高道德標準誠信經營，為了有效發掘並遏止本公司內部之不正當情事，藉

以強化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並達成本公司永續經營之理念，特制定『舉報處理作業

程序』（以下簡稱：本作業程序）。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舉凡本公司舉報機制之設置與處理，悉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第 三 條 權責 

一、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 

（一）制定與修改舉報作業程序。 

（二）協調資源以維持舉報管道與系統之正常運作。 

（三）匯總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出具之處理意見。 

（四）匯總案件處理情況，並向董事長報告；如遇重大案件，應詳細說明案件內

容與處理結果，並於董事會進行案件報告。  

（五）推動舉報機制相關宣傳活動。 

 

二、案件受理人員 

（一）受理舉報案件並登錄至舉報系統中。 

（二）密封收到之舉報文件，並專人親送予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 

 

三、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 

（一）主導舉報案件之調查，如有需要可尋求各部門資源與進行跨部門溝通。 

（二）於案件調查結束後，擬具調查報告及處理意見。 

（三）必要時執行證物之封存。 

 

四、案件資料保管人員 

（一）於收到案件文書資料後進行編號與建檔。 

（二）妥善保管案件相關文書資料。 

 

五、董事長 

（一）檢視舉報案件處理之績效成果。 

（二）針對重大之舉報案件，聽取案件內容與審查其處理結果，必要時對案件內

人員做出懲處裁決。 

 

六、全體員工 

（一）於發現不正當情事時，及時透過公司舉報管道進行檢舉和揭發。 

（二）如有需要應協助與配合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之調查工作。 

 

第 四 條 作業內容 

一、可舉報之案件類別與項目 

（一）資產侵佔：侵佔或挪用公款、非法佔有及擅自處分公司財物、虛假請款… 

（二）貪污：收受賄賂或索取回扣、利益衝突… 

（三）營業秘密：洩漏公司內部機密營運資料或客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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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資訊不實：偽造或變造會計記錄與憑證、提供虛假財務資訊或報告… 

（五）人為侵害：歧視、霸凌、性騷擾… 

（六）安全威脅：安全工作環境之威脅，或在工作場所對他人採取之侵害行為… 

（七）資訊犯罪：盜用、竊取、不當存取或破壞公司電腦資源與功能之犯罪行為… 

（八）其他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 

 

二、舉報機制之建立與維運 

（一）舉報管道設置 

為便於舉報者指出公司內部不正當行為，並提昇其舉報意願，特設置以下

7x24可使用之安全舉報管道： 

舉報系統：https://www.reportnow.com.tw/tsec 

 

（二）舉報案件受理人員指派 

1.舉報案件受理人員，由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指派人員擔任，並需由董

事長同意。 

2.舉報案件類型與對應之受理單位如下表；實際受理人員請參照「舉報案

件類型與受理窗口清單」（附件一）： 

案件類別 受理單位 

資產侵佔 (稽核室) 

貪污 (稽核室) 

營業秘密 (稽核室) 

財務資訊不實 (稽核室) 

人為侵害 (行政) 

安全威脅 （工安處） 

資訊犯罪 （企業資訊整合處） 

其他 (稽核室) 

 

（三）舉報相關文件或檔案保管 

1.紙本文件之管理 

A.案件受理人員、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所經手的舉報相關紙本文件，應

密封後以專人親送方式交由案件資料管理人員簽收保管。文件傳遞途

中，任何人不得啟封或閱覽。 

B.相關紙本文件送達案件資料管理人員處時，應留有簽收紀錄。 

C.案件資料管理人員簽收後之舉報相關紙本文件，應造冊進行管理，經

權責主管核准後送至檔案室放置於專用櫃並上鎖，完成歸檔。 

D.已歸檔之舉報相關紙本文件，原則上不提供調閱，若基於調查或其他

實際需求，應由申請者敘明使用期間、使用事由、使用對象後，向案

件資料管理人員借調，並經董事長同意。整個借調過程應嚴格遵守保

密義務，並留存借調申請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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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案件資料管理人員發現舉報相關文件內容外洩、遺失或可能洩漏舉報

人身分等情事，應立即通報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主管，協助研採補

救措施及查明責任歸屬。 

F.案件相關書面文件需保存至結案 5 年後，方可進行銷毀。 

 

2.電子檔案之管理 

A.案件受理人員可能透過以下途徑取得案件相關電子檔案，如：舉報系

統的上傳功能、電子郵件附件夾檔、舉報者交付之可攜式儲存媒體等。

無論取得途徑為何，案件受理人員皆應將案件相關電子檔案統一上傳

至舉報系統，由案件資料管理人員接手進行管理。案件相關電子檔案

上傳至舉報系統後，案件資料管理人員應確保原始電子郵件與可攜式

儲存媒體中的檔案被徹底移除。 

B.案件資料管理人員與案件受理人員於舉報系統上對於案件相關電子檔

案之存取權限應有所區隔。原則上，案件受理人員於檔案上傳舉報系

統後，不應有編輯、下載等功能的權限。 

C.已上傳系統之舉報相關檔案，原則上不提供調閱，若基於調查或其他

實際需求，應由申請者敘明使用期間、使用事由、使用對象後，向案

件資料管理人員借調，並經董事長同意。整個借調過程應嚴格遵守保

密義務與最小化使用原則，並留存借調申請紀錄備查。 

 

三、舉報案件之受理 

（一）舉報案件受理時限 

1.任何人員如取得舉報資訊，應於 3 個工作天內親持或密封後轉交至正確

之受理窗口。 

2.受理窗口於收到舉報資訊後，應於 7 個工作天內至舉報系統中，完成舉

報案件資訊建檔。 

 

（二）受理舉報系統舉報作業流程 

案件受理窗口於收到舉報系統之新案件通知後，應至舉報系統中檢視舉報案

件資訊。 

 

 

四、舉報案件之通報、處理與結案 

（一）舉報案件風險等級判斷與通報處理時限 

1.舉報案件受理人員於舉報系統成立新案件時，應完成事件風險等級評

估；若無法判定案件風險等級時，應與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討論以確

認案件風險等級。 

2.相關評估規範請參照「案件風險等級評估表」（附件二）。 

 

（二）舉報案件調查與處理 

1.舉報案件調查與處理作業 

A.舉報案件成立並完成風險等級評估後，應由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於時

限內展開調查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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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於調查期間如有需要，可要求相關單位（如採購、財會、資訊、法務

等單位）協助與配合。 

C.調查結束後，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應就調查結果出具調查報告與處理

意見。如若案情重大，應配合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至董事會中進行

口頭報告。 

D. 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可視需要尋求外部單位協助調查工作，惟需監督

外部單位對於案件內容與舉報者身分之保密作業。 

2.不進行調查、處理之舉報案件 

舉報之案件如若有以下情況，經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考量與判定後，

於受理後結案簽結不進行調查，惟取得之資訊亦須妥善保管： 

A.舉報者未提供可資證明不正當行為之證據，且舉報內容描述不清難以

判別者。 

B.舉報對象與內容可直接判斷純屬虛構偽造者。 

C.其他。 

 

（三）舉報案件之結案 

1.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將調查報告登載至舉報系統中，並經由權責主管覆

核確認後，即完成案件結案。案件結案後，由案件資料保管人員進行後

續案件書面及電子資料歸檔作業。 

2.調查結果回覆舉報者 

A.案件結案後應對舉報者進行回覆，目的為幫助舉報者了解舉報案件已

進行處理；回覆內容可由案件調查與處理人員自行擬定，並登錄於舉

報系統中，供舉報者查詢。 

B.若舉報者為匿名舉報且未留存聯絡方式，則可不進行案件調查進度與

結果的告知。 

 

 

五、舉報案件調查結果陳報與審核 

（一）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應統計該月份舉報案件數量、處理狀況、未結案數

量等資料，定期提交於董事長參考及討論；如遇重大案件，應說明案件內

容與處理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 

1.舉報案件重點報告。 

2.舉報案件追蹤報告。 

3.其他應報告事項。 

 

（二）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之主管應隨時注意事件後續處理情形，如發現事件

處理進度有無法克服的困難時，應即採取必要之措施。 

 

（三）改善措施 

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相關單位應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

並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並由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

位單位追蹤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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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舉報機制之宣導 

為使相關人員了解面對不正當行為之個人職責，及舉報機制相關使用方式與規範

要求，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應擬定舉報機制宣導計畫並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一）訂定舉報機制宣導計畫 

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應於每年舉報機制維運權責單位擬定下一年度之舉

報機制宣導計畫，並呈董事會同意後施行。 

 

（二）舉報機制宣導執行方式 

1.舉報相關教育訓練，以培養人員所需具備之認知，幫助員工識別不正當

行為及後續舉報方式。 

2.於內部網站上公告「舉報系統操作手冊」（附件三），供全體員工閱覽

及下載。 

3.選用多種形式之宣傳品，如發送宣導手冊、宣傳小卡片、海報或內部公

告、信件等方式，在公司內部進行舉報機制之推廣，形成誠信正直的風

氣。 

 

七、舉報者身分保密注意事項 

（一）舉報者之個人資料，於製作調查紀錄、相關文書時，應以代號為之，不可

記載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位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如有足以顯示舉報者身分之紀錄或文書，應使用雙封套信封，並予以彌封。 

（三）顯示舉報者身分之紀錄或文書，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董事長同意外，不提

供調閱。 

（四）舉報者於接受調查時，得依其要求蒙面、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

當隔離方式為之。 

（五）前述保密措施，舉報者可自行選擇是否放棄。 

 

八、不正當行為懲處與通報獎勵方式 

（一）不正當行為懲處 

1.所有涉及不正當行為的員工，本公司將依據及情節輕重給予降級、撤職或

開除等相應的處罰，並應返還以不當手法取得之全部財物。如有觸犯刑事

部分，一律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2.相關懲處細節規範請參照「員工獎懲作業辦法」。 

 

（二）通報者獎勵 

1.舉報案件經查屬實，或涉及刑事部分經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舉報機制維

運權責單位應報請董事長斟酌給予舉報者獎勵，並為其保密。 

2.相關獎勵細節規範請參照「員工獎懲作業辦法」。 

  

第 五 條 本辦法之施行，經 董事長核准後，自公告日起生效，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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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舉報案件類型與受理窗口清單。 

2.案件風險等級評估表。 

3.舉報系統操作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