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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創業精神，傳承下一代，

為實現永續發展的社會做貢獻

　　SCREEN 公司集團於 1868 年（明治元年）在京都起家、以從事石版印刷的石田旭

山印刷所為起源，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歷史。1934 年（昭和 9 年），成功實現了用玻璃

網屏完成照片製版的日本國產化之後，在 1943 年（昭和 18 年），研發部門以初創企業

的形態獨立，大日本網屏製造株式會社由此誕生，此後在 2014 年完成改革成為株式會

社 SCREEN 集團。我們的公司名稱就來自於這個玻璃網屏的日語發音。

　　我們堅持自創業以來樹立的「思考展開」精神，繼續發展印刷相關事業的同時，擴

大事業範圍，進軍以半導體、顯示器為代表的電子行業。在充分運用人工智慧（AI）和

物聯網（IoT）等技術的數字化轉型（DX）時代，我們作為世界最先進的製造裝置生產

商持續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外，基於多年來研發的「表面處理技術」、「直接繪圖技術」、

「圖像處理技術」這三大核心技術，我們作為解決方案創造者，一直都在積極地解決社會

課題。

　　SCREEN 集團以「未來共有」、「人力發展」、「精進技術」為企業理念。這其中包含

了「通過著眼未來，實現技術革新，為社會發展做貢獻，感受個人成長」這一自創業以

來的信念，實踐此理念正是本公司對社會責任（CSR）的履行。在本集團制定的「CSR

憲章」的指引下，包括董事在內的每一位員工都將作為「優秀企業市民」，通過負責任的

行動，為社會的永續發展做貢獻。

創業精神‧企業理念

● 創業精神

「思考展開」

始終思考本公司的科技如何為解決

社會課題提供助力，是不斷挑戰新

事業和新產品的創造與發展的信念

● 企業理念

「未來共有」

展望未來並回應社會之期待及信賴

「人力發展」

在工作的喜悅中培養人才，為社

會做貢獻

「精進技術」

推動獨家技術之精進與及與其他技

術融合

● 經營大綱

展現 SCREEN 集團的應有狀態和提升 SCREEN Value（企業價值）的基本方針

● CSR憲章

表示根據企業理念之行動原則，並將 SCREEN 集團之全體董監事、員工應留心之基準訂為「行

動規範」。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之社會責任）

係指針對企業活動對社會及環境所造成之影響，透過透明且合乎倫理之行動，由企業所承擔之責任。

除遵守法令外，回應 stakeholder（利害關係人：顧客、員工、股東、債權者、合作廠商、地區社會、行政機關等）之期待，為

社會之永續發展做出貢獻正是 CSR 之實踐。
SCREEN Holdings Co., Ltd.

 代表董事　董事兼總經理

最高經營負責人（CEO） 廣江 敏朗

企業理念

經營大綱

中期經營計畫

年度預算‧計畫

CSR憲章‧行動規範

創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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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集團 CSR 憲章

SCREEN 集團本於「未來共有」、「人力發展」、「精進技術」之企業理念，展望未來並

為順應社會之期待及信賴，致力於社會之永續發展。

1. 提供對社會有益之產品及服務

SCREEN 集團透過不斷精進技術提供對社會有益之產品及服務，共享美好、豐

裕的未來。

2. 尊重人權與提供安心之工作環境

SCREEN 集團之經營原點係為了人而存在，所以我們尊重每一為個體之人權，

並為多樣的從業人員之活躍提供支援。而且提供一個可以讓從業人員安心工作

之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

3. 構築一個對人及地球友善的環境

SCREEN 集團慮及地球暖化及化學物質汙染等環境問題對社會持續發展乃一重

要之課題，故我們致力於一個產生對人及地球友善環境意識之事業活動。

4. 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

SCREEN 集團透過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而實踐高透明性之經營。

5. 遵守法令及社會規範

SCREEN 集團將遵守各國之法令及社會規範，以光明正大的良知開展各項之企

業活動。

6. 資訊‧智慧財產之妥善管理與活用

SCREEN 集團將建置資訊安全系統，依各國法令及公司內部規定妥善管理營業

秘密、個人資訊等相關資訊及智慧財產並將對之加以活用。

7. 合理適當揭露企業資訊

SCREEN 集團將積極與股東進行溝通，並且適時、合理適當地揭露集團之相關

資訊。

8. 以良好企業市民身分為社會作出貢獻

SCREEN 集團為社會之持續發展，我們將以良好企業市民之身分積極致力於提

供社會貢獻活動。

9. 排除反社會勢力

SCREEN集團將不會與對社會秩序及安全造成威脅之反社會勢力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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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集團行動規範

基本態度

我們 SCREEN 集團之全體董監事、從業人員將持續挑戰創造新的價值，我們會懷著

未來志向面對社會，為實現更良好社會提出貢獻。

並且，透過快樂工作提高自我人格，以具有品格及良知之社會人誠實地行動。

11 提供對社會有益之產品及服務

22 尊重人權與提供安心之工作環境

SCREEN 集團透過不斷精進技術提供對社會有益之產品及服務，共享美好、豐裕的未來。

產品‧服務之創造

我們經常懷著好奇心環顧市場，持續保持對市場之敏感。並且努力創造出想法，不忘挑戰之精

神創造出具有新價值之產品與服務。

提供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服務

我們將持續實行市場銷售活動，提供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及服務。

提升品質與確保安全性

為了取得顧客滿足及信賴，我們將致力於產品及服務品質提升與確保安全性。

給顧客之支援

我們珍惜與顧客間之溝通，積極且妥善地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相關資訊。並誠實、迅速且正確地

回應客戶之要求與協商，並為產品之安定運作提供支援。

SCREEN 集團之經營原點係為了人而存在，所以我們尊重每一為個體之人權，並為多樣的從

業人員之活躍提供支援。而且提供一個可以讓從業人員安心工作之安全．健康之工作環境。

2-1 尊重人權

尊重基本人權與禁止差別待遇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之基本人權，不因其人種、膚色、民族性、宗教、性別、性傾向、國籍、年

齡、身心障礙、遺傳特徵而有差別之待遇及言行。

禁止騷擾

我們不會作出對個人尊嚴造成傷害之性騷擾、職權騷擾等行為。

童工‧強制工作之禁止

我們不允許未達最低法定就業年齡之兒童之工作及任何型態之強制工作。

尊重勞工之權利

我們將依各國法律對從業人員之結社自由、加入勞工團體及參加勞工團體活動等相關權利予以

尊重。

禁止參與人權侵害

我們除自己本身不侵害人權，更不參與他人對人權之侵害。

文化及習慣之尊重

我們尊重每一個地區及國家之文化與習慣。

1111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2222

3333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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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心的職場環境

發揮能力之職場環境

我們相互認同多樣的價值觀，並建構可以讓每一個人充分發揮能力之職場環境。

培育及積極活用多樣之人才

我們將引進支援從業員工自我成長及公平考核處遇制度，並培育及積極活用多樣之人才。

遵守勞動基準之相關法規範

我們將遵守各國對薪資、勞動時間之勞動基準之法令規範。

安全‧健康之職場環境

我們將構築一個安全健康之職場環境，並遵守各國之職場安全衛生及防止勞動災害相關法令及

規則。而且我們更會構築一因應自然災害及流行性疾病等緊急事態之措施，努力確保從業員工

之安全。

1111

2222

3333

4444

33 構築一個對人及地球友善的環境

SCREEN 集團慮及地球暖化及化學物質汙染等環境問題對於社會持續發展乃一重要之課題，

故我們致力於一個產生對人及地球友善環境意識之事業活動。

提供關懷環境之產品‧服務

我們將會積極開發及提供關懷地球環境之產品及服務。

推動事業活動減少對環境負擔

我們將朝向可能之社會實現，致力事業活動每一個階段中減少對環境之負擔及防止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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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環境法規範

我們將遵守各國之環境相關法規，設定自主基準及目標，並致力達成各項基準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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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

SCREEN 集團透過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而實踐高透明性之經營。

集團經營

我們將於 SCREEN 集團全體建構內部統一管理系統，致力於集團一體化之經營課題。

有效遂行業務

我們掛念於排除浪費及迅速行動，有效率地遂行業務。

充實風險管理體制

我們將充分掌握企業活動中之風險並充實相關之風險管理制度。並且我們也將構築一個即使面

對大規模等無法預測之災害也能繼續提供產品及服務之事業體制。

確保財務報告之信賴性

我們基於相關法令及會計準則，透過妥善地運用內部統一管理方式加以確保財務報告之信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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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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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心的職場環境

發揮能力之職場環境

我們相互認同多樣的價值觀，並建構可以讓每一個人充分發揮能力之職場環境。

培育及積極活用多樣之人才

我們將引進支援從業員工自我成長及公平考核處遇制度，並培育及積極活用多樣之人才。

遵守勞動基準之相關法規範

我們將遵守各國對薪資、勞動時間之勞動基準之法令規範。

安全‧健康之職場環境

我們將構築一個安全健康之職場環境，並遵守各國之職場安全衛生及防止勞動災害相關法令及

規則。而且我們更會構築一因應自然災害及流行性疾病等緊急事態之措施，努力確保從業員工

之安全。

1111

2222

3333

4444

33 構築一個對人及地球友善的環境

SCREEN 集團慮及地球暖化及化學物質汙染等環境問題對於社會持續發展乃一重要之課題，

故我們致力於一個產生對人及地球友善環境意識之事業活動。

提供關懷環境之產品‧服務

我們將會積極開發及提供關懷地球環境之產品及服務。

推動事業活動減少對環境負擔

我們將朝向可能之社會實現，致力事業活動每一個階段中減少對環境之負擔及防止汙染。

1111

遵守環境法規範

我們將遵守各國之環境相關法規，設定自主基準及目標，並致力達成各項基準及目標。

2222

3333

44 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

SCREEN 集團透過健全且有效之企業治理而實踐高透明性之經營。

集團經營

我們將於 SCREEN 集團全體建構內部統一管理系統，致力於集團一體化之經營課題。

有效遂行業務

我們掛念於排除浪費及迅速行動，有效率地遂行業務。

充實風險管理體制

我們將充分掌握企業活動中之風險並充實相關之風險管理制度。並且我們也將構築一個即使面

對大規模等無法預測之災害也能繼續提供產品及服務之事業體制。

確保財務報告之信賴性

我們基於相關法令及會計準則，透過妥善地運用內部統一管理方式加以確保財務報告之信賴性。

1111

2222

3333

4444



9 10

５５ 遵守法令及社會規範

SCREEN 集團將遵守各國之法令及社會規範，以光明正大的良知開展各項之企業活動。

5-1 交易之關連事項

公平競爭與交易

我們將遵守禁止不公平競爭或交易（聯合行為‧勾結等）之各國競爭法。

妥當之購買交易

我們將與公平方式選出之交易對象保持正當之交易關係。絕不利用交易上之優勢立場而強加交

易對象接受不利益之條件等行為。

接待‧餽贈之限制

我們不會作也不會接受各國法令所禁止或逸脫一般商業習慣之接待與餽贈。

行政機關與政治團體之健全關係

我們不會對國內外之公務員或類此身分之人作任何接待或餽贈。另外，我們亦不會提供逸脫各

國法令可容許範圍之政治獻金之行為。

貫徹安全保障貿易管理

我們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進行貨物（產品、零件、設備、原料）或技術（軟體、數據、設

計圖、資料）輸出時，將遵守各國輸出管理之相關法規及公司內部規定，並落實該非判定、顧

客審查、許可申請等必要之輸出管理手續。

推動供應鏈之社會責任

我們重視供應鏈全體對社會及環境之責任與企業倫理之提升，我們期待交易對象對「SCREEN

供應廠商行動規範」能表示贊同並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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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4444

5555

5-2 公司與個人之相關事項

禁止公司及個人利益相反之行為

我們不會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從事與公司事業產生競爭之相關活動及進行與公司利益相反之

行為。

禁止侵害公司信用‧利益之行為

我們不會在網路上或公司內外作出傷害公司名聲或信用之行為及害及公司利益之行為。

禁止不當使用公司資產

我們公司所有之機器、設備、資訊、智慧財產等有形、無形之資產將加以妥善管理，並且不會

為自己或他人利益加以不正之使用。

禁止請求不適當之經費

我們將遵照公司規定使用公司經費，絕不請求不適當之經費。

禁止內線交易

我們對所持有之 SCREEN 集團、客戶以及交易對象之內部消息公開前，不會就相關聯之股份

進行交易。並且除非有業務上之需要，否則我們不會洩漏內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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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4444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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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資訊‧智慧財產之妥善管理與活用

SCREEN 集團將建置資訊安全系統，依各國法令及公司內部規定妥善管理營業秘密、個人資

訊等相關資訊及智慧財產並將對之加以活用。

6-1 資訊之妥善管理

營業秘密之妥善管理

我們就營業秘密之作成、保管、揭露、廢棄等所有之流程將依循公司規定之手續進行，並防止

無意之揭露、洩漏等情事之發生。

他人營業秘密之妥善管理

我們不僅將以正當之方式取得他人之秘密，就取得之營業秘密更會基於和他人之協定加以妥善

處理。

個人資訊之妥善管理

我們認識到個人資訊係重要之資訊，就個人情報之取得、記錄、利用、廢棄等流程會妥善地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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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智慧財產之妥善管理與活用

智慧財產之創造、保護、活用

我們認識到為強化事業競爭力及與他公司產品作出區別，智慧財產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鼓勵

積極創造智慧財產之同時，更須將之權利化加以保護並有效地活用。

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

我們會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為防止對他人專利權造成侵害於未然，產品及服務之開發、製造、

販賣等階段中會加以事前進行完備、妥善之調查。另外，將合法使用他人之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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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合理適當揭露企業資訊

SCREEN 集團將積極與股東進行溝通並且適時、合理適當地揭露集團之相關資訊。

與股東之溝通

我們將珍惜和股東間之積極溝通，在促進股東對企業活動理解之同時，更會傾聽股東之聲音與

意見以幫助企業活動。

企業活動適時且適當之揭露

我們會適時且適當揭露企業資訊，並負說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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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以良好企業市民身分為社會作出貢獻

SCREEN 集團為社會之持續發展，我們將以良好企業市民之身分積極致力於提供社會貢獻活

動。

積極參加社會貢獻活動

我們將以 SCREEN 集團身分致力於積極參加社會貢獻活動。另外對於從業員工自發性地參加

社會貢獻活動亦會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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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排除反社會勢力

SCREEN 集團將不會與對社會秩序及安全造成威脅之反社會勢力有任何關係。

排除反社會勢力

我們會堅決態度斷然拒絕反社會勢力之不當要求，也不會與反社會勢力有任何交易關係。另外

我們也會要求顧客及交易對象排除和反社會勢力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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