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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執行長的訊息
第一節

Zendesk 一直以來致力於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我
們的產品減少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摩擦，並嘗試盡量讓人
們能夠輕鬆地與我們進行業務往來。
而這種服務和消除隔閡的構想超越了我們客戶體驗軟體
的核心業務。我們嘗試盡量在所在社區以及世界各地保
持活躍。這不只是一件值得做的好事，還能讓我們的公
司和產品更加卓越。
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刻，參與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來得更加重要。隨著人們和組織從新冠肺炎
（COVID-19）的社交和經濟影響中逐漸恢復，像我
們這樣的公司需要肩負更重大的責任來協助社區進
行重建。

我們位於 10 個國家/地區的辦事處都致力於在當地社區
提供協助。首先要做的就是投入我們的社區。透過志工
服務，我們的 3,500 名員工從那些經歷了與我們不同生
活體驗的人們身上，培養出更多的同理心。這能協助我
們公司拓展視野，並提升我們的工作表現。

我們提倡的社會責任行動也吸引了優秀的人們加入
Zendesk。我們專注於將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理
念落實在招聘、職場體驗和領導力方面。我們想要讓來
自不同背景和觀點的員工成長茁壯，讓我們公司的員工
陣容更加強大。

身為公司，我們想做的不只如此。例如，我們正在提出
新的環境承諾，到了 2021 年要讓我們的全球辦事處全
部都能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且到了 2022 年要在託管
業務中達成淨零碳足跡。
我們的第一份《全球影響報告》旨在簡單說明我們如何
嘗試幫助當地社區，以及影響我們周遭的世界。誠摯邀
請您加入我們的這趟旅程。

我們也直接透過社區基金會的補助金向組織提供支
援，並透過 Tech for Good 計劃讓其他人能夠直接使用
Zendesk 產品和專業知識。這兩種做法都能協助我們
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合作夥伴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Mikkel Svane
Zendesk 執行長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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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報告
第二節

關於 Zendesk

請運用 Zendesk 打造最佳客戶體驗。我們的客戶服
務與互動產品功能強大而具有靈活性，並可根據任何
企業的需求進行擴容。Zendesk 服務的企業橫跨各
行各業，擁有超過 160,000 個付費客戶帳戶，以 30
多種語言提供服務和支援。如需瞭解更多，請瀏覽
www.zendesk.tw。

社會影響力是 Zendesk 文化和品牌精神的核心所在。
我們深信，我們須負責以永續的方式使用平台、秉持同
理心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並將人際關係視為參與度最
重要的關鍵。這麼做能讓我們保持觀點、專注於比自身
更加重大的問題，以及創造出將目的視為比利潤更重要
的工作文化。
此《2019 年全球影響報告》是 Zendesk 的第一份全
方位環境、社會與管理（ESG）報告。此處所分享的
資料將形成基準資料，以便與日後報告中的進展進行
比較。此報告分享的資料僅限 2019 會計年度（除非
另有說明，否則即為從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營運。Zendesk 在 2019 年 5 月併購
Smooch Technologies Holdings ULC，我們製作此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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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將這些員工一併納入報告中。此報告中的資料根
據我們可使用的最佳測量，可能包含概略或四捨五入
的數據。

有關我們溫室氣體（GHG）排放的所有環境資料都是
由 Anthesis Group 準備，並由內部 Zendesk 利害關係
人審查。在 Zendesk 不斷改善資料收集和分析程序的
同時，我們會調整 GHG 會計作業，盡可能確保提供的
資訊準確無誤。
此報告尚未獲得第三方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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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告包含前瞻性陳述，除此之外，還包括有關
Zendesk 未來財務績效、拓展業務的持續投資，以及
長期財務目標進展的陳述。「可能」、「應該」、
「將」、「深信」、「期望」、「預期」、「目標」、
「專案」等文字，以及表示有關 Zendesk 財務成果、
營運和其他事務的未來期望或意圖的類似字詞，旨在
識別前瞻性陳述。請勿倚賴前瞻性陳述作為未來活動
的預測。
這些前瞻性陳述中所述的活動結果受制於已知和未知
的風險、不確定因素，以及可能導致 Zendesk 實際結
果、績效或成就有顯著差異的其他因素，包括那些在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之 Zendesk 目前和未來歸檔文件中
有更完整描述的因素，包括其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那一年的 Form 10-K 年報，及其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
止那一季的 Form 10-Q 季報。
前瞻性陳述代表 Zendesk 的管理信念和假設（僅限
截至提供此類陳述的日期為止）。除非法律要求，否
則 Zendesk 沒有義務更新任何在此簡報中的前瞻性陳
述，以反映此簡報之日期後的活動或情況，或反映新資
訊或意料之外的活動。
此報告包含 Zendesk 用來評估其業務、測量績效、識
別趨勢、有系統地闡述企業規劃及進行策略決策的多
項營運指標。如需有關定義和計算及其營運指標的詳
細資料，請參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 Zendesk 歸檔
文件，包括其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那一年的 Form
10-K 年報，及其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止那一季的
Form 10-Q 季報。

與永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

在 Zendesk，我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要將我們的工
作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計劃（SDG）保持一致，藉此
對更大的全球事務做出貢獻以處理眾多全球重大問題。
在目標層級上，我們的產品、服務和社會影響力策略總
共與永續發展目標的其中十一項保持一致。
終結貧窮

性別平等

減少不平等

陸域生態

良好健康與
福祉

優質教育

可負擔且乾
淨的能源

良好工作與
經濟成長

永續城鄉與
社會

負責任的消
費與生產

公平、正
義與健全
的制度

此簡報使用某些商標和服務標章以供參考。所有此類商
標和服務標章均為且仍為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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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
第三節

社會影響力展現了全公司對於促進真正人際交
流之計劃和實務的承諾。這是我們落實公司價
值的方式，並根據我們的目標，努力成為社區
中良好的一份子。如需瞭解更多，請瀏覽我們
的社會影響力頁面。

Zendesk 社區基金會

「

我們在 2014 年成立 Zendesk 社區基
金會（簡稱「社區基金會」）時，有
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我們想要將實
作和超在地方法導入捐款策略中。五
年後，此決策仍是社區基金會最明確
的目標之一，也是我們與同業與眾不
同的一大因素。社區基金會的資金與
我們的營收密不可分，也就是說，當
Zendesk 業績良好時，可以為我們世
界各地的社區做更多事情。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同理心可協助我們瞭解無家可歸和
貧窮這些複雜且微妙的問題，並以
謙遜的態度處理這些問題。這為我
們邁向平等與公平的目標提供了背
景與急迫性。
Elena Gomez
Zendesk 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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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Zendesk 社區基金會分發

補助金

58 間

$1,322,000

非營利機構

總計

捐款目標

董事會

100,000

Mikkel Svane
Zendesk 執行長

向社區非營利機構提供補助金和志工的支援，每年
改善 100,000 個人的生活

John Geschke

達成率

社區基金會支援將近：

Zendesk 法務長兼幕僚長

58 間

Zendesk 公共政策與社會影響力
副總裁

我們認為捐款不只是在表單上的方塊
打勾而已。對我們來說，能夠提供幫
助代表我們透過補助金來建立長遠且
有意義的關係。幾乎社區基金會在全
球分發的每一筆補助金，都會至少舉
辦一場集結 Zendesk 志工的活動，
為非營利機構及其服務的群眾貢獻時
間、心力和技能。

國家/地區（全球）

2019 年補助金 - Zendesk 社區基金會
補助金

分發的補助金

非營利機構

10 個

Tiffany Apczynski

1,500,000

60

1,250,000

50

1,000,000

40

750,000

30

500,000

20

250,00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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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機構

美洲

歐洲

亞洲

全球

支援的非營利機構

90 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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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desk 社區基金會補助金
領取人確實是我們社區的成
員。捐贈資金時，我們刻意
在 Zendesk 業務所在和周邊
地區，選擇那些致力於強化社
區的組織。這種與非營利合作
夥伴的鄰近性意謂著，與其成
為藏身在辦事處的匿名實體，
我們可以在辦事處所在之處的
更大生態系統中扮演正面的角
色。我們可以成為鄰居、朋友
和真正的合作夥伴。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Tiffany Apczynski

Zendesk 公共政策與社會影響力副總裁

8

6-Hour Pledge 是我們在全球舉辦的公司行銷活動，旨在激勵
所有人每年至少花 6 小時加入志工行列。透過與當地非營利機
構緊密的合作，我們為 Zendesk 員工提供許多志工機會。我
們鼓勵員工使用有薪假參與志工活動，並為我們的社區帶來不
同凡響的影響力。

員工志工服務：Zendesk 之道

我們深信，在社區提供志工服務是促進同理心和包容性
的最佳方法之一。Zendesk 支持員工從其工作日當中
撥出時間參與志工服務，一整年都有許多可供他們參加
的機會。我們很感謝與世界各地非營利機構發展出的密
切合作關係，並對我們每年的志工時數紀錄引以為榮，
該紀錄勝過與我們同等規模的大多數公司。
透過參與組織發起的志工服務來支援身陷危機的居民，
我們的員工與社區結構相互整合、促進同理心並在工作
上體驗到更大的成就感，進而對我們身為負責任企業公
民的商譽做出貢獻。

$560,000

Zendesk 員工花費了 22,000 小時以上的時間，在我
們全球的社區中幫助他人擺脫困境。換算下來，這些
22,000 小時將近等於 $560,000 的勞動價值。¹

2/3
2019 年，三分之二的員工至少花一小時投入社區參與
計劃。

1/3
2019 年，我們三分之一的員工完成了 6 小時或更多。
此承諾已直接影響我們的社區和我們的員工體驗。

¹ 此金額以 Independent Sector 的估算值計算：https://independentsector.org/value-of-volunteer-time-2018/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9

全球志工服務影響

150 位

年長者在志工的陪同
下進行市區觀光

1,000 個 46,484 份
指導研討會

供餐

Forces for London

Glide Memorial

合作夥伴個人檔案

Cycling Without Age

Cycling Without Age 是 Zendesk 長
期的非營利機構合作夥伴，致力於解
決一個與日俱增的危機：空巢老人。
根據研究顯示，孤立和寂寞與吸菸一
樣致命。許多年長的獨居者在對抗精
神疾病時發展出囤積的傾向，以及其
他問題。
透過我們全球其中六個辦事處的計
劃，Zendesk 志工經過培訓成為嚮
導，讓他們能夠沿著自行車路徑帶
年長者到公園，並在其市區中四處遊
覽。外出只是治療的一部分；同樣重
要的是，與提供照護的志工分享故事
及進行對話。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Zendesk 倫敦辦事處與 Forces for
London 合作，為想要求職的退伍軍
人提供支援。首先，志工為退伍軍人
舉辦 LinkedIn 工作坊，這是招募團
隊在技能自願計劃所建立和執行的內
容之一。此研討會為參與者逐步解說
就業過程中的一些關鍵首要步驟：建
立強大的 LinkedIn 個人檔案，並在
線上自我行銷。

2019 年，Zendesk 志工投入了超過
1,000 小時的時間，參與 GLIDE 的免
費供餐和減少傷害計劃。在舊金山其
中一個最貧窮的社區 Tenderloin，志
工為貧困居民準備並供應 2,000 多份
餐點。我們的志工一個月會與 GLIDE
減少傷害團隊有兩次的密切合作機
會，為對抗鴉片藥物成癮的人們建立
減少傷害工具組。透過此志工體驗，
員工發揮了有意義的影響力，在每個
研討會整合 200 多個工具組、瞭解舊
金山鴉片藥物氾濫情形，以及感受到
對社區內極度邊緣化團體的真正同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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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對 Zendesk 的員工體驗有很
大的影響

8 個積分

「

就參與層面而言，參與志工活動的 Zendesk 員工其分
數較一般員工多出 8 個積分。

捐贈技術和專業知識

除了提供救助金和參與志工服務的時間以外，我們透過
Tech for Good 計劃捐贈 Zendesk 軟體和實作專業知
識，以強化社區非營利機構的能力。
統計摘要：

$322,000
2019 年捐贈的軟體

這些讓我們彼此聯繫的體驗和計
劃，讓每個人都成為社區中更優
秀的一員。當我們理解、傾聽並
為彼此挺身而出時，我們就能以
社區的形式更加茁壯。
Mikkel Svane
Zendesk 執行長

90 小時
捐贈的專業服務

這些非營利機構運用 Zendesk 來協助管理捐贈人和募
款問題（Madison Children’s Museum）、改善內部
營運（St. Kilda Mums），以及為那些原本無法存取
軟體的兒童培養技術素養（Insituto Da Oportunidade
Social）。我們捐贈產品的方法與我們的志工服務超在
地策略保持一致：也就是說，我們致力於瞭解組織、
瞭解其需求，以及在同理心的引導下找出能夠幫忙的
方法。
不斷成長的志工和員工
志工時數

員工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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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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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救援委員會（IRC）旨在因應全球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協助因衝突和災害而導致生
命與生計瓦解的人們掙脫困境、逐漸恢復並有能力重新掌控其未來。2019 年 11 月，針對
Zendesk 的 Tech for Good 計劃，Zendesk 與 IRC 展開正式的合作夥伴關係。免費捐贈給
IRC 的 Zendesk 軟體，可協助 IRC 幫助經歷悲慘遭遇且在 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拘留中心獲得釋放的家庭尋求庇護。這些個人和家庭通常是其祖國幫派暴力和勒索行為的
受害者，他們經過殘酷的旅程來到美國邊境尋求庇護。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在鳳凰城 IRC
歡迎中心度過的時光是他們幾個月來第一次的正面體驗。
在美國等待庇護的審判中，這些家庭必須遵循多步驟程序。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已強化相
關系統，讓 IRC 能夠在庇護過程中的各個里程碑為這些家庭提供服務，進而協助確保任何
男性、女性或兒童尋求庇護者都不會遭到遺漏。透過 Zendesk，IRC 能夠更方便地從家庭
進入美國之際起就持續對其進行案件管理，讓程序更加順暢，並減輕對家庭的壓力。

國際救援委員會（IRC）對與 Zendesk 的合作夥伴關係滿懷感謝。Zendesk 提供的
支援（包括公司的產品捐贈、專業服務和員工參與）直接對 IRC 在美國努力進行的事
宜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以有效率且有效的方式協助逃離衝突和被迫遷移的人們尋求庇
護。我們就各自在技術和人道主義領域的專業知識彼此協作，如今已造就真正創新的
合作夥伴關係。
Lauren Gray

全球企業合作夥伴關係資深總監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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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力
第四節

我們的策略和焦點

作為辦事處遍及 10 多個國家/地區的全球公司，我們致
力於支援國家級的氣候目標。為此，我們努力在 2021

年達成在全球辦事處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發電，並
在 2022 年託管業務中達成淨零碳足跡的目標。我們也
將專注於減少辦事處和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教育員工
如何進行回收和堆肥，並為所有大型內部和外部活動做
出更永續的選擇。

為了將全球暖化限制在 1.5°C，
到了 2030 年，全球碳排放必
須比 2010 年的排放量大幅降低
45%。

Zendesk 最近加入了 We Are
Still In，該集團動員了 3,750 多
名領導者支援巴黎協定。
若要瞭解更多，請瀏覽：
www.wearestillin.com

聯合國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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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排放

我們已與 Anthesis Group 合作，分析我們 2019 年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我們採取的第一步是準確追蹤來自我們 2019 年業務營運的能源與排放，而
此資料將成為我們未來每年的基準。我們採取的下一步是努力瞭解可以在何
處減少範圍 1、2 和後續範圍 3 的排放量。

排放來源
範圍 1 排放

租用的辦事處
範圍 2 排放

租用的辦事處（以位置為基礎）
租用的辦事處（以市場為基礎）
範圍 3 排放³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氧化碳當量（MTCO2e）

總計百分比

736

2%

2,151²
825

2%

35,185

74%

1,166

2%

航空旅行

13,936

購買的碳補償

-4,340

總計排放量

47,508

員工通勤

29%
9%

我們深信，到了 2021 年，我們將能在範圍 1 和 2 排放達成淨零排放者的目標，
而託管業務則可在 2022 年達成。無論 2030 年預測的公司成長規模為何，我們
也將分析相關策略，在該年降低物質範圍 3 的排放量。

² 此數據反映了一般以位置為基礎的排放，而且與 Zendesk 專屬排放無關。
因此，我們已在「總計排放量」和「總計百分比」公開計算結果中排除此數據。
³ 與內部利害關係人進行審查過後，Zendesk 選擇以公開的方式分享這些物質範圍 3 排放的來源。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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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點摘要：

4

2019 年，我們其中四個租用的辦事處大樓已成
功轉換為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發電。我們打
算在 2020 年轉換其他七個辦事處。

60%

減少廢棄物和使用量

根據我們的估計，每位美國員工在我們的辦事處工作
時，每年大約會產生 400 磅的廢棄物。4
減少辦事處的廢棄物

為了努力盡量轉移來自租用辦事處的廢棄物，我們已在
辦事處實施 43% 的堆肥和 100% 的回收，透過廢棄物
計劃實行管控。
減少辦事處的廢棄物

我們處理的客戶活動/交易大約有 60% 在波特
蘭、法蘭克福和都柏林的 AWS 碳中和資料中心
進行處理。

是

4,340 公噸

我們已在 2019 年與 Natural Capital Partners
合作，透過兩個認證專案（一個是在巴西雨
林，另一個是在 瓜地馬拉），購買相當於
4,34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的碳補償。

否

回收

堆肥

100%

43%

我們努力執行下列目標：

• 透過我們的員工環保團隊，每年教育員工有關回收
和堆肥對於其社區、健康及環境的影響
• 減少為員工提供獨立單一包裝的點心
• 消除許多辦事處的塑膠瓶裝飲料

• 在沒有政府提供之方案的辦事處中，向第三方購買
堆肥服務
• 與當地餐廳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在員工午餐時提供
可重複使用的容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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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是根據我們廢棄物管理供應商對於舊金山辦事處的分析，並結合了
此
EPA 重量估計。

15

減少活動的廢棄物

我們努力實施新政策，這樣未來的活動就能朝著更接近
零廢棄的目標邁進。5 這其中一部分包括與科技產業進
行同業合作，建立與活動及餐旅業互動的標準。
電子廢棄物

我們秉持負責的態度進行回收並銷售可重複使用的設
備，藉此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同時從廢棄的 IT 設備中
恢復價值。我們已與符合規定的全球電子產品處置合作
夥伴合作，他們的營運方式符合 ISO 14001 認證以及
強大的 e-Stewards 認證（或同級當地標準）的規範。
資料安全性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必須抹除和銷毀
所有磁碟機且要保留銷毀的憑證。

5

員工環保團隊

現在，我們的環保團隊在世界各地九個 Zendesk 辦
事處營運，擁有一個由 300 多名員工組成的 Slack 社
群，運用彼此對於永續發展的共同熱情，將其轉化為
當地辦事處層級的具體行動。他們激勵了那些想要讓
Zendesk 成為強大環境管理者的員工，並與社會影響
力團隊合作，擁護全新的構想並引起變化。

我們的零廢棄定義與零廢棄物國際聯盟 http://zwia.org/zero-waste-definition/ 保持一致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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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一直有人告訴我，照顧地球是
身為人類所應承擔的責任。確保這個地
方和一開始發現時一樣美好。
在 Zendesk 環保團隊中工作，我感受
到一股令人樂見的希望和方向。我們能
夠而且正在一起做有意義的事，創造正
向的改變。而透過這種不斷展開的改變
和積極的推動力，讓我在工作中感受到
明確的意義和目的。在我的生活中亦是
如此。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Ashling O'Connor

愛爾蘭都柏林環保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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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包容性與文化
第五節

身為公司，我們積極投資未來的員工體驗。我們重視簡
潔、敏捷和真誠，以及大型組織經常缺乏的幽默感和謙
遜態度。正如我們秉持以每天使用產品的使用者做為首
要考量來建立產品，我們也打造了信任、重視並提高員
工工作效率的組織和文化。以下是令我們引以為榮且想
要分享的重點摘要：我們如何招聘優秀且多元化的人
才、打造員工體驗，以及投資栽培領導者。

「

招聘優秀且多元化的人才

Zendesk 重視價值並提供眾多有意義
的工作機會，在這些因素的促使下，
讓我們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
吸引人才。我們對於全球多元化、公
平和包容性（GDEI）的強烈承諾能夠
讓各式各樣的人才成長茁壯（從各方
面來看都是如此）。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我們是具包容性的全球團隊，能夠
積極包容各式各樣不同的觀點。我
們堅信每位員工都能發揮其影響
力，而且我們可以透過創新和團隊
合作攜手解決重大挑戰。
InaMarie Johnson

Zendesk 人事與多元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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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包含 2019 年的一些重點摘要：

依職務分類的性別呈現
男性

在公司高層新增兩位新的女性領導者代表：
Shawna Wolverton 和 Colleen Berube

女性

全球員工

37%

在 2019 年秋季，我們擴展了人事長職務，納
入多元化長的職務。此外，我們很高興能增加
一個全新的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副總裁職
位。這兩項職務很重要，可進行有意義（通常
很艱深）的 GDEI 交談、培養強大的公平性和
包容性文化，以及增加對整個 Zendesk 的象徵
意義。

35%

63%

透過培訓減少面試偏見並刊登具包容性的職務
描述（使用 Textio），為求職者打造具包容性
的招聘體驗

透過大學、會議和其他組織來拓展我們的
人才庫，藉此擴展我們的策略合作夥伴關
係和知名度。舉例來說，像是與 Wisconsin
LGBT Chamber of Commerce 合作舉辦
LGBTQ+ 和同盟就業博覽會、與威斯康辛大
學 SuccessWorks 合作舉辦公司拜訪，以及與
Breakline 合作進行女性退伍軍人的專屬生涯規
劃日（Mavens 計劃）。

全球領導階層

65%

全球科技員工

19%
81%

種族/族群呈現（僅限美國）
白人

2 個或更多，美國印地安人
以及夏威夷原住民

亞洲人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西班牙人
或拉丁人

6%

4%

拒絕回答

2%

21%

1%

66%

如需詳細資訊，請瀏覽我們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頁面。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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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員工體驗

在企業持續擴展的同時，我們也專注於打造卓越的員工體驗。

高員工參與度

我們的高員工參與度很令人引以為榮，這歸功於我們堅
持的文化和價值。我們在總結性調查中的整體參與度成
果比業界基準高出了 11 分；而且我們大幅改善了主管
績效成果、達成整個公司的參與分數目標，並超出了我
們的參與度目標。

不斷成長的員工資源小組

我們的員工資源小組（ERG）是由員工帶領且自發性的
小組，主要是以共同的身分識別或體驗及其同盟為中
心。其使命在於打造讓員工彼此和睦相處的社區，確保
他們感受到支持和動力，能夠在 Zendesk 內以及我們
生活和工作的社區中為平等挺身而出。2019 年，本公
司增加了兩項新的 ERG（全球退伍軍人及家長與照護
者 ERG），並且從 8 個擴增到 20 個以上的分會地點，
透過進行中的計劃在 2020 年推出兩個額外的 ERG 和更
多現有 ERG 的區域分會。

與我們的 Zendesk 員工資源小組會面

全球退伍軍人

LGBTQIA 員工

多元化種族員工

家長與照護者

麥迪遜

麥迪遜

麥迪遜

麥迪遜

舊金山
全球

舊金山
都柏林

哥本哈根
APAC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舊金山

舊金山
都柏林

Women at
Zendesk

Women in
Engineering

麥迪遜

都柏林

舊金山
都柏林
馬尼拉
墨爾本

舊金山
墨爾本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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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習文化

Zendesk 秉持的學習願景是：學習是企業必須履行的
責任，而且學習應為自我導向且可隨時隨地進行。我們
希望讓學習成為員工成長預期的一部分，支持所有員工
將學習視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除了為每位員工
提供的現有專業發展基金以外，我們還推出了 The Lab
平台來支援全天候的學習。

93%

在我們使用此平台
的前六個月，93%
的員工曾使用過
The Lab。

我們的目標是要讓學習融入到端對端員工體驗的結構，
確保我們能夠採用與學習文化一致的方式，來吸引、互
動、栽培及獎勵我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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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絕佳的工作空間

擁有高互動性的工作區是員工體驗的另一個重要環節，
因為我們的工作場所代表我們的文化。我們刻意設計了
一些專注、沉思、溝通和協作專用的區域。2019 年，
我們設立了全新的新加坡辦事處，並拓展了我們在舊金
山、麥迪遜、倫敦和哥本哈根等其他城市的場所。

將工作化繁為簡

員工體驗的另一個關鍵環節在於，要讓員工能夠使用適
當的工具和技術。在搭配得宜的情況下，員工就能擁有
毫無摩擦的數位體驗，可透過其慣用的管道（例如行動
裝置、電子郵件、Slack、AnswerBot），輕鬆存取所
需的資訊。這能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專注於重要的事
務上，例如打造創新產品，以及順利解決客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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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領導力

我們積極栽培下一代的敏捷領導者，以有效地擴展 Zendesk。我們已在領導
力培養方面傾注大量投資（從 2018 年起大約增加了 60%），這反映了我們重
視的優先順序，以及領導者在我們的持續拓展中所須扮演的關鍵角色。
為此，我們今年在領導力培養方面有了重大進展：

開始更新領導力計劃，納入全新的領導能力。例如，我
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主辦了全球世代，讓領導者參與
一個密集的發展計劃，該計劃專注於訓練 VUCA（易變
性、不確定性、挑戰性、模糊性）世界中的領導能力。

柏克萊加州大學活動

6.7/7

參與者覺得：「此計劃對我的個人生涯規
劃來說是一項值得的投資」。

正式介紹我們的領導能力，這定義了在 Zendesk 擔任
領導者所代表的意義。到了今年底，我們透過員工主管
的自我評鑑，發現有 93% 的採用了這些能力。

推出全新領導者到職程序，正式介紹 Zendesk 的領導
力。這能夠讓新進領導者快速理解我們的領導能力，並
在過程中使用所需的知識和工具。
我們熱切盼望持續投資我們的領導力，並將於 2020 年
推出令人期待的強化培訓，例如領導力訓練和持續更新
領導力計劃。我們深信，透過這種持續的參與和發展，
將能讓領導者有所成長，並在其目前和未來的職務上出
類拔萃。

6.5/7

參與者覺得：「有信心 [他們] 可以有效將
從此計劃所學到的內容應用到 [其] 職務
上」。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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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
業務實務
第六節

我們致力於以深思熟慮且有道德的方式經營全球業
務，制定支持我們企業價值的控管政策和實務。這
是一個以人為本的使命，涵蓋的對象包括我們的員
工，以及我們如何制定高階主管薪酬制度，還有帶
領我們的董事會（簡稱 “Board”）成員。我們努
力不懈地發展全球員工和董事會，以維持我們崇高
的行為準則。
控管

我們的董事會擁有領先業界的經驗與
願景。我們不僅專注於獲得職務上的
專業技術，而且還確保我們獲得綜觀
整個產業的觀點。我們的董事在產品
開發、上市策略、財務報表能力、溝
通以及來自頂尖科技公司的執行決策
力方面擁有深厚的領導經驗，在我們
拓展成數十億美元公司的同時，提供
寶貴的見解和指導。

董事會的性別呈現**
男性

女性

37.5%
62.5%

55

平均年齡*

3.41

平均任期*

38%

女性董事

*僅包含非員工獨立董事。

**截至 2020 年 4 月 6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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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招募的董事要能與整個 Zendesk 中的職務組織密
切合作，以及在參考做為管理機構的各種頂尖公司所提
供的資訊後，提供深思熟慮的周全指導。
我們致力於讓董事會擁有嶄新且多樣化的觀點。在董事
招募方面，我們會考量各式各樣的背景和經驗。在確定
董事提名時，我們力求促進呈現多元化的董事會成員陣
容，考量的因素包括性別、種族、族群、專業背景差異
性、教育、技能、經驗及其他個人素質和特質，完美融
合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們的非員工獨立董事的平均年齡
為 55 歲，我們的平均非員工獨立董事任期為 3.41 年，
而我們的女性董事佔 38%。6
我們也非常重視獨立性和董事會/委員會的獨立性。在
做為上市公司的任期內，我們從未有一位以上的非獨立
董事，而那就是我們的執行長兼創始人。我們的首席獨
立董事會在一年中與非員工董事舉辦額外的定期高階主
管研討會。此外，董事會及其委員會將進行年度自我評
鑑程序，在這之後，董事會及其委員會將彼此探討具體
行動項目，並與管理階層一同探討。
若要閱讀更多關於我們的具體控管政策，請參閱投資者
關係網站以及在 2020 年 4 月 6 日歸檔的股東委託書。

6

道德企業政策

Zendesk 秉持非常高的道德標準，我們期望公司充滿
有趣、多元化且滿懷熱忱的員工，不但能有優異的工作
表現，也知道如何享受生活樂趣。有時候情況會變得很
複雜，因此，我們採用此企業行為與道德準則，並每年
針對全球員工進行道德和法規遵循訓練。
我們也有供應商行為準則，針對與 Zendesk 有業務往
來的供應商控管相關政策。在我們增加及開拓供應商網
路的同時，我們將持續評估及擴展此行為準則。

高階主管薪酬控管

我們重視制定和維護高階主管薪酬方案，該方案會經過
考量、與同業進行基準比較，以及與對投資者非常重要
的公司指標相互整合。高階主管的目標管理計劃主要是
以非 GAAP 營運利潤和收益成果為依據，而且對於任何
獎金支出都有很高的最低門檻。我們高階主管的固定薪
資比例低於 12%，而執行長的薪酬比為 36:1，這低於
科技公司中的平均值。此外，高階主管薪酬很大一部分
是由股票選擇權所構成，並以授予當時的公平市場股價
授予 - 這使得股權價值與股票價格和廣大市場對我們企
業績效的評估密不可分。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股東決定
薪酬（say-on-pay）提案，而自我們開始舉辦投票以
來，一直都收到很高的核准門檻。

截至 2020 年 4 月 6 日為止。

2019 年 Zendesk 全球影響報告

24

資料隱私權和信任

我們將客戶信任視為優先要務，因為我們知道，客戶資
料對我們的客戶價值和營運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我們
致力於確保客戶資訊的隱私權和安全性。

160,000

我們的客戶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醫療保健、金融服務、
政府和科技），他們將大量敏感資訊託付給我們。

Zendesk 在 160 個國家/地區和領地支援
160,000 多個付費客戶帳戶。

Zendesk 透過下列措施，協助客戶維持對其隱私權和
資料安全性的掌控權：

資料安全性

我們為客戶提供採用高安全性標準的法規遵循措
施，例如經由公用網路的移動資料加密、稽核標
準（SOC 2、ISO 27001、ISO 27018）、阻斷服
務攻擊（簡稱 “DDoS”）風險降低，以及全年
無休隨時待命的支援團隊。

公開客戶服務資料

Zendesk 只有在服務需要或需要回應來自公共機構的
法律要求時，才會向第三方公開服務資料。

存取管理
安全性社群

Zendesk 是資安事件應變小組論壇（FIRST）、
資訊技術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IT-ISAC）以及
雲端安全聯盟等資訊安全性社群的積極參與者和
成員。我們對這些網路做出貢獻，因為我們瞭解
彼此合作對於保護客戶資料的重要性。

Zendesk 提供一套進階的存取和加密功能，協助客戶
有效保護其資訊。我們只會存取或使用客戶內容來提
供、維護和改善 Zendesk 服務及滿足法律要求，不會
將其用在其他用途上。

信任

Zendesk 已開發安全性防護和控制程序，協助客戶確
保其資訊所在環境的安全性。獨立第三方專家已確認我
們確實遵守很高的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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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法規遵循計劃

我們對於持續開發和維護隱私權計劃引以為榮，此計畫
旨在保護個人資訊並確保遵循相關資料保護要求的法
規。此計劃的重點摘要包括：
• 我們已取得企業約束規則的法規核准。我們支持客
戶遵循其全球資料保護法律的相關法規，例如一般
資料保護規定和加州消費者隱私法。
• 我們已通過認證遵循美國商務部的歐盟-美國（EUU.S.）及瑞士-美國（Swiss-U.S.）的隱私保護盾架
構，並已列入商務部隱私保護盾參與者清單中。

• 我們讓全球隱私權團隊能夠監督隱私權策略，同時
在全公司、客戶和合作夥伴之間培養出信任文化。
• 所有員工都必須參加定期資料隱私權和資訊安全性
訓練，確保他們瞭解相關政策及其保護資料的責
任。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
的隱私權和資料保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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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其他資源
一般公開和資訊
投資者關係

2019 年 10-K 和股東委託書

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網站

Zendesk 社區基金會年報

員工和文化

Zendesk 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在 Zendesk 的職業生涯

Zendesk 全球辦事處和資訊

負責任的業務實務
隱私權和資料保護

企業行為與道德準則
供應商行為準則
使用者行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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