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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速覽 勝華永續
企業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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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集團優勢勝華集團優勢勝華集團優勢勝華集團優勢

客戶群涵蓋全球手機客戶群涵蓋全球手機客戶群涵蓋全球手機客戶群涵蓋全球手機、、、、平板平板平板平板、、、、筆電等國際大廠筆電等國際大廠筆電等國際大廠筆電等國際大廠

領先的觸控面板技術及製程整合技術領先的觸控面板技術及製程整合技術領先的觸控面板技術及製程整合技術領先的觸控面板技術及製程整合技術

全球電容式觸控面板領導廠商全球電容式觸控面板領導廠商全球電容式觸控面板領導廠商全球電容式觸控面板領導廠商

創新及核心能力持續滿足新需求創新及核心能力持續滿足新需求創新及核心能力持續滿足新需求創新及核心能力持續滿足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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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於1990年四月

– 資本額: NT$ 184.8億元 ¹

– 員工人數: >36,000人

(含大陸廠>23,000人, 越南約7,000人) ¹

– 主要產品

• 觸控式面板(90%以上)

• 中小尺吋平面顯示器 : LCD (TN, STN, TFT), 

平面顯示器模組 (TN, STN, TFT) , 平面顯示器元件

• LED Lighting

勝華簡介勝華簡介勝華簡介勝華簡介

¹ As of June 30, 2013

開始STN 
製造

1996

開始TFT
自製業務

2004

Cover Glass
開始出貨

2008

April 1990

公司設立

1995

東莞廠設立 蘇州廠
設立

1999

2000

CSTN
開始量產

2002

開始TFT
模組代工

2007

� 購入第2條3G TFT
生產線

� 電容式觸控面板開
始出貨

�TFT面板開始出貨
�購入第1條3G TFT
生產線
�印度廠設立

2006

2010

中尺寸觸控面
板開始出貨

2011

開始單片玻璃觸控

面板出貨

2012

OGS+TFT
全貼合

2013

OGS
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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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中工業區台中工業區台中工業區台中工業區TPTPTPTP廠廠廠廠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蘇州蘇州蘇州蘇州----聯建廠聯建廠聯建廠聯建廠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東莞東莞東莞東莞----萬士達廠萬士達廠萬士達廠萬士達廠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

營運總部營運總部營運總部營運總部

11 (Taiwan), 3 (China), 
1 (Vietnam)

楊梅楊梅楊梅楊梅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台中加工出口區----

建國三四廠建國三四廠建國三四廠建國三四廠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桃園幼獅廠桃園幼獅廠桃園幼獅廠桃園幼獅廠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東莞東莞東莞東莞----聯勝聯勝聯勝聯勝廠廠廠廠

蘇州蘇州蘇州蘇州

東莞東莞東莞東莞

河內河內河內河內

越南地區越南地區越南地區越南地區

中國大陸地區中國大陸地區中國大陸地區中國大陸地區

Plants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河內廠河內廠河內廠河內廠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桃園幼獅二廠桃園幼獅二廠桃園幼獅二廠桃園幼獅二廠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中環中廠台中環中廠台中環中廠台中環中廠

生產據點生產據點生產據點生產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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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廣建核心能力不斷廣建核心能力不斷廣建核心能力不斷廣建核心能力，，，，成為新需求的主要供應商成為新需求的主要供應商成為新需求的主要供應商成為新需求的主要供應商

20022000 2006Founded: April 1990 1996

TFT-LCD 
ODM/Panel

TFT-LCD
OEMTFT-LCD

2007 2011

Touch panel  Resistive TP

TN LCDTN  

CSTN 
LCD/LCMCSTN 

STN
LCD/LCMSTN  

Capacitive 

TP

OGS

Smartphone

Touch- based 

NotebookTable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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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速覽 勝華永續
企業社會
責任

永續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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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

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CSR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SCSR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

SRI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SCSO

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永續企業永續企業永續企業永續企業

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永續經營永續經營永續經營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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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

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

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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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執行經營策略執行經營策略執行經營策略執行CSR要件要件要件要件 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公司要經營成功

� CSR是核心競爭策略的一環，但CSR要從慈善跳到競爭策略，其實是從
一個軌道跳到另一個軌道，企業經營思維完全不同。

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企業社會責任理念

� 企業貢獻社會，創造經濟價值，為股東和投資人賺取利潤；社會則是企業利益的
來源。企業必須反思維護社會、環境正常發展，對社會有所反饋。

�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為企業最終之經營目標，藉由社區參與回饋鄉里，將
個人小愛轉化為企業大愛，對社區投入心力，共同創造社區競爭力及城巿價值並
提升企業品牌知名度。

� 公司經營成功公司經營成功公司經營成功公司經營成功：：：：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
項目之一項目之一項目之一項目之一，，，，企業的本質穩健企業的本質穩健企業的本質穩健企業的本質穩健，，，，能生存能生存能生存能生存、、、、有獲利有獲利有獲利有獲利、、、、對股東有交代對股東有交代對股東有交代對股東有交代，，，，才有本錢從事關才有本錢從事關才有本錢從事關才有本錢從事關
懷社會的活動懷社會的活動懷社會的活動懷社會的活動。。。。

黃顯雄董事長 (Dr. Hyley H. Huang )黃顯雄董事長 (Dr. Hyley H. Hu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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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公司要公司要公司要
經營成功經營成功經營成功經營成功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Governance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Society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Environment

才有能力實現才有能力實現才有能力實現才有能力實現CSR

CSR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13

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

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

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CSR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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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找到適合自己公司業務與策略的領域企業找到適合自己公司業務與策略的領域企業找到適合自己公司業務與策略的領域企業找到適合自己公司業務與策略的領域，，，，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才能為社會帶來真正、、、、
有意義的影響有意義的影響有意義的影響有意義的影響。。。。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

策略管理大師麥克策略管理大師麥克策略管理大師麥克策略管理大師麥克．．．．波特波特波特波特(Michael Porter)(Michael Porter)(Michael Porter)(Michael Porter)在在在在2007200720072007年天下雜誌年天下雜誌年天下雜誌年天下雜誌
專訪中強調專訪中強調專訪中強調專訪中強調，，，，

「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結合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結合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結合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結合，，，，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

CSR要成功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要成功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要成功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要成功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

麥克麥克麥克麥克．．．．波特波特波特波特 (Michael E. Porter )麥克麥克麥克麥克．．．．波特波特波特波特 (Michael E. Porter )

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公司與社會有福同享



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

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

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
-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
-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
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Governance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Society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Environment

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須融入公司經營策略



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

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

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
-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
-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
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Governance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Society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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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之目的公司治理之目的公司治理之目的公司治理之目的----建立共利的價值建立共利的價值建立共利的價值建立共利的價值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之意涵是泛指公司管理與監控的方法，目的係為
建立公司之股東、經營管理者、董事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共利價值機制，使得股東以
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皆能得到公平的對待與合理的保障。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共利價值共利價值共利價值共利價值

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其他利害關係人其他利害關係人其他利害關係人其他利害關係人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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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四大原則公司治理四大原則公司治理四大原則公司治理四大原則

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須符合四個原則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須符合四個原則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須符合四個原則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須符合四個原則：：：：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fairness)

：：：：對公司各投資人對公司各投資人對公司各投資人對公司各投資人

以及利益相關者予以及利益相關者予以及利益相關者予以及利益相關者予

以公平合理的對待以公平合理的對待以公平合理的對待以公平合理的對待

責任性責任性責任性責任性(responsibility)

：：：：公司應遵守法律以及公司應遵守法律以及公司應遵守法律以及公司應遵守法律以及

社會期待的價值規範社會期待的價值規範社會期待的價值規範社會期待的價值規範

透明性透明性透明性透明性(transparency)

：：：：公司財務以及相關其公司財務以及相關其公司財務以及相關其公司財務以及相關其

他資訊他資訊他資訊他資訊，，，，必須適時適當必須適時適當必須適時適當必須適時適當

地揭露地揭露地揭露地揭露

課責性課責性課責性課責性(accountability)

：：：：公司董事以及高階主公司董事以及高階主公司董事以及高階主公司董事以及高階主

管的角色與責任應該明管的角色與責任應該明管的角色與責任應該明管的角色與責任應該明

確劃分確劃分確劃分確劃分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公平性

課責性

責
任
性

透
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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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公司治理勝華公司治理勝華公司治理勝華公司治理
勝華相信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可確保股東權益及提昇公司價值，本公司依公平性、透
明性、課責性及責任性落實公司治理，除致力於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外
、並重視股東及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資訊揭露透明化，確保資訊的正確、即時與公平
，同時建置完備之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制度，並有效遵循與執行。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公平性

課責性

責
任
性

透
明
性

發揮監察人功能

重視股東及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強化董事會職能

資訊揭露透明化

完備之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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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2

2013

公司治理核心概念暨公司治理核心概念暨公司治理核心概念暨公司治理核心概念暨milestone

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核心概念:
企業應成為企業應成為企業應成為企業應成為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社會資產
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

•2012蘇州廠通過SA8000認證

•2012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2通過TUV NORD『OHSAS 18001』認證 & 台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認證。

•2005-2012每年皆獲得資訊揭露評鑑A級肯定

•長期建有中英文公司網站、內部稽核制度、子公司管理辦法、發
言人制度等，並時時確認法令更新與改善，力求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

•2013選任獨立董事

•2010集團總部通過SA8000認證

•2010東筦廠通過SA8000認證

•2011設立薪酬委員會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企業社會責任的三構面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
-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
-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
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Society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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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綠色承諾綠色承諾綠色承諾綠色承諾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產品從運送、製造、銷售、使用，直到產品壽命終了都不要

造成環境的負擔，應致力於使產品最終經過回收處理後能夠回

歸自然原貌、回歸地球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減少報廢也是環境保護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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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環保如何成為公司的機會環保如何成為公司的機會環保如何成為公司的機會環保如何成為公司的機會
� 積極研發生產節能省碳積極研發生產節能省碳積極研發生產節能省碳積極研發生產節能省碳，，，，低度污染低度污染低度污染低度污染，，，，高度效能的綠色節能商高度效能的綠色節能商高度效能的綠色節能商高度效能的綠色節能商

品的開發品的開發品的開發品的開發，，，，在在在在提倡環保節能的同時也能成為公司的新商機提倡環保節能的同時也能成為公司的新商機提倡環保節能的同時也能成為公司的新商機提倡環保節能的同時也能成為公司的新商機。。。。

� 勝華在照明技術累積超過勝華在照明技術累積超過勝華在照明技術累積超過勝華在照明技術累積超過100100100100項專利項專利項專利項專利，，，，順勢發展順勢發展順勢發展順勢發展LEDLEDLEDLED照明產業一照明產業一照明產業一照明產業一
方面是把環保做好方面是把環保做好方面是把環保做好方面是把環保做好，，，，另一方面是發展人類未來需要的產業另一方面是發展人類未來需要的產業另一方面是發展人類未來需要的產業另一方面是發展人類未來需要的產業，，，，朝朝朝朝
更節能省碳的生活形態邁進更節能省碳的生活形態邁進更節能省碳的生活形態邁進更節能省碳的生活形態邁進，，，，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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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OGS full lamination 觸控技術觸控技術觸控技術觸控技術

減少一片玻璃及光學膠減少一片玻璃及光學膠減少一片玻璃及光學膠減少一片玻璃及光學膠
減廢減廢減廢減廢

增加對比及透光度增加對比及透光度增加對比及透光度增加對比及透光度
降低功耗降低功耗降低功耗降低功耗

省電省電省電省電

增加客戶價值增加客戶價值增加客戶價值增加客戶價值

輕薄輕薄輕薄輕薄、、、、光學特性佳光學特性佳光學特性佳光學特性佳

且成本降低且成本降低且成本降低且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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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 -Field Induce Pad
General Touch Tech.

OGS – ITO pattern on CG
Super Advanced Touch Tech.

OGS full lamination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OGS full lamination 觸控技術觸控技術觸控技術觸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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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

�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綠色供應商評鑑
透過供應商評鑑過程提昇供應商的環境管
理能力，也傳達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要求
。

�勝華科技供應商大會勝華科技供應商大會勝華科技供應商大會勝華科技供應商大會
召開GPM暨CSR供應商說明會，向供應商
宣導綠色產品管理要求及企業社會責任
要求說明，傳遞勝華綠色承諾的理念。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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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推動情形綠色採購推動情形綠色採購推動情形綠色採購推動情形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採購推動採購推動採購推動採購推動
導入辦公室綠色消費，優先選購具環保標章之產品

24%

76%

綠色產品

Green Goods
非綠色產品

Non Green Goods

�成立綠色採購推動小組成立綠色採購推動小組成立綠色採購推動小組成立綠色採購推動小組
訂定出「勝華綠色採購產品清單」，小組每年度
召開審查會議，檢討實施績效及目標，並擬定新
年度目標。

※2012年度「四大類」綠色採購產品(環
保標章)金額佔比達76%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28

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

�綠色製程三大主軸綠色製程三大主軸綠色製程三大主軸綠色製程三大主軸
• 製程改善，減少環境衝擊
• 節能減碳、節約用水
• 產品、副產品回收資源化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節能減碳推動小組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減少報廢也是環境保護的一環



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勝華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的全貌企業社會責任的全貌企業社會責任的全貌企業社會責任的全貌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勞動人權

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

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溝通資訊披露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綠色製程

-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綠色採購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提升良率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體育贊助
-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藝文贊助
-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員工參與
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社會公益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Governance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Society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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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回饋社會回饋社會回饋社會，，，，繁榮地區繁榮地區繁榮地區繁榮地區

勝華分別在人權、環保、道德、公
益、員工健康與安全方面展開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身為「勝華
地球人」都知道，我們透過愛心與
行動，從公益、環保、藝文等等面
向，持續進行在地關懷，實際的回
饋社會、繁榮地區。

集團企業社會責任識別標誌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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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員工創造希望為員工創造希望為員工創造希望為員工創造希望，，，，重視員工權益重視員工權益重視員工權益重視員工權益

勝華以員工照顧與員工福祉為最大之原則勝華以員工照顧與員工福祉為最大之原則勝華以員工照顧與員工福祉為最大之原則勝華以員工照顧與員工福祉為最大之原則，，，，在營運穩定的原則下在營運穩定的原則下在營運穩定的原則下在營運穩定的原則下，，，，

儘可能提供優於法定條件之各項福利與措施儘可能提供優於法定條件之各項福利與措施儘可能提供優於法定條件之各項福利與措施儘可能提供優於法定條件之各項福利與措施，，，，並提供多元化員工溝通並提供多元化員工溝通並提供多元化員工溝通並提供多元化員工溝通

管道管道管道管道，，，，營造光明愉快的工作環境營造光明愉快的工作環境營造光明愉快的工作環境營造光明愉快的工作環境。。。。

◎多元化員工溝通管道

-每季召開員工座談會

-知心專線 & 知心大使

-0800我有話要說意見反應系統

-CareYou 即時關懷信箱

-員工實體意見箱

◎員工並可自由加入工會，透過勞資代

表定期召開勞資會議，雙向溝通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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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地球人活動勝華地球人活動勝華地球人活動勝華地球人活動，，，，號召員工力行公益號召員工力行公益號召員工力行公益號召員工力行公益

• 勝華發起眾多公益活動勝華發起眾多公益活動勝華發起眾多公益活動勝華發起眾多公益活動，，，，號召員工參與號召員工參與號召員工參與號召員工參與，，，，透過發揮愛心幫助他人的透過發揮愛心幫助他人的透過發揮愛心幫助他人的透過發揮愛心幫助他人的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也使員工得到心靈上的滿足與快樂也使員工得到心靈上的滿足與快樂也使員工得到心靈上的滿足與快樂也使員工得到心靈上的滿足與快樂。。。。

• 員工的健康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員工的健康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員工的健康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員工的健康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勝華雇用視障按摩師提供員工紓勝華雇用視障按摩師提供員工紓勝華雇用視障按摩師提供員工紓勝華雇用視障按摩師提供員工紓
壓按摩壓按摩壓按摩壓按摩，，，，不但員工反應熱烈不但員工反應熱烈不但員工反應熱烈不但員工反應熱烈，，，，更增進視障按摩師工作機會與穩定的更增進視障按摩師工作機會與穩定的更增進視障按摩師工作機會與穩定的更增進視障按摩師工作機會與穩定的
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收入來源 ，，，，一舉數得一舉數得一舉數得一舉數得。。。。

愛心鞋盒禮物募集愛心白米募集

定期捐血活動

員工紓壓按摩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公益義賣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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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高球選手圓夢計劃贊助高球選手圓夢計劃贊助高球選手圓夢計劃贊助高球選手圓夢計劃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謝瑀玲
2012取得1次公開賽冠軍

(仰德TLPGA邀請賽)

呂雅惠
2012取得2次公開賽冠軍
(TLPGA北海道傳承賽、南台灣公開賽)

陳彥寧
2012取得2次公開賽冠軍

(美國女子公開賽資格賽、Disny's Plam Course)

余珮琳
2012取得1次公開賽冠軍

(日本YUMEYA  Dream Cup)

2013年6月-台灣高球史上第1
位晉級美國女子公開賽決賽
的業餘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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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關懷弱勢關懷弱勢關懷弱勢，，，，捐贈台中市復康巴士捐贈台中市復康巴士捐贈台中市復康巴士捐贈台中市復康巴士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獲頒慈光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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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在地藝文團隊扶植在地藝文團隊扶植在地藝文團隊扶植在地藝文團隊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台中室內合唱團 20122012201220122012201220122012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合唱大賽 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民謠組金牌獎

-2012世界合唱大賽(World Choir Games 2012 in Cincinnati USA) 榮獲民謠組公開賽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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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身障選手圓夢贊助身障選手圓夢贊助身障選手圓夢贊助身障選手圓夢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20122012201220122012201220122012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殘障奧運桌球單打賽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第四名佳績。。。。

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柯坤男-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法國國際桌球公開賽男子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團體賽亞軍、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台北國際桌球公開賽男子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

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殷建平-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奧斯特拉瓦世界肢障桌球公開賽男子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團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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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扶助扶助扶助AMISAMISAMISAMIS樂團樂團樂團樂團，，，，保存原住民文化保存原住民文化保存原住民文化保存原住民文化

�2012年協助旮亙樂團發行了「愛戀旮都瑪樣愛戀旮都瑪樣」和「InaIna的童年的童年」兩張專輯。在勝華一連
串的扶持活動下，旮亙樂團也漸漸的被市場看見，在2012年3月受到經濟部與外交部、
外貿協會的邀請，前往德國漢諾威電腦展，在海外進行台灣之夜的表演，驚豔國際。
�「Ina的童年」同時也入圍第入圍第2323屆金曲獎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專輯

入圍第入圍第入圍第入圍第23屆金曲獎屆金曲獎屆金曲獎屆金曲獎

---最佳原住民語專輯最佳原住民語專輯最佳原住民語專輯最佳原住民語專輯

AMIS入圍感言:

感謝上帝給予音樂創作的恩賜，

也感謝評審與勝華科技對旮亙的

支持與肯定，旮亙願以音樂與大

家共享這份榮耀。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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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勝華的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藍圖

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

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CSR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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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 Laggers
要賺錢要賺錢要賺錢要賺錢!!! 三要素三要素三要素三要素!!!
◎◎◎◎技術持續精進技術持續精進技術持續精進技術持續精進
◎◎◎◎改變人類生活改變人類生活改變人類生活改變人類生活
◎◎◎◎經濟落差地區經濟落差地區經濟落差地區經濟落差地區

複製成功經驗複製成功經驗複製成功經驗複製成功經驗

Erik . Brynjolfs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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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獎章榮譽獎章榮譽獎章榮譽獎章
2013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天下雜誌評選天下雜誌評選天下雜誌評選天下雜誌評選2000大製造業中名列第大製造業中名列第大製造業中名列第大製造業中名列第38名名名名，，，，光電業光電業光電業光電業97家公司中名列第家公司中名列第家公司中名列第家公司中名列第4名名名名

2012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  通過財政部關稅總局通過財政部關稅總局通過財政部關稅總局通過財政部關稅總局『『『『AEO安全認證優質企業安全認證優質企業安全認證優質企業安全認證優質企業』』』』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及及及及 TUV NORD
『『『『OHSAS 18001』』』』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 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認證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認證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認證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認證。。。。

2012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 『『『『全解析度立體顯示技術全解析度立體顯示技術全解析度立體顯示技術全解析度立體顯示技術』』』』榮獲第十五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五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五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五屆傑出光電產品獎。。。。

201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100 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

2012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慈光獎狀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慈光獎狀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慈光獎狀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慈光獎狀 及及及及 子公司聯建子公司聯建子公司聯建子公司聯建(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通過通過通過通過TUV SA8000企業社企業社企業社企業社
會責任國際認證會責任國際認證會責任國際認證會責任國際認證

2011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100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

2011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 『『『『主動式電濕潤顯示器主動式電濕潤顯示器主動式電濕潤顯示器主動式電濕潤顯示器』』』』榮獲第十四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四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四屆傑出光電產品獎榮獲第十四屆傑出光電產品獎。。。。

2011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99 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年度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人力培訓績優獎。。。。

2010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 子公司東莞萬士達通過子公司東莞萬士達通過子公司東莞萬士達通過子公司東莞萬士達通過TUV SA8000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

2010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 榮獲榮獲榮獲榮獲99 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年度經濟部創造就業貢獻獎 及及及及 榮獲文建會頒發第十屆文馨獎銀獎榮獲文建會頒發第十屆文馨獎銀獎榮獲文建會頒發第十屆文馨獎銀獎榮獲文建會頒發第十屆文馨獎銀獎。。。。

2010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 公司通過公司通過公司通過公司通過TUVSA8000 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認證。。。。

勝華2012CSR

《轉動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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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勝華經營理念暨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勝華經營理念暨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勝華經營理念暨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勝華經營理念暨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 勝華科技集團的經營理念是勝華科技集團的經營理念是勝華科技集團的經營理念是勝華科技集團的經營理念是『『『『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必能必能必能必能
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及永續之經營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及永續之經營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及永續之經營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及永續之經營』』』』，，，，對於客戶對於客戶對於客戶對於客戶、、、、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股股股股
東東東東、、、、債權人等關係人固然是如此債權人等關係人固然是如此債權人等關係人固然是如此債權人等關係人固然是如此，，，，對於社會及公司員工也是如對於社會及公司員工也是如對於社會及公司員工也是如對於社會及公司員工也是如
此此此此。。。。 透過對透過對透過對透過對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環保環保環保環保三構面之努力三構面之努力三構面之努力三構面之努力，，，，將將將將CSR融入於融入於融入於融入於
公司策略公司策略公司策略公司策略，，，，創造全體同仁能創造全體同仁能創造全體同仁能創造全體同仁能光明愉快光明愉快光明愉快光明愉快的工作環境的工作環境的工作環境的工作環境，，，，讓公司變成社讓公司變成社讓公司變成社讓公司變成社
會資產會資產會資產會資產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而非社會負擔，，，，進而創造出更多的進而創造出更多的進而創造出更多的進而創造出更多的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2012勝華活力高峰會@台中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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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成功企業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

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創造企業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才有能力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CSR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環保績效

�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社會績效

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首要條件

永續企業永續企業永續企業永續企業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SCSR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社會責任投資

SRI

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社會機會

SCSO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永續經營永續經營永續經營永續經營

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要有贏的策略，，，，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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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謝謝您的聆聽謝謝您的聆聽謝謝您的聆聽，，，，歡迎指教歡迎指教歡迎指教歡迎指教

勝華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勝華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勝華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勝華相信不斷地為別人創造希望，，，， 必能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與永續之經營必能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與永續之經營必能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與永續之經營必能獲得本公司最大之成長與永續之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