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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

總論

2014年，總體經濟環境呈現溫和成長

走勢，促使產業需求穩健上升，中強光電以

高度彈性的經營模式深化與優質客戶之業

務，在背光模組及教育和企業投影機市場的

穩定成長帶動下，創造近年來最豐碩的成

績。在此，對所有同仁的盡心投入、供應鏈

夥伴的大力合作，以及客戶、投資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持續的肯定及支持致上最誠摯的

謝意。

一直以來，中強光電深信，企業社會責

任是一種長期回饋社會且對利害關係人負責

的必要行為，唯有傾心投入企業社會責任，

與利害關係人共創價值，才能肯定公司永續

經營的可能性。因此，中強光電在經濟面、

環境面和社會面等永續發展三大面向均積極

付出，並連續三年榮獲企業社會責任指標性

大獎－「天下企業公民獎」。

為追求經濟永續發展，在公司治理方

面，中強光電致力揭露充分資訊予投資人，

確保股東能獲得即時訊息作為投資依據，這

樣不餘遺力地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使得公

司連續二年獲得「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

鑑」最高等級「A++」榮耀。此外，繼獲頒

櫃買中心第一屆金桂獎「卓越市值營收」及

「卓越永續經營」獎後，今年再度囊括第二

屆金桂獎「促進就業」與「市值貢獻」雙項

殊榮，說明中強光電在市值營收之提升、獲

利表現、股東報酬之創造、企業社會責任等

表現優異。持續研發創新產品亦為經濟永續

成長的關鍵驅動力，中強光電自成立以來即

不斷提升產品創新開發與製程技術之競爭優

勢，除了數位投影機、背光模組產品外，並

將創新技術延伸至醫療用顯示器、LED照

明、觸控產品以及提供顯像系統整合及產品

開發服務等，使集團注入嶄新活力。

環境，是成為永續企業的基礎與根本，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如何友善對待環境

絕對是刻不容緩的要務。因此，中強光電於

2014年成立環保委員會，藉此整合各事業

群內、外部資源，規劃綠色四大行動方案

(綠色製造、綠色供應鏈、綠色產品與綠色

辦公室)並設定短中期目標，由上而下全員

參與環保推動計畫，響應節能減碳的環保措

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積極研發與製造

環保產品，希望能以最小的環境衝擊，達到

最大經濟效益。

對於中強光電來說，員工是公司最重要

的資產，因此，除了一系列的員工幸福計畫

外，對於員工培訓的投入自然不在話下。

為使全體同仁能將企業文化－R.I.S.E融入

工作中，從2011年開始推動四階段的企業

文化體驗課程，到2014年進入「入行」階

段，以「行動學習」為基礎，內化為「提問

式會議」，凝聚團隊動力與向心力，並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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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運用企業文化。此外，還規劃「日本文

化祭」、「韓國文化賞」、「美國文化通」

等活動，以增進國際視野，構建全球思維，

培育國際人才。

企業社會責任之核心精神，就是將企業

和社會緊密結合，共同創造1+1>2的綜效價

值，因此，中強光電希望透過各種不同型態

的公益活動來回饋社會，並努力將這股善流

推動至更多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中，讓他

們感受到源源不絕的愛與溫暖。「童心鞋

力」活動第二年捐贈球鞋予150位苗栗偏鄉

孩童，並在總經理帶領下邀請員工一起做公

益，一同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幸福

感；「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實踐了

「種下關愛的種子，就從屬於我們的這塊土

地開始」的理念，力挺在地老農，捐贈苗栗

苑裡米予在地弱勢團體；「希望農場」計畫

則扶持弱勢小農及清貧家庭，給予他們穩定

就業的機會以及走向美好未來的信心與支

持。每個小小的付出，就像載滿希望的種

子，期盼著更多企業能一同響應，為弱勢族

群帶來更多的幫助與更大的感動。

一種好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模式，最難能

可貴的在於，如何將公司的核心能力回饋給

利害關係人，並為其創造更高的價值，因

此，中強光電將專業核心技術與企業社會責

任策略結合，自2010年成立中強光電文化

藝術基金會以來，基金會致力於「以光點亮

台灣文化」，透過「光」將藝術美感融入公

共空間，以一系列的「感光城市計畫」，一

步步點亮台灣具有特殊歷史意義或文化意涵

的地標及場域，不管是台南的風神廟，還是

恆春的古城門，最終都希望能喚起大眾對所

生活的土地的記憶與更深的認識；過程中，

舉辦不同形式的推廣，促進居民的在地參

與，達成居民、歷史古蹟、城鎮發展的永續

共好。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日俱增，中強光電

將以永續經營為核心信念，積極擴展核心事

業的競爭力，強化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信

任，凝聚全員最高共識，以團隊合作及積極

創新的態度與執行力，專業管理以實現「科

技紮根、永續經營」之使命，並追求全體利

害關係人之最大利益，善盡社會公民之責

任，攜手邁向永續企業。

CSR得獎紀錄

• 連續兩屆榮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最高殊榮

• 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第二屆上櫃公司金桂獎「促進就業」及

「市值貢獻」雙項殊榮

•連續三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 榮獲衛生福利部－AED+CPR安心場所雙

項認證

• 子公司揚昇照明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健康職場認證及職場菸害防制暨健康

促進標章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中強光電自2008年起每年發行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內容包含經濟、社會及環境

面等永續指標的努力與績效。為了完整揭露

中強光電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並呈現與利

害關係人溝通的結果，自2008年起採用國

際公認的報告書撰寫原則－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之全球永

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G3.0標準(GRI G3.0 
guidelines)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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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4年起更與國際同步，依循GRI 
G4.0，向利害關係人報告本公司在經濟、

環境及社會等面向上的策略及活動，除呈現

中強光電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持續努力與

成果，並藉以表達企業永續發展之決心。

報告書範疇及邊界

本報告書的撰寫觀點及內容，主要是就

中強光電與社區、環境、客戶、股東/投資

人、員工、政府、非政府組織(NGO)及外

部評比機構等利害關係者的互動及作法提出

說明，內容涵蓋中強光電2014年整個年度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績效表現，部分溯

及1992年成立迄今之成長及改變的相關資

訊。此報告書邊界則涵蓋中強光電台灣各廠

區(新竹、竹南、台南)及分公司。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主要依循中強光電2014年在

企業永續方面的重大議題，並根據企業社

會責管理委員會及利害關係人回饋之關切

議題，而擬定報告書之架構內容以回應重

大性議題；同時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RI)
之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指導綱領G4.0標準

(GRI G4.0 guidelines)編撰，並符合核心揭

露標準(請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RI G4
對照表)。本報告書中之財務數據，係採用

經會計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財

務年報資料；ISO14001，OHSAS18001及
CNS15506皆為通過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 Taiwan Ltd.)

發行時間

中強光電自2008年起，每年定期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書，同時公布於中強光電官方

網站上。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0月
現行發行版本：2015年10月
下一發行版本：2016年6月

中光電公司概況

中強光電於1992年6月30日創設於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自創立以來即定位公司為

「創新顯示系統整合方案之提供者」，是台

灣第一家液晶背光模組製造商，並且率先

開發量產全球最小、最輕之VGA單片液晶

經營理念

企業文化

使命承諾

• 創新顯示系統解決方案專業製造商  

• 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  

• 專注本業，穩健經營  
 

• R－責任   

• I－創新  

• S－卓越  

• E－開創  
 

• 對客戶－品質承諾、專業服務  

• 對員工－追求成長、激發潛能  

• 對社會－科技紮根、永續經營  

 

中強光電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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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及XGA DLP投影機，整合光、機、

電、熱、材料及精密模具製程等技術，開啟

了台灣顯示系統的新時代，奠定日後企業發

展利基。

中強光電秉持「專注本業，穩健經營」

經營理念，持續在新技術及新產品投資與開

發，鞏固背光技術及投影技術領域之全球競

爭優勢；另一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策略進而掌

握關鍵專利與核心技術，擴展客戶合作模

式，並提升獲利能力，使得中強光電不僅成

為台灣先進液晶監視器、數位投影機、液晶

背光板技術的領導者，亦位居全球同類產品

研發、製造商前茅之列。

營運概況

本公司2014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

台幣811.78億元，較前一年度成長12%，合

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34.04億元，合併稅前

淨利新台幣39.79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

幣30.05億元，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

為新台幣28.41億元，年成長47%，2014年
以期末股本計算之每股盈餘為新台幣5.23
元。 

本公司主要產品為背光板及投影機。

2014年背光板合併出貨量為92百萬片，全

球市占率約為11%。根據市調資料估計，

2014年全球投影機市場出貨量為815萬台，

本公司2014年投影機合併出貨量為116萬
台，全球市占率約為14%。

年度永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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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和

1. 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參與

中強光電認為企業經營需要與利害關

係人共生共榮，對於員工、股東、客戶、

供應商、政府、外部評比機構、非政府組

織(NGO)及社區等負有責任，因此透過各

種溝通機制，積極與利害關係人維繫暢通的

溝通管道，瞭解其需求及他們對中光電的期

許，也作為擬定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及相關計畫之重要參考。

2. 重大性議題流程

建立溝通目標→鑑別利害關係人→議題

蒐集與分析→重大性議題結果

3. 重大性議題回應

中強光電CSR管理委員會評估重大性議

題對公司的衝擊程度，再依高關切且高衝擊

度歸納出17個高度優先議題，並於本報告

書揭露2014年目標執行狀況，並提出2015
年計畫。其他次要優先議題亦同步呈現其績

效狀況於本報告書中，依照 GRI G4.0 的指

標內容一一回應。

公司治理

中強光電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作為公司治理運作之依歸，且在公司

治理與內部管理機制上皆遵守相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落實營運及財務等各項資訊透明

化，注重股東權益，並透過董事會加強對公

司營運督導與管理，因此，於董事會下成立

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為確保股東權益，中強光電除了透過企

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相關財務業務

及公司治理資訊，中光電亦設有發言人及代

理發言人專責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

落實發言人制度，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搜集及揭露，依法善盡公司資訊揭露之責

任及義務。 

在提高資訊透明度之作法包括舉行法人

說明會、定期在網站上公布集團合併營運及

財務相關資訊、不定期參與全球性法人說明

會及海外巡迴說明會，在公司年報上清楚說

明營運狀況、未來規劃、策略執行與財務績

效等，將公司的經營績效及經營策略與投資

人進行充分有效的溝通。 

此外，亦增聘獨立董事，訂定股東會議

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

章程、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章程、董事選舉

辦法及內部控制制度等，積極落實公司治理

文化。

公司組織架構

1. 董事會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以及重大經

營決策的中心，其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

管理階層、監督經營績效、防制利益衝突及

確保公司遵循各種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

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並致力於股東權益極

大化。

董事會下設有兩個功能性委員會，分別

為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兩個功能

性委員會將決議事項再提報至董事會討論，

透過功能性委員會的審查，協助董事會做正

確決策，使股東利益最大化。本公司董事選

舉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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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為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中強光電於

2008年正式成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

會」，負責協助推動CSR相關工作。

3. 環境保護委員會

公司以秉持「落實節約能源機制、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升企

業整體形象、降低公司營運成本及確保永續

經營發展」為宗旨，於2014年11月成立環

境保護委員會，並於每季(配合公司年度預

算編列時程)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委員會，研議與檢討節能減碳及環

境保護工作推動及執行情形。

誠信原則

中強光電致力奉行商業道德，除規範公

司全體成員應遵守之行為準則外，同時要求

公司全體成員需以誠信正直為原則，以維護

中強光電資產、權益及形象，確保中強光電

及所有利害相關者之權益，讓本公司得以永

續經營及發展。

中強光電公司之內部稽核為超然獨立部

門，直接隸屬於董事會，除每月向審計委員

會報告稽核進度及成果外，亦於董事會例行

會議中彙總報告。

客戶滿意

中強光電重視顧客滿意，建置提升客戶

滿意度的管理制度－在創新研發、產品品質、

工作環境及工作安全性，充分瞭解客戶的需

求。在前端之業務同仁每週以面談或電話方

式與顧客溝通其需求，後端同時設有專責客

服單位，立即處理客訴問題，並固定每月進行

品質評比，以提供客戶更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除此之外，中強光電每季對年度交易金

額達年度銷售金額5%以上客戶，針對「物

流管理、價格/成本、科技/品質及客戶服

務」等四大面向進行滿意度調查，其結果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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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中強光電對於供應商訂有相關規範及稽

核、輔導、評比機制，以確保供應商提供的

商品及服務符合標準。2014年針對交貨較

頻繁及新進之供應商進行年度重點稽核及輔

導，投影機產品方面共稽核44家供應商，

其中新增28家廠商；背光模組產品方面共

稽核24家供應商，其中新增七家廠商。

2014年度重點稽核之供應商總數為68家，

合格供應商共計68家，合格比率為100%。

年份

供應商數量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稽核廠商數 96 91 68
稽核成功數 96 91 68
稽核合格率 100% 100% 100%

環境永續

中強光電致力於綠能環保產品研發與製

作，亦積極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的環保政策，

在創新研發各項技術及產品的同時，亦於各

廠區規劃一系列具體的節能方案，藉由推動

省電、省水、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利用及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落實節約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溫室氣體盤查

中強光電對氣候變遷問題，以謹慎態度

面對，於2008年起台灣各廠區推動溫室氣

體盤查作業，建立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制度，

並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我們希望透過盤

查掌握排放量，經由排放量清查登錄及查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Logistics Cost / Price Technology /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Y2014

Y2013

Y2012

歷年客戶滿意度調查分析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排放強度(噸/億元) 64.06 63.28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 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 排放強度（噸/ 億元） 64.06 63.28 

64.06

63.28

62.8
63.0
63.2
63.4
63.6
63.8
64.0
64.2

2013年 2014年

排放強度

每億元減少排放

0.78 噸 CO2

＊ 計分方式： 5：非常滿意/Very Satisfied, 4：滿意 /Satisfied, 3：可接受 /Acceptable, 2：
不滿意 /Unsatisfied, 1：非常不滿意 /Very Unsatisfied

＊此問卷調查對象為 Projector(投影機)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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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獲得正確的資料，了解產業內部減量

空間所在，進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降低溫

室氣體排放量。

 能源管理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

候，已對世界與台灣造成衝擊，能資源有限

造成企業經營成本提升，也讓人類社會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積極進行節省能資源

使用來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2014年中強

光電分三方向執行節電措施，包括空調系

統、電力照明及其他用電等，節電總計約

537,926度，節電率超過2%，相當於減少約

342.12噸CO2排放量(以1度電產生0.636公
斤CO2計算)。

水資源管理

中強光電各廠全年自來水的總使用量

為 120,822噸，為節約用水，我們於各樓層

廁所、洗手台及水龍頭增加省水器，可減少

1/2的出水量，並回收空調冷凝水供冷卻水

塔使用，雨水回收則使用於景觀澆灌，全年

用水減量 18,575噸，節水率達15%以上。

台灣各廠區之廢(汙)水委由各廠位址之科學

園區汙水廠處理。

汙染防治

1. 原物料使用

中強光電之節能產品事業群主要從事背

光模組製造，各廠區使用原物料中以擴散

片、反射片及導光板為大宗，於生產及組裝

過程如有原物料損壞就會收集至廢棄物區。

因製程投入之原物料皆屬於成品，無法再讓

品檢不符合之物料再重製，所以無任何原物

料回製程再利用，再利用率為0%。

2. 廢棄物管理

為確保事業廢棄物能妥善、安全的被處

理，除了符合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公司也

訂有明確的廢棄物管理辦法。並以回收再利

用為優先處理方式使環境之衝擊降至最低，

2014年各廠區製程所產出之廢棄物交由環

保署核可之再利用廠商，可再生原物料已達

總廢棄量90%以上。台灣各廠區之一般事業

廢棄物委由各廠位址地區之縣市焚化爐處

理。

3. 空氣汙染管理

中強光電未使用臭氧消耗性物質，故無

排放臭氧消耗性物質。南科廠煙道檢測結果

皆符合排放標準。

環保支出

為持續推動環境保護之管理及汙染防治

設施之維護，2014年環保總支出約為新台

幣1,674.8萬元，藉由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的持續執行，環境管理方案中的廢棄物回

收方案總效益約新台幣612.8萬元。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年份
類別

2013 年 2014 年

直接排放(Scope 1) 149.22 141.77
間接排放(Scope 2) 12,597.94 13,337.84
CO2 排放總計(噸) 12,747.16 13,479.61
營業額(億元) 199 213
CO2 排放強度(噸/億元) 64.06 63.28

環境風險管理

為持續發掘潛在因物料、機具設備、作

業環境及人員行為可能造成危害與持續改善

降低風險之決心，中強光電由各部門推派經

訓練人員，就所屬工作區域或作業活動，負

責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與控制等作業，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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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不定期進行重新評估，以界定公司整體

作業之不可接受之風險。

1. 化學品管理

2014年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未發生因

化學品洩漏影響廠區周圍環境或造成人員受

傷、財產損失等工安災害，亦無遭受主管機

關罰款處分。

2. 緊急應變

廠內有建立並定期執行緊急應變計畫與

演練，除了符合安全衛生法規要求。也希望

當緊急事件發生時，在有限的時間內，該做

什麼事、如何做、何處可得到外界支援等相

關事宜，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使人員財產損

失降至最低。

3. 環境多樣性

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位於科學園區及工

業區內。區內無生態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區

域，公司活動所產生之廢氣、廢(汙)水與廢

棄物均遵守政府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符合排放

標準。對環境無造成汙染。同時廠區內保留

台灣原生物種，例如：在竹南廠區保留了台

灣櫟樹及鵝掌藤二種台灣原生種植物。

綠色產品

中強光電響應國際綠色永續思維，從

2004年開始即積極推動綠色產品行動，以

「綠色設計、綠色製程、綠色採購」為主

軸，推動綠色產品之發展，使產品品質能符

合顧客需求以及兼顧永續發展的目標。

1. 綠色產品管理系統

中強光電從研發設計→零部件採購→進

料檢驗→庫房管理→SMT無鉛焊錫→製程

組裝→產品檢驗→出貨，將各項綠色產品流

程之管制要求，納入標準文件控管與執行，

完整結合了「綠色設計」、「綠色採購」、

「綠色製程」三個主要層面，使綠色環保觀

念深植在產品設計流程的制度下，以發展綠

色環保的專業知識及技術，創造產品的綠色

競爭優勢。同時，將來自客戶之綠色產品需

求轉化為綠色設計之項目，並且和供應商配

項          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廢(污)水處理費 555,571 727,179 875,017

廢棄物處理費 1,178,195 992,159 831,504

檢測費(包含：環境、空污、廢污水、廢棄物等) 1,083,794 1,350,117 1,487,845

環境設施維護保養運轉費 10,508,782 11,435,111 13,553,895

總計 13,326,342 14,504,566 16,74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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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產出客戶所需要的綠色產品。

2. 綠色教育 
中強光電為員工與供應商安排綠色教育

訓練課程，希望透過綠色產品教育訓練與宣

導、說明綠色產品定義與供應商管理系統運

作方式，協助供應商與中強光電在綠色產品

推動上達成共識，提升整體認知。

3. 環保標章產品

中強光電2014年設計之可攜式投影機

中，共有八款取得「台灣環保標章」。這樣

的成果意味著，中強光電產品通過比歐盟所

訂定之RoHS更嚴格的六大化學物質標準。

另外，中強光電為確保產品的使用安全，在

將投影機產品輸出至各國前皆會依當地安規

要求進行認證。

4. 環境足跡盤查 
由於節能減碳已成為國際環保趨勢，因

此，中強光電自2010年起，積極參加政府

及驗證單位舉辦的產品碳足跡盤查說明會，

亦對零/組件之供應商展開產品碳足跡盤查

教育訓練，並展開產品碳足跡盤查。

2014年5月歐盟委員會招募廠商參與產

品環境足跡評估，探討從原料採集到廢棄及

回收利用，產品及企業活動對環境產生的影

響，計畫試驗為期三年，後續歐盟將制定

「環境足跡」規則。 

為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中強光電預計

參與經濟部推動環境足跡盤查示範廠評選，

並計畫從2015年6月開始，因應國際未來趨

勢，使環境影響廣泛地實現「可視化」以提

升公司競爭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照護

1. 員工概況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中強光電在

台灣地區員工總數(含正式及非典型員工)為

2,642人，其中男性員工數為1,317人，女性

員工數為1,325人。

2. 薪酬與福利

中強光電將人才視為最重要的資產。公

司秉持與員工利潤共享的理念，提供員工有

競爭力的福利措施。

中強光電的員工福利體系則是建立在

營運利潤與全體共享(台灣地區全職員工適

用)、全方位員工照顧、多元化貼心之福利

設計三大架構之下，提供員工分紅、員工免

費團體保險、三節與生日禮券等各式福利措

施。

3. 照顧女性員工

中強光電為鼓勵員工生育，設置生育補

助：以員工及員工之配偶為補助對象，每胎

補助新台幣2,000元；若生多胞胎，每增加

一胎多補助新台幣1,000元。另外，中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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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亦設有育嬰留職停薪、家庭照顧假、產

假、陪產假及哺集乳室。

4. 退休計畫

中強光電遵照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

新制規定，每月按時提撥員工退休金，公司

提撥率為6%, 員工自行提撥率為0~6%。對

於工作表現優異的資深員工申請退休之後， 
公司邀請員工擔任顧問，將豐富的經驗傳授

給其他員工，不僅為公司提供專業顧問服

務，且提供退休員工繼續貢獻所長的發展舞

台。

溝通管道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與員工的溝通與互

動，我們依據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

「工作規則」，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2014年在台灣區合計

有八次例行性之勞資協商。此外，亦建置及

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宣導公司政策、制

度、福利措施及各項活動，同時讓員工意見

得以充分表達，並由相關單位負責彙整，適

時給予員工回應並提供支援辦法。

中強光電除定期(每周或每年)進行員工

滿意度調查外，對於專案或特定活動(含教

育訓練課程)與議題(如家庭日、運動會…)

等，均有實施員工滿意度調查，同時，針對

員工意見或建議進行檢討、改進及追蹤，除

提高員工參與度外，更希望能讓同仁感受公

司對員工的照護，以及營造幸福有感的工作

環境之決心！

教育訓練

中強光電秉持「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

產」的理念，以多樣化管道與平台，滋養員

工學習成長所需的養分，不僅強化本職學能

的培訓，更著重於共同價值觀與態度之培

養，並積極強化員工之國際視野。

此外，我們更透過體驗學習法，讓員工

深刻體驗責任/創新/卓越/開創「R.I.S.E.」
之企業文化；員工可依個人職涯意願與學習

藍圖，參與系統化的培訓課程，成為管理職

系或專業職系達人；集團的全球策略布局、

區域輪調及外語研習，讓員工在國際舞台上

能成就夢想。

中強光電2014年共舉辦283班次的訓練

課程，參與總人數達6,052人，總受訓時數

為18,949小時，訓練課程費用共計約新台幣

781.9萬元。

健康照護

中強光電長期致力於營造健康職場環

境，規劃及建置多元豐富樂活體系，舉辦健

康管理及健康促進活動，及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讓員工取得工作及生活中的平衡，打造

健康幸福的職場。

安全工作環境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職場的安全與衛生，

期望員工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同

時也能擁有健康的身心。因此，我們致力於

消除任何導致災害、汙染與個人傷害、不健

康的危險因子，以提供大家一個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我們設有員工福利委員會，每年定期舉

辦多項親子同樂活動，包括「家庭日」、「運

動會」及「親子劇團」、「球類比賽」等活

動，並邀請員工攜眷參加，讓員工工作之餘

得以舒緩壓力，並促進夫妻、親子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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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各廠區皆設有員工餐廳，建置

舒適的用餐環境，提供季節餐點、特色小吃

等，並嚴選新鮮、有機食材烹調，滿足員工

餐飲需求。各廠區並設有便利商店、咖啡

吧、閱覽室及保險駐廠服務，提供員工生活

上的便利服務。

此外，為了讓員工吃的健康、安心，維

護餐飲衛生，我們要求供饍人員於受僱前提

供半個月內之體檢報告予醫務室審核，審核

合格後才能從事供饍業務，每年並定期接受

檢查。

在法定與急性流行性傳染病防疫作業方

面，我們會依疾病管制局發布之訊息與公司

內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決議，適時啟動緊

急防疫機制，提供相關防疫資，並進行個案

追蹤管理，且每年舉辦流感疫苗注射，以降

低流行性感冒在職場間傳播。

安全工作環境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職場的安全與衛生，

期望員工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同

時也能擁有健康的身心。因此，我們致力於

消除任何導致災害、汙染與個人傷害、不健

康的危險因子，以提供大家一個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1.環境安全衛生組織－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中強光電各廠區均設有「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負責職安衛事務之審議與推動各

項年度目標。

2.國際環安衛管理系統

中強光電台灣各廠區均有通過 I S 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及
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以

「落實風險管理，預防災害與不健康發生，

增進員工安全衛生意識，營造安全舒適的工

作環境；預防汙染發生，進行廢棄物之減量

與回收，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致力成為綠色

企業」為目標，承諾持續改善環安衛管理績

效。

此外，為有效評估管理系統之執行成

果，我們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內部稽核和外部

稽核，並依據稽核結果修正管理方式和執行

策略，進而達到持續改善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績效的目標。

在量化各廠區環安衛績效部份，我們訂

定了12項績效指標，並依據評核結果，要

求各相關部門提出矯正與預防作法，確保所

有運營活動均能達到「零汙染、零災害、零

事故」之目標。

2014 年健康職場機制
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專案管理 其他

‧ 「防癌未然,俊男美女都該打⋯」：子宮頸防癌疫苗/子宮頸抹片/
乳房檢查/婦科超音波檢查

‧�「愛肝強強滾」：腹部超音波、肝炎及大腸癌篩檢
‧�「攝護最前腺」：攝護腺超音波 PSA(攝護腺特 異抗原)篩檢活動
‧�「躍動人生，樂活久久」：體適能檢測
‧�「寵"eye"百分百,"視"界更精彩！」
‧�「挽救生命只需３步驟，學會傻瓜電擊器，你能 多寫一齣喜劇」
‧�「迎夏鏟肉大作戰」：健康減重活動
‧�「愛兒"藥"健康」：健康講座

‧�一般員工 健康檢查
‧�特殊作業 健康檢查
‧�高階主管 健康檢查

‧�捐血活動
‧�流感疫苗 注射
‧�醫療顧問 駐廠服務
‧�職業病專科醫師臨 
廠健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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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環境安全評估與監測

我們依據ISO 14001、OHSAS 18001
國際標準和TOSHMS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之要求，分析所有作業活動，考量員

工工作環境可能產生之環境安全衛生風險發

生頻率和嚴重度，計算出環境安全衛生風險

等級，屬重大環境考量面或不可接受風險，

將因應建立管理方案進行計畫性改善。而為

了保持資料之適切性，除了導入新設備、新

製程、使用新化學品或變更作業程序時，須

先進行環安衛風險審查外，並每三年全面進

行環安衛風險重新評估。

為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

露狀況，及早發現潛在危害因素，以保障員

工安全與健康；每年二次委由合格環測機構

進行現場作業環境監測，並依據作業環境監

測結果作為防護具之選用及員工健康檢查項

目修定時之參考，同時並將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公告於公司內部網頁環安衛專區。

4.環安衛培訓與宣導

為有效降低作業意外事故與人員傷害發

生，新進員工使用公司e化系統進行教育訓

練，在職員工則依作業內容定期進行教育訓

練，承攬商進廠施工或其他活動等皆須參與

環安衛訓練課程。2014年台灣廠區人員與

承攬商教育訓練總時數約7,000小時。

5.職業災害管理

「零災害」是中強光電在職業災害預防

努力的目標，為減少傷害及意外事故之發

生，建置意外事故通報及調查機制，每月統

計意外事故發生件數並分析異常原因與擬定

矯正預防對策，並透過持續追蹤以確保改善

完成。以南科廠為例，2013年發生職災件

數高於其他廠區，2014年開始由高階主管

執行每周工作場所安全巡檢，巡檢缺失改

善率達95%以上，讓南科廠總和傷害指數由

0.12降至0.009。

2014年度台灣區員工受傷失能件數合

計六件，公傷日數合計20日，無任何因工

死亡案例；失能類型中以衝撞居多，其次為

切割傷。公司持續檢討職場安全，提升同仁

危害認知的能力，讓每位同仁快快樂樂地上

班、平平安安地回家。

6.承攬商管理

除了員工，中強光電亦與廣大承攬商夥

伴合作，致力創造產業發展。而為了確保合

作夥伴的健康安全，我們訂有明確的承攬商

環安衛管理原則，具體落實中強光電對健康

安全的承諾。

社會關懷

中強光電於2010年底成立財團法人中

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致力於理想光環境

及生活光美學的推廣，以光影為媒介，點亮

在地人文地景，展現台灣文化的珍貴價值。

此外，中強光電每年皆會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並協助員工成立相關志工性社團，鼓勵

員工自發提案。

與2013年相比，我們在社會參與各方

面皆有顯著的進步，足以證明中強光電持續

投入公益領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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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One Family  幸福四重奏
活動

類別

公益 One Family
─Charity

運動 One Family
─Outdoors

旅遊 One Family
─Recreation

藝文娛樂 One Family
─Entertainment

活動

主題

‧ 二手書義賣
‧ 「童心鞋力」愛 心募款
‧  「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
捐贈愛心米

‧ 視障按摩
‧ 希望農場計畫
‧ 員工自主性公益 活動

‧ 集團運動會
‧ 壘球錦標賽

‧ 黃金週旅遊
‧ 員工旅遊

‧ 劇團包場
‧ 台南風神廟旅人市 集&巡禮
‧ 攝影比賽及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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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One Family－Charity案例：「童心鞋
力」愛心捐款活動

中強光電本著回饋在地以及協助弱勢偏

鄉學童的精神，於2013年底結合世界和平

會發起「集小善助偏鄉」，匯集員工與親友

的愛心，獲得熱烈響應，不到一個月就募得

17萬餘元。

2014年「愛心球鞋送至偏鄉」活動，幫

助苗栗林森小學、永興小學及武榮國小約

150位學童，讓偏鄉學童能擁有「小確幸」，

一圓小朋友穿新鞋的夢想，也藉由送新鞋的

良好寓意，陪伴小朋友走穩未來的路。

運動One Family－Outdoors案例：壘球錦標賽
壘球賽是中強光電傳統活動，不管是初

賽或是決賽都讓人熱血不已。除了鼓勵員工

全家大小到球場加油同樂外，初賽還特別邀

請職棒啦啦隊到場炒熱氣氛，決賽更是高規

格邀請全國知名職棒主播徐展元前來轉播賽

事。徐展元在決賽當天播報結束後，也在個

人粉絲團分享這難得的經歷，且許多員工紛

紛表示，除了深切感受到公司對活動承辦的

用心及重視，亦讓熱愛棒壘球運動的員工有

個難以忘懷的回憶。

旅遊One Family－Recreation案例：黃金周旅遊
中強光電大多數員工平時忙於工作，與

同事、家人彼此間難得有共同時間，藉由九

天的黃金周假期，可以達到連絡感情、放鬆

心情的效果，除了增加同事彼此情誼，更提

高了眷屬對公司的認同。

福委會與知名旅行社業者合作，提供台

灣、沖繩、大阪、北疆等國內外熱門旅遊路

線，員工及眷屬可自由選擇參加，出團期間

與各團導遊建立LINE安全通報群組，即時

掌握行程動態，黃金週後問卷調查也顯示，

有90%的員工對福委會的表現表示肯定，總

參與人次超過1,550人。

藝文娛樂One Family－Entertainment案例：
台南風神廟旅人市集&巡禮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於2014年8月
開始，每隔兩個月，舉辦熱鬧非凡「台南風

神廟旅人市集」，邀請員工及眷屬參與。活

動內容包括：名人廟埕開講、旅行音樂表

演，以及旅遊達人分享，除集結在地文創能

量與人文特色，更顛覆以往廟會活動模式，

讓參與者更深度體驗在地文化的溫度。

2. 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

光，不僅是照明，象徵一種人文內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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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更代表了一個城市的高度、文化的質

量。因此，中強光電以建構「光與文化藝術

平台」的理念，於2010年12月成立「財團

法人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結合各領

域專業翹楚，長期持續從不同的面向進行光

影文化的推廣，以延續企業在光影領域的專

業及對光的熱情，投注於理想光環境及生

活光美學的推廣，拉近光與人、生活、自

然的連結。除舉辦光與影的工作營及美學

講座，探究光的人文內涵與深度，也持續

執行一系列的「感光城市計畫」，點亮在

地歷史特色，找回台灣文化的珍貴價值。

2014年度，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活動

參與人數總計16,110人，投入經費達新台幣

10,966,738元。

感光城市計畫案例：感光台南

繼2013年點亮光之廟宇－風神廟及接

官亭之後，2014年持續深耕台南，以廟埕

作為推廣基地，把人潮帶回廟埕、重新認識

五條港的歷史，看見風神廟與接官亭的珍貴

之處，並逐步建立永續經營的機制，將年輕

人帶回風神廟，重新認識古蹟，讓廟埕不僅

是信仰中心，更是富含生活美好記憶的新空

間，發揮「光之廟宇」的文化影響力。

基金會重新為風神廟找出和新世代連結

的新解，定位為旅行者的守護神，讓喜愛旅

遊的年輕世代親近風神爺。以「旅行」為主

題，運用風神廟廟埕於8/23、10/18、12/13
舉辦旅人市集，透過邀請旅行相關名人來廟

口說書、以及與旅行相關的音樂和舞蹈表

演，號召年輕人從自身文化出發，以創意商

品及深度導覽來為古蹟創造新價值。三場市

集總計超過4,000人參加，深受年輕世代的

支持與認同。

同時，基金會透過導覽培訓計畫，吸引

更多民眾探訪古廟老街、品味老房子，找到

重新欣賞城市的角度，也讓居民對於生長的

土地有更深刻認識，孕育在地解說人才資料

庫，將人文關懷、文化傳承的理念，藉由光

環境運動擴散到全台，讓府城悠久歷史文化

推廣至國際。

(資料來源：2014中強光電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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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電「童心鞋力」 種下關愛種子

中強光電(5371)本著回饋在地以及協

助弱勢偏鄉學童的精神，於2013年底與世

界和平會一同發起「童心鞋力」贈送愛心球

鞋至偏鄉的公益活動，迄今已成功為300位
偏鄉學童每人募得一雙舒適合腳的新鞋，希

望這些充滿祝福的愛心球鞋能帶領孩子走向

更好的未來。

發動募款 讓弱勢兒穿新鞋

2013年底匯集員工與親友的愛心，

獲得熱烈響應，不到一個月就募得17萬餘

元，並於2014年過年前，幫助苗栗林森小

學、永興小學及武榮國小約150位偏鄉學童

完成過年穿新鞋的夢想，也藉由送新鞋的良

好寓意，陪伴小朋友走穩未來的路。

苗栗縣苑裡鎮林森國小校長曾煥淦表

示，偏鄉弱勢兒童及家庭在物質方面較欠

缺，來自社會的愛心對偏鄉學童來說更別具

意義，中強光電在事業經營有成之餘，號召

同仁一起善盡企業公民責任，令他相當感

佩。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小學表示，該校學生

組成三分之一是賽夏族，三分之一是新住民

的小孩，平常獲得的社會資源不多，中強光

電同仁的愛心，讓孩子們能穿上新鞋過年，

幫助學童圓夢。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校長張傳源表

示，鼓勵偏鄉孩子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讓偏

鄉孩子有成功的經驗，讓他們有自信、相信

自己做的事是有用的。過去因為有社會各界

愛心單位的協助，讓全校37名學童能擁有

自己編輯專屬的個人書，以及利用拍攝微電

影方式讓孩子們認識故鄉，孩子自己當導

演、拿攝影機，讓他們有成就感。

2015年兒童節，為了給偏鄉孩童一個

不一樣的兒童節，中強光電再度發起「童心

鞋力」募款活動，一個月內就募集到11萬
元的購鞋善款，並贈與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

小、西湖鄉僑文國小，以及通霄鎮楓樹國小

共135位學童每人一雙合腳舒適的運動鞋，

讓孩子們擁有一份不一樣的兒童節禮物，一

個夢想成真的兒童節。

聚集愛心 放送兒童節禮物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小校長王淑美表

示，中強光電同仁們每年所聚集的愛心，讓

孩子們體驗一個不一樣的童年，除了獲得禮

物的雀躍心情之外，孩子們學習到他們對工

作的盡心、對服務人群的熱情，更學會把

「愛」傳出去的精神。

王淑美也說，中強光電總經理陳士元親

自帶來企業的風範與愛心，為海寶國小的學

童們豎立最佳的學習楷模與典範，這對孩子

們來說是兒童節最有意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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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鞋，萬份情，點點的感恩串起了武

榮國小與中強光電永不滅的情誼。中強光電

繼2014年與世界和平會合作推動「童心鞋

力」關懷偏鄉學童公益活動，將愛心球鞋傳

遞到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後，秉持著「永

續關懷，愛不停歇」的理念，再次誠摯邀請

苗栗縣大湖鄉武榮國小全體師生於2015年
5月13日前來參訪，並於會後致贈兼具美觀

與實用性背包予每位學童。

捐贈白米 溫暖在地弱勢家庭

中強光電(5371)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地關懷的理念，

自2012年發起「粒粒苑裡米，點點感恩情」

捐贈來自苗栗大安溪小農自產自銷的心苑米

之公益活動，迄今四年來已陸續捐贈近16噸
的在地有機白米予在地弱勢及社福團體，希

望透過各種不同型態的公益活動來回饋社

會，讓愛不只傳得久，還傳得遠又廣。

2012年端午節前夕，捐贈近1,000公斤

有機白米予苗栗家扶中心及苗栗聖方濟育幼

院，溫暖在地弱勢團體。代表受贈的苗栗家

扶中心主任湯鳳琴表示，很感謝中強光電的

善行義舉，讓弱勢及單親家庭有機會品嚐有

機白米。

2014年的中秋節前夕，中強光電再度

贈送近5,800公斤的在地有機米予華山基金

會、世界和平會、聖方濟育幼院及歡喜助學

社會關懷協會等苗栗社福團體，以最實用的

糧食溫暖在地弱勢獨居長者、家庭及育幼院

小朋友，展現中強光電持續關懷在地弱勢的

愛心和熱情，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世界和平會督導羅文良指出，每位孩子

的成長過程並非相同，陪伴及激勵這些弱勢

孩童正向面對人生、健康成長，讓孩子們感

受社會的關心與愛，及對未來保有希望，中

光電持續的付出，正是一股激勵他們向上的

力量；有些家庭因為父母身體狀況不佳，以

致無法有固定收入維持家計，對於平常需仰

賴學校的營養午餐作為晚餐的貧童而言，愛

心米可以讓他們自己煮一頓飯，是多麼溫暖

的事情。

繼2014年的「中秋捐米，扶持弱勢」

之公益活動後，2015年中強光電大方加

碼，將更多的苑裡米捐贈給更多需要幫助的

弱勢團體們。此次一共送出約9,000公斤的

苑裡米，獲贈之弱勢團體逐漸增加，包含：

華山基金會、世界和平會、聖方濟育幼院、

長安老人養護中心、寧園安養院、苗栗縣身

心障礙燭光技能發展協會及竹北天后宮。中

強光電以最實用的糧食溫暖弱勢獨居長者、

家庭、殘障人士及育幼院小朋友，讓愛心擴

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長安老人養護中心及寧園安養院表示，

將會善用中強光電贈予之苑裡有機米，照顧

中心及社區之長者，使這群老朋友們不僅能

吃的健康，也都能享受到粒粒苑裡米中的點

點愛心。

力挺在地小農 送米傳播愛心

中強光電除持續積極地推動及參與各種

公益活動外，中強光電表示，為了實踐「種

下關愛的種子，就從屬於我們的這塊土地開

始」的理念，力挺在地小農，嚴選苗栗苑裡

米傳播愛心，由在地弱勢團體開始不斷向外

擴大，希望透過各種不同形態的公益活動來

回饋社會，並努力將這股善流推動至更多需

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中，讓他們感受到源源不

絕的愛與溫暖。 （曾宛琳）

D32-中強光電.indd   18 2015/11/6   下午 06:5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