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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輯原則 

前言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 5356 ，以下簡稱協益)自 2010 

年起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逐年揭露公司治理、環境、勞工實踐與

合作等面向的永續策略與執行績效資訊，主要在讓社會大眾及所有關注

協益的利害關係人，了解協益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努力成果與堅持。

每年所發行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皆可於協益官方網站 

http://www.sirtec.com.tw中下載 。 

 

報告書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遵循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之規範，並參照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報 告 書 標 準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Version 4.0，以下簡稱 GRI G4) 

所列之指導方針及架構撰寫。 

 

報告書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揭露期間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內容

範圍為協益電子在台灣之營運單位；所使用財務數據引用經會計師簽證

之公開財務報告，其他相關資料及數據為公司自行統計、分析，並依管

理層級逐層審閱、核定。 

http://www.sirt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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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時間 

發行年度 出版時間 撰寫原則 

2014年 2015年 4月 GRI G3 

2015年 2016年 6 月 GRI G4 

2016年 2017年 6月 
GRI G4及遵循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之規範 

2017年 2018年 6月 
GRI G4及遵循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之規範 

 

聯絡方式 

如果您對於《2017 年協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有任何指教，歡

迎您將寶貴的意見訊息傳達給我們。 

 

聯絡人：企業社會責任專案小組林金樟先生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9號3樓 

電話： (02)7725-5356  

Email： sws@sirtec.com.tw 

 

mailto:sws@sirt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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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我們深信「研究開發、技術創新、以人為本、以客為尊、誠信篤實、

創造雙贏、達到和諧共榮 」的經營理念是公司永續經營的目標，而追

求品質、創新與服務是公司管理的宗旨。由於今年度部分主要客戶之股

東結構及經營策略更替，公司營運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期望透過合資

合作、多元化之投資發展、客戶新產品的開發及積極爭取高附加價值之

訂單，以延緩營運及獲利衰退之狀況。 

 

    本公司之生產優勢係模具的設計及開發能力，可提升新產品的開發

時程及客戶之滿意度，另借由參與、分攤客戶之R&D工作，在整體經營

上期許可跳脫純代工之模式，轉化為ODM之合作型態，並創造客戶端之

需求及相互之依存度，並進而提升產品之附加價值。 

 

協益堅持穩健的經營策略，在資訊透明、資訊揭露、公司治理、平

等對待投資人等面向持續努力，並以國際標準維護公司在投資價值及企

業經營上的地位和聲譽。我們重視企業的成長與創新，提供優於同業的

股東權益報酬，近十年每年均發放現金股利，以平衡穩健的財務控管與

結構，為長期投資人提供適當且穩定的投資報酬。 

 

展望未來，協益除依法規及主管機關要求外，並積極強化公司治理，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除給予員工優惠的各項福利與保障，亦期望能為投

資人帶來更多效益，並創造更大的利益。 

 

 

                                                 董事長   王自軍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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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社會責任之描述 

發展永續環境 

協益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利用效率，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

物料，除進行高效率設施之更新，對於使用之原物料，亦以符合環保要

求為主。目前已取得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

理系統、TS 16949汽車產品品質管理系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14064-1溫室氣體查核管理系統、SONY 

Green Partner ™綠色夥伴認證、TS16949全球汽車產業品質管理系統及

IATF16949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 

 

維護社會公益 

一、協益電子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及尊重國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保

障員工之合法權益，另工作規則係參考「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勞工退休金條例」、「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有關法令訂定，

並經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政府核准通過，足以確保員工之合法

權益。 

二、訂有申訴辦法，員工得透過申訴專用信箱：honesty@sirtec.com.tw

申訴，信件會分別轉寄給總管理處主管、人事主管及稽核室主管，

接獲申訴後，本公司除盡力保密及保護陳報者之身份外，亦儘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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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之申訴予以妥適之處理與回應。 

三、本公司恪遵國家法令、致力於減少環境污染、降低工安事故、強化

保安措施，在工廠管理及製程上，落實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1溫室氣體管理系統、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系統及

反恐管制，並採取適當的運作與培訓，定期對新進及在職員工實施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已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規範在商業往來之前，宜評估供

應商是否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避免與公司社會責任政策牴觸

者進行交易。並於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中明訂，與主要供應商簽

訂契約時，內容宜包含應遵守我方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如違反且對

環境、社會造成顯著影響時，我方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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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概況 

一、公司簡介 

協益電子成立於 1968年，是專門從事產品設計、電子設計、

模具設計、模具製造、塑膠射出成型、產品製造、加工、電子及

產品組裝等一貫化作業的國際專業製造廠。 

協益集團生產中心擴及臺灣桃園觀音廠、大陸廣東東莞之協

隆廠、協勝廠、東莞協益光電廠。我們除擁有 50 年的專業製造

優勢與技術，更秉持著技術創新與不斷研究開發，以最有效率的

製造流程，來生產優質的產品，提供 ARRIS、ZEBRA、LEXMARK、

ALPINE 、ALPS、GE、PSS、MOPHIE等國際知名大廠高品質產品技

術與服務。 

 

                        

公司全名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創立日期            1968 年 7月 

資本額              新台幣 1,288,000,000 元 

台灣從業員工人數  451人(2017/12)  

服務內容 A.電子及光電產品  

1. Set Top Box(視訊轉換器)面板、基板之製造與銷售。 

2. 手持行動裝置產品驅動面板之製造及銷售。 

3. 液晶電視測試組裝。 

4. 電子通訊及網路產品之生產組裝。 

5. 印表機控制晶片製造與銷售。 

6. 專業美容器材生產組裝。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1&Itemid=94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2&Itemid=95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2&Itemid=95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9&Itemid=112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9&Itemi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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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塑膠製品 

1. 電子相關塑膠製品之生產及銷售。 

2. 雷射印表機碳粉匣生產及組裝。 

3. 汽車音響/空調面板塑膠品之生產及銷售。 

4. 汽車喇叭塑膠品之生產及銷售。 

5. 數位電視盒外殼之生產及銷售。 

6. 一般醫療血壓計、耳溫槍與專業醫療離心機塑膠生產及銷售。 

7. Apple & Samsung 手機行動電源、保護殼、無限充電器塑膠

生產銷售。 

股票代碼       5356 

 

二、廠區概況 

 
  

 

台北總公司 (2014年) 

地理位置：台北市中正區  

佔地面積：1,684㎡ 

後勤支援及生產事業處 

 

觀音廠(1991年) 

地理位置：桃園市觀音區 

佔地面積：14,784㎡ 

電子產品加工組裝測試… 

塑膠製品開模成型印刷… 

 

東莞協隆廠(1998年) 

東莞協勝廠(2004年) 

東莞協益光電(2014年) 

 

地理位置：廣東省塘廈鎮 

佔地面積：34,750㎡(協隆廠) 

           9,321㎡(協勝廠) 

           3,300㎡(協益光電) 

塑膠製品開模成型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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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 
 

    (一)組織結構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稽核室 

(1)檢查及覆核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2)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稽核作業執行及報告。 

(3)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之追蹤及報告。 

(4)覆核本公司各單位及各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報告。 

總經理室 

(1)企業經營環境分析與對應策略研擬。 

(2)協助總經理擬訂企劃與策略。 

(3)中長期經營暨年度發展計劃之彙總與調整。 

(4)積極開發國內外 IPC 市場，少量多樣化。 

(5)針對市場趨向，推動公司未來產品的銷售業務。 

(6)積極切入大陸內需市場，尋求合作商機。 

(7)基於塑膠、電子整合之優勢，發展多元化經營方向。 

總管理處 (1)公司共同性規章制度之擬訂、推動與檢核。 

(2)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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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務相關事項之規劃與執行。 

(4)股務、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等相關

事項之辦理。 

(5)電腦化規劃與建立相關事項。 

會計室 

(1)會計相關事項之規劃與執行。 

(2)各項稅務之規劃與申報。 

(3)財務報表及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分析。 

電子事業處 

(1)Set Top Box（視訊轉換器）面板、基本之製造與銷售。 

(2)觸控面板驅動卡之組裝生產。 

(3)液晶電視之組裝生產。 

(4)電子通訊及網路產品之生產組裝。 

(5)汽車電子零件之生產組裝。 

(6)電子相關塑膠製品之生產及銷售。 

(7)其他塑膠製品之開模、生產、加工組裝及銷售。 

塑膠事業處 

塑膠成型品及消費電子相關成品之工程開發、鋼模設計製造、材料

搜尋採購、部品及成品製造組裝、品保作業，及銷售業務之規劃執

行。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公司治理為企業永續經

營之本，協益電子致力落實

公司治理及資訊揭露，提升

管理績效的透明度，並依據

國內外之法規，持續推動並

監督組織活動，以健全組織

發展，保障利害關係人之利

益。 

 

 

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

106 年公司治理評鑑，評鑑結

果為前 21%至 35%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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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益電子依據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以及其他相關法令，並參

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建置公司治理架構，以保障股東

權益、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強化與監督董事會職能，並制定誠信經

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期望能透過有效的公司

治理運作，來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提昇公司經營績效。本公司於

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 106年公司治理評鑑，評鑑結果為

前 21%至 35%之公司，亦足以展現本公司對於公司治理之努力及

實施成效。 

 

(一)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皆為具備豐富專業素養與完整學經歷之

專業人士。一○六年度董事會議共召開9次，依據本公司董事會

議事規範，討論及議決公司重大事項。本公司董事皆高度自律，

於利益衝突議題之討論及表決時均予迴避，且不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其表決權。               

 

1、董事會成員資料 

職稱 姓名 簡歷 

董事長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王自軍 
新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董事 
統盛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楊民賢 
新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董事長 

董事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公司 

前任代表人：楊宗憲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公司 

現任代表人：李泰宏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更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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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代表人 

董事 

黃詠倫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由法人董事代表人身份更換為

自然人董事身份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吳慕恒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領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張建祥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黃詠倫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黃瑞祥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飛達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蔣仁欽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經理 

獨立董事 
謝邦昌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 

獨立董事 
董俊毅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能率管理顧問(股)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許介立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康舒科技(股)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2、董事會運作情形 

一○六年度董事會開會 9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106.01.01~106.12.31) 

職稱 姓名 
實際 

出席次數 
委託 

出席次數 
實際 
出席率 

備註 

董事長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王自軍 

9 0 100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董事 
統盛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楊民賢 

5 0 100 
新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董事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公司 
前任代表人：楊宗憲 

4 0 100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更換代

表人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公司 
現任代表人：李泰宏 

5 0 100 

董事 黃詠倫 5 0 100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由法人董事代表人身份更換為

自然人董事身份 

董事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吳慕恒 

4 0 100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董事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張建祥 

4 0 100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黃詠倫 

4 0 100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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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黃瑞祥 

4 0 100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董事 
美亞鋼管廠(股)公司 
代表人：蔣仁欽 

4 0 100 
舊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獨立董事 謝邦昌 9 0 100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獨立董事 董俊毅 5 4 55.56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獨立董事 許介立 7 2 77.78 
連任 

106 年 6 月 13 日改選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 3人，定期檢討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合理性。一○六年度共召開薪資報酬委員會議

4 次，會中依據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並參酌公司營

運績效與同業通常水準評估訂定董事之報酬；及依據經營團隊之

營運績效與目標達成狀況，並參酌經理人職位的職責範圍及對公

司營運目標之貢獻度評估訂定經理人報酬。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職稱 姓名 簡歷 

召集人 謝邦昌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委員 董俊毅 能率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委員 許介立 康舒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106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4 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

下： 

(106.01.01~106.12.31)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數(Ｂ) 

委託出席 次數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召集人 謝邦昌 4 0 100 

委員 董俊毅 2 2 50 

委員 許介立 2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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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及股東會決議，設置審計委員會，並訂

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建立更健全的決策及執行組織，

持續提高公司經營效率並以實際行動落實公司治理。協益電子審

計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中得請本公司相關部門經理人員、

內部稽核人員、會計師、法律顧問或其他人員列席並提供相關必

要之資訊，以利審計委員確保公司治理及資訊透明等方面的可信

度。 

1、審計委員會委員成員資料 

職稱 姓名 簡歷 

獨立董事 謝邦昌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獨立董事 董俊毅 能率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 許介立 康舒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2、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六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5 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106.01.01~106.12.31)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數

(Ｂ) 
委託出席次數 

實際出席率(%) 
(Ｂ/Ａ) 

獨立董事 謝邦昌 5 0 100 

獨立董事 董俊毅 4 1 80 

獨立董事 許介立 4 1 80 

 

(四)誠信經營 

本公司秉持著誠信、樸實的基本態度，同時也要求員工瞭解

及遵循公司制定的「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誠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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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是每位協益員工於執行業務時應做到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

為確保公司落實正派經營及員工行為正當，本公司另外訂有「道

德行為準則」於公司內部網站公開揭示。 

 

針對以下議題，本公司已擬訂行為指南，要求員工謹慎遵守 

1.禁止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2.禁止疏通費 

3.政治獻金之處理 

4.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 

5.利益迴避處理 

6.保密機制 

7.禁止洩露商業機密 

8.禁止內線交易 

9.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五、勞資關係 

(一)從業員工資訊 

本年度公司勞資雙方無談判、協議事項。尊重員工為本公司

經營核心理念之一，因此公司致力於提供安全合理的工作環境、

合適的教育訓練及職涯規劃輔導。公司依法成立勞資會議，並鼓

勵員工成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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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6年 12月 31日，協益在台灣員工人數為 451 人，員

工資訊分析為下： 

 

年          度 106年度 

員 

工 

人 

數 

職員 201 

技術員 11 

作業員 239 

合計 451 

性 

別 

男性 181 

女性 270 

平 均 年 歲 36.1 

平均服務年資 6.8 

學歷 

分佈 

比率 

博士    0% 

碩士  2.9% 

大專 29.7% 

高中 23.7% 

高中以下 43.7% 

 

(二)員工福利措施主要項目： 

1、福利活動： 

本公司為慰勞員工的辛勞，於每年農曆年前為全體員工辦理

聚餐晚會，並提供現金及獎品供員工摸彩，每年春節並配合經營

績效發放年終獎金與績效獎金。且公司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專

門辦理員工福利事項如下： 

1.提供員工生育及結婚禮金、住院慰問金及奠儀金等各項補助款。 

2.每位員工於生日當月，皆獲得公司贈與之生日禮券。 

3.辦理年度旅遊，並提供員工旅遊補助。 

4.為慰勞員工辛勞，公司於每年勞動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均贈送禮品或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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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保健計畫： 

每年提供全體員工免費健康檢查，以確保員工身心健康；對

於從事特殊作業之人員，依法增加職業病預防檢驗項目。 

3、進修及教育訓練 

人才是公司永續經營最重要的

基石，因此協益非常注重培養優秀人

才，並提供其成長與發揮的舞台，除

可以成就員工個人的志業，也可以使

協益持續成長。公司於 2012 年導入

訓練品質系統(TTQS)，期間經過不斷

精進，於 2015~2017年榮獲行政院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肯定，獲頒「人才

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企業機構版 銅

牌」。 

 

本公司 2017 年教育訓練總時數超過 3,114 個小時，訓練經

費為 978,430元，內外訓開課數達上百堂。我們深知人力資源品

質並非一蹴而就，故我們提供同仁完整學習計畫、重視同仁職涯

發展，我們開辦多元課程，讓同仁上班時間也能進行進修，由管

理部統籌辦理課程規劃，對於同仁外部訓練費用給與補助，以公

假外出上課，且明訂鼓勵同仁考取證照、技能獎金之獎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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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險： 

全體員工享勞、健保，另針對特定職員分別投保額度壹佰萬

至壹仟萬不等之團體保險。出差至海外員工均享有壹仟萬旅行平

安險保障。 

5、退休制度： 

為保障員工之退休生活，每月均依員工薪資級距提撥退休金

至台灣銀行信託部或勞保局員工個人專戶。此外本公司於2011

年訂定「員工優惠退休辦法」，並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准在案，

只要員工工作滿20年且未滿55歲，具有舊制年資者，即可提出退

休申請。 

 

6、員工酬勞： 

本公司章程載明，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於預先保留彌補累積

虧損之數額後，應提撥5‰為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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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資情形 

(一)股本來源： 

 

股份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註)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 

普通股 
128,800,000 111,200,000 240,000,000 為上櫃公司股票 

 

(二)股東結構 
截至 107年 04月 13日 

（股東常會停止過戶起始日） 

結構 

數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合      計 

人數 － 3 185 32,366 99 32,653 
持有股數 － 10,763,241 22,261,030 84,717,068 11,058,661 128,800,000 
持股比例 － 8.36% 17.28% 65.77 % 8.59% 100.00% 

 

(三)、股權分散情形 
資料日期：107年 4月 13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數 持有股數 持股比率 

1至     999 18,411 579,131 0.45% 

1,000至    5,000 10,873 23,491,481 18.23% 

5,001至   10,000 1,783 14,572,072 11.31% 

10,001至   15,000 521 6,738,302 5.23% 

15,001至   20,000 367 6,897,351 5.36% 

20,001至   30,000 279 7,175,005 5.57% 

30,001至   50,000 209 8,568,753 6.65% 

50,001至  100,000 121 8,661,921 6.73% 

100,001至  200,000 50 7,299,864 5.67% 

200,001至  400,000 19 5,150,100 4.00% 

400,001至  600,000 6 2,809,020 2.18% 

600,001至  800,000 1 660,000 0.51% 

800,001至1,000,000 2 1,826,000 1.42% 

1,000,001以上 11 34,371,000 26.69% 

合計 32,653 128,8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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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股東名單： 

截至 107年 04月 13日 
      （股東常會停止過戶起始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數 持股比例 

台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761,000 8.35%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6,140,000 4.77%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027,000  3.13% 

勇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354,000  2.60% 

領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486,000  1.93% 

統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564,000  1.21% 

領航家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456,000  1.13% 

李建成                                                                                                                           1,335,000  1.04% 

程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0  0.86% 

花旗託管ＤＦＡ新興市場核心證券投資專戶                                                                           1,074,000  0.83% 

 

 

(五)公司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終決算如有盈餘，於完納一切稅捐及彌補虧損後，

應先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配合公司目前及未來業務發展擴充、

資本預算及資金需求等因素，以不低於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百

分之五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其中現金

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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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1、業務範圍： 

A、電子及光電產品   

(1) Set Top Box(視訊轉換器)面板、基板之製造與銷售。 

(2) 手持行動裝置產品驅動面板之製造及銷售。 

(3) 液晶電視測試組裝。 

(4) 電子通訊及網路產品之生產組裝。 

(5) 印表機控制晶片製造與銷售。 

(6) 專業美容器材生產組裝。 

 

B、塑膠製品 

 (1) 電子相關塑膠製品之生產及銷售。 

 (2) 雷射印表機碳粉匣生產及組裝。 

 (3) 汽車音響/空調面板塑膠品之生產及銷售。 

 (4) 汽車喇叭塑膠品之生產及銷售。 

 (5) 數位電視盒外殼之生產及銷售。 

 (6) 一般醫療血壓計、耳溫槍與專業醫療離心機塑膠生產及銷售。 

 (7) Apple & Samsung手機行動電源、保護殼、無限充電器塑膠生

產銷售。 

 

2、技術及研發概況： 

本公司具有模流分析系統，藉由模流分析軟體的運用，經過

電腦運算模擬出塑料在模具中的流動及充填情形，對於成型過程

中各項壓力、速度、溫度、時間及位置等，均可作精確的預測，

因此將可獲得最佳的成型件。 

 

(1)塑膠射出成型技術： 

MuCell(微細發泡注塑)特點是指在超臨界狀態氣液體混合

物經由注入塑膠的過程，將混合物注入模腔中，在模腔中由於

高壓氣體在低壓處膨脹，可達到重量減輕；同時氣體在模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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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壓處生成不同大小的氣核，讓壓力均衡，也改善了塑膠件

射出時，可能產生翹曲變形的問題。 

 

RHCM(高速高溫成型技術)是將模具型腔表面加熱到塑膠的

熱變形溫度，然後注入塑膠，注塑過程中，模具的溫度保持不

變，完畢後模具的溫度快速下降至取出產品，下一注射處理啟

動，模具表面迅速加熱。模具溫度升高和降低都很快。這樣的

工藝讓塑膠材質在射出時，除了可提高產品表面的光澤度之外，

更不會產生結合線的問題，相對於需要咬花的產品，RHCM比傳

統模具射出的完整度更高，而對於含有玻璃纖維之產品，表面

更不會有浮纖之情形出現。 

 

MES(製造執行系統) 能通過信息傳遞對從訂單下達到產品

完成的整個生產過程進行優化管理。當工廠發生實時事件時，

MES能對此及時做出反應、報告，並用當前的準確數據對它們

進行指導和處理。這種對狀態變化的迅速響應使 MES能夠減少

企業內部沒有附加值的活動，有效地指導工廠的生產運作過程，

從而使其既能提高工廠及時交貨能力，改善物料的流通性能，

又能提高生產回報率。MES還通過雙向的直接通訊在企業內部

和整個產品供應鏈中提供有關產品行為的關鍵任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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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短期發展計劃： 

目前公司生產之電子、雷射印表機碳粉匣、汽車音響面板

等產品，短期內希望提昇對客戶之服務，並就現有的業務擴大

訂單量，並積極地擴展新客戶的開發，藉以新客戶填滿廠區的

產能，使產能利用率提升，增加公司營收及獲利。 

 

(2)長期規劃目標、計劃： 

公司已取得ISO 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醫療器材品

質管理系統可改善企業內部流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並監督

供應鏈，證明醫材產品有效安全，符合各國法規要求)希望在原

有產品之外，藉由與國際大廠客戶合作充分發揮量產經濟規模，

爭取醫療器材產品更具利基的產品，更上一層樓。 

另方面業務開拓上強化與新創公司合作，伴隨客戶之需求

方向強化設計團隊之實力，提供優質之客製化服務、產品電子

設計研發、各類型機構整合、專業生產服務與供應鏈整合，藉

此與客戶建立密不可分之合作夥伴情誼。 

 

4、年度經營績效 

協益致力於推動強化經營體質，並提升技術層次及繼續降低

成本之各項專案，毛利率得以維持於本公司正常毛利區間，並透

過工廠改善計畫提升服務優勢維持利基。詳細之營運績效分析請

詳本公司 106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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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1、主要產品銷售市場分析： 

(1)主要產品 

A. 手持行動裝置產品驅動面板。 

B. Set Top Box(視訊轉換器)面板、基板。 

C. 通訊產品之生產製造，例如網通之零件。 

D. 車載產品之生產製造，例如行車紀錄器、GPS 衛星定位追蹤器。 

E. 塑膠製品(含雷射印表機碳粉匣、汽車音響/空調面板、汽車喇叭、  

    數位電視盒以及自動給皂器)。 

F. 液晶電視測試組裝。 

 

(2)銷售地區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地區別 

106年度 

銷售淨額 所佔比例 

台 灣 1,677,382 17.85% 

瑞 士 3,447,770 36.68% 

中 國 3,731,803 39.70% 

美 國 219,801 2.34% 

其 他 322,834 3.43% 

合 計 9,399,590 100.00% 

 

(3)生產量值表 
單位：仟台（套）/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106年度 

產能 產量 產值 

電腦周邊  97,355   96,873  6,292,908  

其他電子零組件  19,691   19,595   1,749,113  

塑膠製品  12,376   12,314   298,296  

合計 129,422 128,782 8,340,317 

註 1：產能係指公司經衡量必要停工、假日等因素後，利用現有生產設備，在正常運作下所能生產之數量。 

註 2：各產品之生產具有可替代性者，得合併計算產能，並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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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銷售量值表 
單位：仟台（套）／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106年度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電腦周邊 0 0  96,391  7,091,600  

其他電子零組件  2,769  1,676,437   16,727   294,672  

塑膠製品  8   945   12,245   335,936  

合計 2,777 1,677,382 125,363 7,72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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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保支出資訊 

(一)於一○六年度並無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 

(二)未來三年度預計之重大環保支出： 

本公司為電子週邊商品、衛星通訊器材及其他光電通訊及塑

膠產品之製造銷售專業廠商，其主要製造過程為塑膠射出成型及

電子零件之組裝、測試、包裝，其生產設備均符合相關環保法令

之規定；於未來三年度未預計有環保方面之重大資本支出；本公

司之盈餘、競爭地位亦不受環保相關事項之影響。 

    依法令規定設置廢棄物專責人員，其餘無應申請污染設施設

置許可證、污染排放許可證、應繳納防制費用及其他環保專責單

位人員之情事。本公司在生產製造過程中，並無廢水或廢氣產生，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亦無污染糾紛事件或經衛生主管

機關處以罰鍰之情事發生。 

本公司觀音廠因應歐盟環保指令（RoHS）進度為100％。 

 清查中 改善中 已完成 合計 

產 品 0  0  37 37 

零組件 0  0  767 767 

供應商 0  0  133 133 

(三)本公司為專業的代工廠，合作的供應商遍及全球，本公司訂

有相關程序來協助供應商不斷的提昇品質與生產力，促使供應商

本身與協益電子彼此共同利益產出高品質與令客戶滿意的產品，

以達協益電子品質政策、目標及環境政策之實踐與落實公司的經

營管理理念，且符合綠色產品或無鉛產品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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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認證記錄 

ISO 9001 品質系統 

ISO 14001 環境管理 

OHSAS 18001 安全衛生管理 

IECQ QC 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 

ISO 14064 溫室氣體管理 

ISO/TS 16949 汽車產業品質管理 

Asus GP 綠色產品管理 

Walmart ES 道德標準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S16949  全球汽車產業品質管理系統 

IATF16949 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 

 

系統管理 品質管理系統 環境管理系統 環安衛管理系統 

認證 ISO 9001 ISO 14001 OSHAS18001 

第三方認證 Bureau Veritas Bureau Veritas Bureau Veritas 

證書 

   

 

系統管理 有害物質過程管理系統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 全球汽車產業品質 

管理系統認 

認證 IECQ QC 080000 ISO 14064 ISO 16949 

第三方認證 Bureau Veritas SGS Bureau Veritas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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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辨識利害關係人 

    協益電子追求永續經營，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與利害關係人互動，

以期能有效瞭解利害關係人對本公司的期待。為能完整辨認利害關係人

群體並與其有效溝通，由總管理處管理部依據衝擊影響定義本公司之利

害關係人為： 

1.所有會受本公司營運決策直接或間接衝擊者 

2.所有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本公司營運決策者 

 

根據公司利害關係人的定義，鑑別出以下六大主要利害關係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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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者列表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及回應方式 

員工 公司治理  

符合法令規範   

職業安全與健康防護／員工發展  

勞資關係／薪資福利  

營運與績效 

內部網站  

公司性公告  

就業安全/訓練發展  

勞資會議/員工意見箱  

各組織定期/不定期溝通 

客戶 客戶服務  

產品交期及價格  

製程技術  

產品品質與可靠性  

設計支援  

綠色產品／衝突礦產／禁限用 

物質政策 

年度客戶滿意度  

客戶業務評核  

客戶技術評核  

客戶稽核 

供應商 供應鏈管理  

環保、安全與衛生管理  

符合法令規範 

供應商業務檢討會議  

供應商現場稽核  

供應商問卷調查 

股東/投資人 公司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  

經營績效  

獲利能力的持續提升  

股利政策 

年度股東大會  

定期舉行法人說明會   

透過電話及電子郵件回答 

投資人提問  

每年發行公司年報、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不定期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 

大訊息或於公司網站公佈 

公司各項新聞  

社區/非政府機構/非

營利組織 
社會救助／急難救濟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懷弱勢 

政府機構 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  

能資源管理  

綠色產品資訊  

區域聯防 

公文往來  

重視環保/永續發展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企業要永續發展，必須瞭解利害關係人的關切的議題，透過溝通管

道其溝通，做為永續發展的參考依據。協益電子除日常業務透過各種管

道與利害關係人保持互動外，在企業網站上亦設有聯絡信箱，做為與利

害關係人與公司最基礎之溝通管道，並由專人將溝通議題分送各權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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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予以回應。另本公司每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期能以此交流

管道，向利害關係人報告協益在永續經營上所努力的事項及成效。 

 

主要倡議與參與  

協益積極參與相關商業及業務公會組織，並遵循相關國際性倡議規

範(如衝突礦產禁用聲明 (Conflict Mineral Policy) 、歐盟 RoHS《關

於限制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指令》(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並持續取得國際認證。同時積極參與外部公

協會組織(如下表)，藉由各產業公會定期或不定期會議，與產業會員緊

密性溝通，發揮同業交流貢獻力量，進而帶動國內外產經交流。 

 

參與公協會組織如下 

 

 

 

 

桃園企業聯合會 

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 

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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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 GRI-G4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核心揭露 GRI 敘述 頁碼 

策略與分析 G4-1 企業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聲明 3 

組織概況 

G4-3 組織名稱 6 

G4-4 主要品牌、產品及／或服務 6 

G4-5 企業總部座落地點 7 

G4-6 業務活動涉及之國家與數量 23 

G4-7 所有權的性質及法律形式 18 

G4-8 所服務的市場與市場性質 23 

G4-9 組織規模 6 

G4-10 按雇用類型、僱用合約及僱用地區畫分的員工總數，並依性別來細分 15 

G4-11 勞資談判達成協議的員工比例 14 

G4-12 說明組織的供應鏈 22 

G4-13 報告期間，任何重大的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變化 8 

G4-14 組織是否／如何提出預防措施 8 

G4-15 組織簽署外部發展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章程、原則或其他倡議(外部CSR原則) 25 

G4-16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員 28 

鑑別重大考量面

與邊界 

G4-17 報告所涵蓋的公司實體 1 

G4-18 界定報告內容的過程與面向的邊界 1 

G4-19 列出所有實質面向 27 

G4-20 針對每個實質面向，報告此面向組織內的邊界 1 

G4-21 針對每個實質面向，報告此面向組織外的邊界 1 

G4-22 重整過往報告之原因及結果 1 

G4-23 重大範疇以及面向邊界與過往報告的差異 2 

利害關係人議合 

G4-24 利害相關者參與名單 27 

G4-25 說明選定利害相關者之依據 27 

G4-26 說明利害相關者的參與方式 27 

G4-27 報告利害相關者關注之議題與回應方式 27 

報告書基本資料 

G4-28 報告期間 1 

G4-29 上一份報告出版的日期 2 

G4-30 報告出版之週期 2 

G4-31 報告回應之連絡窗口 2 

G4-32 報告組織選擇遵循G4方法 1 

G4-33 報告組織尋求報告外部驗證的政策與現行措施 1 

治理 G4-34 
組織的治理架構，包括最高治理單位的委員會。說明負責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

的委員會 
8 

倫理與誠信 G4-56 說明組織的行為與道德守則的價值觀、原則、標準與行為規範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