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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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協益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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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協益電子的利害關係人，了解協益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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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於協益電子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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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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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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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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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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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伶小姐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9號3樓 

電話： (02)7725-5356  

Email： joanna@sirtec.com.tw 

  

mailto:sws@sirte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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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為重要之環保議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已成為

各國最重視的課題，世界各國陸續建立許多能源效率標準。 

協益電子為代工廠商，屬於溫室氣體排放量較低的一般性產業，我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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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氣候變遷，我們評估出可能的法規風險、實質風險、其他風險及

潛在機會，如下表。 

項目 風險及影響 潛在機會 

法規風險 

1. 各國研議開徵之碳

排放交易稅及其他

有關能源與環保議

題之稅賦。 

2. 全球生產所需原物

料與能源的價格提

高。  

1. 嚴格禁止使用有害物質以避免汙染環境，

宣導及推動公司各層面員工之環境保護觀

念及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2. 導入綠色生產管理系統及貫徹使用綠色環

保材料、無污染之製程。 

3. 設立專人進行資源回收，確保廢棄物能再

利用、確保節約能源以減少碳排放量，遵

守適用的國際環保法規及RoHS指令。 

實質風險 

全球溫室效應產生劇

烈的氣候異常，如風

災、海平面上升、水患

與乾旱，發生頻率逐年

增加。 

對總公司與觀音工廠之位置進行實質性風險

分析評估。災害發生時的防範、因應及補救措

施。 

其他風險 
消費型態改變，消費者

重視及選擇低碳商品 

配合客戶環保要求、積極提升公司綠色形象，

以提升公司營業額及市占率。 

協益電子目前已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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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責任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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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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由對綠色生產管理系統

之導入與製程，將進行持續改善進而提昇無有害物質之生產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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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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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據勞動力發展署TTQS人才發展品質系統建立教育訓練制度

與體系，依員工職涯需求排定訓練計畫並據以實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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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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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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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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協益光電廠及珠海的珠海協隆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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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優質的產品為理念，提供眾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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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00仟元 

台灣從業員工人數  419 人(2019/12)  

服務內容 A.電子及光電產品  

1. 電腦擴充基座(USB DOCKING STATION)組測包裝。 

2. 電腦螢幕、車用及消費性電子之觸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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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周邊：滑鼠、鍵盤組測包裝。 

 

B.塑膠製品 

1. 電子相關塑膠製品之生產及銷售。 

組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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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Itemid=112
http://www.sirtec.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9&Itemi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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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射印表機碳粉匣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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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行動電源、保護殼、無限充電器塑膠生產銷售。 

8. 國際品牌客戶遊戲機相關周邊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股票代碼       5356 

 
  

 

台北總公司 (2014年) 

地理位置：台北市中正區  

佔地面積：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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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協益光電廠(2014年) 

珠海協隆廠(2018年) 

 

地理位置：廣東省塘廈鎮、南屏鎮 

佔地面積：20,750㎡(協隆廠、協益光電廠) 

           7,181㎡(協勝廠) 

           2,815㎡(珠海廠) 

塑膠製品開模成型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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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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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效管理及作業流程檢討及規劃。 

(3)專案推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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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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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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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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面板驅動卡之組裝生產。 

(2)電競周邊之測試及組包裝。 

(3)液晶電視之組裝生產。 

(4)USB 擴充基座之 SMT打件、測試及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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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車載市場：汽車音響、空調面板、汽車喇叭、車用中控鎖遙控

器等塑膠品之生產及銷售。 

(2)民生消費市場：雷射印表機碳粉匣、數位電視盒外殼、POS系

統條碼掃描槍、遊戲機組配件、專利紅酒儲存給酒器等產品之

生產及銷售。 

(3)醫療設備市場：耳溫槍、體溫計、血壓計、醫療檢測儀、醫療

器材等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4)面板驅動卡之組裝生產，電子通訊、網路、汽車電子及印表機

周邊之 PCBA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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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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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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本公司於 2011 年，有鑑於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制度

為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之重要一環，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薪資

報酬委員會，並訂定「薪酬委員會之委員報酬發放辦法」，為落實公司

治理精神向前邁進一大步。至 2015 年經股東常會通過以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制度，於董事會下由全體獨立董事成立審計委員會，依循「董

事會議事規則」及「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暨相關法規執行董事會及審

計委員會之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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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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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兼任其他公司職務、出席情況及背景資料皆已揭露於公司企業網

站及年報。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本公司已於2019年共召開6次會議。董

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成員需監督經營團隊遵守法令、提昇資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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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藉由自身經歷給予經營團隊重大決策指導，避免因錯誤政策而損

害公司價值，同時，建立良好誠信倫理並落實企業責任，使企業得以永

續經營，保障股東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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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且不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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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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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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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李泰宏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黃詠倫 
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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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 

二、董事會運作情形 

2019 年度董事會開會 6 次(A)，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2019.01.01~2019.12.31)  

職稱 姓名 
實際 

出席次數 
(B) 

委託 
出席次數 

實際 
出席率(%) 

(B/A) 

董事長 
領航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王自軍 

6 0 100 

董事 
統盛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楊民賢 

6 0 100 

董事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李泰宏 

6 0 100 

董事 黃詠倫 4 2 66.67 

獨立董事 謝邦昌 6 0 100 

獨立董事 董俊毅 6 0 100 

獨立董事 許介立 3 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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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監事責任保險購買 

考量董事於行使權利與義務之履行，並為有效降低董事因執行職務

遭受第三人訴訟所引發之個人責任及財務損失，本公司定期為董監事購

買「董監事責任保險」，每年檢討保單內容，以求續保條件之完備。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及股東會決議，於2015年6月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原先監察人之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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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運作旨在監督並建立風險控制系統，其範圍包括：公司財

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其獨立性與績效、公司

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公司遵循相關法令與規則，以及公司存在或潛在

風險之控管等相關事項。 

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本公司已於2019年共召開5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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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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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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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2019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5 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2019.01.0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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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100 

獨立董事 許介立 3 2 60 

 薪資報酬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職責在於定期檢視本公司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政

策，並與公司經營績效及目標作適當結合，審視制度、標準與結構之合

理性，藉以吸引及留任高素質人才、提升企業競爭力。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每年至少召開二次，委員會由 3人名獨立董事

組成，由全體委員推舉謝邦昌先生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並視議題需

要得請董事、公司相關部門經理人員、內部稽核人員、會計師或其他人

員列席會議並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迴避。 

2019年度，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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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之薪資報酬，依據經營團隊之營運績效與目標達

成狀況，並參酌其職位之職責範圍及對公司營運目標之貢獻度評估訂定，

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及評估後建議董事會通過後執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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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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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2019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4 次(A)，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2019.01.0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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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100 

委員 許介立 1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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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腐」是每

位協益電子員工於執行業務時應做到的基本要求，希望對我們的顧客、

供應商、商業夥伴等相關人員都能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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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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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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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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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協益電子在台灣員工人數為 419 人，員

工資訊分析如下： 

年          度 2019年度 

員 

工 

人 

數 

職員 142 

技術員  27 

作業員 250 

合計 419 

性 

別 

男性 153 

女性 266 

平 均 年 歲 35.8 

平均服務年資 5.92 

學歷 

分佈 

比率 

博士  0% 

碩士      1.7% 

大專      29.1% 

高中      19.1% 

高中以下      50.1% 

 員工福利措施主要項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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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節配合經營績效發放年終獎

金與績效獎金；公司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專門辦理員工福利事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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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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員工旅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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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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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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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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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各級員工實施在職

訓練，亦鼓勵員工可利用繁忙工

作之餘，參加外部訓練講習，2019

年公司員工進修與教育訓練總時

數為 2,366 小時，對於同仁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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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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險： 

全體員工均享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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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退休制度： 

為保障員工之退休生活，每月均依員工薪資分別提撥退休金至台灣

銀行信託部或勞保局員工個人專戶，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2005

年度施行之「勞工退休金條例」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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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6月1日起

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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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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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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來源 

股份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 

普通股 
103,040,000 136,960,000 240,000,000 為上櫃公司股票 

 股東結構 
截至 2020年 0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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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152 22,843 81 23,079 

持有股數 － 10,007,392 25,812,602 59,755,359 7,464,647 103,040,000 

持股比例 － 9.71% 25.05% 57.99% 7.25% 100.00% 

 股權分散情形 
截至 2020年 04月 17日    

（股東常會停止過戶起始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數 持有股數 持股比率 

1 至      999 13,889 2,457,334 2.38% 

1,000 至    5,000 6,758 15,742,549 15.29% 

5,001 至   10,000 1,280 9,760,438 9.47% 

10,001 至   15,000 394 4,914,254 4.77% 

15,001 至   20,000 277 4,843,507 4.70% 

20,001 至   30,000 165 4,061,213 3.94% 

30,001 至   50,000 155 5,996,795 5.82% 

50,001 至  100,000 88 6,317,499 6.13% 

100,001 至  200,000 38 5,704,387 5.54% 

200,001 至  400,000 15 4,380,296 4.25% 

400,001 至  600,000 5 2,539,400 2.46% 

600,001 至  800,000 3 2,126,200 2.06% 

800,001 至 1,000,000 3 2,540,000 2.47% 

1,000,001以上 9 31,656,128 30.72% 

合計 23,079 103,04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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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名單 
截至 2020年 0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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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5,600  9.71%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0  4.66% 

勇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075,400  3.96% 

台灣領航資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21,600  3.13% 

領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36,528  2.95% 

領航家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543,800  2.47% 

統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841,200  1.79% 

李建成 1,068,000  1.04% 

正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4,000 1.03% 

程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88,000  0.86% 

 公司股利政策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除依法提繳所得稅外，

依下列順序分派： 

(1)完納一切稅捐。 

(2)彌補虧損。 

(3)撥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協益公司資本總額

時，不在此限。 

(4)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其餘就(1)至(4)款規定數額後剩餘之數，並得加計以前年度之未分

派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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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紅利。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首要考量公司未來業務發展擴充、資本預算規劃

來衡量未來資金需求，以不低於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5%分派配現金股利

與股票股利，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發放，其中現金

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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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一)電子及光電產品  

(1) 電腦擴充基座(USB DOCKING STATION)組測包裝。 

(2) 電腦螢幕、車用及消費性電子之觸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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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周邊：滑鼠、鍵盤組測包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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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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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行動電源、保護殼、無線充電器塑膠生產銷售。 

 (8) 國際品牌客戶遊戲機相關周邊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二、產業概況： 

目前之產品項目及營業比重： 

年度  

產品別 

2018年度 2019年度 

百分比 百分比 

電腦周邊 67.63% 50.67% 

其他電子零組件 25.19% 30.40% 

塑膠製品  7.18% 18.93% 

合計 100% 1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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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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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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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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RHCM(高速高溫成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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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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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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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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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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度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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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益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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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年報。 

 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主要產品銷售市場分析： 

(一)主要產品 

A. 手持行動裝置產品驅動面板。 

B. 通訊產品之生產製造，例如網通之零件。 

C. 車載產品之生產製造，例如行車紀錄器、GPS 衛星定位追蹤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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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液晶電視測試組裝。 

F. 電腦擴充基座(USB DOCKING STATION)組測包裝。 

G. 電腦周邊：滑鼠、鍵盤組測包裝。 

(二)銷售地區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地區別 

2019年度 

銷售淨額 所佔比例 

台 灣 1,427,197 27.78% 

中 國 2,707,767 52.70% 

瑞 士 382,688 7.45% 

其 他 620,697 12.07% 

合 計 5,138,349 100.00% 

(三)生產量值表 
單位：仟台（套）/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2019年度 

產能 (註) 產量 產值 

電腦周邊 56,367 56,088 2,310,348 

其他電子零組件 4,566 4,544 1,385,949 

塑膠製品 25,126 25,001 861,670 

合計 86,059 85,633 4,557,967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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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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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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銷售量值表 

單位：仟台（套）／仟元 

年度 

 

主要商品 

2019年度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電腦周邊 0 0 55,809 2,603,575 

其他電子零組件 932 1,422,772 3,589 139,082 

塑膠製品 65 4,425 24,812 968,495 

合計 997 1,427,197 84,210 3,71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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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9 年度並無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 

 未來三年度預計之重大環保支出 

本公司為電腦周邊商品、電子通訊及網路產品、消費性電子產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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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清查中 改善中 已完成 合計 

產 品 0 0 31 31 

零組件 0 0 636 636 

供應商 0 0 66 66 

 專業代工廠，落實綠色產品或無鉛產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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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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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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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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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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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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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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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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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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 

G4-7 所有權的性質及法律形式 19 

G4-8 所服務的市場與市場性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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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G4-12 說明組織的供應鏈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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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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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G4-16 加入國內外業內公協會之會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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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4-19 列出所有實質面向 28、29 

G4-20 針對每個實質面向，報告此面向組織內的邊界 1、3 

G4-21 針對每個實質面向，報告此面向組織外的邊界 1、3 

G4-22 重整過往報告之原因及結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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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4-25 說明選定利害相關者之依據 29 

G4-26 說明利害相關者的參與方式 30 

G4-27 報告利害相關者關注之議題與回應方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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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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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