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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書已是車王電子第3年採用GRI G4核心選項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未來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本報告書內容持續呈現
車王電子在經濟、環境、社會等永續發展指標的努力與績效及永續發展的努力與決心。
本報告書透過重大性議題鑑別及議題分析，並經由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及與各利害關係人議合過程中，
篩選議題及決定優先順序，議題之結果已呈現於本報告書中。

報告書 及數

本報告書涵蓋車王電子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表現；財務數據涵蓋整體母子(孫)公司之營運績效，其餘指
標內容以台灣台中大雅總公司、台中潭子分公司及台中大雅保稅二廠為揭露範疇。財務數據經過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查
帳確認，幣別以新台幣計算；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通過TÜV SÜD Taiwan(香港商南德產品驗證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驗證。環保安全衛生相關績效則以國際通用指標表達；若有推估或假設條件，會於各相關章節註明。與上一版報告相較，本報
告書中如有增加之部分將於相關內文中註明。

報告書 領

本報告書內容 構採用全球永續性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發行的第四版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為依據 ，且符合AA1000當責性原則進行報告書內容的討論與界定，並分析出本報告主要揭露的永續性議題、相關策略
、目標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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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保證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及可靠度，本報告書委 第三方單位英國標準協會（BSI）台灣分公司依據AA1000 AS（2008）第一類型中
度保證（Type 1 Moderate）及GRI G4核心選項（Core）進行查證，獨立保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發 時
車王電子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且為落實環保，推行無 化，本報告書於公司網站http // .more.com.t 上公
開發表並提供下 。
現行發行版本：2016年06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7年06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5年06月發行

 方式：
如 對於本報告書有任何 問或建議，誠 歡 與我們聯繫，聯絡資訊如下：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經營企劃組
地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 四 85
電話：+886-4-2568-3366分機1240
傳 ：+886-4-2567-3069
電子信箱：mobiletron.csr more.com.t
公司網站：http // .more.c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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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車王電子發展的朋友們，大家平安如意：

車王電子在歷經35年的 力，公司已建構穩健的基礎與永續發展的能力。2015年車王電子第一次參加天下 舉辦之「天下
CSR企業公民獎」，當年度報名企業高達256家，評選方式係參考國際指數與評量方法，綜合四大構面--「公司治理」、「企業
承 」、「社會參與」、「環境保護」，並篩選連續3年獲利的公司，綜合評選出台灣最佳企業公民；本公司在參與評選後榮獲
中 企業組第十一名之肯定。

2015年面對 及 市場 退、 幣 值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等因素，車王電子仍積極投入海外市場之佈局及開發新
產品， 市場通 仍未有大幅突破，公司整體獲利亦受市場環境影響未有預期之成長，但仍保有 前及 後每股 餘分別為新
台幣2.59及1.72元之經濟績效。展望2016年除致力各項創新研發外，仍將結合多年的海外佈局、通 整合及品牌推廣，促成營
運之突破，並持續致力於大陸及新興市場之推展，營 將有機會持續成長。

在產品面，車王電子仍持續積極投入汽車電子及智能車用工具之研究發展，面對產業發展 勢：「節能、環保、安全、舒適、
連網」，車王電子於先進駕駛 助系統(ADAS)、高效 達 控系統、電 管理系統(BMS)及車聯網皆已積極佈局。車用工具積
極開發精密可控、節能 用、智慧聯網之產品，發展精密 力控制車用組 工具、數位 力 手及高精密定 工具。公司的產
品發展除了提高營 外，亦將對環保、節能、安全、效能及連網產業發展上有一定的 獻。
在車聯網成為汽車產業發展需求之際，公司已新研發車聯網系統平台，成功整合 、網、 系統，可實際應用於車 上，初步
發 結合轉投資公司之電動 士，成功建構「行動式商業服務第二空間」之電動中 ，此產品充份整合「綠能運 」與「智慧
聯網」之科技發展，達成創新商業及公務服務模式。未來將持續將此車聯網系統平台應用於商用車方面及其他創新領域以推動
營 之成長。

在環境保護方面，車王電子之產品持續以綠色產品為目標，除產品生產採低耗能製程外，並持續更新製程技術與引進科技設備
，以降低環境衝擊與影響。研發及生產之產品則需完全符合國內外環保相關法規；持續強化供應商之審查與 導，使供應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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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害物質受到有效管控，確保消費者使用安全。另為因應企業面對氣候變 之風險，2015 年車王電子持續進行溫室氣體排放
量 查， 查結果與2014年相比共降低8.52%，達成企業進行溫室氣體揭露與降低之目標。

員工是企業重要資產，提供一個友善的工作環 ，是車王電子對員工及其眷屬的責任。車王電子訂有完善的薪酬，績效考核及
獎懲辦法，並分享利 給員工，讓員工薪資與公司營運共同成長；在員工權益保障，除了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在企業內
部設有健身 、圖書閱覽區、舒適 餐廳等福利設施，定期辦理海內外旅遊及各項獎勵措施；另一方面為保障員工健康除依
規定每年定期員工健康檢查，聘用合格醫師定期駐廠，為員工做即時醫 與諮詢；且規劃完善的相關專長訓練藍圖，滿足員工
之職涯規劃。

社會公益方面，車王電子長期推動業界交流及經驗分享，達到互相學習成長，8年來國內來訪交流人數超過1,800人；推動兩岸
交流，推展台灣軟實力，以促成兩岸之企業合作共同開拓大陸及國際市場，8年來大陸產官學界參訪人數約1,200人；資助人力
、財力建立或強化業界交流平台，以群聚合作致而謀求共存共榮；另鑑於 和的社會有 「善循環」的建立，車王電子已持續9
年投入人力及財力支持台中古典音樂台，藉由採訪 勢公益團體及社服志工之卓越事 ，以激勵社會大眾關懷 勢團體與參與
志工活動，累計至2015年底已訪問超過80個社福團體及超過200位志工；車王電子提供員工一日支薪之志工公假活動，鼓勵員
工參與社會志工服務；響應書香社會，長期支助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設立「愛的書庫」，推動共同閱讀，達到愛與分享，智慧
循環的目的。

企業
車王電子仍將秉持以經營理念為基礎所發展出來之願景、使命及價值觀，以企業社會公民角色，不斷持續實 以下企業承 ，
以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

 遵守法律及商業道德規範，建構完善管理系統、制度化運作以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
 提供員工舒適、安全、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
 以核心職能及員工前程規劃，持續推動結構化之員工訓練，以發揮個人才能並提升團隊競爭力。



6

長的

 遵守法律及商業道德規範，建構完善管理系統、制度化運作以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
 提供員工舒適、安全、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
 以核心職能及員工前程規劃，持續推動結構化之員工訓練，以發揮個人才能並提升團隊競爭力。
 藉由持續創新以提升競爭力來創造公司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落實節能減 ，採用節能、低耗能之產品設計與製造，發展更具節能、環保、安全的產品。
 以公司核心價值及企業員工職能專業，持續推動公益平台，以達成利人利己之成效。
 關懷社區，鼓勵員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為社會增 人文關懷。
 確保客戶、供應商及員工之長期合作關係，以達成互利共榮、共存之 伴關係。

經濟面、環境面及社會面等企業社會 任等面 中長期重
 持續創造股東價值，穩定獲利並強化公司治理。
 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持續完成外部查證，並持續精進報告書品質。
 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並取得相關國際標準驗證，例如：O SAS 18001或ISO 45001驗證。
 持續推動企業友善環 ，並通過友善職場認證。
 產品研發符合綠色產品政策與方針，100%符合全球環保法規，降低客戶提升客戶滿意度。
 持續對供應商 導車王電子CSR規範及無衝突礦產等要求。
 推動廠內設備持續自動化、合理化與連網化，達成智慧製造之目標。
 持續推動節能減 ，與2014年比每百度用電產值提升10%。
 營造共善社會：藉由企業資源，結合公益平台，持續進行志工採訪並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活動，傳播善行。
 交流合作：持續兩岸交流及企業交流，介紹台灣企業軟實力，謀求合作雙贏，與企業做經驗分享，持續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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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企業社會 任2015年度主 進展

永續主  重 進展 

榮獲天下 舉辦之「天下 CSR 企業公民

獎」（中 企業組） 

 2015 年第一次參加天下 舉辦之「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當年度報名企業高達 256 家，

其評選方式係參考國際指數與評量方法，綜合四大構面--「公司治理」、「企業承 」、「社

會參與」、「環境保護」，並篩選連續 3 年獲利的公司，綜合評選出台灣最佳企業公民；本

公司在參與評選後榮獲中 企業組第十一名之肯定。 

CSR 執行情形提交董事會報告  訂有「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將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情形向董事會報告。 

大人才投資與鼓勵員工提升本職學能，

為社會培育人才。 

 進行員工專才調查與職務職掌之清查與 列，發覺人才專業技能，建構公司內部專家制度與

技術傳承。 

 持續舉辦校園徵才，有效引進適當人才，進行晉用與培育，發揮所長。 

發展車聯網與物聯網商業模式， 大公司

營運規模， 定永續經營之基礎。 

 整合車聯網與物聯網相關軟 體技術，提供物、網與 聯系統，創造新之商業模式，提供

產業界、運 界、公共安全與醫 …等之整合型體系，提供即時訊息， 短時空 離，提升

管理效益。 

持續與學術及研究單位合作，提升整體產

品之競爭性。 

 2015 與國內 5 所大學及工研院、車 研發中心、國研院..等進行產學研之合作，進行先進產

品之研究與開發，達成產品差異化及創新性，預計 2016 年產出實績，提升業績與創造獲利。 

持續投入相關產業之投資，厚 公司之經

營實力與創造競爭性。 

 電動車是環保與節能產業，是社會發展之 勢，車王電子持 對電動車設計與製造專業廠之

華德動能公司投資，並取得最大單一股東投資者，另投資日本電動車電 管理設計專業公司

EVTD(LI-PACK BMS)設計公司，此兩大投資標的，對整體 益及公司形象提升將有 大之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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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主  重 進展 

重視員工身體健康與疾病之預防  目前每月固定聘請合格醫師到廠提供醫 及諮詢服務，及員工疾病預防之關照與 。 

增列環境保護及勞動人權道德標準列做為

篩選的新供應商比例達 100% 

 2015年起將不得僱用童工及非法外勞，列為新供應商評核項目，違反此特別項目者，不得

列為合格新供應商。 

持續開發高效率與智能化之產品 

 因應全球暖化與勞動力之下降，針對此議題開發 ED（ igh Efficieny Diode） & Po er 

module，智能化電動工具，等相關高校及智能產品，作為節能減 與提升效率，為保護地

球盡一份心力。

綠色品質管理 

違反綠色環保相關法規之事件數為零 

 執行公司有害物質管理程序，確保公司內部所有產品皆能符合無有害物質（ SF， azardous 

substances free）的要求。2015 年所生產的產品皆能滿足客戶綠色產品要求及國際綠色環

保規範，違反綠色環保相關法規之事件數為零。 

供應商保證聲明書加入衝突礦產如有使用

需主動提供車王申報資料 

 

 針對全球人權議題，特別是針對列為衝突礦產地區非洲 果共和國及 邊國家所產出之 4 種

金屬-- Sn、 Ta、 W、金 Au， 示不使用與不採購來自此區域之 4 種礦產，並請供

應商簽回保證聲明書，聲明所使用 4 種金屬不是來自此區域，如有應主動提供申報。 

持續執行溫室氣體 查 

 本公司為清 生產與低耗能產業，身為地球村一份子，每年仍持續進行溫室氣體之 查，

期能在 查過程中檢討缺失，進而 出有效之節能減 之方法。2015 年 查結果相較於 2014

年共降低 8.52%。 

反 安全之執行，確保整體安全。 
 近年由於 活動 行，本公司為確保廠區、產品、運 、消費者…等安全，特頒行「反

安全管理辦法」，防止與預防 活動之準備與 行，執行各項安全程序與審查,確保整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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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1  公

 公司全名：車王電子 公  

員工人數 ：全球 998 員工 

資本額：新台 9.47 元 

設立日期：1982年07 19日 

主要產品與技術：車 電力電子、車 安全系 、產業工 、車 工  

董事長：  

總經理：  

總部 台灣台中市428大 中 四 85 號 

營運涵蓋地區   台灣、中 、 、 、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稱車王電子）自1982年創立以來，秉持 卓越、責任、可靠、研發 之經營理念，從當年的兩位
員工與新台幣一百二十萬的資本額，發展 ，全球員工有998人，量產產品超過2,000種，主要產品包含車用電力電子產品、車
用安全系統及產業工具、車用工具，並秉持「提昇能源轉換之效率，促成社會進步與 求 福人生」的企業使命，不斷研發及生
產可提昇能源轉換效率之產品 ，產品行銷全球百餘國，於28年前即進行海外據點之佈建， 己完成設立 國、英國、 西及中
國大陸寧波等全資（100%）之海外子公司，負責當地行銷服務、品牌推廣及製造據點(大陸寧波)。
車王電子於1992年導入全面品質管理(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後續並導入豐 式精實管理而達成高績效之精細化管
理目標，並通過TS 16949、ISO 9001、ISO 14001及QC080000等管理體系驗證，更獲得國家品質獎及國家 獎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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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

生產基地  台灣台中大雅、台灣台中潭子加工區、大陸寧波(100%持股)。
海外行銷服務據點 東子公司Regitar、 西子公司Durofi 、英國子公司、 西子公司(皆為100%持股之子公司)。
營運總部 台灣大雅-為集團全球營運中心，負責全球營運支 、集團創新研發、教育訓練、資金運籌及部分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生
產製程。

車王電子全球佈

全球營運總部 ( 台灣 ) 英國子公司 ( 英格蘭 )中國子公司 ( 浙江省寧波 )R e g i t a r  ( 美國 阿拉巴馬州 ) D u r o f i x  ( 美國 加州 ) 巴西子公司 ( 聖保羅 )

英國子公司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英國子公司英國子公司

INDIAN OCEAN

AFRICA

OCEANIA

ARCTIC OCEAN

PACIFIC OCEAN

ASIA

EUROPE

加州

全球營運總部 ( 台灣 )

寧波子公司

Regitar 阿拉巴馬州

巴西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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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1.1 車王電子企業 化與企業社會 任策略

 
企業的永續發展建構在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上，車王電子從成立之初，即已明確經營理念：
車王電子的「車」代表交流溝通之媒介，公司之標 圖        設計取英文名 「M」之變形體，以30度上升角度，成長 揚
，明確展現出車王 求卓越、永不止休的突破。圖形上之三個小圓點，代表企業核心資源，亦指車王電子之企業文化「願景」
、「使命」、「價值觀」，並隱 有三者成眾、團隊合作、不斷成長之意涵。於色 上，藍色為天，代表 求未知的科技領域
。綠色為地，代表落實環境保護的責任。紅色為人，代表積極、關懷與服務的心。車王電子將以企業標 精神，藉由卓越之科
技與持續改善來提昇能源之轉換效率，以核心價值 展營運成效並落實環境保護，進而達到「促進社會進步與 滿 福人生」
之使命。

 
 
  

誠信 

進 

新 

 

 

  
  
 誠、誠 、誠實、 信、信任、信  

 力與 發才智 

● 力與 發才智
● 中的目標 ，圖強不
● 一 動 發的慧性

 
 一 動 發的慧性 

 引導進 新 的新領  


● 引導進 新 的新領
● 由 善到流 變
● 明 比 ，日新 新

 
 明 比 ，日新 新 

 實 表  

● 實 表
● 生 源
● 人人為 工作

 
 人人為 工作 

 ，施於人，利人利 度 

● ，施於人，利人利 度
● 水 源、 激、發 大愛
● 的 ， 和的社會

 
 的 ， 和的社會 

 ● 人 與品
● 的基 ，智慧 表
● 誠、誠 、誠實、 信、信任、信

車王電子的「車」代表交流溝通之媒介，公司之標 圖        設計取英文名 「M」之變形體，以30度上升角度，成長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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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以文化生根，大 成長的理念來 造一個良性的企業文化，並經由經營理念之落實以達成永續經營的目的。在基於企業
文化與經營理念上，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要素如下： 

 

4R’s  
(註) 

理  
說明 

實  
目 

 
 

  
 健 實 
 績效 
 社會 

 全制度，力 、善、 。 
 全體 ，平實 進。 
 目標， 業績。 
 福員工， 社會。 

責 

任 

 主動  
 明朗和  
 實  
 永續經  

 全組織，分 。 
 立 主管理 誠信 化。 
 經 ，發展 能。 
 福員工， 社會。 

 
 

 全面品管 
 產品 
 服務 

 推動全面品 經 管理制度 TQM。 
 供 客 產品。 
 供客 服務。 

 
 

 不  
 續 善 
  

 發 附 。 
 全員參與 善 。 
 工作 。 

經

 

註：4R´s 指卓越“RE TABLE”、責任“RES ONSIBLE”、可靠 “RELIABLE”及研發“RESEA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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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1.2 車電子 業 產品發展與服務

1. 車王電子 車電子產品:

車王電子從成立至 ，長期深耕於車用發電機及傳動控制電子零配件，更以自有品牌Mobiletron  Regitar行銷全球， 已是
全球售服市場電壓調節器主要之供應商。近年來，更不遺餘力發展車用安全產品，以供應車廠配 。車王電子除了重視研發資源
的投入外，更注重全球市場通 佈局。至 已在英國、 東、 西、中國大陸、 西等地設立製造及行銷據點，藉由在地化快速
的服務致而獲得客戶的肯定與 賞。

主 車 電子產品說明：

(1) 車 電力電子
主要產品有發電機電壓調節及整流器、功率厚 積體電 （IC，integrated 
circuit）功率 動模組、積體化大功率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 體（MOSFET，
Metal-O 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模組、引 高壓控制模
組、先進電 管理系統模組…等車用電子產品。基於節能減排、綠色環保的需求，
近年來車王電子致力於綠色節能技術之開發，主要發展智慧功率模組作為變頻調
速領域內的重要設備，近期開發標的為功率 動模組應用於 型一體化車 使用
之高效能無 達，使用變頻應用的電機系統節電率 達30% ，節能效果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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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 安全系

主要產品有「影 安全攝影 」、「無線 壓監 系統」、「 視 助系統」、
「環視攝影系統」等。
安全更是車 資通訊不可 視的重要功能。因此，車廠在新一代車款中 強化
先進駕駛 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ADAS）性能，也
是為了將來可以達到無人駕駛智慧車 境界的技術進階過程。本公司車用安全系
統相關產品為可搭 車用ADAS預先警告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況，讓駕駛人提 採
取因應措施，避免交通意外發生。

(3) 車 系

車王電子之車聯網系統，整合車 資通訊Telematics（ 程信息處理）、行動影
音 樂Infotainments OD（ ideo-On-Demand）、先進駕駛安全 助(ADAS)
與行車管理系統，透過4G網 系統連結行動 置或設備，建構行動式商務與公務
的第二空間。可為交通工具提供加值應用，成為行動商務 /公務車、智慧觀光車、
智慧物流車、智慧教育車、智慧 車或客製服務車…等。藉由互動運用，更可
提供大數據分析，讓加值的商業服務更為完善。而其通訊資料在私有 的保護體
系下，也可100%確保隱私及資訊安全不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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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引 動力電子及車用安全系統產品之創新研發已獲得各種獎項的肯定，歷年產品得奬實績如下  

 「無線 壓監 系統」榮獲「2007年SEMA展Global Media A ard inner」

 「無線 壓監 系統」榮獲「2008年中國AI汽車品質卓越奬」

 「200度超廣角攝影機」榮獲「2009年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創新產品獎

 「大功率單 片車用發電機電壓調節器」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創新產品獎

 「無線 壓監 系統」榮獲「2011年台灣ITS/Telematics精 100」選 之「優質技術奬」

 「經濟型高感度 光 視攝影機」榮獲「2013年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創新產品獎

 「先進智能 監控系統」榮獲「2016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創新產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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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電子 與服務：

(1) 品

      車王電子在 洲地區以自有品牌「REGITAR」， 洲、非洲、及亞 地區以「MOBILETRON」品牌行銷全 界百餘國家，已

      深獲全球客戶肯定與信 ，近年來持續 大產品種類與服務，透過全球子公司的銷售、物流及技術服務，提供全球客戶One 
      Door Service一次購足之目標。

(2) 與服務

      車王電子銷售分佈之區域主要以外銷為主，內銷為 ，主要地區為 洲、 洲、亞洲及其他。車王電子為提升汽車電子零組件

      品質及客戶服務之滿意度，於 東、 西、英國、大陸及 西設有子公司，各子公司交 能力及技術服務已獲得 客戶肯定
      ，預計將持續 大產品服務，保持營 成長；金 風 後汽車產業面臨大幅重整，原廠與一階廠更積極尋 亞洲合作 伴以降
      低成本市場，車王電子多年來建立的品質形象逐漸獲得OE（Original Equipment）客戶的肯定，並已開 交 予大陸車廠及
      一階廠，預期OE銷售比重將逐漸增加。

(3) 市場 率：

      車王電子汽車電子零組件供應國外售後維修市場，因 無公證機構估算全 界總體市場之需求，去年全球整體銷售仍屬持平，

      就車王電子過去幾年總銷售量之成長率而 ，顯示車王電子市場佔有率仍持續成長中，同時近幾年 國市場因經濟復 及中
      國內銷汽車市場之高成長率來 ，以車王電子長期在中國的經營佈局，將有助於市佔率之提昇。

車王電子除了供應售後服務維修市場(AM, After-Mar et)外，多年來建立的品質形象逐漸獲得車廠及OE客戶的肯定，已逐步跨足
車廠供應鏈成為原廠(OE) 供應商之一，依2012年中國大陸「中國內燃機協會電機電器分會」統計，車王電子已是大陸發電機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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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 業 產品發展與服務

 
1. 車王電子工 產品

車王電子工具部門產品致力於高效能、高品質及獨創性各式工具之研發及生產，目前已擁有數百項專利，成功開發出大功率 電
工具、車用工具以及數位工具，已成為亞洲主要 電 車用工具之製造廠商，並專注於全球汽車售後服務維修及組 市場。

主要工具產品說明：

(1) 產業工
      主要產品有電 、衝擊 手/起子機、 自動進給工具、圓 機、往復 、 機、 等。　

(2) 車 工
      主要產品有數位 力工具、定 工具、研 光工具、角 機、管 攝影機、衝擊 手/起子機等。

工具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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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工具產品之創新研發已獲得各種獎項的肯定，歷年產品得奬實績如下  

 「車王Durofi 衝擊 手RI2058-4」 榮獲 英國「 rofessional Builder Maga ine」 2008年度「最佳產品獎」(Top roduct 
     A ard)

 「車王Durofi 兩速電 RD1295」 榮獲 英國「Good ood or ing Maga ine」「最佳產品獎」( roduct Best ic )

 「車王Durofi 衝擊 手RI2058-4」 榮獲 英國「Good ood or ing Maga ine」「最佳產品獎」( roduct Best ic )

 「車王Durofi 兩速電 RD1695」 榮獲 典 「DM  Maga ine」「最佳充電式電 獎」(Best Cordless Drill/Driver)

 「管 攝影機AR 1204」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部落格「TOOLS IN ACTION」 2011年度「最佳管 攝影機獎」
    （Best Inspection Camera）

  車王電子所管理的GM通用汽車集團「ACDelco品牌」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部落格「TOOLS IN ACTION」 2011年度「最佳 
     新進工具品牌獎」(Best Ne comer)

 「8 特系列工具ACDelco 8 」 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部落格「TOOLS IN ACTION」 2012年度「最佳新電 系統平台獎」
   （Best Ne  latform）

 「車王數位 力控制直角衝擊 手ARI2044B」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  「 rofessional Tool  Equipment Ne s」
    （ TEN）2013年度 「產品創新獎」( inner of TEN 2013 Innovation A ards)

  車王所管理的GM通用汽車集團「ACDelco品牌」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部落格「TOOLS IN ACTION」 2013年度「最佳車用
    工具品牌獎」(Best Automotive o er Tools)

 「車王數位 力控制衝擊 手ARI2064B」榮獲 國知名專業工具部落格「 ro Tool Revie s」2014年度「最佳專業工具創新獎
    之最佳18 特充電式衝擊 手」（2014 ro Tool Innovation A ard：Impact re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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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 與服務

(1) 品

車王電子工具產品以自有品牌Durofi  (電動工具)、
管理品牌ACDelco (車用工具  產業工具) 行銷全球，
並與 界各地的經銷商建立 密而長久的 伴關係。
在自有品牌的營運上，車王電子亦不遺餘力，每年定
期召開的「新產品說明會暨經銷商大會」 是車王電子
與經銷商維持良好互動關係的重要活動之一。藉此大
型經銷商活動，不但可以將公司研發成功的新產品和
新技術介紹給重要的經銷商，讓經銷商可以瞭解公司未來的 向，亦可藉此與經銷商維持親密的關係，凝聚經銷商對公司的 誠
度。

(2) 與服務

車王電子為能更 切地接觸消費者，瞭解消費者的使用習性，掌 經銷商通 ，以提供給客戶即時性物流及技術服務，於是在全
球幾個主要市場設立子公司與銷售服務團隊，包括 國、英國、 西以及中國大陸子公司。同時為消 文化上的差 ，使得行銷
工作更能深入當地市場， 合各國的生活習性，各國子公司均是聘任當地人員做為行銷業務，以期更能瞭解各國經銷商的需求，
進而提高客戶滿意度。近年來，各子公司在汽車電子產品行銷更以切入當地連 通 為主要市場開發策略，更具競爭力。
車王電子工具 有產品以及新推出的產品資訊於書面型錄以及全球行銷網站完整公開，客戶可隨時查閱；銷售產品於客戶時，訂
立雙方合約規範交易協議、價格、付款方式、 物運送、產品抱 處理、保固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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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

 1.2.1 參與組織

車王電子積極參與產業公會與協會的活動，並 演產業領導者的角色。蔡裕慶董事長現任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台灣伊朗經貿
協會等九個公協會之理事長、理事或董事等職務，積極推動台灣產業升級，強化產、官、學、研之合作交流，為汽車電子產業的
發展 獻心力。截至2015年車王電子參與公會與協會的組織單位包括：

協會  管理  會員 員會 

台灣伊朗經貿協會 
 

理事長 
  

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 
 

理事長 
  

台灣 電機電子同業公會 
 

理事 
  

兩岸經貿 化交流協會 
 

理事 
  

中 工商協進會 
 

理事 
  

台灣閱讀 化基 會 
 

董事 
  

台灣發展  
 

董事 
  

台 大學產 學 協
會 

 
榮 理事長  

 

協會  管理  會員 員會 

台中市工業 會 
 

  

台灣 車電子產業  
 

  

台灣 車電 品協會 
 

  

台灣車 資 產業協會 
 

  

台灣 協會 
 

  

社團法人中 全 中 企
業 會  

  

社團法人中 經 協會 
 

  

兩岸企業家 會    

會 
 

常發會成員 
  

會 
 

  

能 電 力 電 子 發
W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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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2.2 公 重

年度 重  

1982年 車王電子（股）公司成立 

1988年 成立 國子公司 

1992年 導入CWQC（TQM）及 ISO 9000體系 

1994年 導入NPS（精實管理） 

1995年 車王電子（寧波）成立 

1996年 導入QS 9000體系 

1997年 導入方針管理 

年度 重  

1998年 股 公開發行 

2000年 成立英國子公司 

2001年 股 上市 

2002年 導入6標準差(6 )手法及運用 

2006年 導入TS 16949體系 

2007年 成立 西子公司 

2009年 成立 西子公司(Durofi ) 

協會  管理  會員 員會 

大台中中 企業協會 
 

  

中 人資主管協會 
 

  

中 動工 學會 
 

  

中 協會 
 

  

中 產業 發展協進會 
 

  

台 大學校務發展 員會    

協會  管理  會員 員會 

大學校務發展 員會    

大學管理學 會 學系
任 教 級 業 人員 

   

台中市經濟發展 員會    

台中市工商發展 資策進會    

大學管理學 任學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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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2.3 品 證與榮

年度 證與榮  

1993年 通過商檢局及英國 BSI ISO 9002 驗證。 

1993年 榮獲經濟部電 化績效優良廠商。 

1995年 
榮獲經濟部第六 國家品質優良案例獎。 

榮獲經濟部第四 國家 獎。 

1996年 榮獲經濟部創新研究獎 管理類。 

1997年 

工具事業部通過 ISO 9001 驗證。 

榮獲第八 國家品質優良案例獎。 

汽車電子事業部通過 QS 9000 驗證。 

1998年 
工具事業部榮獲國家產品形象銀質獎。 

榮獲第九 國家品質獎。 

1999年 寧波廠通過 ISO 9001 驗證。 

2000年 通過 ISO 14001 驗證。 

2001年 股 正式上市 牌 。 

2006年 

寧波廠通過 TS 16949 驗證。 

寧波廠通過 國通用汽車 Tier 2 驗證。 

榮獲經濟部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特別獎。 

年度 證與榮  

2007年 榮獲經濟部數位學習發展計畫最佳企業應用獎。 

2008年 

寧波廠通過 QC 080000 驗證。 

經濟部工業局知識管理標 企業發表。 

TPMS（ 壓監 系統）榮獲中國Auto China AI 卓越

產品獎。 

2009年 

寧波廠榮獲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十佳企業。 

200 超廣角 用攝影機 榮獲台 國際 用電子

展創新產品獎。 

2011  

大功率單 片 用發電機電壓調節器 榮獲台 國

際 用電子展創新產品獎。 

商標在汽車調節器及整流器產品獲選

為寧波市知名商標。 

2013年 

經濟型高感度 光 視攝影機 榮獲臺北國際車

用電子創新產品獎 

榮獲經濟部 中 企業 升計畫之重點 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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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年度 證與榮  

2014年 

201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 ) 

台灣分公司查證。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評核為企業機構版銀牌。 

2015年 

2014年溫室氣體 查報告書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 ) 

台灣分公司查證。 

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 ) 

台灣分公司查證。 

榮獲2015年天下 企業公民獎(中 企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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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1.3 企業社會 任議 管理

1.3.1 利害關係人鑑別 

車王電子為鑑別利害關係人有 些， 先由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委員會 集各利害關係人並透過會議加以分類後，總計鑑別出
7大類，分別為股東、顧客、員工、供應商、政府、社區及非
政府組織。

1.3.2 與利害關係人

企業要永續發展須瞭解利害關係人的關切的議題，並透過溝通管道透明的與其溝通，做為永續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車王電子除
日常業務透過各種型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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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利害關係人與公司最基礎之溝通管
道，由專人將溝通議題分送各權責單位予以回應。
車王電子與利害關係人除平時固定之溝通管道外，並透過二年一次的問 了解利害關係人關切的議題，本次問 以GRI G4中的3
大類別與46考量面做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內容，由各部門推行委員發送問 給對應之利害關係人， 集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
另同樣議題由車王電子高階主管評估對公司之衝擊程度，經過統計分析後及會議討論後，總計 出23項重大性之關鍵議題（如
重大性分析結果圖）；並經「車王電子企業社會管理委員會」內部討論後，其中＂間接經濟衝擊＂ 在本次調查結果列在重大性
之關鍵議題中，但因產業特性及規模對此之影響度較低，故選擇不揭露；另決定2014年報告書已揭露之指標 ＂原物料＂、＂女
男同酬＂、＂勞工實務申訴機制＂、＂不歧視＂等，於201 年報告書中持續揭露，故本報告書總計揭露27項重大性之關鍵議題
，並在本報告書中依照GRI G4之指標內容一一回應，可於附錄索引表中查 各考量面之回應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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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車王電子概況 

利害關係人 管
利害關係人 象 位 管  主 議  

 投資人、股東 財務 
發 人 

 發 人與代理發 人制度 
 投資人關係（Investor Relations）專責單位 
 投資人信箱  aggie more.com.t  
 聯絡人：蔡經理 
 公司官方網站之”投資人服務” 
 電話：04-25683366 分機 1210 
 一年一次的股東大會 
 不定期舉辦法人說明會或接受國內、外投資法

人的約訪及電訪 

 公司財務資訊 
 營運狀況 
 公司治理 

顧客 國 內 外 客
戶、消費者 業務 

 不定期客戶現場稽核及稽核問  
 專屬對應  
 不定期電話 
 不定期電子 件 
 每年一次客戶滿意度調查 

 環境保護 
 客戶承 與服務 
 客戶隱私保獲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綠色產品設計 
 人權及勞工權益 

員工 

正職員工、約
聘雇員工、外

員工、工讀
生 

人資 

 定期與不定期會議 
 定期與不定期教育訓練 
 不定期企業內部公告 
 電子 件、內部溝通平台 
 董事長信箱 
 福委會 
 每季一次勞資會議 
 不定期個案訪談 
 每年健康檢查 
 不定期提案改善 
 寧波廠工會 

 營運狀況 
 訓練與發展 
 薪資福利 
 勞資關係 
 健康管理與照護 
 職業安全與衛生 
 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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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象 位 管  主 議  

供應商 
供應商、承攬
商、外包商等
合作 伴 

採購 
總務 
生產 

 供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
認知 

 供應商評比 
 法令遵循 
 公司願景與永續發展策

略 
 採購環保與安全管理 
 供應商管理 

政府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例：

市政府、消
防、警察、勞
安、環安所屬
機關、金管
會、加工出
區管理中心
等) 

總務
財務
企劃

 

  電話／傳
 

  電子 件
 

  文
 

  所屬該機關之網站申報系統
 

  查、訪視
 

  專屬對應
 

 法令遵循 
 環境保護 
 人權及勞工權益 
 公司治理 

 加工出 區管理處網站

 電話／傳
 電子 件
 文
 教育訓練課程
 相關作業表單
 設置供應商申訴管道
 專責專線：由專責單位總經理室 專員處理
                          相關事務
 專線電話04-25683402
 電子 件信箱audit more.com.t 、
 專屬實體信箱進行檢舉或申訴。
 供應商調查
 不定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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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象 位 管  主 議  

社  廠 近 社
區等  

人資 
 

財務 
總務 


 企業網站 
  
 專屬對應  
 不定期電話／傳  

 社會關懷與公益活動 
 環境保護 
 勞工權益 

政府組織 
公協會、環保
團體、公益團
體、媒體 

企劃室 
發 人 

(1) 企業網站 
(2) 文 
(3) 電子 件 
(4) 電話／傳  
(5) 公協會會務參與 
(6) 不定期記者會 
(7) 不定期媒體專訪 
(8) 不定期新 發佈 
(9) 專屬對應  

 社會關懷與公益活動 
 異業交流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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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企業社會 任報告書 立 及重大性分析結

車王電子企業

社會 任報告

書 立

STEP 1

立議

STEP 2

定重大考量
面

STEP 3

考量面
、邊界與時

STEP 4

產出報告書

STEP 5

報告書

廢污水和廢棄物 

童工 

法規遵循 市場形象 
間接經濟衝擊 

採購實務 

能源 

排放 

產品及服務 

環保法規遵循 

勞僱關係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教育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
機會 

強迫與強制勞動 

反貪腐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及服務標示 

行銷溝通 

顧客隱私 產品法規遵循 

經濟績效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切
度
 

對車王電子衝擊度 

重大性分析結果 

註 有 色標示區塊為問 調查結果列為重大性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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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及會議 重大性 考量面

 

經濟

經濟績效

市場形象

採購實務

環境

原物料

能源

排放

廢污水和廢棄物

產品及服務

法規遵循

供應商環境評估

勞工

勞 關係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教育

員工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

女男同酬

勞工實務
申訴機制

人權

不 視

童工

強迫與強制勞動

社會

反貪腐

法規遵循

產品

顧客的健康
與安全

產品及服務標示

顧客

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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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基於以下原因，認定27項考量面具有重大性
1. 對車王電子永續經營會造成衝擊、風險或機會
2. 為車王電子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永續經營議題
3. 揭露議題對未來具有挑戰性
4. 有助於車王電子針對永續經營議題之管理
針對這些考量面車王電子以 DCA管理循環（計劃- lan、執行-Do、檢核-Chec 、改善Action）之手法訂定管理方針，並定期評
估管理方針的有效性，以達到改善的目的。

1.3.3 考量面 與邊界 供應商

子公

車王電子

公政府組織

組織內

組織內

組織外

政
府

社



1.2.2 公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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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 

類別 利害關係人 
關 議  

邊界 
 

考量面  

組織  組織  

台灣 
車王 

子 公  

供應商 顧客  社  政府 政府
組織  

(NB) 
 

子公   

經濟 

公司財務資訊 
營運狀況 
公司治理 
公司願景與永續發展策略 

經濟績效          

公司治理 市場形象          
供應商管理 採購實務          

環境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原物料          

環境保護 
能源          
排放          
廢污水和廢棄物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綠色產品設計 產品及服務          

法令遵循 法規遵循          
供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 
採購環保與安全管理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環境評估          

在鑑別出利害關係人關切的27個重大性之關鍵議題後，鑑別出各考量面所涵蓋的範疇與邊界及對利害關係者是否具重大性，確保
車王電子各項資訊揭露之透明度及其 影響之範圍，以 現車王電子完整之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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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 

類別 利害關係人 
關 議  

邊界 
 

考量面  

組織  組織  

台灣 
車王 

子 公  

供應商 顧客  社  政府 政府
組織  

(NB) 
 

子公   

社
會 

勞工
實務
與尊
嚴勞
動 

人權及勞工權益 
薪資福利 勞僱關係          

勞動條件 勞資關係          
職業安全與衛生 
健康管理與照護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發展 
訓練與教育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薪資福利 女男同酬          
人權及勞工權益 勞工實務問題申訴機制          

社
會

人權 
人權及勞工權益 

不歧視          
童工          

人權及勞工權益 
勞動條件 強迫與強制勞動          

社會 
公司治理 反貪腐          
法令遵循 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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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 

類別 利害關係人 
關 議  

邊界 
 

考量面  

組織  組織  

台灣 
車王 

子 公  

供應商 顧客  社  政府 政府
組織  

(NB) 
 

子公   

 

社
會

 

產品
責任 

客戶承 與服務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產品及服務標示          
行銷溝通          

顧客隱私保護 顧客隱私          
法令遵循 法規遵循          

其他 社會關懷與公益活動 
異業交流 社會公益          

註：其他子公司包含英國（M ）、 東（RA）、 西（D S）、 西（MBR）等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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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公 治理

車王公司營運秉持嚴謹之公司治理精神，確保公司之經營團隊執行最佳營運策略與風險承受合適化及經營管理最佳化，並均衡所
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車王電子重視營運透明度及公司治理，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證 交易法以及其它相關法令制定有效的公司
治理 構與執行實務規範，並支持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Code of Conduct, EICC）及OECD 多國企業指導 領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國際勞工、人權及商業行為標準，持續提升管理績效，保障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權益。

車王電子推動公 治理的 體 績：

1. 2011年於董事會下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2015年度召開2次會議。
2. 重視資訊揭露，符合完整、即時、公平與透明化原則, 除了在證交所公開資訊觀 站上公告各項財務資訊、財務報表、年報、重 
    大訊息之外，在車王電子企業網站中( .more.com.t )，也能查詢到相關資訊，以供國內外投資人參考。
3. 持續致力於 求公司治理及財務資訊透明化、即時化、公平化。
4. 金管會以2013.12.31金管證發 第1020053112 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應設置獨立董事適用範圍」，車王電子依法令規定應    
    於2017年選任之董事、監察人任期 滿當年 適用強制設置獨立董事範圍，車王電子為落實公司治理，於2014年度股東會修
    改公司章程，修訂內容如下：「車王電子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人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之選任採提名制度方式
    選舉，由股東會就會前公告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並於2015年6月12日度股東會增選獨立董事2名。

車王電子董事會、薪資報酬委員會之運作分別依「董事會議事規範」、「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章」之規定執行，其職責及相關
說明如2.1.2及2.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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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治理組織

 2.1.1公 組織 構

車王電子組織運作將配合產品種類日益增加，持續在全球主要地點設置分支機構，拓展事業版圖，增加品牌能見度；持續研發提
升核心技術， 產品應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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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業務

主    工  作  職   
稽核室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執行內部稽核及提出改善建議，稽核結果的溝通及 。 

總經理室 
1. 經營企劃/策略合作規劃與管理 
2. 關鍵技術之發展及技術品保系統之整合。 
3.法務管理 

人力 
資源部 

以有效方法做好選、訓、用、留及員工關係等工作，使企業內人力資源能充份發揮效用激勵員工士氣，
提升組織績效。 

資訊部 
1. 集團全球化之資訊系統佈局與建置。 
2. 電 化相關作業之規劃、推展及執行。 

財務處 
1. 提供即時財務資訊，作為管理當局決策參考。 
2. 使公司資源作最有效之運用，防止任何不經濟支出、 費及 發生，以達營運計劃目標。 

業務處 開發新客戶、新市場，整合組織能力創造最佳業績，提高客戶滿意度，以達成公司業績及利 目標。 

研發處 依市場需求，以經濟方法創意的設計開發新產品以符合客戶及市場需求。 

製造處 
1. 依生產計劃靈活運用組織功能，以最經濟之方式，生產合 品質要求之產品，適時適量供應客戶。 
2. 以最經濟之成本、卓越的品質管理系統妥適的設備維護、先進的製程技術，並提供符合法令之勞工

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及強化節能環保製程管理，透過 任的員工，提供客戶滿意之製造服務。 

資材處 
1. 在有限成本下於期限內購入高品質原物料，並做好供應鏈整合管理。 
2. 透過有效生產排程管理，提升產能降低不必要之 費。 

總務部 提供 務管理及維護廠 之環境安全衛生，並推動節能減 管理。 

勞工安全衛生 規劃、實施及監督勞工安全衛生相關事宜 

寧波子公司 提供集團產品之製造服務；提供部份產品創新發展及大陸內銷市場之銷售管理。 
英國子公司、 西
子公司、 東子公
司、 西子公司 

海外市場策略、品牌管理、業務推廣、市場分析暨預 、客戶服務及客戶滿意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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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會：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治理單位以及重大經營決策的中心，董事會成員除具專業能力外其執行 要任務為監督，其職責包括建立良好
董事會治理制度，任命、監督與指導公司管理階層，強化管理階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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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負責公司整體的營運狀況，設立確切的目標，並 力達
成。董事會向股東會負責，董事之酬勞，須提送股東會決議，由股東決定與承認董事會經營結果，做為衡量公司最高治理單位管
理績效的方式。透過董事會績效的衝量，有助於提升董事會的決策品質及效率，達成有效管理及監督公司的目的。另外，透過年
報揭露董事會董事的出席率，加強董事對其自身應盡之責任與義務之要求，確實發揮監督與管理公司之功能。

車王電子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聽取經營團隊的報告，議題包含經濟及企業社會責任，例如：相關風險及機會評估、
國際標準的遵循、從業道德規範等。董事會就經營團隊所擬定的公司策略、方針，評估相關風險及可行性，定期檢視執行進度，
並積極督促經營團隊相關進度之調整。

本公司於2015年6月12日股東會增選2名獨立董事，董事會目前有9席董事，為提昇董事會的責任和信 ，董事會議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2015年董事會開會達7次，秉持客觀、專業之精神審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董事會之重要決議即時公佈於
公開資訊觀 站及公司網站的「投資人服務，」--「公司治理專區」，其中並放置有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以及董監事選舉
辦法等以供查詢。 
車王電子第十二 董事會任期自2014年6月12日至2017年6月12日止，任期三年；董事會各董事及監察人成員係由具專業知識與
素養及學經歷佳，且議事客觀之專業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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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
 

職      任日期 性別 年齡 主 經（學）  
目 主 任車王電子 

及 公 職務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蔡裕慶 2014.06.12 男 60 台北工專電機科  

車王電子所屬子公司董事 
亞 優勢 系統(股)/董事 

富投資(股)公司董事 
華德動能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  事 
總經理 成  2014.06.12 男 63 仁大學物理系  車王電子所屬子公司董事 

董  事 
總工程師 蔡志惠 2014.06.12 男 61 清華大學電機系  

三陽工業工程師 無 

董  事 曾  2014.06.12 男 42 南開技術學院電子系 業 無 

董  事 蔡 蘭 2014.06.12 女 65 
逢甲大學會計系  
新高 (股)公司 
財務經理 

富投資(股)公司董事 
車王電子所屬子公司董事 

董  事 文國 2014.06.12 男 65 逢甲大學電子計算機學系  
協 品公司董事 無 

董  事 富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蔡裕成 2014.06.12 男 68 光商專企管科  

工業總經理 
富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車王電子所屬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許恩得 2015.06.12 男 54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兼會
計與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正新工業、 東機 工業公司之
獨立董事 
正新 工業、 東機 工業、
利勤實業等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
會委員 

獨立董事 家  2015.06.12 男 54 
東海大學財務金 系教授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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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形

2015 年度董事會開會 7 次，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    實 ( ) 次數  次數 實 ( ) 率(%) /  

董事長 蔡裕慶 7 - 100% 

董事 a 成  7 - 100% 

董事 b 蔡志惠 7 - 100% 

董事 c 曾  7 - 100% 

董事 e 富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蔡裕成 7 - 100% 

董事 f 蔡 蘭 7 - 100% 

董事 g 文國 5 2 71% 

獨立董事 許恩得(註) 2 - 100% 

獨立董事 家 (註) 2 - 100% 

註  獨立董事許恩得、 家 於2015.06.12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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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形

車王電子定期安排董事及監察人進修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公司治理、證 法規等課程，2015年董事進修情形如下表： 

職      進 日期 主 位        進 時數 

董事長/總經理/董事 蔡裕慶 2015.12.04 證基會 
公司治理與證 法規 
公司經營權之競爭行為規範與實務案例
解說 

6 

總工程師/董事 蔡志惠 2015.0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
永續發展協會 全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推廣 導會 3 

董  事 曾  2015.0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
永續發展協會 全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推廣 導會 3 

董  事 蔡裕成 2015.12.04 證基會 
公司治理與證 法規 
公司經營權之競爭行為規範與實務案例
解說 

6 

董  事 文國 2015.09.01 
2015.08.14 

證基會 
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

續發展協會 

2015年度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法律
遵循 導說明會 
全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推廣 導會 

6 

獨立董事 家  2015.11.24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 獨立董事職能發揮與審計委員會運作實
務 6 

註  2015年無進修時數之董事未列在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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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利益 機制

車王電子於董事會議事規則中已 明有關董事利益 避條款，對於會議事項，與董事自身或其代表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 者，得列席 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須 避，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會
成員皆無與主要供應商交叉持股之情形。
車王電子亦設有發 人制度、並 設公司網站，作為車王電子各項訊息傳 與溝通之管道，亦設有投資人信箱，由專責人員處理
股東建議及各項問題。

2.1.3 人   

車王電子監察人負責協助審議公司財務報表、內部控制制度、稽核業務等，以確保公司經營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作業是否落
實，稽核主管定期向監察人報告年度稽核計畫與執行結果、每次稽核行動之發現及 缺失改善之情形，會計師針對半年度及年
度查核之規劃、執行及結果定期向監察人報告。
車王電子目前在任之監察人為3人，監察人員均具有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須之相關背景，並經股東會選任之。

人成員 ：

職      任日期 性別 年齡 主 經（學）  目 任 公 職務 

監 察 人 蔡文正 2014.06.12 男 56 杜蘭大學醫 管理 士 中國醫 大學院長、教授 
富投資(股)公司監察人 

監 察 人  2014.06.12 男 57 大企管系 業 來 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富投資(股)公司董事 

監 察 人  2014.06.12 女 49 台中商專企管系 中良工業(股)公司財務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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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會議 形

2015年度董事會開會 7 次，監察人列席情形如下

人進 形

註  2015年無進修時數之監察人未列在上表中。

職        實 次數（ ） 實 率(%)（ / ） 

監察人 a 蔡文正 5 71% 

監察人 b  7 100% 

監察人 c  5 71% 
 

職      進 日期 主 位        進 時數 

監 察 人  2015.09.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全球永續/企業社會責任推廣
導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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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作 形：

1. 組織

車王電子內部稽核為獨立單位， 直接 屬董事會；除在董事會例行會議報告外，並每月或必要時向董事長及監察人報告，且列席

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並做稽核業務報告。 

車王電子依據行政院金 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頒 之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11條規定，設置 屬董事

會之稽核室。

2. 的目的

車王電子設置內部稽核之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

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達成組織目標

。稽核工作主要是依據董事會通過的稽核計畫執行，該稽核計畫 依據已 識之風險擬訂，另視需要執行專案稽核或覆核。綜合

上述一般性稽核及專案的執行提供管理階層內部控制功能運作狀況，並及時提供管理階層以 其了解已存在或潛在缺失的另外管

道。 內部稽核並覆核各單位所執行的自行檢查，包括檢查該作業是否執行並覆核文件以確保執行的品質，並綜合自行檢查結果，

報告監察人及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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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

稽核室依上述處理準則規定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於該年度

執行 列各項稽核作業循環，以評估車王電子內部控制制度

之健全性、合理性及各部門執行的有效性。

4. 度

車王電子遵照主管機關規定，按月稽核股務作業及從事 生性金 商品交易作業，按季稽核背書保證/負 承 及或有事項/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每三個月提出前次稽核缺失改善之 報告；每年度並實施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作業藉以提高公司之經營績效

。並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於稽核報告完成後次月底前將稽核報告、稽核 報告 報車王電

子監察人。

本單位依照主管機關之規定，於法令期限內完成下列事項之網 申報作業：

  十二月底前申報次年度之 年度稽核計畫 。

  元月底前申報當年度 稽核主管與稽核人員資料 。

  二月底前申報前年度 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

  四月底前申報前年度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

  五月底前申報前年度 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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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 檢查 式

2.1.5 薪資報酬 員會 作 形：

薪資報酬委員會

主席： 日新
成員： 家 、許恩得

為了持續強化公司治理並接 國際標準，車王電子成立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以監督及審議公司整體薪酬政策及計劃，並
擁有決議權。

薪資報酬委員會監理範圍包含：董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以及員工激勵、分紅計畫等。

車王電子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共三名，由三位學界教授擔任，以維持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獨立、專業與公正性，並避免委員和公司
間利益衝突的風險，除獨立性及專業性皆符合法令規定外，學經歷豐富且對產業及公司了解 深，可協助車王電子建立完善之薪
資報酬政策與制度。

薪資報酬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資報酬與福利政策，以及董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並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
計劃，以確保可以吸引、激勵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本委員會每年審議關於董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及員工
分紅。

 各單位內
控制度自
行檢查 

稽核室
檢查及
評估 

董事會
決議 申報 

內控聲明
書用印 

核總經
理及董事
長核決 

自行檢查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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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 任管理 員會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成立宗旨在於落實實 車王電子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各項承 ，由董事長兼總經理蔡裕
慶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祕書處由總經理室經營企劃組擔任，車王電子部門主管擔任委員，針對經濟、環境、社會等永續等議題之
運作與規劃，並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經理 

公 治理 
務  

員工關  
社 參與 

人力資源  

勞工安全 
與衛生 

務  

生產 
生產  
品管  

法規遵循 
法務室 

產品 任 
業務  

供應 管理 
採購  

書  
經 企 組 

 
發  

環境管理 
環境管理推  

員會 

主任 員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 任管理 員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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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機制

2.1. .1 務 管理

1. 利率 ：

(1)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來自短期及長期 款。短期 款按 動利率發行之 款使本集團承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長期 款按固定利
      率發行之 款則使本集團承受公 價值利率風險。於2015年及2014年度，本集團按 動利率計算之 款係以新台幣及 元計價

(2) 假若利率變動5%，對2015年及2014年度 後 利之最大影響分別為增加或減少439 元及449 元。

(3) 本公司之資金規劃以保守穩健為原則，資金配置上 重安全之管理，並定期評估 幣市場利率、金 資訊，以適時採取適當之
      因應措施，並視其資金成本之高低及可能之報酬與風險，選擇最有利之資金運用方式及因應措施，以減低利率對本公司損益影
      響。本公司已建立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為因應業務規模 大所需之營運資金及資本支出，以向金 機構 資為主，最近年度
      款利率均落在合理範圍內，利息費用之支出對獲利影響 屬有限。

2. 率 ：

(1) 本集團係跨國營運，因此受多種不同 幣所產生之 率風險，主要為 元、 元及人民幣。相關 率風險來自未來之商業交易
      、已認列之資產與負 ，及對國外營運機構之 投資。

(2) 本集團管理階層已訂定政策，規定集團內各公司管理相對其功能性 幣之 率風險。集團內各公司應透過集團財務部就其整體
      率風險進行避險。當未來商業交易、已認列資產或負 係以非該個體之功能性 幣之外幣計價時， 率風險 會產生。

(3) 本集團持有若 國外營運機構投資，其 資產承受外幣換算風 險。來自本集團國外營運機構 資產所產生之 率風險，主要係
      透過以相關外幣計價之 款來管理。

(4) 本集團從事之業務 及若 非功能性 幣 (本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之功能性 幣為台幣、部分子公司之功能性 幣為 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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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外幣：功能性 幣) 
外幣 

( 元) 
率 

帳面金額 

(新台幣 元) 

感度分析 

變動幅度 損益影響 

金 資產      

  幣性項目      

    金：新台幣 $12,090 32.83  $396,854  3% $11,906  

    元：新台幣   1,762  35.88  63,221  3% 1,897  

    日幣：新台幣  45,255  0.2727  12,341  3%     370  

    英 ：新台幣   3,190  48.67     155,257  3% 4,658  

金 負       

  幣性項目      

    金：新台幣    443   32.83     14,541  3%     436  

    金：人民幣    4,920    6.57      32,332  3%     970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外幣：功能性 幣) 
外幣 

( 元) 
率 

帳面金額 

(新台幣 元) 

感度分析 

變動幅度 損益影響 

金 資產      

  幣性項目      

    金：新台幣 $22,536   31.65   $713,264  3% $21,398  

    元：新台幣     351   38.47  13,503 3%     405  

    日幣：新台幣    6,543  0.2640        1,727  3%      52  

    人民幣： 金     521   6.119        3,188  3%      96  

金 負       

  幣性項目      

    人民幣： 金    5,006   6.119      30,632  3%     919  

    人民幣：日幣    8,242  0.0514         423  3%      13  

 
本集團 幣性項目因 率波動具重大影響於2015年及2014年度認列之全部 換損益（含已實現及未實現）因外幣種類 多，

經 總金額分別為利益12,313 元及利益5,7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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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措施如 ：

(1) 車王電子管理階層已訂定政策，規定公司內各公司管理相對其功能性 幣之 率風險。公司內各子公司應透過母公司財務部   

      就其整體 率風險進行避險，母公司隨時掌控 率之 勢，並監控各外幣之 部位，參 相關之財經資訊、外 報告及國際
      經濟情勢，並依未來資金需求狀況，採多種幣別平衡方式以避風險，單一外幣之波動風險藉由其它外幣之互補性來規避。
(2) 研判未來 率 勢，於適當時機調整外幣部位，並做好現金流量之預 ，掌 外幣之供給與需求，以降低 率波動之影響。

3. ：

     車王電子將持續致力於各項成本之降低，密切注意原、物料之供需與價格變動狀況，適時調整庫存；研發降低成本之 代料

     源，並力求降低營運成本等方式，有效因應通 或緊 所帶來之衝擊，使車王電子不致產生重大之影響。

4. 、 資交 方面：

(1) 車王電子財務管理謹 並未從事高風險、高 投資之事業或投資。
(2)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皆制訂完整辦法及內控程序，並依相關程序辦理公告申報。
(3) 生性商品之交易係為規避外幣資產負 率變動之風險：車王電子從事 生性金 商品交易，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係
      選擇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與公司實際進出 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
      幣 入及支出）自行 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外 風險，並節省外 操作成本。其他特定用 之交易，須經謹 評估
     ，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5. 務 管理政策:

(1) 本集團日常營運受多項財務風險之影響，包含市場風險(包括 率風險及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本集團整體風

      險管理政策著重於金 市場的不可預 事項，並尋求可降低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潛在不利影響。
(2) 本集團財務部透過與公司營運單位密切合作，負責 認、評估與規避財務風險，例如 率風險、利率風險、信用風險、 生
      與非 生金 工具之使用，以及 餘流動資金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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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經 管理

1. 重 政策及法 變動 公 務業務 及 應措施：
    車王電子各項業務之執行均依照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重要政策發展 勢及法律變動情形，以
    及時因應市場環境變化並採取適當的因應對策。
    因應措施：車王電子與委任之法律顧問及會計師維持緊密諮詢以隨時注意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及業務之影
    響及規劃因應措施。

2. 變及產業變化方面：
    最近年度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未造成重大影響。

    因應措施
    (1) 集市場資訊，定期召開會議以了解全球市場之需求及科技發展之狀況，進而研發符合市場需求與期望之產品。
    (2) 致力於新產品研發投入、製程改善及技術提昇等，以強化公司競爭力。

3. 經 權及企業形象 變方面：

    (1) 車王電子經營階層一向秉持專業及誠信之經營原則，持續積極強化公司內部管理及提升品質管理能力，並進一步增加客戶

          對公司之信任。

    (2) 企業形象是公司之無形資產，有 企業領導者及經營團隊多年 力累積之結果，車王電子極力研發高品質之產品，及對於

          原物料之採購均遵循高品質之要求，對於產品客訴問題，設有專門負責部門處理。車王電子多年來企業形象良好，並遵守
          法令規定。若有影響企業形象或違反法令之情形，公司高階經理人亦將討論對策，擬定因應對策；最近年度並無重大改變



51

第 章   公 治理

 

4. 資 與管理面：

(1) 車王電子訂定「資通安全管理」與「重大意外事故系統復原」辦法，明訂公司資訊安全管制程序與規範，車王電子對所有

      同仁實施資訊安全之 導及訓練，以強化同仁對資訊安全分級與處理程序的認知與能力，並以系統化工具建立資安主動防
      護與警示能力，設置異地備 以確保資訊作業安全，每年演練不同系統緊急回存驗證，以實證重大意外系統復原能力，若
      有同仁違反資訊安全管制規定，會進行調查並給予不同懲處，特定情況下亦採取相關法律行動。

(2) 對於電 資料維護，除遵行公司營業 密管理規範，並以資安管制軟體主動保護，任何電 資料外發附 與本文相關公司

      營業 密，都主動通知主管與稽核單位確認，以確保公司營業 密不外洩。

(3) 集團全面管制隨身 （ SB Flash Drive）使用，任何資料移轉到外網，必須提報資料移出申請，經主管核准與稽核核對，

      以確保公司電 資料不被外洩，維護公司利益不違損。

(4) 依據個人職務與職掌， 電 權限申請表申請電 使用權限，經總經理核准重要電 資訊依權限授予。

(5) 全面上網管制，為以防止機密資料上傳，對於論壇與互動網 皆必須申請開放，並定期公告上網時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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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管理

1. 充產能管理：車王電子於投資前及投資期間持續評估 建廠 、購置機器設備等可能產生之資金不足、工程進度落後、業
    務接單狀況等風險，並擬定相關措施以降低對公司營運之不利影響，車王電子短期內無 充廠 計畫。

2. 進 或銷 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車王電子主要原料採購項目以電子零組件為主，由於國內資訊產業發展成 供應
    商眾多，且車王電子對於關鍵原料之採購大多與兩家以上的供應商維持穩定之供 關係，故車王電子供 來源上稱穩定且分
    ，並無進 來源過於集中之風險。
    車王電子近年來積極開發及 展新興市場通 ，以全球佈局而 ，車王電子於全球五大洲皆有客戶，故不易受單一地區景氣    
    與需求變動之影響。綜上所述，車王電子無銷 集中之風險。

2.1. .4. 管理 組織及 作

車王電子根據與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公司經營、業務及財務往來作業辦法、子公司監理辦法、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資金貸
予他人辦法及取得或處分資產準則等相關內控辦法建立適當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 ，除稽核人員定期監督執行情形外，管理階
層並每月定期與子公司召開營運管理會議 。 
車王營運一直以來秉持公司治理精神，以確保公司營運維持在最佳狀態，並平衡所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1. 車王電子依據最新內部稽核之發展及準則要求，已加強企業風險之管理，包括風險 、評估、報告及處理，風險控管機制
    可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為主辦單位及承辦人，必需負起作業的最初風險發覺、評估及管控的考量設計與防範之責。第二
    層級為總經理及董事長，負責企業風險控管權責，責成相關單位進行風險評估，並對作業單位的評估結果進行審 。第三層
    級則為稽核室的審查及董監事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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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王電子重要風險評估事項，須是 層面多 知會相關單位，必要值要先知會法律顧問或稽核單位。平時發覺若有立即之
    可能風險，需立即報告上級妥為防範。極重要事項如投資理財、工程招標均需會審，並實施定期查核。

3. 風險管理組織表  

重 評估  
第一 級 管 

(業務主 位) 
第 級 

議及 制 
第三 級 

成效 議 
1. 利率、 率及財務風險 財務處 

總經理或董事長 

稽核室：風險之檢
查、評估、督導、改
善、 、報告 
 
董事會：風險評估控
管之決策與最終控制 

2. 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作業、
生性商品交易及金 理財投資 

財務處 

3. 研發計畫 研發處 

4. 企業形象 總經理室經營企劃組 

5. 產或生產 製造處 

6. 投資、轉投資及併購效益 事業發展暨策略投資組 

7. 政策與法律變動 總經理室經營企劃組及法務室 

8. 董監及大股東股權變動 財務處、董事會 

9. 訴 及非 事項 法務室 

10.人員行為、道德與操守 各級主管及人力資源部 

11.SOP 及法規之遵守 各級主管 

12.經營權變動 財務處、董事會 

13.其他營運事項 總經理室經營企劃組 

14.董事會議事管理 財務處 

15.資訊安全及管理 資訊部 

  



54

第 章   公 治理

 

2.1.  誠信經

誠信  是車王電子之價值觀，我們為落實公司治理，已於2014年訂定「防範內線交易作業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道德行為準則」…等相關辦法並經董事會通過。
車王電子訂有「員工工作規則」、員工營業 密保護與個人資料安全準則並在網內公告 導、車王寧波訂有「獎懲辦法」，內
容以符合相關政府法令與社會倫理民 及車王核心價值觀為主 。 
車王電子承 並遵守業務所在國家之法律及道德標準來維持商 及從事業務活動；我們不容許因對於營業額、利 或績效的
求而違反了道德與法律的規範，對於公司日常營業活動之各項作業流程，公司亦針對集團內所有公司具有潛在貪 風險之作業
活動，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透過適時的 導，以期預防貪 行為於未然。為維持公司 風氣與經營績效，定期 導要求車
王電子全球員工遵守下列規定：

1. 業 保 ：
    任職期間於公司獲知之專門技術或業務機密，未經公司同意，嚴禁以任何管道告知外部廠商或競爭同業。

2. 資料均 整誠實 ：
    內部資料須依公司章程制度要求符合登錄或流通，外部公開資訊須依循法令規定 現。 

3. 法 資 資源：
    如：不得安 未經授權軟體、不得侵犯他公司或他人智慧財產權。

4. 不 參與與公 利益 活動：
    禁止私自從事與職務相關之營業活動，禁止私用公司資源取得非法利益。 

5. 與 客 廠商進 公 動交 活動：    

    與廠商或客戶間之招待、饋 、受禮活動須嚴格依循公司所定之「受理 管理辦法」及內部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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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 活動：
    所有員工不得未經許可 自洩露或 佈內線營業及財務資訊，圖利自己或他人，損害股東權益。

. 全員均 循遵 政府 關法 及公 規定 職務。
    員工是公司的重要資產，勞資雙方為互助互益之共同體，公司須善盡使員工安心工作、持續發展之義務，員工亦有責任維護
    實行可使公司長期有效經營之規範與策略，車王電子要求員工須隨時遵守上述規範，違反者將依情節 重施予懲處，以 實
    善盡社會責任並維護車王利害關係人權益。

. 供應商時應 誠信及公正原 ， 產品 服務 力者。

車王與供應商合作之宗旨為落實公平、公正交易，並設置供應商申訴管道公司內部設有檢舉機制，利用教育訓練告知同仁檢舉
管道，截至2015年止並無相關不法情事及檢舉案件。
檢舉管道：
      人力資源主管
      直屬主管
      稽核人員
      總經理信箱
      專責專線：
    專人：總經理室　 專員
    專線：04-25683402
    E-Mail audit more.com.t
    專屬實體信箱進行檢舉或申訴。
    處理原則：保密、客觀、時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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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經濟績效

2.2.1 資人 及 務表

「股東權益向為車王電子所重視，為確保股東權益，設置投資人關係服務人員，秉持資訊透明、公開的態度專責處理及回覆股
東問題及股東建議事項，以建立公司與投資人良好溝通管道，滿足投資人對公司資訊之需求，並提高投資人對公司價值之認定
及提高公司可信度。
車王電子並相當重視投資人服務，於公司網站設有投資人服務專區，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供股東及社會大眾等參考
，並由專人即時維護更新，以確保可能影響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得以及時、完整、公平、透明等原則揭露。除了在
台灣證 交易所之各項公告均能即時完成外，另外公司年報、財務報告、營 狀況、股價行情、歷年股利資訊、除權除息資訊
皆能從網站中一目了然，並每月即時主動公佈集團合併營 數 ，讓投資人快速了解公司營運實績及相關資訊。
此外，我們亦不定期接受國內、外投資法人之訪問、電話會議及對台灣、寧波工廠之參訪，讓投資法人即時且深入了解公司之
運作及未來展望。並不定期舉辦法人說明會，除向投資人解 公司營運狀況外， 亦向其吸 各項關於營運、財務、公司治理等
方面之正面建議 。
車王電子2015年仍積極投入海外市場之 局、開發新通 及開發各項新產品， 因面對 及 市場 退、 幣 值及中
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建 業景氣 退等因素，致市場通 仍難有大幅突破，其中汽車電子事業部整體業績 退約5%，工具事
業部因中國大陸建 市場下 ，業績 退較高約13%，致公司整體獲利亦伴隨降低。 公司 整體獲利受市場環境影響未有預期
之成長，但仍持續投入「節能、環保、安全、舒適、連網」之車用電子產業發展 勢領域，於先進駕駛 助系統(ADAS)、高效

達 控系統、電 管理系統(BMS)及車聯網皆已積極 局。車用工具積極開發精密可控、節能 用、智慧聯網之產品，發展精
密 力控制車用組 工具、數位 力 手及高精密定 工具。
在目前車聯網成為汽車產業發展需求之際，公司已新研發車聯網系統平台，成功整合 、網、 系統，可實際應用於車 上，
初步發 結合轉投資公司之電動 士，成功建構「行動式商業服務第二空間」之電動中 ，此產品充份整合「綠能運 」與「
智慧聯網」之科技發展，達成創新商業及公務服務模式。未來將持續將此車聯網系統平台應用於商用車方面及其他創新領域以
推動營 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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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除致力各項創新研發外，仍將結合多年的海外佈局、通 整合及品牌推廣，促成營運之突破，並持續致力於大陸及新興
市場之推展，營 將有機會持續成長。
於產品方面，除仍因應綠色節能之發展 勢投入綠能產品開發外，隨著智慧終 技術成 及4G網 及，各車廠已投入車聯網
產業的應用，但車聯網的無 聯接因屬 大工程，故進展緩 ，因此公司 準車聯網整合應用之未來發展，已多方佈局,將投入
車聯網系統平台之發展，切入車聯網產業。
展望未來，我們仍是持續積極投入各項創新，以維持公司競爭力並期許業績及獲利能持續成長。

2015 年、2014、2013 年 團合 實績 
位：新台 元  

分   析      目 
集團合併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營業 入 額 2 , 4 5 9 , 0 3 6  2,657,647 2,333,259 

營業 利 8 9 3 , 9 9 6  959,231 839,610 

營業 利 2 2 4 , 1 1 3  307,271 214,669 

前 益 2 4 5 , 2 2 6  313,230 295,084 

後 利 1 6 2 , 7 1 5  227,974 200,281 

 

資產報酬率(%) 4.11 5.84 5.69 

股東權益報酬率(%) 7.16 10.67 10.46 

佔實 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3.65 31.87 22.27 

前 益 25.88 32.49 30.61 

益率(%) 6.62 8.58 8.58 

每股 餘( 後) 1.72 2.41 2.11 

註: 經 況及 務表 ， 參考車王電子 2015 年度年報揭露於公 www.mo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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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 利政策及 況

利政策
車王電子正處成長期階 ，未來數年仍有 充生產之計劃資金需求，為配合公司長期財務規劃，股利分派係採 餘股利政策，其主
要係依據車王電子未來之資本預算規劃來衡量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作適當之股利分派，股利之分派由董事會擬具 餘分派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辦理，股利得以現金股利或股 股利之方式為之， 現金紅利發放比率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2015年度擬決議股利分配情形

1. 車王電子2016年3月18日董事會擬議分派分派股東股 股利計NT 37,902,880元（每 股無 配發40股之股 股利），股東現金
    股利計NT 9,475,720元（每股分配0.1元之現金股利），預計於2016年6月15日股東會決議通過 餘分配案。

2. 本次股東常會擬議之無 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 餘之影響：本公司無須公開2016年度財務預 資訊，故不適用。

2.2.3 員工及 酬勞

1. 公 章 員工及 、 人酬勞 成數 ：
    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 餘時，應依法提繳 捐、 補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 餘公積，但法定 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
    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或 轉特別 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 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 餘，由董事會擬定 餘分配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為激勵員工及經營團隊，本公司依當年度 前利益 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 於 補 損後，如 有餘額應提撥員
    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三，董監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
    員工酬勞以股 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 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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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係以截至當期考量提列法定 餘公積等因素後之未分配 餘，在章程所
    定成數範圍內按一定比率估列，並於年度終了後，董事會決議之發放金額有重大變動時，該變動調整原提列年度費用，於股東會
    決議日時，若金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於股東會決議年度調整入帳。

3. 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員工分紅等資訊：

    (1) 車王電子2015年度 餘分配案，經董事會通過擬議分派情形如下：
          本公司2015年度依章程所訂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三，董監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三。
           員工酬勞6,855,832元（佔 前 利3%）。
           董監事酬勞4,570,554元（佔 前 利2%） 。
           全數以現金發放與2015年度認列費用無重大差異。

    (2) 擬議配發員工股 酬勞金額及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本期 後 益及員工酬勞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3) 考 擬議配發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後之設算每股 餘：不適用。

4. 前一年度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列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有差異者並應 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1) 2014年度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如下：
          車王電子2014年度實際配發員工現金紅利6,448,000元及董監酬勞4,297,000元。

    (2) 上述金額與認列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與2014年度財務報表估列數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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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政府 務 助

車王電子近二年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如下。

年度 助  台灣廠 
(台 ) 

廠 
(人 ) 

子公  
( ) 

2015年 1-6月身心障礙者超額進用獎勵金-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231,264   

2015年 來西亞展 25,000   

2015年 新加 展 40,000   

2015年 越南補助款 30,000   

2015年 義大利補助款 35,000   

2015年 教育訓練補助款 146,610   

2015年 圖書館改造獎勵  30,000  

2015年 開發區十強獎勵金  50,000  

2015年 退水利基金  3,303  

2015年 社保補   5,684  

2015年 補助業界發國際市場第一期補助款   3,174 

2014年 1-6月身心障礙者超額進用獎勵金-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199,983   

2014年 律 展補助-經濟部國貿局 25,000   

2014年 台伊協會補助款：杜 汽配展 60,000   

2014年 台北市進出 商業同業公會-德國法蘭 福汽配展 45,000   

2014年 服務外包獎勵  30,000  

2014年 補助業界發國際市場第一期補助款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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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法規遵循與

車王電子在營運上一直致力遵循國內、外相關法令之規範，並注意影響企業經營法規的增修及變更，以確保車王電子得嚴守法規遵
循之義務並據此降低直接財務或間接商 損失之風險；在積極面上，我們並期透過法令遵循，以達營運能力 展之目標。
在從業道德規範的 構之下，車王電子就不同法規遵循領域分別訂有相關政策或指引，這些領域包括：公司治理、財務報告編製、
內部控制、內線交易、智慧財產權保護、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文件資料保存及銷 及非衝突原物料採購（非衝突礦產）等。我
們相信，以上的具體政策與指引，對於落實本公司的從業道德標準至關重要，所有同仁均必須 加瞭解業務相關的法令，並做出正
確的商業與道德判斷。

遵法教育訓練是我們法規遵循計劃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除透過定期法規查核並推出法規推廣與訓練課程，不僅讓同仁了解最新或
與其息息相關的法令規範，更進一步強化同仁對於遵循從業道德規範的 定承 。公司透過：

1. 多 化的教育 導方式：公司透過多樣的法規 導活動，充實同仁各項法規遵循的資訊來源。這些活動包括如：在廠區內張
    傳海報，或在公司內部網站上提供法規遵循政策與指引、教育 導文章及遵法要 ，使同仁可隨時接觸及取得法規新知。

2. 針 不同業務 性的重 式面 ：對於重要的特定法令、政策，公司特別提供面授課程，項目包含反貪腐、機密資訊保護、
    合約管理、智慧財產權保護、個人資料保護及無衝突礦產、內線交易等。以上各項課程，均根據同仁不同之業務執掌而訂有必須
    完訓的要求，以確保同仁確實 相關的法規。

3. 上 同 時進 的 ：為利同仁彈性安排時間，隨時掌 法規遵循重點，本公司開辦各項線上課程，包括如：
    內線交易、機密資訊保護、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等。以上課程均隨著法規或公司內部規章的變動而加以更新，以確保課程內容
    的即時與正確。

基於上述的作為，車王電子近二年度無違反法規被處罰款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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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客 關係

車王電子為加強顧客服務及管理，近年來積極導入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利用此
系統來記錄客戶的基本資料、來訪會議記錄、日常客戶交辦工作等以隨時掌 客戶需求。
另外，業務人員定期性 訪 界各地客戶，以面對面的方式實際瞭解市場動向與 聽客戶聲音。
本公司訂有「客戶抱 處理辦法」，明 客戶投訴管道及處理程序，並定期舉辦顧客滿意度調查；本公司訂有「客戶滿意度調
查辦法」，明 每年舉辦一次客戶滿意度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列入年度管理審查，作為年度方針策略或改善計畫的優先參考依
據以提升客戶滿意度。
車王電子提升對客戶服務的同時，更重視維護客戶隱私權及智慧財產權。與客戶簽署保密協約以保護客戶機密資訊，並確保相
關業務之同仁執行業務往來時做好保密工作。車王電子2015 年並無違反客戶隱私權，或客戶資料遺失而傷害客戶權益。

2.3.1 客 度

為了解客戶與本公司交易滿意程度，每年會透過全球行銷據點對主要客戶進行滿意度調查，調查的範圍分類包括業務行銷（
Mar eting  Sales），生產管理（ roduction Control），研發能力（Research  Development），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整體平均滿意度（Overall Satisfaction），競爭資料（Competition information），以及其他如品牌或特定議
題等。
以下所列為汽車電子事業部及工具事業部2013 2015 年客戶滿意度問 調查結果，汽車電子事業部2015年客戶滿意度4大構面
相較2014滿意度已 幅提升，但近年來汽車電子事業部因積極投入產品設計的創新差異化及技術能力的提昇致使研發週期 長
，新產品上市 後，此為滿意度無法快速提升的原因。2016年針對 短產品研發週期及平均交 期、提升品質水準降低產品不
良率及提昇生產力等各項滿意度重要指標持續進行年度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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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事業部2015年客戶滿意度4大構面與2014年相較各項指標皆 現上升 勢，顯示在技術突破、 短交 期、降低客訴件數
及進料不良率、提升生產力、降低成本等已發揮提升的效果，但仍將依 定的計畫持續改善，進而超越2015年的水準，提供客
戶更新的產品與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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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供應 關係

2.4.1 供應商管理及 採購

採購作業是公司組織運作重要之一環，車王電子對外進行相關採購，除承辦依採購管理辦法執行業務外，與供應商維持正常、
合理、透明之商業往來，任何不正當利益 送與往來均為禁止之列，且除對於品質 持外，不定時提供供應商國際環保法規最
新訊息，同時注意環保與人權議題並重，從供應鏈中心廠之角度來管理與要求所有供應商符合各種環保法令及其他政府相關法
令，其以降低本身及供應商的營運分險成本，建立永續經營的合作 伴，形成綠色供應鏈體系。

車王電子供應鏈體系，所建立的採購對象以原物料特性進行區分，分為電子、電機、金屬、化學 、包 及其他等 6 類。供
應商型態主要分為 3 類，包括製造商、代理商及委外加工廠。對於關鍵性物料或交期時程較長之零組件，為避免因個別供應商
之問題，影響供應鏈採購常態，亦建立 代來源（Second source），維持正常生產與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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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供應鏈時程管理及物流成本， 短時程降低減少能源耗
損及運 用外，所有物料以生產地當地採購為主，,亦即採在地
化之採購原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 榮。
除上述節約能源外，採購在地化是優先原則，回饋 。在全
球採購方面，基於總公司與寧波廠資源整合與應用，2015年車
王電子全球採購台灣本地佔45%與寧波子公司佔48%之採購金
額為最大宗之來源。

註：在地化定義，是以地理環境為原則，已在當地合法設立公
        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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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供應商

除一般對供應商的品質、成本、交期、服務及技術能力的評估外，並將環保原則 入供應商的基礎管制中，針對供應商使用的
原料、包 等項目，要求供應商必需簽署供應商聲明保證書承 保證其產品「不含危害性禁用物質 SF」，符合符合Ro S、

EEE、EL 、 A s、REAC 等(註 )相關環保法規要求，目前新篩選之供應商均能百分之百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註 )名 說明： SF（ a ardous substances free），Ro S（Restriction of a ardous Substance）， EEE（ 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EL (End-of-Life ehicles Directive)， A s( olycyclic Aromatic ydrocarbons)，
REAC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 ation of Chemic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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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產

於 果共和國及其 邊9個國家產出之礦產，已為當地利益團體所控制，成為 勢力的資金來源用來交易 火，為 取該等
利益，於該地區礦產開採過程中引發嚴重之 衝突，人權侵害與環境破 ，且源此議題引起國際社會廣 之關注，車王電子
因應此國際人權問題，特定以下採購聲明與政策，並已於2014年起，因應客戶需求實施相關調查與申報之作業。

1. 車王電子不支持，不使用來自於 衝突及非法採礦及侵害人權所產出被定義為 衝突礦產 之 Sn、 Ta、 、金Au、    
    等4種礦產。

2. 車王電子並未直接進行礦產原料之採購，同時要求所有供應商共同遵守，不得使用及交 上述被定義為 衝突礦產 予以車
    王電子，並同時進行 衝突礦產 來源之清查，提供調查之相關資訊(衝突礦產(conflict minerals)現況調查表)，確保符合車
    王電子不使用 衝突礦產 之採購政策要求。

2.4.4 供應商

為落實供應商的有效管理，除新供應商的選擇有訂定篩選原則外，已成為合格的供應商後，亦會針對品質、交期及運 中環安
進行供應商績效評核。

2.4.4.1 新供應商引進

1. 新協力廠商之引進與新零件之選用，除評估協力廠商實際之承製能力，需能正確選擇、確保品質、交期做為長期配合之優良 

    協力廠，並確保協力商作業能符合當地相關法令規章，不致污染環境。依據採購管理辦法，需進行供應商評核，主要針對財
    務、技術、品管、成本等分別由開發、品保及採購單位進行實地訪查與評核，合格者方得列為合格供應商。
2. 自2015年起，供應商評核針對環保與人權議題，再增加評核項目並列為特別條款：「是否聘有童工及非法外勞 」、「勞動
    條件及環保設施是否符合法規 」，違反此議題之供應商者，經 導後仍無法改善者，不得列為合格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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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採購地近3年新供應商增加數

註 現有供應商統計基礎為5年內有交易者。

2.4.4.2供應商評
1. 列為合格供應商後，依採購流程進行採購，針對交 品質與交 時程，包 及運 過程中是否洩漏進行評比，確保合格供應

    商於規範內正常作業，對於評核績優供應商，除列為增加訂購料品分配比例外，並列為新產品開發料件配合之 選，評核等
    級不合格者列入觀察名單，進行 導並要求限期改善，但經 導與溝通協商後仍無法改善者，則列為不合格供應商停止交易。

2. 依2014提報年度 總之「協力廠商交 績效評核報告」針對重要(關鍵)協力廠商定義，關鍵零組件或交易金額前20%者，直接
    交易之製造廠商，及定期重新評鑑之頻率，決定稽核評鑑廠家10家，已於2015年由採購會同品保進行供應商實地到場稽核，
    確保品質、成本、交期、環安等項目，符合車王電子之相關規範與原則。

別別 台灣廠供應商數數 廠供應商數數 合 供應商數數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3 2014 2015 2013 2014 2015 

前一年合格供應商數 614 613 597 424 444 458 1038 1057 1055 

當年新增供應商數 42 39 29 60 61 57 102 100 86 

超過 5 年未交易供應商數 43 55 46 40 47 34 83 102 80 

年度合格供應商總數 613 597 580 444 458 481 1057 1055 1061 

新供應商採用環保篩選數 42 39 29 60 61 57 102 100 86 

新供應商採用環保篩選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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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供應 管理

供應鏈係維繫公司正常運作循環之重要管理體系，任何供應商在品質、成本、交期、環安出任何問題，均可能造成生產與出
之 ，造成客戶抱 , 或 之發生，除以供應商評核，做適時之稽核與管理缺失之改善外，採購建立A L(Approve 

ender List) ，掌 相關市場訊息與供應來源外，對關鍵性零組件如： 電 , 達,開關..重要物件，採取第二供應商(Second 
Source)開發與認證，確保原供應商發生異常造成無法交 時，可及時調整供應鏈，採 代供應商作業，即時供 確保整體生產
體系之正常運作。 



70

第三章   環境保

 

3.1 產品

車王電子依據客戶及市場需求建構產品開發與銷售服務的流程，
並關注全球環保 勢、保障消費者使用安全及避免對環境造成污
染，所有生產出 之產品均符合國際環保綠色規範，如Ro S、

EEE、EL 、REAC 、 A s…等，設計 規劃與設計產品遵循
低污染、可回 、易 解之環保設計規範，且從設計到設備引進
等相關流程均訂定加嚴之產品有害物質管理方式，以管制產品之
設計，採購、生產及銷售等，同時積極要求及協助供應商建立綠
色產品供應鏈系統，提升環保管理績效，確保最終產品符合國際
環保法規，滿足客戶需求，力行環境保護。

1. 車電子產品
    環保、節能、安全、舒適為目前汽車零、配件市場設計與規劃製造之主流商品，近年來 界各國相繼將汽車”節能降排”列入
    重點項目，而micro hybrid（ 型 電 合動力）的啟停系統是當 的一個重點，build in 的BSG（belt-driven starter 
    generator）電機是啟停系統的核心，它可以提升引 5%～10%的效率，由於技術程度高所以目前只有系統大廠能提供，車
    王電子秉著擁有 o er Module的製程能力、DC 達 動設計能力、發電機整流的Domain no ledge（領域知識）、CAN 
    B S的技術來進行開發，預計明後年提供給新興國家的汽車製造廠，合理的價格可以快速 使更多的車子安 這種系統，達到
    ＂節能降排＂的目的。

綠色產品設計管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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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壓 系統及先進駕駛系統導入車規標準配備及制定相關法規。車王電子研發的「影 安全攝影 」是特別針對 卡
商用車客戶需求來設計，一直以來深受物流業者的採用與好評。依據車 研究 試中心指出，溫度變化、 面異物都會影響
壓， 壓過高、過低都危及行車安全。 壓過高可能使 系統 ，導致車 舒適性不佳； 壓過低則會變得軟軟 ，易
被 破增加 耗，導致 。或 圈與 面大量 造成 脫離，相當危險。汽車安 壓 系統（T MS, Tire 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主要的功能及效益為：

  事前安全警示：T MS直接檢 出 汽壓和 度，在 出現異常徵 時能及時提 駕駛者，保障行車安全。
  減少 耗：根據 國E A（Environmental rotection Agency）的 試， 壓比規定值低2psi(壓力單位： /平方英 )，

    耗會增加1%。
  長 命： 汽壓每低於標準汽壓值10%， 命減少15%。T MS有助 保持標準汽壓， 長 命。

車王電子已投入研發多年「無線 壓監 系統」T MS之研發， 壓 系統已是車王電子的主力產品之一，車王電子也是台灣
唯一獲邀參與中國大陸T MS國家標準制定委員會之廠家。在目前高 價的時代中，提供客戶節能、省 及安全是車王產品的最
大特色及使命。

由於 耗效率和環保法規及車用安全法規的要求，hybrid（ 電 合動力車）和 電動車系統是汽車發展之 勢，未來車王汽
車電子零件將繼續著力於數位式單 片控制的產品開發及應用於汽車節能起停系統(Start Stop System)零組件、車 節能 達

控模組( o er Module)製程和系統建置、 帶傳動啟動發電(belt-driven starter/generator, BSG)模組及電力模組之開發、
智慧型單向自動定位的無線 壓監視系統、經濟型自動防 後視 、先進行車 助安全系統(ADAS)， 大技術領先以及提昇競
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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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 產品

環保、節能為工具產業發展之 勢， 電 工具將逐漸被 電 工具所取代，要進入 市場，環保及安全認證仍為必備的行
銷條件。車王電子在多年前即已領先業界使用 電 取代 電 ，並設計符合環保及安全之工具，除了減低工具重量外，更增
進工具使用效能，並可降低對環境之污染。

電  (Li-ion) 工具與  (Ni-Cd))電 工具的比較如下圖：

目前公司致力於數位無 工具以及先進 電 充放電控制系統之研發，將藉由高效能無 達而大幅減少 達無效之耗能及達成
數位化控制的能力，使得傳統充電式 電工具更顯 短小，且 長電 及 達的使用時間與 命，並可達到精準控制之功能。

未來公司將持續投入資源於發展全方位智慧型電動工具，除了傳 接 及 存數位訊 工具，再結合物聯網大數據之應用概念，
以提昇電動工具的附加價值以及對工業再進化作出相對應的 獻。



工具事業部2015年客戶滿意度4大構面與2014年相較各項指標皆 現上升 勢，顯示在技術突破、 短交 期、降低客訴件數
及進料不良率、提升生產力、降低成本等已發揮提升的效果，但仍將依 定的計畫持續改善，進而超越2015年的水準，提供客
戶更新的產品與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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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原物料

車王電子產品以汽車電子及高階智慧型電動工具為主要銷售產品，汽車電子 屬於行車專用零件與配備，因行車駕駛安全及品質
可靠度與信 度考量，從研發設計、採購、生產均採高標設計基準，同樣在電動工具產品方面，產品購 者，是以車王電子產品
為主要生產維修工具，所以在品質要求、安全法規之符合，必須以使用安全與品質可靠度為優先考量，在此以消費使用者安全及
權益考量前提之下，設計面所訂定之規格及選用物料，大都以正廠(原廠)為採購之對象，來確保行車及使用之安全。
2015年車王電子在原物料採購使用，除部分 直接採購原料外，其餘零組件皆購自於供應鏈體系相關供應商製造加工後進廠
組 成品銷售於客戶，經統計2015年金屬 材、 合金、 、 類使用總重量如下：

在產品生命週期終了，亦即產品無法使用後之處理，車王電子依 EEE規範之原則，
核算產品回 率（3R-RE SE、,REC CLE、RECO ER )均達標準以上，並對相關屬可回

之 及金屬做材質標示，以利回 作業，且所有產品需符合 SF相關法規，所以車王
電子產品符合環保要求 低污染、可回 之原則，為地球村環保盡一份心力。

 2015 年原材料使用重量 

項次 類別 總重量(公 ) 項次 類別 總重量(公 ) 

1 金屬 材 121,683.47  4 類 215,900.56 

2 金屬 材 12,609.22  5 類 113,569.53  

3 合金 35,2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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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資源

車王電子產品型態為汽車電子零組件及電動工具，生產製造以SMD（Surface-Mount Devices）及成品組 為主， 屬非耗能
產業，在企業總部興建之初，即考量以節能減 為原則，所以在電能與耗水，除產線少數 箱或 之外，生活用電用水仍屬大
宗。所以引進高效能設備與生活節約用電與節水就顯相對重要。

3.3.1 能資源管理與 量：

車王電子企業總部，其結構設計與建造，即是以節能減 為目標，各 層採光與通風，為最基本要求，向陽部份 採雙層 之
建 及採環保 熱 ， 絕日光幅射熱，降低室溫，藉以降低室內空調用電。企業總部外觀 形造型，除視覺 觀外，更有減少
風 ，降低噪音，避免影響 居民生活安寧，提昇居 品質。
因應全球二氧化 減量 勢、方 電力管理資訊，除訂定合理 約容量、提高功率因數外，更設置電力監控係統及需量控制系統
，透過即時的用電資訊 集各回 負 、使電力使用合理化及最佳效率化、降低二氧化 排放。
為節能減 之執行，公司內部已將一般T8 管陸續 換成T5節能 管。2015年並將1F資材 庫一般T8 管、陸續 換更有效
率的節能LED省電 管。預計陸續 換100 組（200 支LED 管），除LED 管 命平約可 長2.5倍外，估計全年可節省7,488 
度電及減少CO2排放約3,901 g（註2）。
（註2）估算方式為：1000 1 小時=1 度電，T8 管4 1 支為33 ，LED 管4 1 支為21 ，計算出每1支 管每小時約可
節省0.012度電。計算公式=0.012 度 依每年使用312 天 每天使用10 換200支。每度電所產生CO2約0.52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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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電管理：

在用電議題，車王電子， 非高耗能產業，但為確保與落實節約能源，特制定節約能源管理辦法，並訂出日常查檢表，查核與督
導各單位節約能源事項。

1. 生產 電：
    近三年度用電與產值比較如下表，2014年用電增加，主要原因為生產產值增加，同時因應兩岸分工，提高台灣總公司之產能
    設備利用率，訂單從寧波廠移回台灣廠生產，所增加之用電負 ，主要耗電在於產線 箱與 為主，因應降低用電量，除採
    購高效能設備外，也在熱 （熱損失）上進行設備上改進與生產連線作業，避免等待與集中生產，降低用電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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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用電：

A. 空調系統：控制 溫度、 氣時間控制、改善空調設計、定期過 網清 、保養，提高效率、節省電力。 氣 內配合電風
使用、使 氣分佈較為均 ，並可降低電力消耗。最大用電於整體空調用電，除規範未達攝 28度，不啟動 氣空調。下班前

三十分鐘、關 壓 機，以減少耗電。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加班 量不開中 空調，以免主機低負 、低效率、高成本運轉。

B. 照明系統：基礎照明配合照度標準要求，選用適當高效率LED 源或電子式安定器日光 具。 及通道、 所等照度需求較低
之場所，設定 開 或減少 管數、配合 光感知器， 設熱感應開關，有人時自動開 ， 人時自動關 。具體措施如下：
    a. 經照度(L )實 為足夠之考量下，減少 管支數。
    b. 於非常態辦公區域，設置感應式照明系統，節省常照時間。 
    c. 為有效的管理節能、各單位、及區域、照明電 開關採用 色管理，於各開關上方設置圓形 色標 及選用說明（如下圖），   
        讓使用人員依做做照明最適化選擇參考。

色說明如下：
1. ：主要照明，室內大 、經常使用。
2. 藍 ：加強照明，加強照明於必要時再開啟使用。
3. ： 助照明，平常不用於必要時再開啟使用。
4. ：特殊 助照明，平常不用有特殊用 時再開啟使用。 
5. 空 ：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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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水管理：

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並未使用與水相關之製程，故無排放事業廢水，所有用水皆為生活用水、 水 用水與景觀 物維護用
水使用。2015年總用水量為9,493 。生活污水經相關管道 集後，經化 集中處理，於公司東西兩 設置2處排放 排出，
並每年不定期委由外部合格檢 公司檢 1次，均符合水質檢 標準之規定。

2013 2015年排放 水 檢 結

檢 名稱 
環保局 

合格標準 
2013 年 
平均值 

2014 年 
平均值 

2015 年 
平均值 

固體 mg/L 80 4.7 1.75 3.2 

化學需氧量 mg/L 250 9.75 8.05 16.6 

生化需氧量 mg/L 80 3.6 2.8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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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環境管理

3.4.1環境管理系

車王電子透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透過先期審查方式進行有系統之管理。
1. 環境考量面之鑑別：車王電子除定期每半年針對公司與環境相關議題做考量面之鑑別外，如引進新設備或製程時即 動環境
    考量面鑑別作業，評估後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或執行必要之控制方案，以確保環境之影響度減至最低。
2. 法規查核：每月由各法規查核人員，主動針對與車王電子相關之環保法規進行查核及符合性之評估，針對有影響處提報環境
    管理代表提報上級採取合適之處理方案，以確保公司相關作業符合法規要求。
3. 建立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 為落實本公司環境管理政策，依每半年鑑別出之重大考量面提列管理方案做相關改善，以持續提
    升本公司之環境管理績效。　

車王電子環境政策
1. 遵守政府環保法令及相關規定之要求。
2. 節用能資源及污染預防， 應環保 勢。
3. 持續作業環境之改善，維護員工健康。
4. 強化員工環保認知及對客戶和供應商溝通。

2015年環境管理方案如下，均已完成並達成預期目標。

致力於環境保護一直是車王電子相當重視的議題，我們利用這片土地成長 ，也應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心力；所以從創立至
， 未發生過任何一件違規事件與被主管機關裁罰的案例，這也是車王相當引以為 的成就。

方案  日期 成日期 效  

電 力功能 試噪音改善 2015/01/14 2015/01/30 原噪音值 76db.改善後降至 60db。  

提升自動 接機 接 排效果 2015/05/04 2015/05/29 有效降低 。 

改善 2015/06/01 2015/09/30 改善前 於空氣中.改善後有吸 管可將 吸入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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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廢棄物 理

車王電子製程所產生之廢棄物主要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產量非常少，但車王還是在管理上有制定廢棄物管理辦
法，將一般和有害分開 存分開處理，再委 經政府單位許可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本公司所產生之事業廢棄
物及資源 廢棄物。除資源回 廢棄物外，其他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皆全數上網申報，加以 廢棄
物清運及最終處理情形。

 2013 2015 年廢棄物數量如 ：

車王電子所產生的廢棄物以落實分類管理與持續減量為目標，在整體廢棄物的產出量變化不大，這表示車王電子對於廢棄物處
理，除產生後之消極處理措施外，更積極 導 減量措施，如選用包材較少的零件、物料及對會產生有害廢棄物的製程也將
持續精進與改善。
生活 的部分，除了持續推廣 製衛生 及 減量使用外，並鼓勵供應商使用 製物料週轉箱、減少包材消耗等，透過
環保生活化，培養員工環保觀念與習慣。

一般 業廢
棄物 

理方式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位 

生活  化處理 17.16 18.6 17.59 公  

廢  回 處理 30.94 42.06 37.24 公  

廢  回 處理 7.52 8.48 5.32 公  

廢  回 處理 0.59 1.12 3.08 公  

廢  回 處理 11.8 2.15 4 公  

廢電  回 處理 0 4 0 台 

廢  回 處理 0 5 0 台 

五 廢料
(D2527) 

回 處理 0.062 0.06 0.08 公  

 

害 業廢
棄物 

理方式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位 

C 0301 廢
 

化處理 0.80 0.71 0.82 公  

E 0217 廢
電子 組件 

物理處理 0.28 0.1 0.27 公  

E 0221

電 廢料 
物理處理 0.50 0.06 0.1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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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定污 源 理

3.4.3.1 廢 產生與 ：
空氣污染方面，車王製程所產生之廢棄主要在於清 與 接產生之 氣 ，避免揮發之 及 接 氣，造成生產產線員工

吸之不適與健康影響，所用清 採用符合環保規範之 ，同時清 設備採密 方式清 ， 接部份採即時吸氣設備，
優化工作環境，保障員工健康。

3.4.3.2 廢 理及 量：
上述產線所產生 揮發物與相關廢氣 OCs（揮發性有機物 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經由中 道 集與運送至7
，經空污處理設備處理後排放於大氣中，其設備係使用符合環保法規之活性 吸附 置，並定期更換之；另每季上網申報揮發
物使用量及每年委由外部合格檢 公司檢 道1次，以符合環保規定要求。
2015年所使用之 OCs原料為4152.55公 ，比2014年增加367.45公 ，主要是與其相關製程之產量增加，在生產技術部門仍
持續製程改善及分析與引進相關金屬印 材料及其化學成份，期能降低用量，以間接降低 OCs與製程廢氣。

3.4.3.3 作業環境 定：
為使作業環境符合安全衛生的標準，公司對員工作業場所可能存在之有害因子，每半年定期實地檢 ，確保有害物 度不超過
法令規定之容許 度，同時亦針對噪音、粉塵、固定污染源及中 空調大 二氧化 度實施 定，以確保作業環境的品質，
保障員工健康，避免職業病的發生。

3.4.3.4 化學品管理：
針對生產製程所需相關化學品或清 ，均依規定存放於規定區域並行標示，如有洩漏之 者均需置於承接 上，且需依規
定 邊必須置放各種原物料之安全資料表SDS（Safety Data Sheet），確保使用安全及發生異常時緊急處理參考。使用過之廢

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規定處理。截至2015年止本公司從未發生嚴重洩漏而影響 環境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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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室 體 查

氣候變 為全球性議題， 其是在溫室氣體及 排放影響 巨，車王除致力開發綠色產品及進行能資源管理外，並考量溫室氣

體及 排放可能對車王電子永續經營之影響，已於2014年導入 ISO 14064-1溫室氣體 查系統，期透過系統的導入逐步建置溫

室氣體排放的管理能力，以制定公司溫室氣體減量之策略，

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車王電子2015年溫室氣體 查作業計算標準採用環保署國

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所提供之「溫室氣體 查表單2.6.2版

（105.01）」、各排放源之係數來自於「溫室氣體排放係

數管理表6.0.2版」及全球暖化潛勢係數(G )使用「I CC

1995年第二次評估報告」。

車王電子2015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1372.9223公  

CO2e/年，主要來源為範疇二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外

購電力）佔95.94%（註3），其餘為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

排放佔4.06%；與2014年相比下降127.823公  CO2e/年，

約下降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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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車王電子屬於低污染製程，除了用電設備外，範疇一所包含之固定燃燒、製程排放、移動燃燒與 排放源分別各佔範疇一

的0.15%、0%、1.38%與2.53%，佔比例最高的 排放源來自於空調設備 媒、化 等相關排放；而與生產有關之製程排

放為0。

然環保署規定，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 以上之企業，才需進行申報與減量作業。車王電子之排放量 低於規定之標準

量，但為了環境保護，仍持續進行節能減 的工作。

　（註3）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外購電力103年預設CO2e排放係數0.521公 CO2e/度計算。

2014～2015年車王電子總公司及 各項溫室氣體排放 查統計之結果

       年度 
 
類別 

2014 2015 

排放當量 
(公 CO2e/年) 

排放當量  
(公 CO2e/年) 

排放當量 
(公 CO2e/年) 

排放當量  
(公 CO2e/年) 

二氧化 (CO2) 1,466.0561 97.69% 1,337.5227 97.42% 

甲 (C 4) 28.1253 1.87% 28.3101 2.06% 

氧化亞 (N2O) 0.062 0.00% 0.589 0.04% 

化物( FCs) 6.5005 0.43% 6.5005 0.47% 

全 化物(PFCs) 0 0.00% 0 0.00% 

六 化硫(SF6) 0 0.00% 0 0.00% 

三 化氮(NF3)   0 0.00% 

總計 1,500.7439 100.00% 1,372.9223 100.00% 

範疇一(直接排放) 55.5551 3.70% 55.7567 4.06% 

範疇二(能源間接排放) 1,445.1888 96.30% 1,317.1656 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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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員工政策

車王電子自成立以來，秉持著卓越、責任、可靠、研發的經營理念，懷抱著誠信、奮進、創新、奉獻、感恩價值觀，矢志成為
卓越之企業。為達成卓越企業的願景，車王電子將員工視為重要的資產，因為唯有員工才能不斷提升企業經營能量，亦是保持
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車王電子嚴格遵守各項勞動法令的要求，更訂定相關保護措施以落實員工權益的保障，我們不僅重視員工
在工作上專業職能的提升，更積極規劃個人職涯發展計畫，希望員工可於工作中與公司一同學習成長。我們也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期望建立一個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讓同仁可以樂在工作享受生活。

4.1.1 員工概況

4.1.1.1 員工結構及分佈

車王電子由於積極推動自動化生產，直接生產人力需求度下降，截至2015年止，目前集團總人數為998人，均為全職員工，其
中男性比例為42.59%，女性比例為57.41%。台灣員工總人數412人，其餘員工分佈在中國大陸及其他海外地區，亞洲地區占了
92.9%。在全球管理階層上的性別比例，男性占比70.42%，女性占比29.58%。

註:管理職為組長級以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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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員工留任

車王電子關注每位同仁的職涯發展，期望每位同仁能長久留任，共創未來。故在人員離職管理上，一旦同仁提出離職需求，人
資單位即會視需求安排適合人員與當事者進行離職面談，深切了解同仁離職原因，並盡力予以挽留與關懷。

2015年車王電子仍積極研擬相關留才對策，如績效獎金、紅利獎金、人才發展計畫、多元訓練…等，並透過學生實習計畫展開
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
2015年台灣廠新進總人數為52人，離職總人數為58人，多數年齡層落在40歲以下，主因為該年齡族群有較多元的想法，希冀
自我突破，故勇於跳脫舒適圈，轉任跨領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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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廠新進及離職統計表

4.1.1.3 人員招募

車王電子人員需求及招募計畫，是依組織發展需求規劃安排的，透過各種管道招募優秀人才，包含與各學校搭配的研究發展專
案、台灣地區大四的實習方案、政府的就業促進方案。車王電子的人員招募依當地法令規定執行，不聘用童工或有強迫勞動的
情形，亦不聘用未成年擔任或執行危險工作。

2015 台灣廠 新進(人數) 離職(人數) 比率/新進 比率/離職 

年齡分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0 以下 20 10 11 11 0.37% 0.19% 0.20% 0.20% 

31~40 8 6 12 13 0.15% 0.11% 0.22% 0.24% 

41~50 5 0 7 0 0.09% 0.00% 0.13% 0.00% 

51 以上 3 0 4 0 0.06% 0.00% 0.07% 0.00% 

小計 36 16 34 24 0.67% 0.30% 0.63%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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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留才策略

4.2.1 員工訓練與發展

人盡其才．激發潛能

車王電子具有完備的「選、育、用、留」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並投入大量之經費於人才培訓，編制專責之教育訓練單位；聘
僱之新進人員必需接受嚴謹地職前基礎教育及專業訓練，在職員工則依工作職掌之需求及前程規劃，予以職能別及階層別之教
育訓練，使員工能夠「人盡其才」，而達成組織之有效運作及顧客服務品質之提升。

透過「年度方針規劃」、「部門日常管理」、「職能落差分析」及「異常管理」來建立年度需求訓練規劃，藉由人才發展品質
管理系統（TTQS,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建構完整的訓練體系，將車王訓練系統發展成經營策略、管理領導、
專業能力、通識教育、新進職前訓練等五項的訓練主軸，以有效地規劃並發展提昇每位員工能力。

另外，車王電子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在2014年接受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企業機
構版之評核，評核結果為銀牌，顯現車王電子在人力發展上已受外界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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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教育訓練體系圖 車王學習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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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職前訓練：每一位新進同仁都有一份依據個人學經歷背景、工作需求、績效評核結果與職涯發展需要，量身訂作的「職前

   訓練規劃」，幫助新進同仁有目標、有計劃、有紀律地學習與成長，循序漸進充實各項專業知識及技能。

• 通識教育：每位同仁參加通識訓練課程，體現企業核心價值所需之職能訓練，培養同仁個人特質以符合企業文化，並展現於日

   常工作與生活之中，亦包括自我進修提昇之相關課程。

• 專業能力：我們將各領域的專業課程區分，能讓每個分屬專業的人員有系列課程能夠遵循，以強化自我專業及能力提昇。

• 經營與管理：為維繫組織發展及團隊運作，建立人員的經營與管理思維，培養策略分析與組織規劃能力，並以企業永續為目

   標。

•  個人發展計畫：每位員工都有自己的個人訓練藍圖，透過多元的學習管道及豐富的學習資源，以提升專業能力和自我成長。

• 多元學習：車王支持同仁充實新知及提昇專業能力，利用e-LEARNING數位學習、OJT（On-the-Job TRAINING）在職訓練、

   委外訓練、學位證照進修、師徒指導與知識管理系統等，達到個人與組織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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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EARNING數位學習：建構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機會，內建三大分類及300餘堂課程，學習之後接受認證，將獲得獎勵。
2. OJT在職訓練：針對職務職掌之所需，強調做中學，逐步提供同仁專業能力。
3. 委外訓練：提供外部訓練機構的學習機會，並引入新知識及新觀念，提昇訓練的廣度與深度。
4. 學位進修、證照進修：鼓勵同仁外部進修，取得學位或證照，並依公司晉升管理辦法，給予升等之獎勵。
5. 師徒指導：由資深員工專人指導，協助新人快速認識環境及協助工作上的問題，並將工作經驗良好傳承。
6. 知識管理系統：知識文件透過管理系統進行分享、整合、記錄、存取、更新等，將知識有效地記錄與傳承。

 

 ▲ e-LEARNING 數位學習平台  ▲ OJT在職訓練  ▲ 委外教育訓練

 ▲ 師徒指導 ▲ 知識管理系統



90

第四章   友善職場

 

2015年度，公司陸續導入TS16949、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認證及繪圖軟體等系列課程，多數參加
人員為研發及主管人員，所以於2015年度的男、女平均受訓時數比例落差較大。且本次報告統計資料加入產線自行訓練之時數
，所有年度訓練時數重新統計計算，故平均受訓時數均有增加之狀況。 

台灣廠依類別分平均受訓時數：                                                                   台灣廠依性別分平均受訓時數：

註：主管職定義：課長級(含)以上主管

年度 人員類別 員工人數 訓練時數 平均受訓時數/人 

2013 
主管職 69 1,309.00 18.97 

非主管職 350 7,301.52 20.86 

2014 
主管職 72 1765.00 24.51 

非主管職 384 7,209.17 18.77 

2015 
主管職 45 2283.50 50.74 

非主管職 367 7,833.67 21.35 

 

年度 人員性別 員工人數 訓練時數 平均受訓時數/人 

2013 
男 174 3,418.01 19.64 

女 245 5,192.52 21.19 

2014 
男 181 3,257.83 18.00 

女 275 5,716.34 20.79 

2015 
男 165 5,081.33 30.80 

女 247 5,035.84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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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完善訓練教室/圖書館，提供同仁多元學習需求，2015年每月平均開6～7堂課不等。

訓練實況

數位學習教室 大型訓練教室 中型訓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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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權益保障

車王秉持人性化管理及勞資共榮共享理念，實施具平等（拒絶歧視）、激勵（獎賞分明與適才適所）、成長（完善訓練資源與機
會）、成就（專業職能展現空間與妥適職涯規劃）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制度的制定及設立以符合法令規定為基本原則。

1. 免於歧視：2015年車王電子並無正式成立歧視申訴案件。

    (1) 不僱用派遣員工
          提供穩定之工作環境，使員工能於職場中安心立身長期發展，除實習生外，現行所有員工皆以正式員工身份聘僱（平均工
          作年資7.8年），不僱用派遣或短期員工，且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為100%。

    (2) 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
          提供身心障礙人員不設名額限制之工作機會，並參循其專長安排適任適所之職務（研發人員、資訊人員、生產技術人員...）
        ，每月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人數達8人。

    (3) 平等管理制度
          所有員工不分性別、種族、年齡，適用同一管理制度，且依當地生活水準，女男基本薪資皆相同。並鼓勵員工多元學習成
          長，提供平等之發展機會，透過以職能別劃分之完善且持續的訓練與晉升體系，同時蘊育出深錬之專技與(或)管理能力，而
          進一步賦予其更具挑戰性之職務。

    (4) 依據台灣當地法令規定，所有同仁於報到當日即為其投保勞健保，並依法提撥退休金。除此之外，公司會為出差同仁辦理
          保險，更針對外派同仁提供更高額的團保保障，讓同仁於海外工作時無後顧之憂。海外地區員工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亦依當
          地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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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勵性奬酬制度

    (1) 所有人員採能力及績效敍薪制，核予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市場平均水平或以上的薪資，2015年度直接人員（一職階直接         
          從事產品生產作業的人員）不分男女平均薪資約高於法定基本工資10%，間接人員（非直接從事產品生產作業的人員）平均
          薪資約高於市場平均水平30%。

    (2) 全體同仁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及方式每月進行員工績效考核及職涯發展檢視，獎勵優秀員工及進行適性職務調整。         
          2015年參與績效考核，不分性別、主管職或非主管職參與比例皆為100%。

    (3) 定期年度調薪、績優人員不限調幅；設立各項奬金(營運紅利獎金、年終獎金、專利獎金、提案獎金...)發放制度，給予員工
          實質正面獎勵。

    (4) 以正向激發潛能方式取代懲罰之負面管理模式，提倡自主式管理。

    (5) 員工薪資及獎酬決定是依其學經歷、專業年資經驗、技術能力及個人績效表現來決定。以性別統計各職級男女員工平均薪資
          差異倍率如下表(分析資料為母公司)：

 職稱 男 女 

技術員 1.00 1.00 

工程師/專員 1.02 1.00 

課/理級 0.99 1.00 

協理級以上 0.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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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彈性福利制度
     (1) 合理工時制度：
           遵循勞工相關法令規定，每日工時八小時，每週週休二日，並採彈性上班工時，員工可在規範原則內依個人需求安排工作
           時間。
     (2) 彈性休假制度：
           A. 遵行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請假規定，除特休假及事病假外並依實給予員工婚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喪
                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等特殊假別。
           B. 尊重員工休假權利，請假最小單位為15分鐘，讓員工可彈性充份運用各項假別。
           C. 不分男女員工均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保障其復職權利。申請留職停薪實際復職人數3人，至2015
                仍在職者為3人，留任率為100%。2015年共有1人申請留職停薪應復職，但因個人家庭因素申請離職，該年度復職率
                為0%。
     (3) 優惠退休制度
           A. 採行優於勞基法之員工退休制度，員工年資+年齡滿六十以上即可申請退休，近五年退休人數共計13人，其中優惠退           
                休人數佔54%，一般退休人數佔46%。
           B. 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制度足額提撥舊制退休準備金，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選擇或適用新制員工每月依其薪資足額
                提撥6%退休金至其勞保局個人帳戶，員工並可依其個人需求及意願另外個人提繳最高6%之退休金。
           C. 員工退休後若有意願回任，可依其專長再行安排妥適職務重新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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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員工關係     
     
1. 勞資關係

    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車王電子十分重視員工的意見並強調勞資和諧，
    除每季定期舉辦季會與勞資會議來進行雙向溝通外，員工也可隨時透過
    公司信箱、直屬上司、人力資源部等管道反應問題，讓員工的意見及需
    求能即時獲得有效的回覆，至2015年底（包含供應商）目前並無經由正
    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的勞工實務申訴案。另外亦於日常中不定期辦理員
    工懇談，了解員工的意見與想法，作為公司管理持續改善的重要參考依
    據。當公司有重大營運變動時，會依法令規定提前通知並與員工協商。

2. 性騷擾防治

    車王電子為有效預防及處理工作場所有任何性騷擾事件，除制定「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處作業辦法」，並成立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調查過程中保護當事人之隱私，為員工建立一個良好友善的工作環境。過去車王電子從未發生性騷擾之案例。

3. 福利措施及員工協助方案

    車王電子提供員工多元的福利項目，如員工餐廳、圖書室、瑜珈教室、健身中心、三節禮金、生日禮金、年終伴手禮、免費   
    年度健康檢查、健康/衛生保健諮詢服務、免費停車場、員工旅遊補助、結婚禮金、喪亡慰問及其法定應有的員工福利等。
    (1) 員工或家屬發生急難救助事項時，組成協力小組，協助其處理相關急難事項，提供心靈關懷與實質經濟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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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設置員工保健室，敦聘專業醫師及護理人員，每年安排員工進行健康檢查，協助員工執行健康管理作業，管理內容除身體
          機能各項照護外，並提供適當之心靈(理)諮商，適時幫助員工抒壓給精神層面上之支持與鼓勵
    (3) 設置員工賀慰管理辦法，當員工有婚喪喜慶各類實事發生時，由各層級主管給予直屬同仁最直接之恭賀或撫慰關懷，促成
         公司家庭共一家之正面能量意識。
    (4) 瑜珈教室/健身中心，購置跑步機、交叉訓練機、划船機及重訓器材等設備，此外，引領時下流行瑜珈課程，我們聘請專
          業老師定時前來指導，讓員工能擁有健康、自信的生活。

4. 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車王電子提供多元的休閒活動，除了讓員工在工作之餘能舒緩平日累積的壓力及拓展社交網絡外，亦可讓員工與家人能共享    
     天倫之樂，藉以達到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員工餐廳 瑜珈教室／健身中心 圖書室



2015年度，公司陸續導入TS16949、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認證及繪圖軟體等系列課程，多數參加
人員為研發及主管人員，所以於2015年度的男、女平均受訓時數比例落差較大。且本次報告統計資料加入產線自行訓練之時數
，所有年度訓練時數重新統計計算，故平均受訓時數均有增加之狀況。 

台灣廠依類別分平均受訓時數：                                                                   台灣廠依性別分平均受訓時數：

註：主管職定義：課長級(含)以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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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樂活生活
         為了促進員工感情及拓展人際關係，同時在工作之餘能發展興趣，公司明確訂定社團成立辦法，現職同仁15人以上即可申
         請成立社團，目前社團包括羽球社、籃球社、攝影社、登山社等。公司依「社團活動成立與補助辦法」定期補助社團經費
         或提供活動場地，其辦法公開於內部網站供同仁閱覽查詢。透過有益身心健康之活動進一步促進員工身心靈的舒壓及減壓
         的效果。

 

         的效果。



設備完善訓練教室/圖書館，提供同仁多元學習需求，2015年每月平均開6～7堂課不等。

訓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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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樂活家庭
         公司定期舉辦員工旅遊/家庭日，並鼓勵員工攜帶眷屬參加，透過參與公司活動不但可促進夫妻、親子間的互動，亦可提升
         員工眷屬對公司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

 



4.2.2 權益保障

車王秉持人性化管理及勞資共榮共享理念，實施具平等（拒絶歧視）、激勵（獎賞分明與適才適所）、成長（完善訓練資源與機
會）、成就（專業職能展現空間與妥適職涯規劃）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制度的制定及設立以符合法令規定為基本原則。

1. 免於歧視：2015年車王電子並無正式成立歧視申訴案件。

    (1) 不僱用派遣員工
          提供穩定之工作環境，使員工能於職場中安心立身長期發展，除實習生外，現行所有員工皆以正式員工身份聘僱（平均工
          作年資7.8年），不僱用派遣或短期員工，且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為100%。

    (2) 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
          提供身心障礙人員不設名額限制之工作機會，並參循其專長安排適任適所之職務（研發人員、資訊人員、生產技術人員...）
        ，每月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人數達8人。

    (3) 平等管理制度
          所有員工不分性別、種族、年齡，適用同一管理制度，且依當地生活水準，女男基本薪資皆相同。並鼓勵員工多元學習成
          長，提供平等之發展機會，透過以職能別劃分之完善且持續的訓練與晉升體系，同時蘊育出深錬之專技與(或)管理能力，而
          進一步賦予其更具挑戰性之職務。

    (4) 依據台灣當地法令規定，所有同仁於報到當日即為其投保勞健保，並依法提撥退休金。除此之外，公司會為出差同仁辦理
          保險，更針對外派同仁提供更高額的團保保障，讓同仁於海外工作時無後顧之憂。海外地區員工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亦依當
          地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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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車王30週年廠慶時，也邀請了車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員工眷屬)一起同樂，共同慶祝車王30歲生日。透過一日共遊活
       動，及晚宴的進行，強化同仁生活、家庭及工作的結合，讓同仁樂活生活、樂活家庭、樂活工作。

  (3) 樂活工作
       為了讓員工於工作休息時間隨時獲得放鬆，並激發員工的創造力，車王電子於廠區設置花園及休閒空間，讓員工在綠意盎
       然的環境下能沈澱心靈。

 



2. 激勵性奬酬制度

    (1) 所有人員採能力及績效敍薪制，核予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市場平均水平或以上的薪資，2015年度直接人員（一職階直接         
          從事產品生產作業的人員）不分男女平均薪資約高於法定基本工資10%，間接人員（非直接從事產品生產作業的人員）平均
          薪資約高於市場平均水平30%。

    (2) 全體同仁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及方式每月進行員工績效考核及職涯發展檢視，獎勵優秀員工及進行適性職務調整。         
          2015年參與績效考核，不分性別、主管職或非主管職參與比例皆為100%。

    (3) 定期年度調薪、績優人員不限調幅；設立各項奬金(營運紅利獎金、年終獎金、專利獎金、提案獎金...)發放制度，給予員工
          實質正面獎勵。

    (4) 以正向激發潛能方式取代懲罰之負面管理模式，提倡自主式管理。

    (5) 員工薪資及獎酬決定是依其學經歷、專業年資經驗、技術能力及個人績效表現來決定。以性別統計各職級男女員工平均薪資
          差異倍率如下表(分析資料為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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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除藉由聯歡會表達對員工一年來的感謝之外，也提供員工同歡的機會，各單位需自行籌劃表演活動，透過這樣的活動也能凝
聚各單位同仁間的向心力與團隊精神。

4.3 健康職場

4.3.1 職業安全衛生

在企業持續成長的過程中，員工人數勢必會逐漸增加，工作環境中的職業安全衛生將越來越重要。車王電子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
員工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除了依照職安法律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組織外，也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召集勞資方
代表、各部門主管與安衛人員，共同審議與監督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務。
其委員會中勞工代表比例佔全委員會人數維持在三分之一人數；每季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勞工安全衛生方面相關事務，如年度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自動檢查、承攬商稽核與管理、職場健康促進等，確保公司內職業安全衛生的各項要求皆在標準之上。



3.  彈性福利制度
     (1) 合理工時制度：
           遵循勞工相關法令規定，每日工時八小時，每週週休二日，並採彈性上班工時，員工可在規範原則內依個人需求安排工作
           時間。
     (2) 彈性休假制度：
           A. 遵行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請假規定，除特休假及事病假外並依實給予員工婚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喪
                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等特殊假別。
           B. 尊重員工休假權利，請假最小單位為15分鐘，讓員工可彈性充份運用各項假別。
           C. 不分男女員工均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保障其復職權利。申請留職停薪實際復職人數3人，至2015
                仍在職者為3人，留任率為100%。2015年共有1人申請留職停薪應復職，但因個人家庭因素申請離職，該年度復職率
                為0%。
     (3) 優惠退休制度
           A. 採行優於勞基法之員工退休制度，員工年資+年齡滿六十以上即可申請退休，近五年退休人數共計13人，其中優惠退           
                休人數佔54%，一般退休人數佔46%。
           B. 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制度足額提撥舊制退休準備金，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選擇或適用新制員工每月依其薪資足額
                提撥6%退休金至其勞保局個人帳戶，員工並可依其個人需求及意願另外個人提繳最高6%之退休金。
           C. 員工退休後若有意願回任，可依其專長再行安排妥適職務重新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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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的部分，車王電子於2013年至2015年廠內作業場所連續3年無任何職業災害事件發生，唯有在交通意外事故3年內發生2

次，為此車王電子特地於例行性教育訓練中加強防衛性駕駛的觀念，教導同仁除了自身遵守規則之外，還必須具備警覺性以防止

突發事件。

2015年總歷經工時為842,208小時，無重大職業發生，僅在交通意外災害發生一次。車王電子會保持高標準的安全管理，將零災

害工時往前推進。

近3年失能傷害資料統計

註：失能傷害頻率FR（Disabling Frequency Rate）=(總失能傷害意外數/總歷經工時)*106

　　失能嚴重度SR（Disabling Severity Rate ）=(總失能日數/總歷經工時)*106

　　缺勤率=病假、生理假、失能日數合計/總上工日

2013 314,904 小時 427,680 小時 0 次 (0 日) 1 次(2 日) 0 2.34 0 4.68 1.20% 1.17% 

2014 329,064 小時 506,728 小時 0 次 (0 日) 0 次(0 日) 0 0 0 0 0.36% 0.84% 

2015 335,704 小時 506,504 小時 1 次(340 日) 0 2.97 0 1012 0 1.70% 1.39% 

 



4.2.3 員工關係     
     
1. 勞資關係

    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車王電子十分重視員工的意見並強調勞資和諧，
    除每季定期舉辦季會與勞資會議來進行雙向溝通外，員工也可隨時透過
    公司信箱、直屬上司、人力資源部等管道反應問題，讓員工的意見及需
    求能即時獲得有效的回覆，至2015年底（包含供應商）目前並無經由正
    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的勞工實務申訴案。另外亦於日常中不定期辦理員
    工懇談，了解員工的意見與想法，作為公司管理持續改善的重要參考依
    據。當公司有重大營運變動時，會依法令規定提前通知並與員工協商。

2. 性騷擾防治

    車王電子為有效預防及處理工作場所有任何性騷擾事件，除制定「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處作業辦法」，並成立性騷擾防治
    委員會，調查過程中保護當事人之隱私，為員工建立一個良好友善的工作環境。過去車王電子從未發生性騷擾之案例。

3. 福利措施及員工協助方案

    車王電子提供員工多元的福利項目，如員工餐廳、圖書室、瑜珈教室、健身中心、三節禮金、生日禮金、年終伴手禮、免費   
    年度健康檢查、健康/衛生保健諮詢服務、免費停車場、員工旅遊補助、結婚禮金、喪亡慰問及其法定應有的員工福利等。
    (1) 員工或家屬發生急難救助事項時，組成協力小組，協助其處理相關急難事項，提供心靈關懷與實質經濟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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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職業安全與緊急應變訓練

車王電子除了制度建立與設備本質安全的防護外，車王電子積極規劃定期的教育訓練來持續提升勞工的安全衛生觀念，加強教育

員工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作業，降低失能傷害的發生率。

為因應火災、水災等不確定風險，訂定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相關管理辦法，除針對新進人員於試用期進行勞工安全及消防常識之

教育訓練，提升員工危機意識外；並定期每半年進行緊急應變實際操演，以確保災害發生時員工不會慌張逃難而造成更大的傷亡

及公司財務損失。

                                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教材                                                                                 緊急應變演練

 



    (2) 設置員工保健室，敦聘專業醫師及護理人員，每年安排員工進行健康檢查，協助員工執行健康管理作業，管理內容除身體
          機能各項照護外，並提供適當之心靈(理)諮商，適時幫助員工抒壓給精神層面上之支持與鼓勵
    (3) 設置員工賀慰管理辦法，當員工有婚喪喜慶各類實事發生時，由各層級主管給予直屬同仁最直接之恭賀或撫慰關懷，促成
         公司家庭共一家之正面能量意識。
    (4) 瑜珈教室/健身中心，購置跑步機、交叉訓練機、划船機及重訓器材等設備，此外，引領時下流行瑜珈課程，我們聘請專
          業老師定時前來指導，讓員工能擁有健康、自信的生活。

4. 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車王電子提供多元的休閒活動，除了讓員工在工作之餘能舒緩平日累積的壓力及拓展社交網絡外，亦可讓員工與家人能共享    
     天倫之樂，藉以達到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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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員工健康檢查

車王電子了解，員工的健康是公司最大資產，員工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管理關注項目。故車王電子優於法令，針對全體同仁的
健康檢查，每兩年實施一次，並於流感期前，提供優惠流感疫苗注射。
另所有健檢資料由公司內所聘雇合格專業護士進行健康管理，針對特殊體格異常及代謝症候群高危險族群之員工，再配合安排
每月固定蒞廠駐診合格醫師與同仁一對一諮詢，綜合評估其工作性質、生活習慣、家族史等因素，藉由此健康風管理來降低員
工因疾病造成職業災害的發生率。
另因製程需要，產線員工有部分會接觸粉塵、噪音與游離輻射，每年也會安排這些員工進行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保障相關作業
同仁的身體健康；因車王電子的製程設計與安全衛生防護皆以員工之健康為最重要之考量，故大部分員工檢查項目為正常的「
第一級健康管理」，少部分為「第二級健康管理」。

                                                                                              員工健康管理

 



    (1) 樂活生活
         為了促進員工感情及拓展人際關係，同時在工作之餘能發展興趣，公司明確訂定社團成立辦法，現職同仁15人以上即可申
         請成立社團，目前社團包括羽球社、籃球社、攝影社、登山社等。公司依「社團活動成立與補助辦法」定期補助社團經費
         或提供活動場地，其辦法公開於內部網站供同仁閱覽查詢。透過有益身心健康之活動進一步促進員工身心靈的舒壓及減壓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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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王電子用實際的行動來落實企業的價值觀「感恩」，以「心懷感激、發揮大愛、營造共善」之精神與積極的態度，長年持續
支持以下重點活動：

(1) 志工台灣：藉由公益平台，推動善念，傳播善行，營造共善社會。
     車王電子已持續9年與好家庭廣播古典音樂台（台中FM97.7，台北FM91.3）合作，報導社會福利公益團體及志工人物，累計     
     至2015年底已訪問超過80個社福團體及超過200個志工。車王電子希望藉由廣播傳媒的影響力，推廣及教育志工活動，除讓
     社會大眾更瞭解各個社會福利團體及志工服務內容，更讓我們學會更懂得尊重別人和珍惜生命，同時為許多一直在不同的角
     落裡，默默付出的公益團體與志工朋友，致上最衷心的敬意。

     2015年7月起採訪主軸為“熱情無限 志工英雄”，台灣每年有超過七十萬的志工大隊，如果以志工總時數乘上相關行業的時
     薪，志工經濟為台灣創造了九百七十億的志工產值，他們是這塊土地的珍貴資產，車王電子期望透過「志工台灣」召喚所有
     熱情志工，繼續參與社會、燃燒生命的熱情，成為台灣進步的動力！

     在2014年8月起開放聽眾與員工參與志工採訪活動，透過隨行採訪的參與，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吸引更多人投入志工的
     行列。
                                                                                          2015採訪團體名稱  

 

志工團體 志工團體 
新希望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瑪利亞基金會 台中育嬰院 
台中市環保生態保育志工協會 脊髓損傷者協會 
台中市消防局(鳳凰救護大隊) 志工國富論-台中市長林佳龍 
漢妮之家 志工國富論-車王電子董事長蔡裕慶 
啟智協進會  

 



   (2) 樂活家庭
         公司定期舉辦員工旅遊/家庭日，並鼓勵員工攜帶眷屬參加，透過參與公司活動不但可促進夫妻、親子間的互動，亦可提升
         員工眷屬對公司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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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志工照片

 



       另外在車王30週年廠慶時，也邀請了車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員工眷屬)一起同樂，共同慶祝車王30歲生日。透過一日共遊活
       動，及晚宴的進行，強化同仁生活、家庭及工作的結合，讓同仁樂活生活、樂活家庭、樂活工作。

  (3) 樂活工作
       為了讓員工於工作休息時間隨時獲得放鬆，並激發員工的創造力，車王電子於廠區設置花園及休閒空間，讓員工在綠意盎
       然的環境下能沈澱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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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工推廣：企業支付一日薪資，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活動。
     車王電子自2005年起，為鼓勵員工善用自己專長從事志工活動已建立＂員工社會服務及志工日管理辦法＂，每位員工每人每
     年有一日有薪之志工假，激勵同仁發揮大愛精神。

     2015年員工參與大台中志工日，陪希望基金會的小朋友同樂

3. 群聚共榮：藉由企業群聚，資源整合，群策群力，共存共榮。
     車王電子不但積極參與各個產官學會，公司高階主管更是親力親為推動及領導以下幾個協會，凝聚業界之向心力，促進各企
     業及學界間互助合作及交流。 
     (1)推動成立台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高階主管曾擔任理事長職務，藉由結合產官學研菁英相互交流學習，團結合作
         ，精進才能，促進產官學研合作與國家經濟發展；並萃取臺北科大百年智慧，讓台灣企業能夠藉由學術界之力量，得以連
          結全球頂尖科技領域；促成學術界研究創新的智產，得以成為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創新商品與服務；更希望菁英會在數以
          萬計的臺北科大校友及校友會的支持下，共同協助這所台灣百年工業人才搖籃的臺北科大，培育更多務實耕耘台灣這塊土
          地的人才，假以時日，它將成為產官學研緊密合作的成功典範。

 



公司除藉由聯歡會表達對員工一年來的感謝之外，也提供員工同歡的機會，各單位需自行籌劃表演活動，透過這樣的活動也能凝
聚各單位同仁間的向心力與團隊精神。

4.3 健康職場

4.3.1 職業安全衛生

在企業持續成長的過程中，員工人數勢必會逐漸增加，工作環境中的職業安全衛生將越來越重要。車王電子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
員工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除了依照職安法律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組織外，也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召集勞資方
代表、各部門主管與安衛人員，共同審議與監督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務。
其委員會中勞工代表比例佔全委員會人數維持在三分之一人數；每季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勞工安全衛生方面相關事務，如年度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自動檢查、承攬商稽核與管理、職場健康促進等，確保公司內職業安全衛生的各項要求皆在標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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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例會　

     (2)領導台中企業經理協進會：高階主管擔任理事長職務，由中部地區企業負責人與經理人組成之社團法人，以傳播並交換企
          業經營之經驗及知識，研究及改善企業管理實務為宗旨。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進會會員大會             2015年傑出經理獎頒獎典禮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會理監事交接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進會會員大會             2015年傑出經理獎頒獎典禮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會理監事交接



4.3.2 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的部分，車王電子於2013年至2015年廠內作業場所連續3年無任何職業災害事件發生，唯有在交通意外事故3年內發生2

次，為此車王電子特地於例行性教育訓練中加強防衛性駕駛的觀念，教導同仁除了自身遵守規則之外，還必須具備警覺性以防止

突發事件。

2015年總歷經工時為842,208小時，無重大職業發生，僅在交通意外災害發生一次。車王電子會保持高標準的安全管理，將零災

害工時往前推進。

近3年失能傷害資料統計

註：失能傷害頻率FR（Disabling Frequency Rate）=(總失能傷害意外數/總歷經工時)*106

　　失能嚴重度SR（Disabling Severity Rate ）=(總失能日數/總歷經工時)*106

　　缺勤率=病假、生理假、失能日數合計/總上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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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動成立台灣伊朗經貿協會：高階主管擔任理事長職務，該會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並以結合有志發展伊朗經貿業
          務之人士與團體，發揚整體力量，拓展雙邊貿易為宗旨。

         

                                                                                     2016年德黑蘭大學校長訪台

                                                                                      2016年德黑蘭大學校長訪台

 



4.3.3 職業安全與緊急應變訓練

車王電子除了制度建立與設備本質安全的防護外，車王電子積極規劃定期的教育訓練來持續提升勞工的安全衛生觀念，加強教育

員工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作業，降低失能傷害的發生率。

為因應火災、水災等不確定風險，訂定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相關管理辦法，除針對新進人員於試用期進行勞工安全及消防常識之

教育訓練，提升員工危機意識外；並定期每半年進行緊急應變實際操演，以確保災害發生時員工不會慌張逃難而造成更大的傷亡

及公司財務損失。

                                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教材                                                                                 緊急應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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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交流合作：
          車王電子每年接待多個團體參訪，透過參訪行程，傳達車王電子的企業文化，包含願景、經營理念、企業使命及價值觀，
          並針對參訪對象規劃分享車王電子在經營管理、資訊管理及製造管理上之經驗，透過各項交流及互動，共同成長。　

           A. 兩岸交流：介紹台灣企業軟實力，謀求合作雙贏。
                2008年至2015年底接待大陸機關團體參訪計1,195人次。2015年接待了寧波市人大考察團、陝西省商務廳參訪團、山
                東省經濟合作交流團、余姚經貿參訪團、濰坊市經濟合作交流團、余姚經濟開發區參訪團、北京市中關村民營科技企
                業家協會、余姚市人大常委會參訪團、浙江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等團體到廠參訪。

         

          山東省省委祕書長率交流團參訪                                  寧波市人大常委會考察團                                            國際媒體參訪團

        



4.3.4 員工健康檢查

車王電子了解，員工的健康是公司最大資產，員工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管理關注項目。故車王電子優於法令，針對全體同仁的
健康檢查，每兩年實施一次，並於流感期前，提供優惠流感疫苗注射。
另所有健檢資料由公司內所聘雇合格專業護士進行健康管理，針對特殊體格異常及代謝症候群高危險族群之員工，再配合安排
每月固定蒞廠駐診合格醫師與同仁一對一諮詢，綜合評估其工作性質、生活習慣、家族史等因素，藉由此健康風管理來降低員
工因疾病造成職業災害的發生率。
另因製程需要，產線員工有部分會接觸粉塵、噪音與游離輻射，每年也會安排這些員工進行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保障相關作業
同仁的身體健康；因車王電子的製程設計與安全衛生防護皆以員工之健康為最重要之考量，故大部分員工檢查項目為正常的「
第一級健康管理」，少部分為「第二級健康管理」。

                                                                                              員工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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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省商務廳參訪團                                                  北京市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家協會

          B. 企業、學校及政府機關交流：經驗分享，學習成長。

               2008年至2015年底接待國內外企業學校等團體參訪計1,853人次。2015年接待了儀科中心暨企業參訪團、逢甲大學自

               動工程學系師生、台灣優良設計協會、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研究所師生、泰國孔敬大學及東海大學師生、勤益

               科技大學教職員、東海大學國貿系師生、中興大學師生、宜寧中學師生、印度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Automotive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India）、外貿協會國際媒體參訪團、雅潭神協進會、朝陽科技大學產業

               高階經理人EMBA班、香港浸會大學EMBA師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師生等到廠參訪。

               除接待到廠參訪外，2015年高階主管亦於中興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東海大學、東海/資誠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及魯台會

               等做專題演講，將車王經營經驗分享給學校師生及企業代表。

         

                                                 陝西省商務廳參訪團                                                  北京市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家協會



車王電子用實際的行動來落實企業的價值觀「感恩」，以「心懷感激、發揮大愛、營造共善」之精神與積極的態度，長年持續
支持以下重點活動：

(1) 志工台灣：藉由公益平台，推動善念，傳播善行，營造共善社會。
     車王電子已持續9年與好家庭廣播古典音樂台（台中FM97.7，台北FM91.3）合作，報導社會福利公益團體及志工人物，累計     
     至2015年底已訪問超過80個社福團體及超過200個志工。車王電子希望藉由廣播傳媒的影響力，推廣及教育志工活動，除讓
     社會大眾更瞭解各個社會福利團體及志工服務內容，更讓我們學會更懂得尊重別人和珍惜生命，同時為許多一直在不同的角
     落裡，默默付出的公益團體與志工朋友，致上最衷心的敬意。

     2015年7月起採訪主軸為“熱情無限 志工英雄”，台灣每年有超過七十萬的志工大隊，如果以志工總時數乘上相關行業的時
     薪，志工經濟為台灣創造了九百七十億的志工產值，他們是這塊土地的珍貴資產，車王電子期望透過「志工台灣」召喚所有
     熱情志工，繼續參與社會、燃燒生命的熱情，成為台灣進步的動力！

     在2014年8月起開放聽眾與員工參與志工採訪活動，透過隨行採訪的參與，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吸引更多人投入志工的
     行列。
                                                                                          2015採訪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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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就業促進研習活動參訪                                     泰國孔敬及東海大學聯合參訪

                                                              台中雅潭神協進會參訪                                                          優良設計協會參訪



採訪志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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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範大學師生參訪                                                      台中宜寧中學師生參訪

    (5) 推動愛的書庫：藉由愛的書庫推動 共同閱讀，達到愛與分享，智慧循環的目的。
          車王電子認為「閱讀」不僅是學校的事，而是所有人一輩子的事。所以，推動閱讀應該以全體社會的力量和資源一起來做。    
        「閱讀」不僅可累積個人實力，更是厚實國家競爭力的投資。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愛與分享，智慧循環」的信念，並以「愛的書庫」方式推動閱讀，
          期望讓閱讀蔚然成林，形成一股風潮。車王因認同此「閱讀」理念，故積極參與此項有意義的捐助活動，除捐助設立台中市
          大雅區大雅國小、清水區大秀國小及沙鹿區公民國中等「愛的書庫」外，並持續贊助參與該基金會各項活動。2015年員工亦
          自動發起參與設立琉球國小愛的書庫之捐助活動，共計捐款新台幣40,000元，讓愛不斷循環。
  

 

         

                                                                                     



2. 志工推廣：企業支付一日薪資，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活動。
     車王電子自2005年起，為鼓勵員工善用自己專長從事志工活動已建立＂員工社會服務及志工日管理辦法＂，每位員工每人每
     年有一日有薪之志工假，激勵同仁發揮大愛精神。

     2015年員工參與大台中志工日，陪希望基金會的小朋友同樂

3. 群聚共榮：藉由企業群聚，資源整合，群策群力，共存共榮。
     車王電子不但積極參與各個產官學會，公司高階主管更是親力親為推動及領導以下幾個協會，凝聚業界之向心力，促進各企
     業及學界間互助合作及交流。 
     (1)推動成立台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高階主管曾擔任理事長職務，藉由結合產官學研菁英相互交流學習，團結合作
         ，精進才能，促進產官學研合作與國家經濟發展；並萃取臺北科大百年智慧，讓台灣企業能夠藉由學術界之力量，得以連
          結全球頂尖科技領域；促成學術界研究創新的智產，得以成為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創新商品與服務；更希望菁英會在數以
          萬計的臺北科大校友及校友會的支持下，共同協助這所台灣百年工業人才搖籃的臺北科大，培育更多務實耕耘台灣這塊土
          地的人才，假以時日，它將成為產官學研緊密合作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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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長期支持活動外，工具產品於2014及2015年持續兩年申請經濟部
         國貿局「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因成效卓著，除被選為示範案例
         在2015年出版專刋發表，亦於2015年在公開場合公開分享成功經驗，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亦不定期對各項文化藝文活動及學術團體給予支持與贊助，2015年捐助及活動及團體有：東海大學國際職場專業實
          習無息貸款基金、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學生方程式賽車活動、財團法人台中市大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品質協會2015亞洲
          品質會議(ANQ Congress 2015 Taipei)、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社團法人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及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
          流協會…等。
          除公司支持之活動外，2009年冬天車王電子
          員工在秉持著「感恩」的價值觀及希望透過
          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的初衷下，主動發起認
          捐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下所屬台中育嬰院及
          光音育幼院院童聖誕節圓夢小小心願卡之活
          動，讓育幼院小朋友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愛，
          累計至2015年已送出約400份禮物，達成許
          多院童的聖誕願望。                                                                                                                                                                     2015年募集的禮物                                       2015年院童的感謝卡

 



114

第六章   附錄

 

6.1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 索引表

以下指標內容皆經外部查證，相關查證結果如外部保證聲明書所示。

一般標準揭露(＊表核心選項)

 

          台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例會　

     (2)領導台中企業經理協進會：高階主管擔任理事長職務，由中部地區企業負責人與經理人組成之社團法人，以傳播並交換企
          業經營之經驗及知識，研究及改善企業管理實務為宗旨。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進會會員大會             2015年傑出經理獎頒獎典禮             2015年台中企業經理協會理監事交接

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策略與分析 *G4-1 
提供組織最高決策者的聲明（如 CEO、董事長或等同的高
階職位者），內容包含判斷與組織相關的永續性議題，及針
對這些對組織具相關性的面向提出永續性策略。 

董事長的話 
 

組織概況 

*G4-3 說明組織名稱 1.1 公司背景  

*G4-4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及服務 
1.1.2 汽車電子部事業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G4-5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1.1 公司背景  

*G4-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
或與永續發展議題有關的所在國) 

1.1 公司背景 
 

*G4-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1.1 公司背景  

*G4-8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地理細分、所服務的行
業、客戶/受惠者的類型） 

1.1.2 汽車電子部事業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G4-9 說明組織規模 
1.1 公司背景 
2.1.2 董事會 
2.2 經濟績效 

 

 

4 - 6

9
13 - 16

17 - 19
9

9

9

13 - 16

17 - 19

37 - 42
56 - 57

9



    (3) 推動成立台灣伊朗經貿協會：高階主管擔任理事長職務，該會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並以結合有志發展伊朗經貿業
          務之人士與團體，發揚整體力量，拓展雙邊貿易為宗旨。

         

                                                                                     2016年德黑蘭大學校長訪台

                                                                                      2016年德黑蘭大學校長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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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0 

a.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總數 
b.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正式員工總數 
c. 依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d. 依據區域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e. 組織的主要職位是否大部分由法律上認定為自聘的人

員擔任，或由非員工及非正式員工的個人（包括承包商
的正式員工及非正式員工）擔任 

f. 聘僱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如旅遊業或農業，聘僱人數
會隨著季節有所變動） 

4.1.1 員工概況 

 

*G4-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4.2.2 權益保障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2.4 供應鏈關係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
大變化 

1.1 公司背景 
2.1 治理組織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預警方針或原則 2.1.7 風險控管機制  

*G4-15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與社
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第二章公司治理  

*G4-16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

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 
1.2.1 參與組織 

 

鑑別重大考

量面與邊界 
*G4-17 

a.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包含的所有實
體 

b. 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的實體
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關於本報告書 
1.1 公司背景 

 

 

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83 - 85

92 - 94

64 - 65

35 - 36
9

47 - 55

34

20 - 21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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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8 
a.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b.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1.3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管理  

*G4-19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G4-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G4-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G4-22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行重編的影響

及原因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G4-23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面邊界上的顯著

改變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利害關係人

議合 

*G4-24 列出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1.3.1 利害關係人鑑別  

*G4-25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的方法 1.3.1 利害關係人鑑別  

*G4-26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包含依不同利害關係群體

及形式的議合頻率，並說明任何的議合程序是否特別為編

製此報告而進行 

1.3.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G4-27 
說明經由利害關係人議合所提出之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
以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包括透過報
告。說明提出每一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1.3.3 考量面之範疇與邊界  

報告書基本

資料 

*G4-28 所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如會計年度或日曆年度） 關於本報告書  

*G4-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如果有） 關於本報告書  

 

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24 - 33

24

24

30- 31

24

24

24

24

24

24

1

1



           

                                                 陝西省商務廳參訪團                                                  北京市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家協會

          B. 企業、學校及政府機關交流：經驗分享，學習成長。

               2008年至2015年底接待國內外企業學校等團體參訪計1,853人次。2015年接待了儀科中心暨企業參訪團、逢甲大學自

               動工程學系師生、台灣優良設計協會、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研究所師生、泰國孔敬大學及東海大學師生、勤益

               科技大學教職員、東海大學國貿系師生、中興大學師生、宜寧中學師生、印度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Automotive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India）、外貿協會國際媒體參訪團、雅潭神協進會、朝陽科技大學產業

               高階經理人EMBA班、香港浸會大學EMBA師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師生等到廠參訪。

               除接待到廠參訪外，2015年高階主管亦於中興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東海大學、東海/資誠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及魯台會

               等做專題演講，將車王經營經驗分享給學校師生及企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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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G4-30 報告週期（如每年一次、兩年一次） 關於本報告書  

*G4-31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G4-32 

a. 說明組織選擇的「依循」選項 

b. 說明針對所擇選項的 GRI 內容索引 

c. 如報告書經過外部保證/確信，請引述外部保證/確信報

告。GRI 建議進行外部保證/確信，但並非為「依循」

本指南編製的 必要條件 

關於本報告書  

*G4-33 

a. 說明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現行做法 
b. 如果未在永續報告書附帶保證/確信報告，則需說明已

提供的任何外部保證/確信的根據及範圍  
c. 說明組織與保證/確信雙方之間的關係 
d.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管理階層是否參與尋求永續報告

書外部認證的程序 

關於本報告書  

治理 

*G4-34 
說明組織的治理結構，包括最高治理機構的委員會。鑑別

哪些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環境及社會衝擊的決策 
2.1 治理組織  

G4-35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針對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委任
給高階管理階層與其他員工的流程。 

2.1.6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委員會 

 

G4-36 
說明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議

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機構報告。 

2.1.6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委員會 
 

G4-37
 

說明利害關係人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

上諮詢的流程。如果最高治理機構委派代理人進行諮詢，

2.1.6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委員會
 

1

1

1

1

35, 46

46

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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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描述代理人為何及任反饋給最高治理機構的流程。 
 

G4-38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2.1 治理組織  

G4-39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如果

是，說明其在組織管理階層的功能及如此安排的原因）。 
2.1 治理組織  

G4-40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以及最
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和遴選的準則 

2.1 治理組織  

G4-41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

說明是否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衝突。 
2.1 治理組織  

G4-42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與高階管理階層，在發展、核准與更新
該組織之宗旨、價值或願景、策略、政策，以及與經濟、
環境、社會衝擊相關之目標上的角色。 

1.1.1 車王電子企業文化與企業社
會責任策略 

2.1 治理組織 
 

G4-43 
說明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機構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

上的整體知識所採取的措施 
2.1 治理組織  

G4-48 
說明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其職責為正式檢視及核准組

織永續報告書，並確保已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 

2.1.6 車王電子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委員會 
 

G4-49 說明與最高治理機構溝通重要關鍵議題的程序。 2.1 治理組織  

G4-51 

a.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 

b.說明有關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在經濟、環境和

社會目標的績效標準如何與薪酬政策連結。 

2.2.2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2.2.3 員工分紅及董事酬勞 
 

G4-52 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說明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的制 2.1.5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35

35

35

35

11 - 12

35, 46

35, 46

46

35, 46

58

58 - 5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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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G4 編號 一般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 頁碼 

   定，以及他們是否獨立於管理階層。 說明薪酬顧問與組織
之間是否存在其他任何關係。 

  

倫理與誠信 

*G4-56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如行為準則和
倫理守則 

1.1.1 車王電子企業文化與企業社
會責任策略 

2.1.8 誠信經營 
 

G4-57 
說明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務之內

外部機制，如服務專線或諮詢專線。 
2.1.8 誠信經營  

G4-58 

說明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問題

的內、外部機制，如透過直屬管理向上報告、舉報機制或

是專線。 

2.1.8 誠信經營  

 

11 - 12

54 - 55

54 - 55

54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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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

 

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經
濟
面 

經濟績效 

管理方針 2.2 經濟績效  

G4-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2.2.1 投資人溝通及財務表現  

G4-EC3 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範圍 4.2.2 權益保障  

G4-EC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2.2.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市場形象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G4-EC5 
在重要營運據點，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
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4.2.2 權益保障  

G4-EC6 
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
的比例 

4.1.1 員工概況  

採購實務 

管理方針 2.4 供應鏈關係  

G4-EC9 
於重要營運據點，採購支出來自當地供應商之比
例 

2.4.1 供應商管理及在地採購  

環
境
面 

原物料 
管理方針 3.1 綠色產品  

G4-EN1 所用原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3.2 原物料使用  

能源 

管理方針 3.3 能資源使用  

G4-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3.3.1 能資源管理與減量  

G4-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3.3.1 能資源管理與減量  

排放 
管理方針 3.4 環境管理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3.5 溫室氣體排放  

 

56 - 59

56

92 - 94

60
83

92 - 93

83

64

65

70 - 72

73
74

74 - 77

74 - 77

78

81 - 82



6.1 全球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 索引表

以下指標內容皆經外部查證，相關查證結果如外部保證聲明書所示。

一般標準揭露(＊表核心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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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 3.5 溫室氣體排放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顯著氣體排放 3.4.3 固定污染源處理  

廢污水和廢

棄物 

管理方針 3.4 環境管理  

G4-EN22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總排放水量 3.3.1 能資源管理與減量  

G4-EN23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 3.4.2 廢棄物處理  

G4-EN24 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3.4.3 固定污染源處理  

產品及服務 
管理方針 3.1 綠色產品  

G4-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 3.1 綠色產品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3.4 環境管理  

G4-EN29 
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
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的次數 

3.4.1 環境管理系統  

供應商環境

評估 

管理方針 2.4 供應鏈關係  

G4-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的比例 2.4.2 供應商篩選  

G4-EN33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以及

所採取的行動 
2.4.3 衝突礦產  

 

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81 - 82

80

78

77

79

80

70 - 72

70 - 72

78

78

64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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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社
會 

勞
工
實
務
與
尊
嚴
勞
動 

勞僱關係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G4-LA1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離職員
工的總數及比例 

4.1.1 員工概況  

G4-LA2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括
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4.2 留才策略 
4.2.2 權益保障 

 

G4-LA3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4.2.2 權益保障  

勞資關係 
管理方針 4.2.3 員工關係  

G4-LA4 
是否在集體協商中具體說明有關重大營運變化
的最短預告期 

4.2.3 員工關係  

職業健康與
安全 

管理方針 4.3 健康職場  

G4-LA5 
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委員會中，協助監
督和建議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規劃的勞方代表
比例 

4.3.1 職業安全衛生  

G4-LA6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工傷頻率、職業
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勤率，以及因公死亡事故
總數 

4.3.2 職業災害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與高風險的勞工 4.3.4 員工健康檢查  

訓練與教育 

管理方針 4.2 留才策略  

G4-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
的平均時數 

4.2.1 員工訓練與發展   

G4-LA10 
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其管理退休生

涯的職能管理與終生學習計畫 
4.2.1 員工訓練與發展   

 

83

83 - 85

86
92

92 - 94
95

95 - 99

100

100

101

103

86

86 - 90

86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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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11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

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4.2.2 權益保障  

員工多元化
與平等機會 

管理方針 4.2.2 權益保障  

G4-LA12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劃
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 

2.1.2 董事會 
4.1.1 員工概況 

 

女男同酬 
管理方針 4.2.2 權益保障  

G4-LA13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女男基本薪資和
報酬的比例。 

4.2.2 權益保障  

勞工實務申
訴機制 

管理方針 4.2.3 員工關係  

G4-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實務
申訴的數量 

4.2.2 權益保障 
4.2.3 員工關係 

 

人
權 

不歧視 
管理方針 4.2.2 權益保障  

G4-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4.2.2 權益保障  

童工 

管理方針 4.1 員工政策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
應商，以及採取有助於杜絕使用童工的行動 

4.1.1 員工概況 
2.4.4 供應商稽核 

 

強迫與強制
勞動 

管理方針 4.2.2 權益保障  

G4-HR6 
已鑑別為具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
運據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減少任何形式的強
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 

4.1.1 員工概況 
2.4.4 供應商稽核 

 

 

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92

92

37 - 38
83

92

92

95

92

95

92

92

83

83

67
92

8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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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社
會 

反貪腐 

管理方針 2.1.8 誠信經營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
比，以及所鑑別出的顯著風險 

2.1.8 誠信經營  

G4-SO4 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2.1.8 誠信經營  

G4-SO5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2.1.8 誠信經營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2.1.8 誠信經營  

G4-SO8 
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以及所受罰款以
外之制裁的次數 

2.2.5 法規遵循與罰款   

產
品
責
任 

顧客的健康
與安全 

管理方針 3.1 綠色產品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
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1.1.2 汽車電子事業部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3.1 綠色產品 

 

G4-PR2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週期
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準則的
事件總數 

車王電子 2015 年所研發製造之
產品，均依法遵循相關法規，未
有違反規定而受罰之事件。 

 

產品及服務
標示 

管理方針 
3.1 綠色產品 
2.4.3 衝突礦產 

 

G4-PR3 
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的產品與服務資
訊種類， 以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的重要產
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1.1.2 汽車電子事業部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2.4.3 衝突礦產 

 

 

54

54

54

54

54

61

70

13 - 16

17 - 19

70

70
67

13 - 16

17 - 1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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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重大考量面 G4 編號 管理方針和指標 企業報告書章節/說明 頁碼 

   
G4-PR4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的法
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車王電子 2015 年並無違反相關
法規及自願性規範。 

 

G4-PR5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2.3 客戶關係  

行銷溝通 

管理方針 
1.1.2 汽車電子事業部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G4-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車王電子 2015 年銷售之產品中
無被禁止或有爭議之產品 

 

G4-PR7 
按結果類別劃分，違反有關行銷推廣（包括廣
告、推銷及贊助）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件總
數 

車王電子 2015 年無違反行銷法
規及自願性準則之事件 

 

顧客隱私 
管理方針 2.3 客戶關係  

G4-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有關
的投訴次數 

2.3 客戶關係  

法規遵循 

管理方針 
1.1.2 汽車電子事業部產品發展與

服務 
1.1.3 工具事業部產品發展與服務 

 

G4-PR9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
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車王電子 2015 年無違反法律及
規定之罰款 

 

 

62 - 63

13 - 16

17 - 19

62

62

13 - 16

17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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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三者查證聲明書

1. 社會責任報告書查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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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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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O 14001外部查驗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