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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Preface

選菁英

助成長

建基盤

行政院參考德國「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之經驗與特質，於

101 年核定「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發展並輔導具有技術、創新、

品牌等國際競爭力的「中堅企業」。

計畫以「建基盤」、「助成長」、「選菁英」三面向推動，其中「選菁英」

係表彰特定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中堅企業，以作為業界學習標竿。

每屆擇優選出約 10 ~12 家中堅企業頒發「卓越中堅企業獎」，並舉辦盛大且

隆重的頒獎典禮，期帶動引領企業效法學習，創造臺灣產業成長新動能。

另為落實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引導企業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第 3 屆起由

潛力中堅企業中擇優選出營造友善職場優良中堅企業，本屆經邀請行政院性

平會委員進行審查後，擇優選出 3 家獲選企業，並頒發獎狀予以鼓勵。

壹──
前言

  遴選卓越中堅企業，加強推廣，供業界標竿學習。

  遴選潛力中堅企業，提供客製化服務，媒合運用各部會人

才、技術、智財及品牌行銷等資源，加速其成為卓越企業。

  推動中堅企業創新發展，協助中堅企業結合其供應鏈廠商建

立創新營運模式，強化國際市場競爭力。

 經濟部成立中堅企業發展推動小組

 成立中堅企業專責窗口

  連結 5+N 產業創新方案，輔導更多潛力業者朝智

慧化、文創化及綠色化等高值化方向發展，培育

成為中堅企業

一、評 選 流 程
貳──
評選方式

頒 獎 典 禮

類組召集人聯席會議

複 審（會議審查）

初 審（書面審查）

資格審查

受理申請

實

質

審

查

決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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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流程



二
、
評
選
項
目

評審大項 評審中項 配分 製造業 服務業

壹、 領導與經營策略

( 專注於特定領

域及市場，以價

值導向為訴求，

成 為 世 界 級 領

導企業為目標 )

一、領導模式及經驗傳承

20

1. 領導者具備活力與意志力等特質、融合權威式與參與式領導。

2. 領導者與高階主管在位時間長、並重視接班團隊的磨練。
同左

二、經營理念
1. 產品或服務以價值導向為主要訴求，而非價格導向。 

2.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及環保價值。

3. 提供品質優良之產品及服務。

同左

三、企業目標 具有成為市場領導產品或服務、業內最優秀企業等明確目標，並在該領域已可參與市場
規則之決定。 

同左

四、市場定位 在特定領域專精，成為該領域市場的主宰者，找到利基點集中投資，不分散投資至其他
非專精領域。

在特定領域專精，成為特定或地區性市場的主宰者，找到利基點集中投資，不分散投資
至其他非專精領域。

五、經營策略

1. 與世界級的競爭對手直接競爭。

2. 競爭策略運用品質與服務創造優勢，以獨特差異化強勢捍衛市場地位。

3. 核心項目不外包、依靠自己的競爭優勢、深化核心價值，不完全倚賴聯盟，自行生產
多數設備。

4. 以核心能力做為企業成長驅動力，兼顧市場與技術並持續掌握外部機會。 

1. 與主要的競爭對手直接競爭。

2. 競爭策略運用品質與服務創造優勢，以獨特差異化強勢捍衛市場地位。

3. 核心項目不外包、依靠自己的競爭優勢、深化核心價值，不完全倚賴聯盟，自行生產
多數設備。

4. 以核心能力做為企業成長驅動力，兼顧市場與技術並持續掌握外部機會。 

六、組織文化
1. 提供優良的薪資與福利條件，並積極營造友善職場環境，塑造員工強烈使命感與認同

感，員工流動率較同業為低。

2. 建置企業獲利分享員工之獎勵機制，形塑全體員工參與之文化。 
同左

貳、 關 鍵 技 術 或 服

務模式 ( 關鍵技

術 或 服 務 模 式

在 特 定 領 域 具

有獨特性 )

一、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發展策略

20

具備良好且具潛力之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發展策略。 同左

二、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競爭力 擁有世界級特殊性 Know-How、製造技術或服務模式，領先全球競爭對手。 擁有特殊性 Know-How、服務技術或服務模式，透過全球在地化取得競爭優勢。

三、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成效
1. 每位員工平均獲得專利權之數量或產值較同業更高。

2. 能將技術轉化為移轉授權金收入或持續性成功推出新產品或服務。

3. 具備相當額度之技術移轉、授權金收入。

1. 每位員工平均營業額較同業更高。

2. 能將技術轉化為移轉授權金收入或持續性成功推出新產品或服務。

3. 具備相當額度之技術移轉、授權、加盟金收入。

四、發展潛力
1. 未來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具發展策略規劃與作法。

2. 具備良好技術或服務傳承制度 ( 如知識管理、人才培育與訓練機制等 )。
同左

參、 研發創新 (持續

投 入 創 新 研 發

程度及成效 )

一、研發創新策略

20

1. 具備良好且具競爭力之研發創新策略。

2. 具有良好客戶服務回饋機制，能將顧客意見轉化為創新來源。

1. 具備良好且具競爭力之研發及流程創新策略。

2. 具有良好客戶服務回饋機制，能將顧客意見轉化為創新來源。

二、研發創新投入
1. 員工參與流程、產品或服務等研發創新程度。

2. 研發創新投入占公司總營收比例較同業高。

1. 員工與顧客參與流程、產品或服務等研發創新程度。

2. 研發創新投入占公司總營收比例較同業高。

3. 應用科技或資通訊技術 (ICT) 進行服務技術或服務模式創新之程度較高。

三、研發創新成效
1. 不僅在產品或服務上保持領先，並且運用改善手法，保持流程創新之領先。

2. 運用創新滿足客戶需求，進而創造新的市場。

3. 近 3 年獲得國內外相關研發創新獎項、認證或補助情形。

同左

四、發展潛力 具備未來研發創新策略規劃與佈局。 同左

肆、 品牌 ( 企業或產

品 品 牌 經 營 方

式及其成效 )

一、品牌發展策略

20

1. 成為世界級領導品牌之策略規劃。

2. 具明確之品牌定位與目標市場。

1. 成為全球或區域性領導品牌之策略規劃。

2. 具明確之品牌定位與目標市場。 

二、品牌發展投入
1. 品牌經營投入經費占公司總營收比例較同業為高。

2. 品牌經營投入人力。
同左

三、品牌發展成效

1. 品牌市占率、知名度、忠誠度或指名度。

2. 近 3 年獲得國內外相關品牌獎項情形。

3. 品牌在國際間的授權狀況 ( 含授權的起始年度、授權的國家數量等 )。

4. 品牌在商標申請與專利註冊情形 ( 註冊國家、類別 )。

1. 品牌市占率、知名度、忠誠度或指名度。

2. 近 3 年獲得國內外相關品牌獎項情形。

3. 品牌在國際間的授權狀況 ( 含授權的起始年度、授權的國家數量等 )。

4. 品牌在商標申請與專利註冊情形 ( 註冊國家、類別 )。 

5. 國內外直營或加盟授權的年度及店數情形。

四、發展潛力 具備未來品牌發展策略規劃與作法。 同左

伍、 顧客與市場 ( 以

國 內 為 主 要 經

營或生產基地，

但 掌 握 國 際 市

場及通路 )

一、顧客關係管理

20

1. 與客戶保持密切關係，特別是頂級客戶。

2. 成為客戶不可替代之供應商，有良好而長期之顧客關係。

1. 具備主要消費客群之經營。

2. 會員數、顧客回流率、滿意度或回購率較同業為高。

二、市場通路發展策略
1. 貼近並全面掌握客戶，以建立子公司或其他有效服務方式，掌握經銷通路及客戶關係。

2. 於目標市場自行設立據點或運用合資方式，來解決文化差異與國際管理。

1. 貼近並全面掌握客戶，以建立子公司或其他有效服務方式，掌握經銷通路及客戶關係。

2. 於目標市場自行設立據點或運用合資、授權方式，來解決文化差異與國際管理。

三、顧客與市場經營成效
1. 已有相當比例營收來自國外市場。

2. 近 3 年獲利與營收成長情形良好。 
同左

四、主要經營或生產基地 以國內為主要決策中心或價值創造基地，企業經營基地設置於國內，僱用在地勞工，創
造在地就業機會，並可帶動上中下游關聯企業成長。 

同左

五、發展潛力 具備未來顧客與市場發展策略規劃與作法。 同左
4 5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貳、評選方式 Selection method

二、評選項目



 企業簡介

大江生醫成立於 1980 年，從事保健食品與美容保養產

品設計、製造與進出口。過去數十年來與全球眾多品牌

共同打造許多暢銷產品，每年生產數億顆錠劑、膠囊等

健康食品以及數千萬瓶機能性飲品與數千萬片面膜。目

前產品銷售全球 42 個國家，每年加入並改善上億人的生

活。對於這些成果我們充滿著對客戶的感激，但更覺得

責任重大。所有同仁無時無刻以研發更高效能產品，「加

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 Join&Delight」作為最重要目標。

大江生醫目前員工數約 670 名，2016 年合併營收為 31.1

億元較 2015 年的 20.65 億元成長 51%。

 經營理念

大江生醫創辦人楊武男榮譽董事長，秉持誠信（Trust）、

創新（Creation）、智慧（Intelligence）原則經營企業。

大量啟用生技、商管、資訊、工業、設計等各領域專

才，充分授權部屬給予舞台發揮所長。林詠翔董事長

自 2002 年加入團隊已 15 年由基層做起，貫徹創辦人風

格。強調以目標為本而非資源為本經營，讓企業不斷成

長茁壯。大江的企業理念為「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

Join&Delight」，領先業界提出「生物整合設計（Integrated 

Bioscience Design － IBD）」，貫徹三大策略－ Pioneer：

先進領先的研發製程、Verification：科學化效果驗證、

大江生醫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Par tnersh ip：

與 客 戶 成 為 互 助 型

夥伴關係創造企業獨特價 

值。為全球品牌客戶發展出更有

效的產品，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經濟部長官、各界評審及專家對大江生醫的肯

定，頒予第四屆「卓越中堅企業」殊榮。此份榮耀屬於

全體同仁，因為有團隊合作才有今日的大江。

首先感謝楊武男榮譽董事長，願意用一群沒經驗但擁有

生技專長的年輕人，充分授權讓團隊更勇於挑戰傳統，

創新思維走出成功的路。從四位研發人才開始，至今發

展成六百多人的團隊。近年來更有賴政府與產學界諸多

協助，讓大江成為國際級研發型生技公司。未來大江將

持續努力不懈肩負榮耀為重擔，期望與台灣產官學研界

攜手合作，把台灣生技業打造成國際舞台上最閃耀的一

顆新星。用「台灣魂、世界心」的期許，讓台灣設計的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發光發熱。

 經驗分享

1980 年為台灣貿易事業蓬勃年代，楊武男榮譽董事長創

辦大江生醫的前身「大江興業」。當時世界對台灣多為

紡織、建材及科技產品需求，直到 2000 年供給與需求出

現革命性的轉變，使得公司面臨轉型。因應時代需求而

演進，大江興業擁有成熟貿易知識及許多參與經營上市

櫃資通科技公司的經驗。當時台灣已有許多優秀生醫人

才及農產品，楊董看見更高層次需求，將是對健康與美

的渴望。因此走向其他企業鮮少選擇的路，成立生物醫

學事業部而造就了現在的大江生醫。

1、率先業界推出 Q － ODM 的代工製造服務

林詠翔董事長於 2002 年加入大江生醫，在楊董及關淑

君榮譽副董事長經營 20 餘年下，已是一間相當成功的公

司。具備生技背景的林董加入團隊，如同注入一股活水

般，開啟大江跨足生技產業的新思維。林董有許多天馬行

空的想法與衝勁，在台灣生技業剛起步時即參考電子業成

功模式，率先業界推出 Q-ODM 的代工製造服務。Q-ODM

由三個 Q 構成：Quality（品質）、Quickness（速度）、

Quotation（最佳報價），強調產品從整體企劃、產品研發、

包裝設計、標準化製程、全面品管一條龍服務。搭配品牌

商的末端行銷，成功與國內外知名品牌合作推出一個又一

個暢銷保健商品。

2、 建立自主生產能力與強化全球佈局

適逢台灣及全球生物科技產業快速發展，林詠翔董事長帶領

團隊成功開發多項熱銷商品。因業務成長生產需求增加，於

2008 年建立第一座工廠。目前在台灣屏東農科園區有兩個

工廠：S5 機能性飲料廠與 S9 固態製劑廠。在全球佈局方

面，於上海建立分公司與北京、廣州、雅加達設辦

事處。2013 年在上海建立兩座工廠，直接供

應中國保健與保養品廣大市場需求。這

段期間也由起初十幾人的公司成

功轉型為近七百人的生技

製造型服務公司。

大江生醫團隊合照  
中間為楊武男榮譽董事長  
右為關淑君榮譽副董事長 
左為林詠翔董事長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運用台灣特有農漁業素材進行原料開發，自主開發的 IBD( 生

物整合設計 ) 原料，共獲得全球主要發明獎達 81 個獎項。�

��核准專利共 129 件，其中發明專利 22 件。

 市場定位：�

��整合保健食品與美容產品供應鏈，可依客戶需求開發客製品

項及規格。�

��與全球一線品牌客戶合作，共同開發高效能產品，目前產品

銷售全球 39 國。�

 品牌通路發展：�

���以 IBD�原料行銷全球一線品牌大廠，全球商標布局 290 個。�

��與全球知名品牌 LVMH 旗下之美妝品牌 Sephora 合作開發面

膜、眼膜等產品，2015年面膜類產品全球銷售量約2,700�萬

片。�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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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整合設計」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

面對下一個黃金十年，林詠翔董事長提出前瞻性「生物

整合設計」理念：從「消費者需求」出發與品牌客戶共

同開發產品，提供全方位智財保護跟客製化服務。拉高

共同開發優勢門檻，打造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保健、保

養品及服務，以「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期許永續

為產品使用者負責，不止滿足消費者對產品安全與高效

能需求，更與品牌客戶積極共創新藍海。

 未來展望

大江生醫除了在食品、化妝保養品研發技術上不斷精進，

更堅持以「生物整合設計」理念與台灣在地農民契作各

項農副產品，如香蕉皮、紅藜等。不僅致力推廣「MIT 台

灣製造」更持續支持台灣農業，朝穩定成長方向前進。

未來經營策略將以「擴大業務」、「深化研發」及「精

準智造」三大方向進行：

擴大業務－調整組織架構，更貼近當地市場客戶。目前

在印尼雅加達成立辦事處，規劃未來在北美設立辦事處，

大幅拓展當地市場。

深化研發－持續進行國內外 IBD 原料之開發與應用，將

以專案進行解救瀕危珍稀植物研究。規劃於國內外生技

領域知名大學成立實驗室進行產學合作與研發人才培

育，以達全球資源納為己用之長遠目標。

精準智造－將增加生產自動化與資訊雲端化之相互配

合，拓展大江生醫智能神經系統（TINS）應用。從生產

及監控檢驗設備提取數據導入雲端資訊中心供相關單位

參考運用，以達事前預防及立即通報並借助歷史資訊擬

定維修計畫，以提升妥善率。

1980

1999

2002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成立大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生物醫學事業部。

榮獲「國家品質保證商品金像獎」。

公司更名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百岳特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業界首創產品履歷表制度。

S1 台北廠設立，通過 HACCP 認證。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 12 屆小巨人獎」及 
亞太區直銷產業十佳供應商。

S5 農科廠設立，S1 台北廠通過食品 GMP 認證。

順利公發與興櫃，通過 ISO22000：2005 
及 ISO 17025：2005 － TAF 認證。

林詠翔董事長榮獲「中華民國第 35 屆 
創業楷模與發明國光獎章」。

上櫃掛牌（股票代號：8436），榮獲「第 22 屆國家磐石獎」。

林詠翔董事長榮獲「中興大學第 18 屆傑出校友」。 
S7 上海百岳特化妝品有限公司設立。

榮獲「第三屆潛力中堅企業獎」。林詠翔董事長榮獲「中華民國第 53 屆十
大傑出青年」企業、創業及經濟發展類及「第一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

鑑」排名前 20% 肯定。

榮獲「第二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 肯定。天下雜誌「台灣
2000 大企業調查」營收成長率排名 49 名、淨利率排名 216 名、營收排名 932 名。

林詠翔董事長榮獲「安永企業家獎 - 智慧創新企業家獎」。

榮獲「第四屆卓越中堅企業」及「第三屆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6-20%
肯定。

 發展歷程大江持續實踐環境友善理念，思考如何有效降低碳排放並結合核心事業

鏈，一同降低溫室氣體對地球帶來的影響。2017 年大江將展開復育合作

造林計畫，於恆春地區與林務局合作造林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展望未

來將秉持企業核心精神：依據消費者需求，以生物整合設計的方式

打造高效能產品，「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   並達成全球化目標。

大江生醫多元產品線 大江生醫產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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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中國砂輪（KINIK COMPANY）座落於台灣著名陶瓷之鄉—

鶯歌鎮，是一家具有 65 年悠久歷史的砂輪專業製造廠。

舉凡生產規模、技術、產品深度、廣度與服務客戶數等

均為同業之冠。掌握高服務品質、完整行銷通路架構下

的競爭優勢，在業界處於領導地位。從低階基礎至高階

精密「研磨」、「切削」等加工使用砂輪或刀具，均可

全面供應滿足客戶需求。目前提供國內產業使用之產品

規格超過十萬種，服務客戶超過八千家，涵蓋各行各業

可見一斑。近年有感於傳統產業轉型需要，長久以來所

累積「研磨」及「切削」製造利基，不斷投入設備及人力。

從事衍生性鑽石製品之研發創新，並進行企業改造跨足

中國砂輪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手機製造商的非球面模造玻璃光學鏡片。基於對技術創

新、擴大應用執著及產品品質重視，透過政府相關研發

專案在技術與資金上協助，使中國砂輪得跳脫傳統產業

的宿命，躍升為高技術產業一員，員工人數也從創業時

期四十幾人增長到一千五百多人。此次獲獎代表著中國

砂輪公司全體同仁在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的努力，獲得

各界人士及客戶的肯定。沒有各位同仁的辛勤付出，就

沒有中國砂輪現在的成績。

中國砂輪期望各界繼續給與鞭策、鼓勵及協助，隨時秉

持著如履薄冰的態度，謹記白永傳榮譽董事長的座右

銘－「人人都有改善的能力，事事都有改進的餘地。持

續服務廣大客戶達到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境界。

鶯歌廠區

高科技晶圓再生產業。基於技術創新與擴大應用的執著，

以及對產品品質的重視，透過政府相關研發專案在技術

及資金上協助，使中國砂輪得跳脫傳統產業宿命，躍升

為高科技產業的一員。以高科技產

業所使用工具為標靶，採人

造鑽石（包括聚晶鑽石、

鑽石薄膜、鑽石厚膜）所

開發製品，不但幫助客戶

提高工件使用壽命，更提

升加工品質，減低地球資

源耗用，因此中國砂輪將

其命名為「綠色鑽石」。 化學機械拋光墊修整器 Pyradia 
榮獲 2017 年台灣精品獎

林陳滿麗董事長

 

 經營理念

「三方好」理念：

你好－精益求精、提升品質以

滿足客戶研磨工作需求。

我好－注重股東權益及員工福利，強調人性

化、合理化管理以達全員和諧並永續經營。

大家好－發揮經營績效、回饋社會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頒予卓越中堅企業獎，及專業評審及業界各

先進對中國砂輪的肯定。中國砂輪代表公司一千五百多

位同仁，向各位致謝獲得此份殊榮並分享得獎的喜悅。

1953 年創辦人林長壽先生與長女婿白永傳先生，從金敏

窯業廠金鋼砂製品部生產「瓷質燒結法」砂輪及磨石開

始，已經過 65 年的歲月。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與廣大產業

界朋友們支持和鞭策，中國砂輪從最初產品「瓷質燒結

法」砂輪及磨石外，更本著長久以來累積「研磨」及「切

削」的製造利基，不斷研發新技術與投入設備人力，推

動技術創新、落實經營管理、重視工安環保、資源節用

及提升公司競爭力。目前提供國內外各產業使用之砂輪

及切削刀具規格已超過十萬種，服務客戶超過八千家。

傳統砂輪更擴展到高科技所需產品，如應用在半導體化

學機械研磨製程的鑽石碟、於半導體 IC 製造過程中使用

於製程監控（Monitor wafer）及檔片（Dummy wafer）用

之晶圓。回收加工的再生晶圓及應用於光學相機模組廠、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生產具先進鑽石植佈技術之「鑽石碟」產品，為國內外半導

體廠製造晶片不可或缺之工具。��

��產品規格超過 10 萬種，服務的客戶超過 8,000 家，擁有 121

件專利。

 市場定位：�

��CMP�鑽石碟市占率全球第 1，再生晶圓市占率全球前三大，

傳統砂輪市占率全球前五大。�

 品牌通路發展：�

��長期與國內外客戶 ( 如台積電、中鋼及 GF、Mircon、Elpida

等國際知名廠商 ) 建立良好互動模式，透過代理及策略聯盟

積極拓展外銷市場，並於2011年榮獲經濟部「台灣百大品牌

獎」殊榮�。�

���與美國 Rodel 公司 ( 全球最大半導體 CMP�PAD�供應商約占

90%) 建立策略聯盟，推廣�KINIK�DiaGrid�鑽石碟於全球半導

體市場。

 獲獎理由

10 11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參、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獎得獎企業 The Winner Company

二、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驗分享

1、創新研發為首要主軸

中國砂輪座落於台灣著名陶瓷之鄉—鶯歌鎮，是一家具

有 65 年悠久歷史的砂輪專業製造廠。由原本砂輪事業部

所累積「研磨」及「切削」的製造利基，不斷投入設備

及人力，從事衍生性鑽石製品研發創新及企業改造。研

發生產鑽石碟的鑽石事業部於 2002 年榮獲台積電免驗入

庫優良供應商獎，並跨足高科技晶圓再生產業成立晶圓

事業部。2005 年成立光電事業部，生產非球面模造光學

玻璃鏡片／鏡頭。2010 年生產晶圓級可回焊樹脂光學鏡

片／鏡頭。近年隨著消費電子產品增長觸控面板需求強

勁，玻璃研磨也需要更新技術，中國砂輪於 2012 年開發

電鍍鑽石磨棒及氧化鈰拋光輪滿足客戶在玻璃切割研磨

需求。基於對技術創新、擴大應用執著及產品品質重視，

透過政府相關研發專案在技術及資金上協助，使中國砂

輪得以跳脫傳統產業的宿命，躍升為高科技產業一員。

2、打造 KINIK 中國砂輪品牌價值

中國砂輪在 1988 年花費 300 萬建立 KINIK 左右逢金之企

業識別體系，1989 年即加入 BIPA（自創品牌協會）成為

創始會員。1993 年榮獲第一屆「國家傑出精品（銀牌）

獎」。 2001年化學機械拋光墊鑽石修整器榮獲經濟部「優

良設計產品」。2002 年榮獲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傑出

獎」，鑽石碟榮獲「台積電（TSMC）免驗入庫優良材料

供應商獎」。2006 年榮獲經濟部「台灣優良品牌獎」，

2008 年榮獲社團法人中華公治理協會 CG6003「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證書」。2011年榮獲經濟部「台

灣百大品牌獎」殊榮。2013年榮獲經濟部「工業精銳獎」。 

KINIK 的名字從左或從右念起都是金（KIN），代表「左右

逢源都是金」- Golden Tech 黃金科技，不斷為客戶磨出

金碧輝煌的前景同享金字招牌的效益。

 未來展望

中國砂輪以累積研磨及切削核心技術，因應未來市場趨勢擬定策略：

1、傳統砂輪

持續精進管理及強化生產效率，加強人才培養逐步朝提高自動

化生產邁進。產品將朝精密機械、光電與半導體產業用之高附

加價值產品發展。強化市場競爭力並持續深耕國內市場，積

極延伸新興外銷市場佈局。

2、光電及半導體產業方面

提前卡位搶佔市場先機除積極佈局智慧財產權外，

將結合客戶共同參與研發次世代規格產品。並隨

客戶需求不斷提升持續改善生產效率與產品品

質，以提高整體服務及產品之競爭力。未來經

營策略仍以創新方法持續產品精進與發展，

為客戶、股東及員工創造最大價值為努力

目標。

1953 
 

1957

1980 

1988

1993

1997 
 

2000 
 

2001 

2002 
 

2005 

2006

2007

2011

2012

2013

2014 

2017

創設金敏窯業廠金剛砂製品部，
開始生產「瓷質燒結法」砂輪及

磨石為台灣第一家砂輪工廠。

增資改組為中國砂輪股份有限公司。

增設樹林廠採用自動化設備大量生產樹
脂砂輪。

建立 KINIK 企業識別體系。

榮獲國家傑出精品獎（砂輪、磨石系列）。

增設物理氣相真空蒸氣法（P.V.D.D.）無晶形鑽石鍍
膜，生產鑽石鍍膜工具、模具。DiaGrid® 製法獲世界

專利。

與美國 Rodel（全球最大CMP PAD供應商）建立策略聯盟。
推廣 KINIK 擁有世界專利之半導體 CMP 化學機械拋光墊鑽

石修整器於全球市場。

DiaGrid® CMP Conditioner 化學機械拋光墊鑽石修整器榮獲經濟
部「優良設計產品」。

鑽石碟榮獲經濟部設計優良產品獎。 榮獲台積電（TSMC）免驗入
庫證書（Ship-To-Stock Certificate）之優良材料供應商。 榮獲第十屆經

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傑出獎。

股票正式掛牌上市代號 1560。白永傳董事長榮退由林心正接任董事長兼
執行長。榮獲 Rohm&Haas「最佳傑出策略夥伴獎」。

榮獲經濟部 2006 年台灣優良品牌獎。 

榮獲 Forbes Asia 亞洲最佳 200 中小企業。

榮獲經濟部「台灣百大品牌獎」。 

榮獲中華民國優良廠商協會「台灣製造金舵獎」。榮獲台積電「優秀供應商獎」。

榮獲經濟部「工業精銳獎－機械、運輸工業類」。

鶯歌廠區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榮獲經濟部「潛力中
堅企業」。

鑽石碟 Pyradia 榮獲「經濟部第 25 屆台灣精品獎」。

 發展歷程

傳統砂輪 Traditional Grinding Wheel 12 吋再生晶圓 12 inch Reclaimed silicon Wafer 鶯歌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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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和集團）初

期稱為三合興公司，由董事長鄭森煤三兄弟創立於

1979 年，為全球前二十大運動品牌供應副料，成立

PAIHO® 品牌行銷全球。目前在台灣、中國無錫、東莞、

越南、印尼均設有生產基地，並於美國加州設有據點

與發貨倉。供應材料如：鞋面材料（一片式、四面彈）、

黏扣帶、鬆緊帶、織帶、鞋帶、射出鈎等。百和集團

為國內最大黏扣帶生產廠，產值達世界第一並擁有全

球專利 274 件（發明佔 145 件）。在彰化營運總部與

和美織帶產業共生共榮，帶動地方聚落百餘家織帶協

台灣百和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勢。百和集團著重創新、研發、設計導向，強化自主

研發設計能力，朝高經濟效益方向發展。除持續提升

產品附加價值與差異化，並協助提供客戶有效率的價

值轉換，將生產策略轉移至非價格競爭，藉由跨領域

多元市場的推廣（如汽車業、個人衛生用品、家具業、

園藝業、3C 電子產業），以產品創新性、獨特性、精

緻性、設計性等作為發展目標，創造更高業績。

百和集團在團隊努力經營下，目前已是國內生產規模

最大的副料類產品生產廠家。主要競爭利基在於：

1、研發能力強，掌握市場流行趨勢

重視市場流行動態深入瞭解客戶需求，年年推出專利

新產品並創新加工製程，堅強的研發能力為百和集團

成長主要動力。

2、持續投資，建立一貫化作業流程

採用世界先進織機並自行改良優化機台，建立高自動

化從織造到染整一貫化作業流程。提高

產能及效率確保產品品

質穩定，亦驅動業績

持續成長。

力廠永續發展。以「一家接單．百家同工」概念推行

合作，深獲協力廠商認同形成供應鏈體系。2016 年合

併營收達新台幣 106.30 億元。

 經營理念

百和集團歷經近 40 年國內外市場辛勤耕耘，提供完

整行銷團隊提供客戶最佳品質承諾。經營理念秉持「誠

信、求實、求精、創新、服務」，以技術研發為基礎，

利用核心資源追求產品創新及技術突破提升產品品

質。積極強化與各品牌客戶聯繫，目標「強化持續滿

意」及「就近服務」。維繫現有優勢朝向環保永續、

數位緹花彈性梭織

布應用於鞋類

鄭森煤董事長

機能性

及科技化產品

開發，因應各行業

需求強化在各領域競爭優

勢。海內外佈局採取藍海策略，

迅速擴大營運規模佔有市場，積極展現

核心競爭力。藉由策略聯盟、產品差異化、創

新化、多角化經營，打造創新行銷模式達成客戶互

信合作關係。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頒予百和集團「卓越中堅企業獎」及各位

評審的肯定，將這份榮耀獻給在工作崗位上默默付出

的所有同仁們。百和集團這麼多年來能維持高毛利，

就是因為鎖定金字塔頂端目標市場－國際知名全球前

二十大運動用品品牌，及全球製鞋業龍頭大廠－寶成

集團及豐泰皆為主力客戶， 也因為大家的努力與同

心，造就百和集團的成長與發展。從階段性成長中得

到一項重要啟示：適時調整內部組織與資源，是永續

經營的最佳後盾。拚價格是短暫的，維持品質就像跑

馬拉松一樣，我們永遠設定前面有一個無形的第一名，

百和會持續努力投入，堅持只做最好的產品。

 經驗分享

百和集團經營優勢在於「貼近客戶、就近服務」策略，

並「與全球頂尖品牌客戶同步研發成長」掌握流行趨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國際運動品牌客戶 NIKE、Adidas、Reebok、NB、MIZUNO 產

品副料主力供應商，佔七成供應量。

��擁有全球唯一之射出勾黏扣帶技術，是國內最大的黏扣帶、

織帶製造廠，專利計 274 件，其中發明佔 145 件。

 市場定位：�

��專注於織帶產品製造，鎖定成衣及鞋類利基市場，生產之黏

扣帶產品為全球第一大。

��支援生產少量多樣之帶類產品，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需求。�

 品牌通路發展：�

��以 PAIHO 品牌行銷全球，累計客戶數達 5,000 家以上，全球

前 20 大運動鞋品牌皆為長期配合的客戶。�

���貼近市場就近服務，提供客戶專業且即時的服務。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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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EM 轉型 ODM 與客戶緊密結合

與供應商的良好配合、協力廠商的密切合作默契，充

分掌握原料及製程。透過品管部門對品質嚴格要求，

從 OEM 的代工型態發展為目前的 ODM 模式，不僅接

單生產，也提供客戶各類產品設計服務。

4、產品應用範圍廣泛，滿足客戶一站式需求

舉凡鞋類、成衣、文具、玩具、運動、醫療器材、汽車、

袋包、飛機、腳踏車、美髮、紙尿布、胸罩肩帶、家飾、

3C 電子及 DIY 用品等，於世界各目標市場設專責業務

及技術人員，就近服務客戶，充分了解並滿足客戶需

求。 

5、全球佈局暨國際化分工，發揮集團整體綜效

因應國內陸續至大陸及東南亞地區設立生產據點，百

和集團於 1997 年由經濟部核准，陸續籌設東莞百和、

無錫百和及東莞百宏等中國大陸子公司。1999 年於越

南設立越南百和，並於 2004 年於美國設立北美百和。

為應新興市場崛起，2010 年設立印尼百和就近服務當

地客戶，滿足客戶在數量及

交期上需求，以在地化生產大

幅降低產銷成本，有效掌握商

機。

6、 產品品質佳，深獲國際知名品牌認同

為達到國際品牌客戶所要求品質規範，

設有完整品管檢驗設備，充分掌控產品研

發設計及生產製造流程，整體品管流程獲

得 IS0 9001、ISO14001 及 ISO ／ TS16949 國

際品保認證，產品品質符合國際品牌要求，建

立長期良好合作關係。

 7、環保概念及投入

廢棄物減量、廢水回收及廢氣處理等設備投入，為地

球降溫及節能減碳努力，如稻殼為鍋爐燃料能源、灰

燼 100% 回收當肥料使用、鍋爐熱能回收供員工生活

用水等。2014 年榮獲 Bluesign 環保認證，產品均符合

環保法規規範。深獲國際品牌客戶認同讚譽為「綠能

工廠」。

 未來展望

百和集團以生產起家，經過多年海外佈局與轉投資策

略下產品線逐漸擴張。擴大原物料掌控能力，更以嚴

謹品質控制、卓越設計能力為後盾。百和集團已是高

品質紡織材料供應商之代名詞，成為國際知名品牌主要

合作夥伴。專注本業、務實發展的企業文化帶領下站

穩成長腳步，經營觸角已擴及中國、東南亞 ( 印尼 ,

越南 )、歐美地區掌握市場商機。

全球營運觀點方面，彰化和美的營運總部將採

購、財務、研發、後勤支援等機能保留。有

完整生產線與周全協力網絡，深耕台灣並

佈局全球精神。未來將持續專注本業發

展，以服務化經營模式貼近市場，展

開全球佈局擴大經營領域。藉由協

力廠商能量立足台灣放眼全世界，

期望成為國際第一紡織副料供應

商，邁向世界級卓越企業。

1979 

1985

1985 

1987

1990

1993

1996

1997

1998

1999

2001

2002

2004

2006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董事長鄭森煤先生三兄弟創立三合興公司。以「三鈎牌」
生產黏扣帶行銷全球。

成立針織鬆緊帶廠。

三合興公司與美國 VELCRO 公司合作，更名為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引進瑞士 Muller 及日本寬窄提花織機，取得多國專利。

將美國 VELCRO 所擁有股權全數購入，取得 100% 經營權。

增加織帶產品品項，首創鞋業專用織帶之設計與開發。

增加加工廠鞋帶品項取得多項功能及造型專利，品質深受客戶肯定。

成立百和國際有限公司，投資東莞百和織造有限公司。

成立春盛有限公司。

通過 ISO 9002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成立越南百和。

台灣百和（9938）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成立無錫百和。

無錫百和及春盛正式投產。

成立歐洲百和及北美百和，拓展歐美市場。投資東莞粉體塗料。

榮獲亞洲富比士（Forbes）雜誌「年度最佳中小企業」（200 家）。營業額低於 10 億美金，成為最
具動力及開發潛力的公開發行公司。

成立印尼百和。

子公司百和興業（F 百和 8404）回台第一上市。

通過 ISO ／ TS16949 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獲日本 MIZUNO 品質管理認定證。獲得 Adidas 頒發「優良供
應商（Speed/Agility 分項）」。

榮獲經濟部評選第一屆「潛力中堅企業」。獲得 Adidas 頒發「FACT Division 1 Supplier 第一級廠商」。

榮獲Bluesign環保認證的紡織配料廠商（Trim Supplier）。獲邀Adidas A-Team成員－全球僅11家具前瞻性開發之供應商，
成為全球唯一副料供應商。獲選 Nike 成衣「先鋒供應商」策略性夥伴。獲邀 NIKE 鞋 WHQ 世界總部設立對應辦公室及

展示中心。

榮獲 Adidas 頒發「優良創新獎」及中華民國紡拓展會頒發「TITAS 貢獻獎」。

 發展歷程

四面彈鬆緊帶應用於鞋類 黏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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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佳騰）設

立於 1998 年，並創立品牌 「AEON」。主要生產速克

達、 ATV（All Terrain Vehicle －全地形車輛或沙灘車，

簡稱 ATV）、 UTV（Utility Vehicle －多功能越野車，簡稱

UTV）、機車及電動車等多元產品的製造商。以「AEON 

MOTOR」為品牌名稱，從事沙灘車（ATV）、機車生產

銷售業務，外銷歐洲、美洲為主。   

 經營理念

「品質第一、精益求精、顧客滿意、永續經營」是宏

宏佳騰動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佳騰的經營理念。對於品質，先後通過 ISO 9001 與 QS 

9000 等品保系統認證與多國認證。透過紮實的研發加上

專業生產技術，每年均持續開發更具創新價值的多樣化

商品。2015 年更是讓國內首輛三輪安全速可達 3D-350

得以正式上路，「不斷創新」是我們不變的承諾。宏佳

騰秉持著「用心、知心、維新、創新」核心思想，在提

供更多優質產品時也不斷貼近市場，了解消費者的想法，

並提供更完善的服務，讓顧客更加滿意。從製造出發，

垂直整合發展研發設計、全球採購、生產製造、品牌行

銷、通路布建，完整經營價值鏈的經營。引領台灣機車

工業往精緻、創新、創意等發展，以達到企業永續發展

之目標。

 

 得獎感言

宏佳騰感謝經濟部頒予

「卓越中堅企業獎」，這個

榮耀屬於所有同仁及愛護我們的客

戶。因為有這麼多人的努力與堅持，才有

今日的成就。宏佳騰主要從事沙灘車（ATV）、

機車生產銷售業務，外銷歐洲、美洲為主。近年來開

始以自有品牌「AEON」在台灣做販售，從代工品牌蛻變

為優質自創品牌。以製造為核心，垂直整合研發設計、

全球採購、生產製造、品牌行銷、通路布建，完整整個

經營價值鏈，讓台灣的造車工藝能被更多人所喜愛。

宏佳騰的核心價值為「用心、知心、維新、創新」，始

終期許員工專注用心於技術研發的同時，也要能夠順應

潮流積極創新，創造高附加價值且可滿足消費者對行動

載具的需求，引領台灣機車工業往精緻、創新、創意等

好的方向發展，以達到企劃永續發展之目標。

 經驗分享

宏佳騰設立於 1998 年來，一直堅持用技術和速度為客戶

創造即時的價值，並以創新與維新幫品牌開拓趨勢的疆

土。秉持「品質第一，精益求精，顧客滿意，永續經營」

的理念，在目標市場上深耕核心事業，積極做好每一件

事情，與客戶緊密結合是不可取代的價值。

MY150 消光黑特仕版 ( 左 )、3D350 消光銀灰 ( 右 )

鍾杰霖董事長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開發三輪 / 四輪機車的引擎技術與車身傾斜系統技術，為全世

界第 2家擁有製造具傾斜機構之高安全性三輪機車能力之廠

商。

���四輪速克達 Quadro�4 採用前二輪 / 後二輪創新設計，為全世

界首創高安全性之四輪機車產品。

 市場定位：�

�� 為 ATV( 全地形車輛或沙灘車 )/UTV( 多功能越野車 ) 大廠

Polaris 與 Yamaha 唯一委外生產的廠商，在北美 Youth�ATV

車種市場之市占率 60%以上。

 品牌通路發展：�

��以 Aeon 自有品牌，銷售市場遍及 38 個國家。�

���國內採總經銷模式，設立四家區域總經銷公司，股東經銷商

約 105 家，一般經銷商約有 530 家，涵蓋全國各縣市鄉鎮及

外島地區。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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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專注品質，用心服務

宏佳騰以「AEON」品牌積極行銷台灣機車市場，除了先

後通過 ISO 9001 與 QS 9000 等品保系統的認證與多國認

證。日前更設立新莊、台中、台南與高雄共四大旗艦展

示中心，進一步提升服務等級，以提供消費者更完善的

服務。

2、結合科技及藝術，提供消費者移動美學的新選擇

宏佳騰至今仍持續技術創新、厚植研發實力。除了透過

與有關單位的密切合作研發各類技術，並運用於製作相

關的產品。不同於同業之處在於，用心於將造車的藝術

與研發的科技相結合，讓消費者在選擇行動載具上多了

美的選擇。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50 ／ 90 ／ 125cc 速克達進入歐洲美國市場。

AEON COBRA 50 ／ 90cc ATV 全地形四輪越野車進入美國市場。 
獲北美 POLARIS 選為製造廠商，形成自有 AEON 品牌、ODM、OEM

經營模式。

AEON 50 ／ 90 ／ 125cc ON-ROAD ATV 進入歐洲市場，成為台灣第一家
製造 ON-ROAD 版公司。

MINI 版 ATV 進入市場。

50cc ／ 90cc Youth ATV 榮獲北美 Youth 等級 ATV 銷售第一名。

Phoenix 200 ATV（Sport）-2WD 軸傳動，為台灣第一部 2WD 軸傳動產品，同等級
ATV 產品北美銷售第一名。

榮獲經濟部金貿獎及小巨人獎。Cobra 200 ATV （Sport）-2WD 鏈條傳動進入市場。

Crossland 300 ATV （Utility）-2WD 軸傳動進入市場。

Outlaw50 ／ 90 ATV （Youth,Sport）、 Sportsman 90ATV（Youth,Utility），全新引擎與造型符合
美國 EPA 與 CARB 新法規，持續成為 Youth ATV 北美銷售第一名。Cube 300 UTV- 雙人倂座 2WD

軸傳動，為台灣第一部 UTV，進入市場。

Crossland 350 ATV （Utility）-2WD 軸傳動、Cobra 350 ATV （Sport）及 Cube 350 UTV- 雙人倂座（4WD
軸傳動、獨立懸吊）進入市場。

Crossland 350 ATV （Utility）- 4WD 軸傳動進入市場 。Ranger RZR 170 UTV- 雙人倂座，被 Polaris 公司評價
為年度四項創新產品之一，同級車北美銷售第一名。

Elite350 速克達、Elite125 速克達、及 Urban350 速克達進入歐洲及其他市場。Vanish 電動 UTV- 馬達電動系統
（4WD 軸傳動、獨立懸吊），台灣第一部電動版 UTV 車輛，北美市場上市銷售全世界唯二之產品。

CO-IN 110 ／ 125 速克達正式進入台灣市場。 MY-125 檔車正式進入台灣市場。 Elite250 速克達正式進入台灣市
場，獲同級車銷售第一名。350 三輪速克達，台灣第一部 3 輪速克達進入歐洲市場。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核准股票登錄興櫃買賣。

Elite250 速克達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驚嘆 125 ／ 150cc 速克達進入台灣市場。邀請國際巨星周杰倫擔任品牌代言人。
MY-150 檔車進入台灣市場。宏佳騰榮獲第九屆國家品牌玉山獎。宏佳騰動力科技（1599）於 12 月 25 日正式掛牌上櫃。

Elite300i 黃牌速克達進入台灣市場。驚嘆 150 / 3W 精英 250 速克達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宏佳騰榮獲遠見雜誌評選為 18
家突圍品牌企業。ATV &QUAD 雜誌評選，COBRA 400 為 300-500cc QUAD 第一，CROSSLAND 400 為 300-550cc ATV 第三名。

CO-IN 125 速克達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 驚嘆 150 Polini 動力特仕版速克達進入台灣市場。ES150 速克達進入台灣市場。

ES150 速克達及 MY-150 檔車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3D-350 榮獲第 12 屆國家品牌玉山獎 - 最佳產品（首獎）。 OZS150 速克達進
入台灣市場。Elite300 E 速克達進入台灣市場。OPEN x COIN125、OPEN x MY150 小將聯名車上市。

3D-350 榮獲第 24 屆台灣精品獎及金質獎。3D-350 成功挑戰金氏世界紀錄，稱號最大規模 3 輪摩托車遊行。榮獲第 13 屆國家品牌玉
山獎傑出企業領導人首獎 。

日本跨國合作與福音戰士聯名車 ES150：TYPE 01 上市。Elite300 E 榮獲第 25 屆台灣精品獎及銀質獎。 OZS150 榮獲第 25 屆台灣精品獎。
榮獲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獎。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增加產品組合、開發新客戶、提高市場占有率：

身為機車一線品牌，我們非常注重客戶端的需求。

除了積極擴大整合旗下資源，透過通路端收集到的

消費者心聲，與研發創新的技術部門，開發更貼近

市場的產品，提高市場的佔有率，同時積極開發海

外市場，完成全球銷售目標。

 
 
 

 

 
 

 
 

 

 
 

 

 

 

ES150 紅色 ( 左 )、OZS150 消光銀灰 ( 中 )、CO-IN125 舞動紅 ( 右 )

20 21

參、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獎得獎企業 The Winner Company

四、宏佳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



 企業簡介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希伯崙）成立於民國 86

年，創立以來專注研發英語數位學習內容，是台灣第一

家獲得「數位學習教材品質認證 AAA 級」最高榮譽的數

位學習廠商。希伯崙對外經營兩個品牌：

1、LiveABC : 為集團品牌。

2、Live 互動美語：為美語補習班連鎖加盟品牌。

LiveABC 每月出版 6 本英語數位學習雜誌：「ABC 互動英

語」、「Live 互動英語」、「ALL+ 互動英語」、「biz 互

希伯崙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發「LiveABC 英語教育雲」，期待能成為英語學習的殺手

級產品（Killer Product）。

 得獎感言

今年正好是希伯崙成立 20 週年，感謝經濟部與各方專業

評審的肯定，頒予「卓越中堅企業」別具意義的殊榮。

「Live」是「Learning is very easy」這句話的縮寫。期望

我們的努力，能幫助英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少一點

壓力、多一些趣味；少一點挫折、多一些成就。努力讓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成為全球語言學習市場的

隱形冠軍。

動英語」、「CNN 互動英語」、「Discovery 互動英語」，

以及 1 本日語數位學習雜誌「互動日本語」，廣受數十

萬英日語學習者愛用。

   LiveABC 針對企業內部英語培訓研發之「Live 英語實戰

網」至今已推出第七版，榮獲許多國內百大企業採用。

2007 年創立「Live 互動美語」美語補習班連鎖加盟品牌，

至今已有 6 家直營校以及超過 500 家加盟校。希伯崙以

台灣為研發基地，不僅在台灣為數位學習產業建立自有

品牌與通路，更積極耕耘國際市場。將數位語言學習產

品推廣至大陸、日本、韓國、泰國、越南、拉丁美洲與

歐美等國，讓國際世界見證台灣廠商的實力。

鄭俊琪總經理

LiveABC 全球合作版圖

 

 經營理念

希伯崙整合「教育業」、

「資訊業」、「出版業」及

「影視娛樂業」四大產業核心技術，

為國內研發英語數位學習產品中，歷史最久

且規模最大的廠商。希伯崙以獨特之 3E 互動教學

平台：E － Learning（數位學習）、E － Teaching（數位教

學）、E － Management（數位管理），提供英語學習者、

英語教學者、語言學校管理者，完整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近年來更因「行動學習」和「雲端服務」的

成熟，帶給數位學習產業許多新的商機。希伯崙積極開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擁有先進的 IT 技術與多媒體製作團隊，研發互動式多媒體語

言學習產品，為數位學習的領導廠商。

 市場定位：�

���國內最大語言類數位學習出版商，以 Co-Brand 方式，將

LiveABC 推向全球。

 品牌通路發展：�

��以「LiveABC」發展國際性的語文學習與加盟品牌銷售全球，

『Live 互動美語』已有 7家直營校及 400 家加盟校。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產品獎、美國 Horizon� Interactive�

Award 銅牌獎、韓國教育部數位內容類第一名、韓國情報通

信技術協會獎 ( 韓國教育學習產品最高榮譽獎項 )。

���提供多元語言教學服務，並擁有著名海外客戶如美國McGraw�

Hill 與 CNN、歐洲 Berlitz 等

 獲獎理由

22 23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

五、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參、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獎得獎企業 The Winne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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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LiveABC 互
動英語教學集團）成立 - 首家多媒體

互動英語製作公司。

創立「CNN 互動英語」雜誌 - 國內首度
引進世界級新聞英文媒體。

創立「Live 互動英語」雜誌 - 截至目前超過
70％高中生使用。

創立「ABC 互動英語」雜誌 - 現為英檢初級最佳
學習指南。

創立「biz 互動英語」雜誌 - 業界唯一商務辦公英語學
習教材。

創立「ALL+ 互動英語」雜誌 - 學測指考專業英語指南。

Live、biz 互動英語雜誌泰國上市。

ABC、Live、biz 互動英語雜誌韓國創刊。

創立「Live 互動美語」兒童美語教學體系。

Nanmeebooks、Se-Education 合作出版計劃英／華語學習教材。 
與 Berlitz、McGraw Hill、Difusion 合作出版華語教材。

與美國 EMC Publishing 合作出版華語教科書。

與日本小學館、朝日出版社、東方書店合作出版及內容授權。

英國安格國際英檢簽約合作，成為台灣地區獨家代理授權考試中心。

Come to Live 成為安格國際英檢指定認證官方教材。 
泰國 Se-Education 共同合作 Active English 在泰國成立英語學校。

與 Discovery 頻道簽約，創刊「Discovery 互動英語」雜誌。

開拓拉丁美洲出版業務，進軍國際語言學習教科書市場與韓國 。 
SEG 教育集團合作出版「華語學習教科書」。

創刊「互動日本語」雜誌。 
劍橋語言測評考試院認證授權考試中心。

 發展歷程

 經驗分享

希伯崙為數位內容廠商，致力英語學習產品全面升級，

達到學習數位化、教學數位化、學習管理數位化的目標。

並以此創新模式，作為我們之核心競爭力。

近年來 LiveABC致力開發「智慧教室」，以學習3大階段－

課前預習、課中教學、課後複習 3 大階段。整合平面教

材、雲端教學資源、行動載具、即時回饋系統（IRS），

以及自行研發之 LiveABC 智慧筆等，使學生學習與老

師教學能無縫接軌。現正研發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開發新一代的智

慧教室產品，讓學習環境更實用有趣。

 未來展望

LiveABC 集團事業版圖橫跨數位出版、數位內容及教育產

業。展望未來將發揮既有優勢，建立「LiveABC 英語教育

雲」，目標成為全球最大、最專業的英語數位學習教材

與教學系統生產供應商。

 
 

 

 

 

 

 

 

 

數位學習產品、教材系列 數位學習、影音戶動 每月發行語言學習、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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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亞獵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獵士）規模從三

人擴展至今全球一千人。以建立關鍵技術、設備及生產

製程，延伸發展三大事業部：自行車、汽卡車與鋁鎂合

金材料。製造方面擁有全台灣最大鋁合金型材料製作與

鍛造能量，在全球設立經銷據點與服務中心。累積二十

幾年經驗下，高級鋁合金輪圈不僅引領產業發展趨勢，

並擁有「ALEXRIMS」品牌揚名全球自行車產業。以價值

導向為訴求達成台灣進口取代目標，確立全球鋁合金輪

圈代表地位。亞獵士更超越自行車範疇，擴展至汽車與

航太產業領域，成為法拉利品牌與F1賽事的主力供應商。

亞獵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Pantone 638U

Pantone 021U

Pantone 368U

與智慧製造生產基地，讓「ALEXRIMS」根留台灣，並永

續為綠色地球作出更大貢獻。

 經驗分享

持續研發創新、掌握關鍵技術：

1、 鋁合金產品垂直整合與水平發展，成為產業技術領導

者。透過上中下游垂直整合，帶領供應鏈升級轉型，

成為全球一流鋁合金材料及製品研發製造中心。

2、 整合國內外學術界、法人研發單位及國內外專家團能

量，並與國外市場密切合作滿足市場需求。

3、 培育基礎技術人才，強化產品設計能量。

4、 發展智慧製造生產模式及協助供應鏈伙伴升級轉型，

晉升高品質與精品形象。

陳威瑾董事長

學 攜 手 

合 作 專 班 計

畫」，提供學生獎助

學金，並透過興建員工宿

舍，創造更貼心的就業環境。亞獵

士身為綠色地球的一份子，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與環保循環經濟價值。自行車輪圈更率先

取得產品碳足跡認證，積極向節能減碳目標前進。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給予亞獵士「卓越中堅企業」肯定，也讓全

體員工備感榮耀並懷有更大的使命感。唯有研發創新加

上卓越關鍵技術，運用全球品牌行銷策略下不斷前進。

相信在全體同仁們共同努力與投入下，台灣將成為研發

 經營理念

堅持品質第一，強化研發與製造能力。營運策略上，從

業務、開發、研發、生產、倉儲、物流運送到售後服務，

每一環節均作完整端對端工程整合達到客戶需求。亞獵

士不斷創新研發投入，達到產品

創新研發、增加附加價值，

積極擴大相關事業部門為目

標。重視人才培育並興建先

進技術培訓研發中心，培育

在地人才，與各大專院校合

作「產學訓練計畫」與「產

專利室先進技術培訓中心

輪圈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國內第一家運用航太級鋁合金材料在輪圈製造上的公司

���以台灣為研發中心，專利計有 145 件以上。

���擁有 3D 鍛造一體成型自行車零組件產品製造技術專利。

 市場定位：�

��全球供應量最大的專業自行車鋁合金輪圈製造廠，全球市占
率 55~60%。

��自行車鋁合金輪圈高級品市場市占率全球第一。

��專注於高級鍛造汽卡車產品開發，與法拉利、F1 等世界知名

品牌技術合作。

 品牌通路發展：�

��建立 ALEXRIMS 自有品牌行銷全球，並已建立超過 85 個國家

的服務據點。

��品牌擴展至汽車與航太產業品項，為法拉利與 F1 的主力供應

商，並成為McLaren 等知名品牌之 Tier1 級供應商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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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亞獵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客與市場：

1、 滿足客戶需求與快速反應市場能力，成為客戶不可或

缺的夥伴，提升競爭力，創造雙贏。

2、 就近市場成立行銷營運分公司以了解市場需求，提供

快速與完善服務網絡。

社會企業責任：

1、 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提供獎助學金培訓在學學

生。使學生學以致用，並興建員工宿舍讓學生無後顧

之憂。

2、 積極參與並回饋社區各項活動例如：協助社區老人協

會活動、文化廟會活動等。

1986

199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10

2011

 
2012

2013

2016

2017 

亞獵士機械廠成立。

亞獵士自行車車圈廠成立。

亞獵士材料事業部成立。榮獲第十屆
國家磐石獎，榮獲第十屆國家發明獎銅

獎。

通過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認證。

以「AURELIA」產品系列，榮獲 2003 年國家創
新產品獎。

全球首創成功研發 7000 系列材質，並投入製造高
級輪圈，供應全球高級市場。創新無內胎輪圈設計，

更容易放置輪胎。「STELVIO 系列輪組」榮獲創新產品
獎與台灣第十屆的精品獎。以「鋁合金碟煞」盤榮獲國

家輕金屬創新應用精品獎。榮獲經濟部遴選為優良企業，
撰寫為「超越顛峰 - 企業成功升級案例」。

亞獵士航太事業部成立。S2 Cap Design 產品榮獲台灣創新獎。

航太事業部量產鍛造鋁合金車圈，通過 VIA 測試設備認證及
TS16949 認證。

首創超輕量化 300g 鈧合金車圈。

全球首創研發「鋁合金魚眼」。

鋁合金鍛造卡車輪圈通過德國 TÜV 認證和德國 KBA 認證。自行車車圈製造
業率先通過碳足跡認證產品。

台北自行車創新設計金質獎。入圍經濟部中堅企業。

榮獲第二屆潛力中堅企業。

鼎特力精密鍛造廠設立完成。

亞獵士集團先進技術培訓研發中心新廠完成。

碳纖維車圈廠擴大生產線。榮獲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獎。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未來亞獵士目標將以發展成為全球鋁合金材料，及製品研發製造中心

持續深耕。透過不斷厚植研發能量，且結合智慧化生產製造模式導

入，提升人員能力與產品精品形象。期許藉由深耕台灣與放眼全球

的行銷模式，讓「ALEXRIMS」為全球自行車輪圈與鍛造汽卡車輪

圈的領導品牌地位。

卡車圈 E003A

自行車圈 ALX845C Rear ( 左 )
汽車圈 AFC-16 ( 右 )

陳威瑾董事長 ( 左 )、謝昀芷總經理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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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固緯電子）創立

於 1975 年。主要生產電子測試儀器，是台灣創立最早且

最具規模之專業電子測試儀器廠。固緯電子創業以電源

供應器與示波器起家，爾後專注精密電子量測儀器研發，

開創國人自製電子測試儀器的先河。除開發出國內第一

台液晶數位式示波器，目前也是台灣唯一有能力研、產、

製一條龍數位示波器及頻譜分析儀的廠商。固緯電子目

前為台灣規模最大，產品最齊全之專業電子儀器製造廠，

除了提供國內產業與學術界優質且經濟實惠的量測解決

方案外，也在全球量測儀器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目前

在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美國、荷蘭與印度等

固緯電子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Since 1975

地皆設有分公司與辦事處，且在全世界超過 80 國 400 家

以上的經銷商服務全球。

 經營理念

固緯電子有感於儀器設備對於精、準、穩定的嚴格要求，

以「誠信、品質、創新」為企業經營的核心理念。以「誠

信」舖建寬廣經營之道，「品質」為企業永續經營之本， 

「創新」為企業競爭發展之策。實現客戶、員工、股東

滿意，共同追求企業卓越的永續經營。固緯電子的核心

經營訴求，無論在產品或服務上均以價值導向－重視客

戶價值（Customer Value）為主要訴求而非價格導向。考

超過 300 多個中高端電子測試儀器品項。目前在海外設

有6間子公司客戶遍及全球，「GW Instek」成為台灣最大、

亞洲前三大、全球知名的台灣綜合儀器製造商品牌。

在這過程中我們要感謝所有的員工與同仁，堅定持續的

付出和努力。也感謝我們的客戶，讓我們有機會一同成

長，見證台灣電子工業的興盛繁榮。更要感謝政府經濟

部的帶領，提供包括產學合作、科專計畫、產業升級計

畫、國際貿易拓展計畫、協助海外參展等等各式各樣的

輔導計畫，讓我們從人才獲得與培養，從技術研發、品

牌建立，到國際行銷與全球市場拓展，各領域都能得到

成長擴增的機會。固緯電子今天能夠產品技術高端化，

並將通路品牌國際化，受惠於政府部門之輔導政策良多。

為政府經濟與科技發展相關部門，獻上衷心的感謝與熱

烈的掌聲。

固緯電子大廳

林錦章董事長

量 客 戶

的整體使用成

本 TCO（Total Cost 

Ownership），與獲得利益為

概念，要求以最低取得之成本，創

造最高額之客戶服務。在市場定位方面，

一路走來專精於電子測試儀器，為該領域市場

的領導品牌之一。從示波器、電源供應器、函數信號

產生器、頻譜分析儀、安規測試器、元件測試器等，都

是長期專精的基礎。固緯電子希望以產品線完整齊全、

最低使用成本、值得信賴，成為電子產業界購置首選。

 得獎感言

謝謝經濟部以及評審委員在如此競爭激烈的選拔中，頒

給固緯電子「卓越中堅企業」的殊榮。這對已經成立 42

個年頭，從未間斷自許要代表台灣電子測試儀器工業，

為台灣在全世界走出一條路來的固緯電子而言，是莫大

的榮耀、責任及肯定的感動。

固緯電子成立於 1975 年，正是台灣的電器、紡織、塑膠

等輕工業快速成長的時期。政府將機械、電子、電機、

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時代， 電視、音響、電子錶、

計算機、電話機等，是當時國內外廠商在台灣最主要的

電器產品。當時台灣電子行業所使用的電子測試儀器，

只有歐美或日本先進國家才有的技術儀器及廠商能夠提

供。在一股不相信做不出來的熱情之下，成立了固緯電

子。從電源供應器開始，在國人支持與市場肯定下，已

經發展出如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安規測試儀、LCR 表等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掌握電子儀器時序與頻序關鍵技術，為少數同時具備示波器
與頻譜分析儀產品的廠商。�

���研發經費佔營收 10%，海內外共設立 3個研發中心。

 市場定位：�

��專注於電子測試儀器市場，提供高品質、高效益與最低使用
成本 (E.Q.C) 之產品。�

��台灣第一大，亞洲第三大通用電子儀器製造廠。�

 品牌通路發展：�

��以 GWINSTEK 品牌行銷全球，商標全球註冊國家超過 35 國。�

��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設立據點，產品

行銷服務全球 80 餘國。

��購併日本電子儀器廠家，成為日本主要電子儀器供應商之一。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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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最後除了感謝，更要肯定中堅企業這個獎項設立，提供

了一個全面性的自我檢驗的絕佳機會。這個獎項所表達

的精神「具國際競爭力，在產品與服務上具有獨特性，

專注本業且深耕技術」，正是每一個企業面對目前全球

充滿變數，不穩定的政經態勢下，「增加活力並較不受

外界經濟景氣影響」的生存經營之道。這不僅是一次的

獲獎，更是藉此提升經營實力的機會，邁向永續經營的

學習之旅。

 經驗分享

固緯電子在公司經營上佈局，可用「穩定紮根」來形容。

能夠長久經營，最重要的是本業需要有足夠的實力後再

去向外擴張。以下四點提供給各位先進的經驗分享：

1、具備明確的市場定位－全球平價精品電子儀器的首選

明確的市場定位，如品牌 GPS 導航系統一樣，能夠明確

的朝向目標。不斷的在過程中修正途徑，以到達所瞄準

的目的地。固緯電子是儀器界中的平價精品，提供最低

整體使用成本（TCO, Total Cost per Ownership ）的產品與

服務，既能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又能讓客戶免於大廠

高價的採購成本壓力，成為

用戶可以信賴在選購儀器時的

首選品牌。

2、 提供專注領域內，好而廣的產品

與服務

在品牌塑造的過程中，客戶最直接也是最

重要的品牌經驗－來自於產品或服務的使

用經驗。固緯電子每年投入業績 10 % 以上的

資源在研發上，每年平均有 8 ~ 10 項新產品上

市。嚴格的設計、嚴謹的生產品質管理流程，提

供耐用可靠的儀器產品與服務，並提供同時五大產

品線滿足客戶一站買足的需求。

3、綿密實體通路，及技術導向的產品仍是關鍵

綿密的全球通路使我們的產品能快速貼近市場，掌握各

地市場資訊與客戶反饋，進而成為新產品開發的依據。

多年來累積的全球銷售網路，使風險降低。這也是固緯

電子創業以來，年年均有獲利與盈餘的關鍵因素。

4、 投資自有品牌經營，確保獲利的來源，形成良性循環

的經營模式

固緯電子以自有品牌「GW Instek」行銷全球，已是全球

儀器的知名品牌。在品牌的加持下，歷年毛利率均可維

持在 45% 以上。透過高毛利再投入研發資源，持續不斷

推出好的新產品，通路夥伴的忠誠度自然會提高，樂於

銷售固緯電子的產品。品牌曝光度便持續提升，形成了

一個良性循環的經營模式。

2017 台灣精品獎   GSP-9330, 3.25GHz 頻譜分析儀

 未來展望

在未來的策略發展上，固緯電子將在已有的基礎

上，掌握市場脈動與需求變化，提供客戶優質的

電子測試儀器和服務。隨著世界產經局勢的改

變和轉移，持續在通路的耕耘和佈局，並透

過各種線上、線下的行銷活動，在全球推

廣「GW Instek 的品牌」。建立高度的國

際競爭力，及永續經營的厚實基礎。

1975 

1983

1985

1989

1991

1993

1994

1999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Good Will Instrument Co., Ltd）
正式成立。

成立高雄營業所。

成立台中營業所。

成立馬來西亞子公司。

成立美國子公司。

榮獲第二屆優良產業科技發展優等獎。

榮獲第三屆國家磐石獎。

台灣廠取得 ISO-14001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股票正式掛牌上櫃。

取得 TAF 認證之標準電量試驗室，核准通過轉為股票上市公司。

成立蘇州工廠。

台灣廠取得 ISO-9001：2000 國際品質認證。

成立上海大陸營業總部暨售後服務中心。

成立全球營運總部。重新導入全新企業識別標誌，以「GW Instek」行銷全球。

成立日本子公司。

成立韓國子公司。

榮獲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品質團體獎二星獎。

成立印度辦事處。

 併購日廠 TEXIO Corp. 成為固緯旗下子公司。榮獲台灣精品獎：GDS-1000-U 系列、AFG-3000 系列、PEL-
2000 系列、GDM-8261。榮獲 2012 科技創新獎：GSP-930 頻譜分析儀、GDS-3000 數位式示波器。榮獲 2012 

END China 優秀產品獎：GSP-930 頻譜分析儀、GBT-2211 電池測試系統。榮獲 2012 EEPW 電子產品世界編輯獎：
PSW 電源供應器。

 與日本 Hitachi、EMIC 合作於大陸蘇州成立亞力斯檢測（蘇州）有限公司（GW Alliance）。榮獲 2013 科技創新獎：
PPH-1503 電源供應器、AFG-2225 雙通道任意波產生器。

 榮獲 2014 科技創新獎 ( 金牌獎 )：GDS-300 全觸控型數位式示波器。於荷蘭成立歐洲子公司。

榮獲 2015 台灣精品獎：GDS-300/200 系列，PEL-3000 系列。榮獲 2015 科技創新獎：GDS-2000E 數位式示波器、PEL-3031E
直流電子負載。

 榮獲 2016 台灣精品獎：GDS-2000E 系列數位示波器。榮獲 2016 科技創新獎（金牌獎）：GSP-9330 3.25GHz 頻譜分析儀。 
榮獲勞動部第二屆生活平衡獎肯定。

榮獲 2017 台灣精品獎：GSP-9330 3.25GHz 頻譜分析儀。於馬來西亞成立東協 (GW ASEAN) 營運總部。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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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朋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朋程科技）成立於

1998 年 11 月，在汽車零組件供應鍊中屬於（Tier 2）關

鍵供應商，主要營業項目為車用整流二極體、車用電壓

調節器、ABS 剎車電磁閥等。其中主力產品 - 汽車發電機

用二極體，市場占有率達 51% 在全球排名第一，領先第

二大日本 Hitachi Diodes 及第三大德國 Bosch Diodes。朋程

科技身為專業車用電子零組件設計、製造、服務大廠，

在提供先進技術能力及最佳製造效率上，國際間已建立

起信譽並獲得世界大廠的認可。藉由與每個客戶和供應

商的堅強夥伴關係中，穩定且持續地創造公司營運成長。

毛利率維持在 30% 以上，EPS 超過 7 元以上，股東報酬

率（ROE）達20%以上，近三年股利配發達每股6元以上。

總公司位於台灣桃園，共有三間子公司，分別為鼎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史慕斯汽車配件（青島）有限公司以

及瑞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主要銷售於亞洲、歐洲

以及美洲等地區。朋程科技在位居全球車用二極體市場

龍頭地位後，為持續在全球車用電子零件市場追求成長，

每年皆投入一定比例研發經費，進行技術開發及研發人

才培育。近三年研發支出占營收比例 5% 以上，2016 年

更超過 6%，推動「朋程未來」發展動能。此外在研發

新技術、建立模組化設計、開發能力階段時，亦藉由參

朋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得獎感言

經濟部因實施「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而舉辦了「卓

越中堅企業獎」，從第一屆起朋程科技就積極參與。經

過幾屆的磨鍊、學習，在第一、二屆都入圍了潛力中堅

企業，於參選過程中逐步地學習、檢討、不斷進步。朋

程科技為汽車零組件供應鍊中的關鍵供應商，供貨給世

界一流發電機廠。因應全球節能減碳及環保意識抬頭，

除提供高品質的產品給客戶之外，在研發高效能節能產

品前瞻技術上更是不遺餘力。申請科專計畫結合產、學、

研三方資源共同研發生產綠色產品，如同隱形冠軍的精

神，朋程科技擁有獨特性與關鍵性的技術。產品在國際

汽車零組件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能與國際大廠相互競

爭。很榮幸能和眾多優秀中小企業共同角逐，並獲得委

員們肯定，得到卓越中堅企業獎這項殊榮。感謝經濟部

舉辦這項活動，鼓舞國內各領域中小企業，更加積極投

入技術研發、人才培育、專利佈局…等。更期待在未來

政府資源的協助輔導下，讓朋程科技更快速發展前瞻技

術，強化企業研發涵量，進而提升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打

開國際市場。

 經驗分享

1、前進中國，開發市場，創造從 0 到 34% 之營收比例

2010 年起西進開發中國市場並建立青島廠。藉由導入

精實生產方式，使青島廠從無到有，創造三年三倍的成

長。由於青島廠之成立與朋程母公司將產品銷售至中國

影響，創造了中國市場從 0 到 34% 之營收比例。

盧明光董事長

與 科 專

計畫，與國內

法人研究機構技術合

作、國內外學校產學合作。

進行技術移轉、輔導或授權，加速

產品開發時程與國際大廠一較天下，讓朋

程科技持續保持全球競爭力，創造品牌價值。

 經營理念

朋程科技以藍海高難度的產品為目標。堅持自有品牌，

與世界前三大良性競爭達成高標。提供高品質車用產品、

超越客戶期望，為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更大價值，以

創新和持續改善做為永續經營的磐石。朋程科技在業界

國際間為第一大知名品牌，市場定位皆以從事汽車原廠

零件為主。在高規格、高品質的汽車產業嚴苛要求下，

亦能提供具競爭的價格優勢，而非著重於紅海市場－售

後裝修市場（Aftermarket）。

誠信正直（Integrity）、創新為先（Innovation）、承諾負

責（Commitment）、 成 就 客 戶（Customer Satisfaction）

是朋程科技所有員工共同建立及信守的企業文化價值。

由誠信（Integrity）落實公司治理，用創新（Innovation）

與客戶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做到環境友善，同

時全面落實客戶的品質要求。對員工的照顧許下承諾

（Commitment），並期許有更多社會參與。透過各部門共

同分工實踐企業永續策略，逐步建立永續經營的脈絡與

方向，並持續邁向全球第一大車用二極體供應商。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擁有獨到汽車發電機用二極體製造技術，全球前十大汽車發
電機廠有九家採用朋程產品。�

���全球唯一使用電漿蝕刻法 (Plasma�etching) 製造二極體。�

���年平均研發經費占年營收之 5.5% 以上。�

 市場定位：�

��全球汽車零組件供應商重要 Tier�2 廠商，積極佈局全球重要

國家市場，並與汽車發電機原裝配廠合作，透過這些 Tier�1
廠商切入全球市場供應鏈。

 品牌通路發展：�

��Actron 為國際業界間第一大知名品牌，汽車發電機用二極體

世界第一，全球市占率 51%，領先日本 Hitachi�Diodes 及德

國 Bosch。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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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朋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誠信經營，永續發展

公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關鍵環節。為使資訊達到透

明化、提升健全及有效的董事會運作，於 2014 年成立公

司治理委員會。朋程科技亦連續兩年榮獲公司治理評鑑

上櫃組排名前 20% 及 5% 企業，此份殊榮乃是徹底落實公

司治理的努力與永續經營的決心。

3、產品品質卓越，深獲客戶信賴

為全面落實客戶的品質要求，產品設計皆以零風險、零

故障作為起始目標。將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準時送

達顧客，持續邁向全球第一大車用二極體供應商，為股

東、員工及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

4、前瞻技術研發，強化專利佈局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對於汽車產業的衝擊，朋程科技積

極進行產品技術開發與相關人才的培養。2014 年導入

TIPS（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建立內部智慧財產管理

系統並成立朋程專利審查委員會，提升競爭優勢，保護

公司研發成果及智慧財產。

5、 研發節能減碳產品，化危機為商機，滾動未來市場需求

朋程科技現今產品集中於傳統引擎發電機上，隨著日益

嚴格的節能減碳政策影響，電動車的崛起已是趨勢。車

用發電機之市場將日漸消失，導致既有產品未來將面對

到嚴峻的挑戰。有鑑於此，對產品策略上做出重大調整，

致力於開發高效能、低功耗之節能車用電子產品。將危

機化為商機，以符合日後電動節能車之應用與發展，為

朋程科技奠定未來 5 年、10 年的成長動能。

6、綠色營運，深耕台灣

為有效掌握與降低生產製程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2013

年起成立環境安全衛生組織，並持續增設與強化廢氣、

廢水與廢液等處理設備以達生產節能。同時亦自主性完

成溫室氣體盤查、設定減碳目標，以積極落實節能減碳

計畫。

7、從企業社會責任，看見未來競爭力

財務績效已不再是判斷企業經營優劣的唯一標準，非財

務績效揭露項目逐漸出現於企業公開資訊中。有鑑於此，

全力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並於 2014 年成立「企業永續委

員會」領先同業。2016 年 6 月率先發行企業社會責任白

皮書，以進一步讓利害關係人，了解朋程科技永續經營

的策略與走向，展現企業落實社會責任所創造的價值。

車用整流二極體 電壓調節器 ABS 剎車電磁閥

1998 
 

 

2001

 
2003 

2004 

2006

2009  

2010  

2011 

2014  

 
2015 

 
2016 

 
 

2017   
 

朋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Actr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成立。

開拓歐洲汽車零件市
場。

與美商通用汽車體系零件供
應商建立合作關係。

通過專屬汽車業之 TS-16949 認證
並取得認證證書。

股票正式上櫃掛牌買賣。

與 WABCO 汽車控制系統建立合作關係。

於中國青島設立生產線。

開發日本發電機市場。

研發部通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TIPS）基礎驗
證。

通過 OHSAS 18001：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
驗證。入圍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前百分之二十上市櫃公

司。

取得 ISO 14001：2015 新版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榮獲第二屆
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前百分之五。榮獲 104 年度出進口實

績前 500 名之績優廠商。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小巨人組第 11
名。榮獲第九屆 TCSA 永續報告書 - 電子資訊製造業銀獎。

通過 TIPS-2016 A 級驗證。榮獲第四屆卓越中堅企業獎。榮獲第三屆
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前百分之五。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朋程科技秉持著「提供高品質的車用產品，以期超越客戶期望、為股東、員工及社會

創造更大價值」的經營理念，致力於成為全球汽車電子零件的領導廠商，成為客戶

最信賴、最喜歡合作的供應商，創造企業的永續價值。隨著全球節能與減排的意

識逐漸增強，減碳成了汽車產業必須落實的趨勢。站在這波節能的浪頭上，開

發對環境友善的高效率、更高效能產品，同時也規劃長期的產品發展藍圖。

透過自身的研發能力。再搭配熟悉汽車產業的客戶需求，和工研院、國家

車輛測試中心、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等共同技術合作，一同找出車用

電子零件永續發展方向。環境友善產品的產出，不僅成就客戶對地球環

保的承諾，同時也得以讓朋程科技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為我們的環

境盡一份心力。

 
 

 

 

 

 

 

 
 

 
 

 

副董事長謝台寧 ( 左 )、董事長盧明光 ( 中 )、總經理吳憲忠 ( 右 )

36 37

參、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得獎企業 The Winner Company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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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升電裝）成立

於 1979 年，迄今 30 餘年，為汽車電子、開關、與胎壓

偵測系統 TPMS 等感應器之專業研發及製造大廠。為升電

裝長期對各大車廠的車種和車型所需零配件投入大量研

發資源，並強化模具開發效率，使得在滿足客戶一次購

足的需求同時，也構築穩固的競爭力堡壘，成為業界首

屈一指的優秀典範。在研發重要的里程碑上，為升電裝

是全球第一家推出通用型胎壓偵測系統的廠商，使 TPMS

售服替換市場不受不同車型之設定限制，不僅解決客戶

龐大庫存及資金積壓之壓力，同時更嘉惠眾多車型的消

費者，確保其行車安全。進而，在延續行車安全的研發

主軸上，為升電裝更於 2016 年率先以 24、77GHz 雷達

自主開發技術，進入智慧車輛領域。2017 年車用雷達盲

點偵測系統 BSD 經過國際認證單位德國 TUV 測試，通過

ISO 17387 智慧交通系統認證，為兩岸車用領域第一家通

過的企業。本公司積極投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 研

究領域，期許在技術自主下，對於汽車智慧化投注一己

之力，並提升大眾行車及人身的安全。

為升電裝擁有全球 TPMS 及 ADAS 等各項專利數十件。營

運總部設立於台灣，為主要研發、生產的核心基地。持

續吸收國際級卓越人才建構研發團隊，為企業永續經營

而努力。

為升電裝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競爭力，是來自於不斷的創新與研發，走在市場的前端，

跳脫價格惡性競爭，真正解決客戶與市場的困難與問題。

例如為升電裝開發出「All in one TPMS」通用型胎壓偵測

器的產品，用創新思考，以涵蓋眾多的通訊協定，車型

覆蓋率高達 98% 以上，解決客戶龐大庫存的問題。

近年來 TPMS 的穩健成長，持續帶動整體營收向上。為升

電裝不以此自滿，秉持「卓越品質、永續經營」的理念，

及在得獎是對過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對未來持續創新理

為升電裝重視國內、外參展活動，積極拓展市場

 

 經營理念

為升電裝秉持「卓越品

質、永續經營」的理念，滿足

客戶需求為優先。專注提升產品品

質、精進生產自動化，洞悉市場趨勢，持續

創新研發，以奠定企業永續經營的根基，並且建

置系統化、資訊化的管理系統與流程，以科技化、制度

化提昇企業營運效率，以最少的資源、時間，創造最大

股東價值。持續關注研發、技術、管理人才的培育，並

完全尊重，保護、捍衛企業智慧財產與專利，不允許他

人或同業以抄襲或瓢竊手段來侵害他人之權利。成立為

升電裝教育基金會，實踐「受之社會、回饋社會」理念。

關懷教育及弱勢團體，並培育人才為宗旨，贊助機關學

校與弱勢團體，及參與各種社會關懷活動，充分展現企

業社會責任，並提昇企業的文化與內涵。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及評審委員，讓為升電裝能夠獲頒卓越中堅

企業獎，在眾多優秀企業中脫穎而出，這份殊榮是對為

升電裝的經營理念、核心價值，及所有辛勤努力同仁的

一種肯定。為升電裝 30 多年來，深耕車用產品領域，尤

其近年來投入車用安全性產品的研發與製造，從胎壓偵

測器到近期的 ADAS 的產品，主要是希望能為大眾的行

車安全貢獻一份心力，只要能對提升行車安全有助益的

系統，可以降低事故的發生率，這是對人類一件很有意

義的事情，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我們深知企業的核心

尤山泉董事長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開發通用型胎壓偵測技術產品，擁有可編程通用胎壓感測器

設置系統設定之關鍵技術獨步全球。�

���通用型胎壓偵測技術，適用於 TPMS 車種涵蓋率 98% 以上，

居全球之冠。

 市場定位：�

���專注經營北美感應類與開關類電裝產品售服市場，占北美售

服市場之汽車電子、電裝零件進口金額之前三名。

 品牌通路發展：�

���發展 CUB 自有品牌，並併購美國通路商 ITM，以自有品牌並

搭配客戶品牌方式進行拓銷。�

���於北美地區開拓 TPMS 產品，2015 年已為通用型胎壓偵測器

前三大供應商。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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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念的鼓勵下，以堅強的自主研發陣容及專利優勢，立足

台灣，胸懷全球行車安全龐大市場，展現更亮眼的成績，

無負經濟部及評審委員的肯定。

 經驗分享

企業經營者除了應關注當下營運活動之外，更應該培養

敏銳的觀察力，從週遭的變化去思考「為什麼」，進一

步提出方案並實際執行。個人曾在十幾年前，即觀察到

美國的底特律，在夜間從空中俯瞰這個城市，燈光似乎

一次比一次黯淡，雖當時無法預知底特律最終走向破產

的命運，但也因此讓為升電裝決定拉高汽車零配件售後

服務 AM 市場的比重，為未來的主要策略。數年之後，

美國爆發金融海嘯，新車市場景氣低迷，消費者寧可修

車也不願換車，讓 AM 市場逆勢上揚，使為升電裝的外

銷 AM 市場占營收比重一舉超過九成。在這段期間，也

前瞻性的執行開發未來法規強制標準化的高附加價值汽

車零組件策略，而開始了 TPMS 的開發計畫；然而 TPMS 

研發並非一蹴可及，開始時甚至不被看好，直到技術完

全成熟的第三代產品問世時，已過了十個年頭，雖然所

執著的方向是對的，卻也是為升電裝創立以來最艱苦的

一場挑戰。

綜合幾項企業經營理念與經驗分享：

1、不斷提升企業的研發能力。

2、獎勵創新，分享獲利。

3、人才的培育。

4、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1979 
 

2000

 
2004 

2005 
 

 

2007

 
 

 
2009  

2010

2013

 
2015

 
 

2016

2017

 
 

公司設立生產及
銷售各式汽車開關

及零配件。

通過 ISO 9002 國際品
保系統認證。

跨足汽車電子領域，投入
TPMS 通用型胎壓感測器研發。

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
證。榮獲經濟部第八屆小巨人獎。

通過 ISO/TS 16949 品質管理系統認
證。

榮獲經濟部第 16 屆國家磐石獎。 
陸續取得韓國、中華民國、日本、大陸「可

編程通用胎壓感測器設置系統及方法」專利
(2007~2010)。

股票上櫃。

股票上市。

陸續取得歐洲、美國、中華民國「空白胎壓偵測器及
其設定方法」專利 (2013~2015)。

榮獲 IAIR AWARDS 頒發 2015 年亞洲區台灣最具領導力公
司獎。榮登富比士亞洲雜誌七月刊評選最佳中小上市企業

（Best under a billion）排行榜。

TPMS 通用型胎壓偵測器榮獲 2016 第 24 屆台灣精品獎。

BSD 車用雷達盲點偵測系統為大中華區第一家通過 ISO 
17387 德國 TUV 認證。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為升電裝從汽車零配件起家，成功跨越到汽車電子產業，目前全球焦點正關注下一波

汽車智慧運用的革命，我們期許在全球發展無人駕駛的浪潮下，能夠佔有一席之地。

為升電裝以台灣完全自主的「毫米波雷達 24、77GHz 技術」，堪能與國際大廠爭

鋒，為此網羅國內頂尖的研發團隊，經過二年的努力，目前車用盲點偵測系統

經過國際認證單位 TUV 測試，已通過 ISO 17387 智慧交通系統的認證，是兩

岸車用領域第一家通過 ISO 17387 的企業。為升電裝日前更申請加入亞洲－

矽谷大聯盟，希望對於台灣發展智慧交通能夠貢獻所長，盡一己之力，

同時積極投資及布局智慧車輛領域，期望能夠開創下一波台灣足以與國

際競爭的產業。未來我們將持續秉持洞悉市場趨勢，創新研發，永

續經營的理念，以成為汽車電子的卓越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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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浩漢設計）於

1988 年成立，以發展工業產品設計、集合國內人才及

引進國外技術而成立。初期為設計開發，大量投資引進

義大利設計與日本模型製作技術，因此奠定日後設計開

發能力。1988 年浩漢設計由台北一間工作室起步，員

工人數從原先 50 人增至目前約 200 人。全球布局遍及

亞洲（台北、上海）、北美（矽谷）、歐洲（義大利

Sondrio）等地。專業團隊在市場分析、產品設計、模型

與工程設計等領域，提供整合優勢設計服務，參與過設

計專案涵蓋多種產業範疇，包含消費性電子、電腦、通

訊、醫療設備、家庭用品、個人休閒、健身器材及交通

工具等。累積超過 28 年工業設計經驗，加上對大中華地

區市場的瞭解，浩漢設計持續提供最具務實優勢的設計

服務。把對設計的熱情與建立具競爭力設計系統的 Know-

How，轉化成客戶的策略資產，創造價值、實現夢想。

 經營理念

浩漢設計的核心思想：

「提昇企業競爭力」－把設計做對，創造客戶價值。

「豐富人文價值」－做好的產品與對的設計，帶來價值

創造（Value Creation）效益。浩漢設計的核心價值：

浩漢產品設計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經濟部給予浩漢設計 「卓越中堅企業獎」的肯

定，能獲頒這個指標性的獎項，是對整個團隊致力於創

新設計最大的鼓勵。參加第一屆中堅企業遴選時獲得「潛

力中堅企業」，但這次能在眾多優秀企業中突圍獲得「卓

越中堅企業獎」，衷心感謝全體同仁共同的努力與付出。

2018 年是浩漢設計成立 30 週年，也是另一個重要里程

碑的開始。自 1988 年公司成立及伴隨台灣工業設計的發

展，過程中我們所面臨的是重重考驗。每一個考驗都讓

浩漢設計更加專注在設計本業上，自始至終抱持著為客

產品設計服務 (3C、家電、醫療、健身器材、機器人 )

 

持 續 創 新：

「 創 新 」 亦 即

「INNOVATION」，而 NOVA

亦是從 INNOVATION 衍生而來，是

我們追求的，也是設計公司賴以維生的泉

源。

客戶滿意－對品質的堅持與承諾，以創新設計為基礎來

達到滿意目標。唯有客戶的滿意與支持，才能讓公司永

續經營。

董事長 邱穎峯 ( 右 )
總經理 蔡文傑 ( 左 )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國內少數擁有汽車設計開發技術與設備之公司，如：CAD/

CAM、逆向工程儀器等。

����擁有創新知識管理平台，彈性快速回應顧客需求，與杜邦合

作成立色彩材質應用中心，1小時內即可依需求建立杜邦配

方。�

 市場定位：�

���整合性設計顧問服務，包括交通、電子、文創等產業，為全

球最大華人設計公司。

���累計獲得德國 IF、Red�dot、美國 Idea、日本 G-Mark 等國際

四大設計獎57座獎項，為國際設計大獎獲獎率最高的設計公

司之一。

 品牌通路發展：�

��在全球 5國皆有據點。

��與重要客戶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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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為客戶「做好的產品、做對的設計」的態度，這也是我

們可以不斷成長的重要關鍵。秉持成為華人地區最頂堅

的國際化設計顧問公司為願景，亦指在規模、獲利率、

創新成果、優秀人才，及資源整合等成為業界第一，除

了協助業界推動更進一步的創新與轉型之外，同時也將

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期許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經驗分享

浩漢設計成立至今，從學習、實作到發展管理，本土到

國際化、電腦化到知識化，我們平日專研、發展與探討

的議題都圍繞在「人與機（產品） 」關係，包含工業產

品的設計、創新、造型、功能，如何達

到「客戶滿意」的目標。一直努力在做「創

意要讓人願意去實現，組織要有實現創意的

能力」。浩漢設計強調團隊合作 Team work，

著重在設計系統的建立，落實流程管制，以及

設計品質之掌握。藉由不斷設定階段性目標，讓

組織保持設計及技術領先，並提供整合性服務。推

動綠色設計，將環保、節能減碳等思維應用於設計活

動中。

1988 
 

1989

1993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由集團為發展工業產品設計集合國內人才及引進國外技
術而成立，初期以協助集團內的公司為主要目標。與義大

利公司簽訂技術合作合約，引進設計相關技術。  

與日本公司簽訂技術合作合約，引進模型開發技術。

開始實施專案管理並配合績效管理模式。

引進快速原型模型製作設備與技術 。通過 TUV 德國萊因 ISO 9001
認証。通過 TUV 德國萊因 ISO 14001 認証。

專案管理電腦化（KM System 前身）。榮獲第九屆國家磐石獎，為經營
管理之肯定 。

研發服務業第一個通過經濟部科專計畫 - 知識管理（KM）應用平台－ KM I。

美國矽谷設計辦公室成立 ( 策略聯盟 )。

引進多關節雷射掃描系統及五軸 CNC 加工機。浩漢工業產品設計（上海）有限公
司 NOVA （Shanghai）成立。出版設計入門書「搞設計」，成為國內產品設計暢銷書。

導入平衡計分卡 BSC。義大利米蘭成立歐洲子公司 NOVA（Europe）成立。

與杜邦合作，引進杜邦色彩材質應用技術。浩漢工業產品設計（廈門）有限公司 NOVA 
（Xiaman）成立。越南設計辦公室成立。通過經濟部示範性科專計畫－創新價值設計服務

協同開發計劃 -KM II。

與日南合作引進汽車展車（Show Car）技術。

榮獲經濟部示範性科專 - 創新價值設計服務協同開發計劃「創新應用服務獎」。出版「設計。品」
產品設計書籍。於台北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舉辦二十週年展。

參與「2009 台北奔牛節、奔牛入市、放養 」活動。榮獲第十三屆全球自行車設計賽首獎。設計精品「悟
空」列於上海知名地標「1933 老場坊中心園」展出。參與 2009 年第 7 屆台灣設計博覽會。

與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開發，完成 2010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機器人「香草寶貝」。

出版「設計管理的美力競界－華人世界最大設計公司浩漢的知識管理學」 。參與 2011 台北世界設計大展，
浩漢設計完美詮釋設計演繹。

上海幸福碼頭創意園區的 NOVA HIVE 成立。浩漢上海公司獲頒中國工業設計十佳設計公司獎。浩漢上海公司最佳
工業產品設計企業獎－ 2012 金鼎獎。

 獲上海市嘉定區現代服務業光榮稱號。獲 2013 台灣年度傑出設計公司商品設計類金獎。於松山文創園區舉辦二十五
週年展，主題「設計總動員」並出版同名設計書籍。  

導入檔案管理系統－雲端儲存設備 。

與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技術合作，完成「泰迪熊親子機器人 』設計，並受邀台中市政府舉辦的 2014 第二屆泰迪熊
台中樂活嘉年華的展出。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1、 成為華人地區最頂堅的國際化設計顧問公司，

在規模、獲利率、創新成果、優秀人才及資

源整合中，邁向業界第一。讓全球知名專

業設計公司，提到設計產業就直接聯想

到浩漢設計。

2、 提供更完善的工作環境以及培養更

多優秀人才。

3、 深耕國內外市場，營業額穩定

成長，企業永續經營。持續

參與國內外設計競賽，維持

高創新的設計能量。

 
 

 

 

 

 
 

 
 

 

 

 

 
 

 

交通工具設計服務 ( 機車、汽車、巴士、電動概念車、遊艇 ) 

2015~ 迄今 積極參與國內設計單位的活動，持續培養設計專業人才：1、台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2016「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
2、優良設計協會：2017 金點新秀設計獎。3、與三陽工業共同舉辦：2017 第一屆 ND 巨星設計獎。

1988~ 迄今 榮獲 55 個以上國際四大設計獎項 ( 德國 iF、德國 Red Dot、美國 IDEA、日本 Good Design) 包含 iF 金獎、Reddot 的 
best of the best、IDEA 金獎等，也多次獲得台灣精品獎和金點設計獎的肯定，累計超過 140 個國內外設計獎項。44 45

參、第 4 屆卓越中堅企業得獎企業 The Winner Company 第 4 屆  卓越中堅企業獎        4th TAIWAN  MITTELSTAND  AWARD

十、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耕興）成立 30 年，為提供

測試認證服務之專業、獨立第三方檢測實驗室，目前有

三個事業部。除零件事業部從事防磁零組件之銷售，另

兩大國際認證事業部主要從事與手機、資訊、通訊產品

之強制性和符合性法規標準，及電磁波干擾、產品安全

性的檢驗、測試及報告發行等業務。2015 年完成行動和

無線網通產品的新法規標準之測試服務開發，其中檢驗、

測試、報告發行項目包含：LTE R11、R12、CTIA MIMO 

OTA（OTA － over the air）、NFC Forum （與 FinTech 極大

相關）、A4WP 無線充電，以及 CTIA WiFi OTA 2.0 等。

2015 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31.56 億元。

 經營理念

耕興秉持「策略創新」、「堅持目標」、「和諧互助」 

的經營理念，30 年致力於提供客戶專業的產品測試與驗

證。創立之初耕興定位為：獨立、超然、公正第三方民

營電子產品檢測驗證公司。「專業」、「信任」、「價值」

是我們追求的服務品質目標。協助國內外電子廠商所研

發的新產品，在上市前通過各國強制性及符合性的法規

及標準要求，達到快速合法輸出新產品，並搶得市場先

機。以專業姿態換取客戶信任，成為服務第一品質保 

證，讓「SPORTON」成為電子和無線行動通訊產品的檢

測中，最專業和最有價值的品牌。配合電子通訊產業新

技術的急速發展，每年投資相當研發人力與金額，建構

耕興股份 
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經驗分享

耕興能在電子產品檢測技術服務方面，成為全球市場的

領導者，是因為我們專注本業並持續深耕核心事業。把

事情做到最好，持續與國際級的頂尖客戶結盟，方能成

為價值鏈中主導者。

1、打響「SORTON」品牌，是所有同仁的事

耕興視品牌經營為每天要執行的專案要務。配合業務全

球化策略，貼近並掌握客戶，連同台灣在全球設點 12 個

檢測場地。恪盡企業社會責任，重視財務面的成長，創

造企業持續獲利，使品牌獲得保證。

2、服務領先同業，積極投入新技術法規研發

配合未來電子設備快速發展，持續積極投入新技術法規

研發，以維持市場領先地位。研發創新投入相當人力，

10m Chamber 之一

黃文亮董事長

新 營 運

項目、拓展國

外營運據點及市場佔

有率。秉持「立足台灣、深

耕大中華，達成一地檢驗、兩岸驗

證、行銷全球」的策略目標，積極參與國

際認證組織，放眼全世界。在技術領先、品質

優先、速度最快三個面向，持續維持最大的競爭力，

成為檢測業的隱形冠軍。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頒予「卓越中堅企業獎」，並謝謝各方專業

評審委員的指教與肯定。這次參加第四屆中堅企業遴選

以「領導與經營策略」、「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研

發創新」、「品牌」、「顧客與市場」等五大面向，同時

展現卓越表現而獲殊榮肯定。這是耕興所有同仁共同努力

的成果，與全體同仁分享這份榮耀。目前耕興在全球設有

12 個測試場地，已建構達 150 國以上認證服務管道，每

年服務超過 1,000 家以上公司。耕興的客戶群多屬高科技

資通訊產業，經常與許多國際級大廠合作，在創立之初即

定位公司為獨立、超然、公正第三方民營電子產品檢測驗

證公司，加上在測試平台及升級高階測項的研發投資，持

續領先同業，這也是耕興能夠長期站穩消費性電子檢測龍

頭廠商地位的重要關鍵。以優質專業品質與前瞻性思維，

在技術檢測研發領域，專注核心能力並追求自我突破，打

開全球市場。未來因應市場規模，持續全球設點並創造耕

興國際品牌價值，同時帶動關聯產業成長。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國內率先創建並擁有 3座符合歐、美、日要求之標準 10 米室

內電波隔離暗室。

���實驗室獲得多國知名機構認證，海內外提供檢測服務的基地

共有 12 個。

���國內第一家擁有全自動化檢測之實驗室，國內唯一能提供無

線通訊、手機 Conformance、數位家庭完整測試服務場地。

 市場定位：�

���相關檢測標準的共同參與的制訂者。�

���立足台灣之世界級電磁相容、安規認證及無線和行動通訊檢

測實驗室。

 品牌通路發展：�

���建立 SPORTON 實驗室自有品牌，全球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

前 10 大品牌，超過八成是耕興的客戶。

���2013 年在手機及無線網通產品上取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證

書數量達 3,671 件，案件數量居世界第一，2015�年手機 FCC�

filing 數占比 15%，世界第一。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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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耕興股份有限公司



近兩年研發費用占總營收比例為同業的兩倍。設備容量

最齊全，整體設備規模完備，以專業姿態換取客戶信任。

3、客戶信任帶來穩定業務成長

檢測業不容許有不公平的做假行為，工作上接觸到尚未

上市先進電子產品的機會很多。耕興珍視且尊重客戶研

發成果，全體員工擁有強烈的使命感。掌握客戶信任度，

帶來穩定業務成長。

4、非僅止於市場追隨者 , 而是標準的共同參與制定者

多 角 化 的 服 務： 提 供 包 含 強 制 性 法 規 和 符 合 性

（conformance）法規，完整包裹式的檢測服務。

差異化的服務：積極參加相關國際標準協會的運作，直

接參與技術標準的制定。耕興非僅一般實驗室遵循標準

的追隨者，而是相關檢測標準的共同參與的制定者。

1986 
 

 
 

1993

1997

1999 

2001 
 

2002  

2006   
 

2007 
 

2009   

2010

2013

 
 

2014

2015 

耕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台北松
山，開創品牌「SPORTON」。設 

EMI shielding room 乙座，首開 EMI 
民營實驗室先例，提供國內廠商除了

ERSO 外之另一選擇。

於臺北松山設立 Safety 實驗室。

總公司擴遷於台北縣汐止。

於台北縣中和成立零件事業部，公司組織事業
部擴編為三個。

於桃園縣龜山鄉華亞科學園區增設華亞實驗室，建
置了 3m 與 10m 半電波暗室。與國際 EMC 測試潮流

同步。

於 1 月 23 日正式掛牌上櫃。

受國家通訊委員會（NCC）委託成立驗證服務部，取得台灣
NCC RCB 的手機發證資格（reviewer），於韓國京畿道成立行

動電話測試場地。

於中國大陸地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浩興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

中國大陸子公司浩興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建立檢測實驗室。富比士
（Forbes）亞洲兩百大最具潛力中小企業。

富比士（Forbes）亞洲兩百大最具潛力中小企業。

建立中國西安實驗室。天下雜誌「兩千大調查 26 家隱形冠軍企業」之一。全
年在手機及無線網通產品上取得 FCC（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證書數量達 3,671

件，案件數量居世界第一。

在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三路建立第二間手機檢測實驗室。

營業額新台幣 31.56 億元，連續四年營收成長。股東權益報酬率 27.5%，每股盈餘（EPS）
8.5 元，從 2002 年上櫃後連續 14 年每年均獲利。手機 FCC filing 數維持世界第一，占比

15%，市值達 150 億以上。

 發展歷程 未來展望

耕興以檢測驗證服務為核心事業，目前在協助客戶產品取得 FCC（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證書，案件數量居世界第一。品牌「SPORTON」

連續 3 年獲頒全球最重要行動通訊認證組織 PTCRB 之傑出實驗室

獎－用以檢驗手機等行動終端設備在 2G、3G、4G（LTE）網路

中是否符合標準。全亞洲的實驗室中，只有耕興獲得這獎項。

為提供優質專業的服務，重視人才培育機制，確保人員素

質的維持與確實傳承新檢測技術，持續提供客戶全方位的

專業服務，讓耕興能在市場佔有率維持在世界第一。研

發方向聚焦於手機前瞻技術及未來無線通訊設備的測

試，運用相當程度資通訊（ICT）進行檢測服務，有

效整合內部研發與外部市場進展，滿足客戶開發需

求。對未來不只市場全球化，產業也相對發生更

多的跨界變化，專注本業 30 年的耕興，以品

牌「SPORTON」積極規劃投入物聯網、車聯

網、醫療網、工業 4.0 產品、5G 等檢測，

為檢測產業持續付出努力，讓國內外客

戶產品銷往全球暢行無阻。

 
 

 
 

 

 
 

 
 

 

 

 
 

10m Chamber 之二 OTA 無反射室SAR 射頻輻射暴露量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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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耕興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崧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崧騰企業）自 1992 年

成立至今，主要經營團隊致力於電子零組件研發製造業。

擁有多年經驗主導市場行銷、產品研發、模具製作和品

質管理。內部管理上有別於臺灣中小企業多為家族企業，

堅持「平民化管理」及「專業化領導」。強調「企業家

族」而非家族企業，本著熱忱合作、 誠信務實、精益求

精之精神相互溝通，並廣納各方專業人才作為領導方向。

崧騰企業在對外重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於提供符

合環境保護標準的相關產品。透過新產品投入開發新客

戶。開發節能、環保的產品，朝應用電動手工具機、汽

車及家電等產業零組件供應鏈的方向發展。培養高素質

研發團隊，從設備、人力、能力全方位提升產品信賴度。

目標促進公司持續穩定成長，成為世界級隱形冠軍企業。

 經營理念

平民化管理、專業化領導、透明化運作重視環境保護。

願景：崧騰企業產品啟動電化生活，成為機電安全關鍵

零組件製作的領導者之一。

使命：持續創新並促進人類擁有安全便利的（電化）應

用生活。

價值觀：熱忱合作、誠信務實、精益求精。

崧騰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際市場，用領先服務的理念，提供產品與服務給世界頂

級客戶。 崧騰企業為降低營運風險及優質成長為考量，

以「客戶頂級化」、「市場多元化」、「零件客製化」

與「成品品牌化」等方針為長期經營策略。著重技術及

產品的研發，在台灣總部約三分之一人數為研發及工程

人員，提供客戶服務及價值不遺餘力。客戶現已遍布全

球，如電動工具機、家電、電源市場及汽車等各產業的

頂端品牌企業，皆與崧騰企業擁有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 

建立一個「優質而有競爭力的環境及專業平台」，讓有

能力及肯努力的人才得以發展所長。透過崧騰企業這個

平台來貢獻社會、實現夢想，同時對地球環境的保護盡

一份心力。

產品驗證實驗室

張俊雲董事長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頒予「卓越

中堅企業獎」，及各方專業評

審委員對於崧騰企業的肯定及鼓勵。

這份榮耀要歸功於海內外的全體同仁，大家

長期持續努力的結果及成績。

崧騰企業初期以機構電源開關零件起家，經過四分之一

世紀的努力不懈及精進， 現有產品已擴展到機械、電子、

光電與軟體整合的小型系統模組化的解決方案。在零組

件方面擁有品牌「 Solteam Inside」，而成品呈現則是透

過品牌「Sunpole」。從早期亞太市場到現今行銷全球國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產品主要為機構設計類與電子產品兩大類，擁有 40 項技術和

結構設計之專利。�

���擁有超過 60 名研發部門人員，佔台灣總公司人數 1/3，研發

投入佔營收 5%以上。

 市場定位：�

���從事電源插座、電源開關產品及變頻控制器之研發、製造與

銷售，為專業之電控裝置供應商。

 品牌通路發展：�

�� 採雙品牌策略區隔市場，在不影響代工客戶下發展自有

品牌，元件品牌使用 SOLTEAM，而整機沉水馬達品牌為

SUNPOLE。

��2016 年其電動車電池高壓連接器正式打入全球電動車龍頭特

斯拉（Tesla）的供應鏈。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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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崧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驗分享

崧騰企業為專業之電控裝置供應商，主要從事電源插座、

電源開關、變頻控制器研發、製造與銷售。依終端應用

面主要可分為電動手工具機產業、白色家電產業、汽機

車產業、消費性電子產業、PC 及其週邊設備產業及水族

產業，涵蓋用途相當廣泛。 崧騰企業採雙品牌（Solteam 

Inside 及 Sunpole）策略，以發展核心技術為基礎跨入不同

產業多元應用。產品在市場推廣上，較不易受單一產業

不景氣影響，反而能對單一產業季節性波動，降低風險

作較好的管理。在跨入不同產業的同時藉由專注於核心

技術，使產品延續發展，為公司創造穩定及優質的成長。 

崧騰企業相較於競爭對手具多元研發整合、優異製造技

術、全球布局等優勢，提供國際級客戶客製化、彈性化

及少量多樣化的協同產品開發，成為最佳信任合作夥伴。 

 未來展望

崧騰企業產品主要應用領域包含：

電動手工具機產業、白色家電產業、

消費性電子產業與 PC 及其週邊設備產

業。因電動手工具機產業及白色家電產

業具進入障礙高、產品生命週期長等特性，

故近年持續投注研發其兩項產業所需之電／

觸控裝置。展望未來在國際大廠陸續合作下，

持續提升市場佔有率。消費性電子產業與 PC 及

其週邊設備產業，在市場競爭激烈之下改朝換代

週期短。未來將以維持一線大廠之合作關係為主要

策略，而非一昧追求市場佔有率。除可保持產品創新

力及競爭力外，亦致力於營運穩定度之提升。 

崧騰企業自 2003 年開始，投入技術層次較高之電動手工

具機及家電產業市場。多年來不斷累積多元整合核心技

術，及產品開發經驗，得以和目前電動手工具機及白色

手動工具機開關模組 大型開關家電模組 水族用變頻智慧馬達

1992

1995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崧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成立。

為配合客戶需求擴充產能及企業國際化政策，於中國大陸東莞
市成立崧騰電子製品廠。

台灣公司及大陸廠同時取得英國 BSI ISO9001 認證。 
取得英國 BSI ISO9002 認證通過。

寶祥廠正式投入運轉。 
合併欣帝有限公司。 

台灣總公司營運總部正式啟用。 
OMRON（歐姆龍）正式授權製造。

成立捷騰光電子公司，營運光纖／光電類產品。

於中國蘇州成立華東營業處。

成為 SONY PS-2 產品之開估插座模組之指定供應商。 
於東莞市長安鎮成立上騰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取得 SONY 綠色環保夥伴認證（Green Partner）。

成立崧騰電子（蘇州 )）有限公司。

捷騰光電全系列塑膠光纖模組，成為全台唯一取得 TUV 安規認證。 
成立美國分公司「Solteam USA LLC」。 

取得 CSA 安規在廠測試實驗室核可。 
導入 ISO 14000 認證作業。

崧騰廠及寶祥廠之合併擴大為崧騰華南總廠。 
公開發行。

榮獲第 15 屆國家磐石獎。 
興櫃掛牌交易。

上櫃掛牌交易。

Solteam USA LLC 終止營業。 
上騰電子（東莞）有限公司終止營業。

成立東莞崧騰電子有限公司。

通過 UL61058 Witness Test Data Program 審核並取得資格。 
通過 CG6006 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

獲頒 GE 最佳供應商獎。 
獲頒 Whirlpool 最佳企業成長獎。

崧騰電子（柬埔寨）有限公司正式投入量產。

榮獲桃園市政府 104 年度就業金讚獎銅牌。

取得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榮獲經濟部第四屆卓越中堅企業獎。

 發展歷程

家電國際一線大廠合作，開發節能、高效之新世代產

品。未來產品應用將朝單一零組件供應，同時跨入

模組設計開發。崧騰企業的直流變頻無刷馬達控

制模組（BLDC），已獲得日本與歐洲電動手工

具機大廠採用。產品品質已足堪國際大廠信

賴，未來將持續朝更高附加價值產業（汽

機車產業與醫療）等高可靠度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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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聯益科技）成立

於 1992 年，總部位於台北樹林，為全球前十大暨國內第

一大軟式電路板之專業製造廠商。產品運用於手機、觸

控面板、平板電腦、數位相機、平面顯示器、筆記型電

腦、衛星導航、汽車電子及醫療器材等多樣應用領域。

嘉聯益科技以豐富的產業經驗，不斷創新技術及擴充生

產，深耕台灣、佈局全球。冀望能提供客戶穩定的品質、

即時的服務及具競爭力之整合性解決方案。為積極建構

全球運籌供應系統，嘉聯益科技分別於中國昆山、蘇州

及深圳設立完整生產基地。並分別於美國、芬蘭、新加

坡及香港、中國東莞、成都及廈門等地區設置子公司及

辦事處，就近提供客戶彈性、快速的服務。

 經營理念

「用歡喜的心，做該做的事」

嘉聯益科技的經營理念表現在「CAREER」這六個字：創

新（Creation）、積極（Activity）、和諧（Rapport）、誠

摯（Earnest）、效率（Effect）及負責（Responsibility）。

嘉聯益科技引以為傲的企業文化：經營團隊實力充份

發揮互助合作，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達成各項營運

目標。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產品必須符合 RoHS、WEEE、無鉛、無鹵

素等規範標準。明訂員工行為道德準則，亦積極準備電

子業行為準則 (EICC) 或 SA 8000 等社會責任規範。確保

嘉聯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經驗分享

1、根留台灣、掌握大陸、放眼全球佈局

經營團隊投入軟式電路板業超過 25 年，為台灣最早從事

之團隊。目前在台灣（樹林廠）設立營運總部，員工人

數約 1,800 餘人，並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之營運總部資

格。以台灣研發總部為後盾，全球設置三個研發中心，

近三年研發經費占年度營收 5~6％。將高階技術根留台

灣，持續努力向全球軟式電路板業展示精進能力，達成

無比產能及提供可執行製作方案，並爭取客戶端之認可。

進而實現根留台灣、掌握大陸、放眼全球之佈局。

2、產業領導、標規制定

2008 年推動制定「軟性電路板外觀品質允收標準」之建

議，歷時一年半不斷地討論與修訂，2010 年 10 月誕生

台灣電路板協會所制定的第一本規範「台灣首部自發性

軟性電路板  Roll to Roll 自動化專線

吳永輝總經理

工 作 周

圍環境安全，

員 工 受 到 尊 重 和 尊

嚴。經由對勞工、健康與安

全、環境與管理系統建構之下，期

望嘉聯益科技成為 CSR 領先企業的標竿。

 得獎感言

感謝經濟部及各界專家評審予以嘉聯益科技「卓越中堅

企業」殊榮。未來將秉持一貫經營理念：創新、積極、

和諧、誠摯、效率及負責，充份發揮團隊合作與效率。

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保持技術領先、落實客戶滿意、

追求全員共享、提升股東價值、善盡社會責任，一同持

續向上。嘉聯益科技有信心站上世界舞台，成為全球軟

板產業重量級廠商，持續穩健經營。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全球設置三個研發中心，近三年研發經費占年度營收 5~6％，

台灣、日本、大陸專利共計 102 件。�

���台灣第一家設立雙面板 Roll� to�Roll 自動化專線，領先同業設

立了雙面�Roll�to�Roll�500mm 專線。�

 市場定位：�

���專注於軟性印刷電路板 (FPC) 產品製造，為全世界第七大軟

板製造商。�

���居台灣軟板產業領導地位，帶動並匯集軟板產業供應鏈，發

揮產業群聚的效果。

 品牌通路發展： 

���深耕國內外重要客戶 (Apple、Samsung、Nokia、Amazon、宏

達電、鴻海、廣達、仁寶、TPK等 )，與客戶建立長期良好的

合作默契。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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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軟板產業準則」，深獲業界好評。也隨著電子產品設計

的改變相對提升，於 2012 年與 2015 年進行編修更新，

符合產業所需及提高品質允收標準。

3、製程技術提升、增加產業競爭力

嘉聯益科技為台灣業界第一家設立雙面板 Roll to Roll 自動

化專線，領先同業設立了雙面 Roll to Roll 500mm 專線。此

舉與國內多家設備 & 機械廠商共同合作開發，帶動業界

與設備之整體產值提升，增加台灣軟性電路板產業在全

球競爭力。

 未來展望

1、關鍵技術 - 建置 FPC 軟板智慧生產線

在工業 4.0 浪潮下，透過產學研合作方式提昇公司研發創

新，聯盟方式導入全廠智慧製造技術。不只打造一條全

自動化軟性電路板產線，更要建立全台第一家全產線的

智慧製造的軟性電路板廠。透

過各系統大數據聯網，達到訊息

互通邁向全製程生產履歷，滿足國

際客戶的要求，並因應未來整個世界

製造業少量多樣的發展趨勢。

2、 研發創新 - 開發綠色生產製程 & 線路細

微化創新

嘉聯益科技聯合妙印精機、達邁科技及創新應

材電路板業上下游廠商，以及工研院成立「全加

成卷對卷軟板生產製造技術聯盟」，以國內自主研

發創新技術取代目前黃光微影製程技術。將可為國內

廠商降低 30% 以上生產成本、減少 50% 以上碳排，維

持 PCB 產業在國際領先優勢。   

3、品牌發展策略

提供一次到位服務（one-stop shopping），以本身核心能力開發

車用電子－電動車電池 穿戴式產品－ VR 眼鏡

1992

1993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3 

2014

2017 

成立「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樹林廠完工及投入生產。

台北新莊廠完工及投入生產，通過 ISO 9002：1994 認證。

獲投審會通過轉投資大陸，設立中國昆山廠。

台北新莊二廠擴建完成，轉投資美國分公司 Circuit Service LLC。

中國昆山廠完工及投入生產。

2 月 4 日股票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正式掛牌 （股票代號：6153）。股東會通
過與「百稼企業（股）公司」合併案中國蘇州廠完工及投產。台北新莊廠通

過 ISO 14001 認證。

4 月 14 日正式與「百稼企業（股）公司」合併，獲經濟部工業局核准企業營運
總部資格。台北新莊廠通過 QS 9000：1998 認證。中國昆山廠與蘇州廠通過 ISO 

9001 認證。

獲投審會通過轉投資中國深圳廠及投入生產。中國昆山廠通過 ISO 14001 認證。

樹林營運總部暨廠房大樓興建動土，台北新莊廠與中國昆山廠通過 TS 16949 認證。中國深
圳廠通過 ISO 9001 認證。台北新莊廠與中國昆山廠獲 ASUS Green Managem。

中國蘇州廠獲 Samsung SDI Green Partner 認證，中國蘇州廠通過 TS 16949, ISO 14001 及 OHSAS 
18001 認證 ent System 認證。

台北樹林營運總部暨廠房大樓落成及投入生產。台北樹林廠與中國昆山廠通過 OHSAS 18001 認證。
台北樹林、中國昆山、蘇州與深圳廠通過 IECQ QC080000 認證。

1 月 21 日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櫃轉上市，股票代號 6153）。

台北樹林廠獲 SONY Green Partner 認證。

集團年度營業額突破新台幣一百億元。

台北樹林廠通過「綠色工廠標章之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定」認證。

台北樹林廠通過 ISO 50001 認證。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5 週年。

 發展歷程客戶需求之產品，保持技術領先，並落實客戶滿意。

因零組件廠商較不易建立品牌形象，加上電子產品

之生命週期短，必須因地制宜及快速反應。利用

技術及產能優勢，發揮台灣製造 （MIT），善

用台灣品牌尋求市場定位。建立品牌、保持

彈性及擴大市場佔有率，提升企業獲利。

4、 顧客與市場 - 車用、機器人、物聯網

與穿戴式產品切入

隨著電子需求不斷變更，全球 PC

及 NB 市場銷售趨緩，產品開始

朝輕薄短小方向前進。掌握市

場變化，從車用、機器人、

物聯網與穿戴式產品切入，

及早步局達到產業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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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SYSTEX Corporation（以下簡稱精

誠資訊）成立於 1997 年，是台灣資訊服務龍頭企業。

擁有近 3,000 名員工，位居台灣前一百大服務業。服務

客戶涵蓋兩岸三地以及歐美，2016 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162 億元。根據台灣權威財經媒體 2017 天下雜誌「台灣

兩千大調查」，精誠資訊連續 11 年蟬聯「台灣軟體業第

一名」寶座。

 經營理念

精誠始資訊定位為「企業數位轉型最佳夥伴」，服務超

過 30,000 家企業／機構。利用軟體力量及科技工具提供

專業服務，協助企業成長。聚焦在數位轉型五大策略能

力：「雲端」Cloud、「行動」Mobile、「社群」Social、「大

數據」Data Analytics、「數位資安」Cybersecurity。研發

創新應用，跨界協作領導整合數據生態圈，提供全球企

業客戶跨域的專業資訊服務。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精誠資訊可以比其他人更進一步的主因，在於鼓勵內

部團隊創新。除了在商業營運上持續創新，也啟動向

下扎根計畫，有計畫性地培養軟體人才。以高中軟體

人 才 為 培 育 核 心 的「YTP 少 年 圖 靈 計 畫（Young Turing 

Program）」－提供大學、研究所優秀學生實務課程與實

習訓練的「菁英養成實習計畫」。透過資料科學家運用

數據的力量改變社會，與智庫驅動公司合作「D4SG（Data 

for Social Good）」計畫。民間企業及政府應多鼓勵年輕

人投入軟體產業，鼓勵人才跨境、跨業以及跨界。將來

這些優秀人才都是國家的資產，將成為台灣軟體產業更

上層樓的重要力量。

7x24x365 全年無休的機房維運服務 精誠集團總部大廳 高規格認證機房提供專業機房代管服務

林隆奮總經理

 

 得獎感言

未來趨勢將是由軟體定

義一切。Google、Amazon、FB

三家公司總市值相加共約 1 兆 2 千億

美金，這些都是以軟體為核心的創新新經濟

公司。學習成功模式，讓台灣資訊服務業有機會

依循鴻海、大聯大模式走出台灣。產業整併從 IT 服務轉

型到 DT 服務，如此在國際市場上就有勝出機會。政府過

去十年來在資服業的預算沒有顯著成長，如能在資源分配

上加大軟體投資，並能策略選擇集中幾家可以走出去打

仗的軟體服務公司，將大幅加值未來台灣的差異與創新，

也能帶動軟硬整合的 IoT 及許多數位內容的服務模式。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聚焦「雲端」、「資安」、「行動」、「大數據」與「物聯網」

五大技術，擁有金融數據產品、大數據解決方案與消費服務3

大類產品。�

���擁有專業證照 1,546 件，專利 61 件，著作權 36 件，商標

195 件。

 市場定位：�

���投入金融科技 FinTech、大數據、零售流通等領域之 IT 技術

應用創新，台灣最大金融數據服務提供商。�

 品牌通路發展： 

���以 SYSTEX 為品牌行銷全球，陸續獲得國內外獎項肯定。

���為國際知名 IT 大廠在台灣之重要策略合作夥伴。

���台灣一千大企業有八成皆為精誠客戶，在國、內外累積客戶

達三萬家。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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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經驗分享

精誠資訊為台灣最大資訊服務業者，透過併購、投資，

持續壯大規模。多數資訊服務業者面對員工老化、市場

萎縮，營運規模無法提升，接班人尋找不易，進而沒有

能力投資技術或人才的困境。台灣應該要加大整併、加

速轉型，及跨界團結。認真思考如何共同面對新經濟的

挑戰，攜手打造數據生態圈，為台灣的人才、員工創造

更大的舞台，凝聚走向國際能力並挑戰全球，才是最重

要的。

 未來展望

從 IT 資訊位移到 DT 數據，世界正不斷加速改變轉型中，

邁向數位新經濟生態。傳統商業模式不斷被顛覆、翻轉，

雖沒有既定的遊戲規則，但對企業來說是挑戰也是機會。

因此如何建構及學習，善用數據「創造體驗」與「經營

行為」才會是未來的贏家。精誠資訊的專長即是協助企

業，運用新科技並建構符合未來發展的營運模式，提昇

市場競爭力。

精誠集團總部 400 位國際認證工程師，提供專業 IT 委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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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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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Kimo 自精誠資訊獨立後由 Yahoo 併購。

精誠資訊 IPO。

合併「優隆」台灣最大票券系統公司，以及台
灣最大 IT 專業訓練機構「恆逸教育訓練中心」。

台灣兩大資服業龍頭「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與「精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投資「台灣電腦」

進入醫療業提供醫療 IT 解決方案。併購證券報價系
統知名廠商「大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財金文化」跨足媒體業，建立提供金融新聞與深
度內容能力。

投資「四方精創」提供：中銀、中信合、中農銀、BEA 等專
業 IT 服務。

併購「瑞寶科技」擴大中國通路，及「誠功科技」延伸保險業 IT
服務。投資「奇唯科技」擴大證券市佔，及「博暉科技」資產管理。

成立「精誠隨想」行動 APP 開發。

併購「嘉利科技」強化金融支付服務市場領導地位，進軍行動支付市
場，成為台灣市佔率近七成的刷卡端末設備市場龍頭。

與全球大數據領導廠商 Splunk 合推包含硬體的平台服務品牌「SBOX」。發
表自主創新研發大數據運算平台與相關應用服務「知意圖 Etu」。

開發電子錢包機制，並為台灣行動支付公司 TWMP 採用，成功搶進行動支付市
場。

與行動生活平台 LINE 合作推出「LINE 禮品小舖」實踐 O2O 商業模式。發表台灣第
一套整合「影音認證」與「CA 憑證」的「證券線上開戶平台」。

與遠東集團合作，以遠傳 friDay 錢包內建「小市集購物」平台，提供用戶便利購物服務。
集團子公司亞洲原創 Big Data 品牌「知意圖 Etu」 ，與 U-CAR 共推 CarInsight 新車創新服務。

搶進企業電子禮贈品市場，透過 B2B2C 科技串連線上線下，包含獨家與星巴克與麥當勞合作
推出企業限定電子贈禮服務。成立內秋應智能科技 Naturint，以 AI 人工智慧作為服務核心，推

出創新應用。

 發展歷程透過「智慧金融」、「新零售」（全通路／全支付）、

「TMT 新電信／媒體／科技」，三大領域領先的技術能

量，持續投入軟體開發（Software）、大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以及人工智慧（AI）三大方向。引進國外先

進技術，創新產業應用、提昇服務價值、領導整合數據

生態圈，是企業「數位轉型」的最佳夥伴。精誠資訊除

積極幫助企業數位轉型之外，也逐步向外拓展。在中國

投資參與智慧飯店經營，已獲 1,000 家連鎖飯店採用。與

Splunk 創辦人合作成立「Gemini」，從矽谷出發取得國際

通路，客戶遍及全球成功跨出進軍歐美市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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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企業簡介

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醫揚科技）創立於

2010 年，於 2016 年 12 月 21 日以生技醫療業股上櫃掛

牌。致力深耕醫療用電腦市場，專業研發、生產、銷售

醫療用電腦及相關週邊產品，並以自有品牌「Onyx」行

銷全球。與歐美前三大醫療設備商合作，開發醫療設備

及行動輔具，並提供客製化醫療用電腦設計與製造服務。

協助許多歐美醫院導入電子病歷（EMR）、醫療影像擷

取與傳輸（PACS）、病床娛樂資訊系統，將資通訊技術

（ICT）與醫療科技結合推向國際。身為工業電腦（IPC）

產業領頭羊，投入醫療市場後，2015 年醫揚科技全球營

收為新台幣 9.37 億元。

 經營理念

醫揚科技的成功秘訣在於「專注投入」。莊永順董事長

表示：「既然選擇醫療領域當作未來的發展產業，要在

這一行出人頭地就必須專注。這是台灣在打世界盃應有

的方式。」以市場面來看，台灣豐沛的 IPC 產業鏈與軟

硬體動能，也是全球龍頭醫療設備公司不得不尋求台灣

協助的原因。未來醫揚科技將在生理監測、行動護理、

長照照護以及行動輔具等四大領域投入更多心力。並與

產業界夥伴攜手合作，整廠輸出智慧化醫院的硬體、軟

體與服務。遍及中國大陸、日本與印度的服務範圍，追

求公司第二次的成長曲線。

醫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Winner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企業責任。感謝所有醫揚科技員工對公司的努力貢獻，

這份榮耀是屬於全體員工的。

 經驗分享

從 IPC 產業涉足醫療產業，並對比過去產業競爭模式，

莊永順董事長注意到醫療市場的利基在於高階醫療設備

客戶。長期的採購合約及高單價，因此決心轉換路線，

專注於醫療市場。莊永順董事長將眼光放得長遠：「透

工廠生產作業情形

莊永順董事長

 
 得獎感言

莊永順董事長秉持「以

人為本』」的理念，帶領全

體員工與企業一同成長。完善的組

織規劃、保險及福利制度，提供員工安全、

公平之工作機會。除員工能力培養外，更重視員

工生活與工作間的平衡。在社會公益方面，研發綠色

醫療產品通過各項安規認證，更為保護大眾及環境盡到

 關鍵技術或服務模式：

���全台唯一專注於醫療用電腦之研發、生產與銷售，產品通過

歐 / 美 / 大陸之嚴苛醫療安規認可。�

���擁有 DICOM( 醫學數位成像和通信 ) 關鍵技術，並具備隔

離保護、靜電防護及主動抗菌之研發設計與生產能力 (ISO�

13485)，擁有全球專利 22 項。

 市場定位：�

����客戶包括美國醫療大廠及國際龍頭廠商。�

���眼球追蹤定位技術之行動醫療輔具 ( 漸凍人 ) 市占率全球第

一。

 品牌通路發展： 

���以 Onyx 品牌行銷全球，商標全球註冊國家超過 30 國，國際

級 ODM服務行銷全球三大洲。�

���醫療電子類產品市占率全球前五大，與全球經銷商與夥伴共

建醫療產業聯盟。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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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過 IPC 技術應用到醫療領域，期盼在世界能擁有一席之

地。」不過醫療用電腦比 IPC 產品更加複雜，牽涉人體的

檢驗與治療、認證程序更加嚴謹冗長，讓醫揚科技面臨

更多挑戰。執行副總王鳳翔表示「我們在認證與研發上，

投資相當多的心血。」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歐美客戶，

認證皆採歐美標準。在醫療產業知識（Know How）不斷

磨練之下，與歐美客戶一起成長。

 未來展望

醫揚科技將持續投資自有品牌「Onyx」，維持歐美、中

國一線品牌地位。針對新顧客，將投入更多行銷資源。

透過大型國際展覽，與當地大型經銷商合作用共同行銷

（co-marketing）方式，借力使力宣揚醫揚科技品牌及產

品優良性。依照產品應用屬性，針對應用市場開發更多

的新合作夥伴投入行銷資源，擴張一級市場通路商的業

務力道。同時投資一級市場據點，強化專業行銷人才組

織，及有效推展新產品。

智慧型高階醫療影像處理系統

社會公益 - 醫揚淨灘活動

強固型緊急醫療救護平板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醫揚科技正式成
立。美國成立子公

司。

取得 ISO 9001 及醫療
類 ISO 13485 品質認證。

成立歐洲子公司。榮獲荷蘭
醫療設備設計大獎「Zorg&ICT 

Innovation Award」。

醫療級工作站及智慧床邊系統榮
獲台灣精品獎。

7 吋醫療便攜式平板電腦榮獲台灣精
品獎。與瑞典大廠合作開發眼球定位追

蹤控制技術。成立上海子公司。

醫療級行動醫護平台及醫療級顯示器榮獲
台灣精品獎。通過美國藥物暨食品管理局

（FDA）之製造商登記。與工研院共同開發業界
領先之體外輔助機器人。將行動醫療電腦成功導

入榮總 （高雄、台中 )、奇美醫院、澎湖三總等大
型醫院。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與陽明資訊合作替怡仁醫院建置智慧化醫院系統。1 月
順利上興櫃， 12 月 21 日上櫃。

 發展歷程

護理推車專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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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祥儀企業）創立於

1980 年， 以「 傳 動 魔 力、 創 新 科 技 」-「Geared with 

Magic for a New World」 做為企業永續經營發展，邁進

世界級企業的核心原動力。1980 創立以來歷經 37 個年

頭，在蔡逢春董事長卓越領導之下，公司上下貫徹實行

「祥和、務實、創新」經營理念，獲得顧客高度信任與

信賴。民國 60 ～ 70 年時逢台灣經濟起飛，「客廳即是

工廠」家庭代工興起的年代。祥儀企業也是從家庭工業

出發，憑著蔡逢春董事長一股對齒輪產業的熱忱和毅力，

供應品質優良的齒輪零組件，為世界大廠代工並慢慢標

竿學習與改善。祥儀企業跳脫傳統三 K 產業，邁入自動

化生產持續產業轉型。提供全方位與智能化的傳動解決

方案，成為全球最大電動工具齒輪箱與機器人專業設計

製造廠。產品行銷海內外，在業界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深耕本業並創新挑戰時代趨勢的需求，祥儀企業專注在

電動工具齒輪箱技術成為全球市佔第一。突破微小型 DC

齒輪箱技術，領先成為產業應用唯一指定。積極佈局挑

戰高利潤、高效能應用之產業；積極投入讓產業升級，

進入高價值、高技術門檻的無刷馬達。近年營運成長達

10% 以上。由 OEM ／ ODM 進入 OBM，透過全員努力

下 OBM 營業額從 30% 提升至今高達 70% 以上。每年有

祥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F r i e n d l y
workplace  company

 得獎感言

祥儀企業經營理念為「祥和、務實、創新」。特別是「祥

和」－員工處處為公司著想，經營者盡力照顧員工。敬

上愛下並溝通順暢，猶如溫馨之大家庭。「創新」－集

合眾人智慧開創新點子、新方法及新產品，使工作更有

效率，滿足客戶新的需求。加強教育訓練吸收新知，透

過研究發展及改善提案，讓技術層次及管理制度達到新

境界。祥儀企業自成立 37 年來對人才的重視，正是因為

深刻了解到：企業任何運作都需要透過「人」來完成。

在知識掛帥的趨勢下，優秀人才可以協助企業走過快速

多變的時代挑戰，讓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經營環境中能夠

永續經營。

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愛心園遊會

蔡逢春董事長

7 0 % 的

顧客回購率，

這正是祥儀企業一步

一腳印經營出的成績。面臨

全球化競爭市場，2005 年蔡逢春

董事長高瞻遠見投入機器人相關研究開

發，持續發展「服務型機器人」造福人類。幾

經策略評估與定位後「祥儀機器人夢工廠」誕生。在

多年的經營與努力下，祥儀企業在 2016 年獲選為「國際

亮點觀光工廠」。

 經驗分享

「祥和：以人為本－和諧關懷、利益共享」為祥儀企業

經營理念之首。市場化－洞悉需求並給予超乎預期的滿

意，與顧客共榮共享。家庭化－重視對同仁照顧分享，

使公司猶如溫馨大家庭，敬上愛下溝通順暢。團隊化－

與供應商互助成長，在和諧的氣氛及互惠基礎上，維繫

長久合作夥伴關係。為照顧弱勢族群聘用 12 位身障人

員，已超出法定要求 3.8 倍以上。2013 年 10 月開闢身

心障礙生產專線（組裝 F 組），對提供友善工作環境不

遺餘力。因祥儀企業的用心與承諾獲得勞動部肯定，於

2014 年獲得金展獎殊榮。員工年資平均長達 10 年，其

中有 30% 的員工為 45 歲以上。為了使中高齡員工能工作

無虞並優化效率，祥儀企業妥善利用政府「職務再設計」

資源，配合專家指導購入輔具，使中高齡員工能不因身

體狀況影響而發揮潛能。足以顯見祥儀企業將經營理念

「祥和」做徹底落實與執行。

 性別平等參與：

���女性主管升遷比例逐年升高，�自 103 年的 23% 提升至 105

年 67%。�

 育兒友善措施：�

����員工需撫育未滿 3歲之子女，得申請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小

時。

 其他友善職場措施： 

���女工夜間工作提供夜間保全、監視影像、交通工具或宿舍等

安全措施。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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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聚陽實業於 1990 年成立，成立初期以流行服飾的 OEM 

& ODM 為基礎，持續深耕本業的發展，並以全球大型的

服飾品牌與零售通路為主要客戶，而為了滿足客戶一站

式採購的需求，聚陽不斷擴增多元化的產品線，從流行

服飾跨足至機能性運動服飾，並積極進行上下游垂直整

合，全球化的專精生產佈局，努力投注於新產品與技術

的研發，不斷深化全流程的服務價值鏈，並持續以創新

的經營策略、務實的管理能力以及全體員工高度的凝聚

力，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而在不斷精進本業、追求成長的同時，聚陽也沒有忘記

應盡的國際社會公民角色，近幾年來，聚陽持續在公司

治理、永續經營、人權發展、社會公益等四個面向不斷

努力，除設置專責的推展單位，並建立機制鼓勵全體同

仁一起共同參與，推展至今，也獲得許多專業機構高度

的肯定，包含 : 天下雜誌 CSR 企業公民獎 ( 在大型企業

50 家中排名 34 名 )、遠見雜誌第八屆企業社會責任 (CSR)

獎《健康職場組 首獎》。台北市勞工局：第二屆【幸福

企業獎】最高榮譽 3 星級獎。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

證最高等級 -- 健康促進標章。入選台灣證券交易所：臺

灣高薪 100 指數成分股 ( 紡織業唯一入選 )。連續兩屆獲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為排名前百分之二十

之公司。

 

聚陽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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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9 年至今，聚陽每年都繳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績單，

不但成功吸引資金與人才願意投入於紡織成衣產業，也

為台灣的紡織成衣產業灌注新的動能，讓台灣的紡織成

衣產業可以持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得獎感言

誠摯感謝政府對於聚陽的肯定，聚陽很榮幸能獲得這次

「營造友善職場優良中堅企業」的殊榮，未來聚陽仍將

秉持【全員經營，與時俱進】的經營理念，持續營造具

挑戰、友善且健康的工作環境：提供具競爭力薪酬制度、

多樣化人才發展制度、全方位關懷與福利、公開透明溝

通管道及樂於分享企業文化，為優秀的同仁打造無限寬

廣的舞台，透過系統化的學習發展和職涯規劃，讓每位

聚陽人都能適才適所、充分發揮潛能，以熱情、創意迎

接每一天的挑戰，共創聚陽無限的未來。

外部肯定 - 台北市健康職場 - 健康卓越獎多元成長 - 讀書會

周理平董事長

 

 經驗分享

聚陽創業初始就是期望

打造一個「專業經營、讓員工

有歸屬感」的公司，而隨著聚陽營運

規模逐漸擴大，為引進更多優秀的人才，

也為凝聚團隊的共識。經由內部不斷的深度討論

後，確認以【全員經營，與時俱進】做為聚陽的經營理

念，並以「誠信、團隊、分享」作為聚陽的價值觀。這

樣的經營理念是希望將聚陽打造成為一家由全體同仁共

同擁有、共同經營，成果共享的企業。而為具體落實這

樣的理念，聚陽也推動很多創新的分享機制，讓經營成

果由全體的員工與股東共同分享，而藉由分享的落實激

勵全體員工並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再創造更好的業績回

饋員工與股東。

在這樣的經營理念下，對聚陽產生非常良好的正向循環。

 性別平等參與：

���女性員工占 77%。178 位主管中，女性占 63%�(112 位 )。

 育兒友善措施：�

����與幼稚園簽訂托育合約合作，每位小朋友每月 1,000 元托育

補助。

 其他友善職場措施： 

���提供每年 3天全薪「樂活充電假」，1天「旅遊假」及員工

旅遊補助。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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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德大機械）自 1994 年

成立以來，研發團隊在黃耀德總經理帶領之下，秉持著

結構簡單、組裝容易、精準度高、具未來感、環保理念

等設計理念，完成系列高端刀庫產品開發，成為台灣工

具機業重要零件供應商。德大機械目前為台灣最大刀庫

專業製造廠以及 CNC 自動換刀機構領導品牌。在台灣市

佔率約 50%，同時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國際市場，遍及

歐美、日本、中國、新加坡、印度、韓國…等。近 10 餘

年成立子公司品牌，完善服務全球客戶群：德川機械（專

業四／五軸及交換工作台製造廠）、德山機械（臥式專

用刀庫製造廠）、德睿機械 （專業傘形刀庫製造廠）、

睿瑩精密機械（專業主軸製造廠）。在中國、歐美、印

度設有銷售總代理，提供最即時的服務給全世界。因應

工業 4.0 智慧製造生產趨勢，成立廣大精機（專業製造

機器人關鍵零組件 - 諧波減速機）、德科智能科技（加

工應用智能軟體）及都以特數據（Service sky）。相信德

大機械能帶領製造業全面轉型進化，邁入工業 4.0 及物

聯網時代。

 經驗分享

德大機械創業迄今 20 餘年，隨著台灣經濟興衰起伏，歷

經了產業的激烈競爭以及大環境不景氣。經營核心理念

德大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of
4 t h  T a i w a n
M i t t e l s t a n d

A w a r d

F r i e n d l y
workplace  company

大家庭。女性主管更擔任重要幹部，徹底執行兩性工作

平等權益。學校寒暑假期間開放員工子女來廠實習，累

積經驗並提早體驗職場環境。同時歡迎職員第二代加入

德大機械家族，一同來打拼奮鬥。黃耀德總經理每年特

別提撥年度淨利的 10%，做為主管紅利獎金感謝一年來

的辛勞與付出。管理階層及幹部皆共同享有此份榮耀與

獲利，不僅提升向心力與認同感，更能感受到工作成就

感。員工是企業成長的根基，因此德大機械人材留任度

及忠誠度高，創造出企業勞資雙方雙贏局面。感謝政府

肯定德大機械，獲選為第 4 屆「營造友善職場優良中堅

企業」這份殊榮。未來將秉持企業與員工共同成長、共

享獲利的理念，一同攜手打造更佳的就業環境，及提升

員工自我認可與價值。未來德大機械希望可以致力於專

業知識與技術的傳承，為社會責任盡到棉薄之力。

黃耀德總經理

「 為 機

械創造價值」，

一步一腳印突破傳統

經營思維，培養差異化的關

鍵核心技術優勢。其中包括「專業

技術業務溝通」、「產品之研發改善與

測試」、「自動化設備量產技術」、「智慧售

後服務」、「多元且差異化產品」，跳脫傳統價格競

爭行銷全球，逐步成為國際領導品牌。

 得獎感言

德大機械主管大多從基層升任，使價值觀與理念與公司

契合。同仁之間工作默契佳與氣氛融洽，儼然就是一個

 性別平等參與：

���貫徹女性工作平等權利，升遷不侷限於男性。�

 育兒友善措施：�

���提供彈性特休假，對需要照料家人者，給予彈性上班時間。�

 其他友善職場措施： 

���依年資提供 3,000~30,000 元之員工旅遊金。

 獲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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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伍、卓越中堅企業獎歷屆得獎名單 The Winner Company

伍──
卓越中堅
企業獎

歷 屆 得 獎 名 單

第 1 屆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友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佰龍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屆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哈伯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凌羣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屆

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桂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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