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 年 1 月 25 日	

員 工 人 數：14,566	人	

( 統計至 2020 年 6 月 )	

負 責 人：曾子章	董事長

資 本 額：新臺幣 150.5 億元

產品名稱：硬板 PCB、軟板 PCB、HDI 板、IC 基板。

企業標竿獎

公司簡介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欣興電子 )成

立於 1990 年 1 月 25 日，總部設立於台灣桃園龜山
工業區，主要從事印刷電路板（PCB）、IC 載板生產
銷售及 IC 測試代工，產品項目包含硬板 PCB、軟板
PCB、HDI 板、IC 載板等。欣興電子以成為世界級印
刷電路板 (PCB) 領導企業自許，多年來致力於新產
品與新技術的開發，讓製造更具智慧，打造智慧工
廠、滿足客戶需求。欣興電子認為：企業的責任不
再侷限於企業個體的經營與獲利，我們除了持續貢
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外，我們也將發揮正向影響
力，連結邀約鄰近企業、上下游策略伙伴們積極參
與，來共創分享價值，共同成為『企業公民典範』。

願景與經營理念
欣興電子的公司願景與經營理念皆將「職業安全

衛生議題」列為必要考量，以此理念來深植臺灣，
放眼全球，創造員工、股東及社會大眾美好的未來。

公司願景

→高附加價值、高品質、高生產力、注重創新與			

		服務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公司。

→追求客戶、員工、股東的滿意及善盡社會責任。

欣興電子經營理念

欣興電子全面安全屋

職安衛理念
欣 興 電 子 建 構 明 確 之 職 安 衛 核 心 價 值

─ 3”P”( 職安衛人文 (People)、職安衛環境
(Planet)	、職安衛競爭力 (Performance))，同時將
核心價值推展至內部、顧客及財務三大構面，我們
的目標：成為兼具企業成長與職場安全 &健康雙贏
之企業。
欣興電子全面安全管理 (TSM) 之屋，承接職安衛

核心價值的執行，制定明確之職安衛管理作業程序
與標準書，包含了法定要求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規章」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職安衛與健康實績
在職安衛人文理念推展上，欣興電子強調全員參

與：各主管運用安全教導、安全觀察等手法，將所
屬區域之職安衛特色深植於同仁內心。尤其針對中
高齡同仁、孕期同仁的照護以及提升身障同仁更是
用心：



●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為協助排除中高齡及高齡者
勞工因老化過程所致身體與心智能力下降之工作
障礙，透過職務再設計能建構人性化、友善及安
全的職場環境，以增進中高齡或高齡者勞工之工
作效能，獲得適性及穩定的工作，達到人力資源
充分運用。

●母性健康關懷措施：設置 E 化孕期通報平台，健
康管理中心會同臨場服務醫師及勞安人員進行健
康關懷、現場訪視、風險管理，並提供孕期博愛
座、孕期車位、孕期權益宣導事項手冊、好孕禮
等友善職場措施。

●身障同仁就業機會：為促進身障者就業機會，除
一般職缺聘用外，特增額聘用視障按摩師提供員
工抒壓管道，並結合欣興電子專屬 APP，將按摩
預約服務 E 化，以期推動身障者就業機會並營造
健康樂活職場環境。

專屬 APP 按摩預約 
服務 E化

在職安衛環境理念推展上，為隨時維持最佳的職
場安全環境，欣興電子建構足額之職安衛與廠護人
員，執行職安衛管理各構面 ( 包括：危害鑑別、風
險評估、暴露危害測定、以健康為考量的選 / 配 /
復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承攬管理、採購管理、
變更管理、緊急應變等 ) 的釐定、規劃與查核，讓
公司的機械危害、電氣風險、化學品危害、火災爆
炸威脅降至最低，同時持續進行場所人因工程改善。

在職安衛競爭力理念推展上，欣興電子不斷提升
與進化職安衛執行績效與職安衛推行品質，除了職
安衛管理系統 E 化外，最具特色的職安衛競爭力提
升為：安環月活動、安衛家族活動、健康防疫新生
活、創造職安衛分享價值：

●安環月：為持續提升集團職安衛體質，加速集團
職安衛管理整合運作，促進與活化全員參與，自
2004 年起於每年第三季舉辦安環月活動，至今已
十六屆，安環月期間各單位依據主題，以嚴謹態
度落實職安衛主題推展，以活潑方式切入職安衛
訴求，讓職安衛觀念深深刻印在每位同仁內心；
而安環月推行績優的制度與方法皆由集團標準化
後水平展開至各廠共同改善。

●安衛家族：本著「大廠帶小廠」的理念，以提升
供應鏈職安衛體質為使命，欣興電子自 2011 年
起於桃園市與 30 餘家廠商共同「欣興共榮」安
衛家族，2020 年再於新竹縣成立「欣安」安衛家
族 ( 有 26 家企業參與 )，透過安衛家族的運作，
經驗傳承與互助合作，全面提升兩區家族內所有
成員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水準，共同創造安全
職場及提升企業競爭力。

欣興電子董事長曾子章（左 3）與新竹縣長楊文科
（右 3）及欣安家族代表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副署長李柏昌（右 2）以及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
中心黃建彰副總經理（左 1）的見證下，在新豐一

廠簽署欣安安衛家族宣言。

新竹縣長頒發核心企業證書

●健康防疫新生活：因應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
疫情，欣興電子營運據點遍布全球，立刻於第
一時間成立內部跨部門指揮中心；同時增設防
疫設施以及進行必要的積極管制措施 ( 包含進
入廠區內的健康聲明掌握，自我體溫量測與
APP 回報 )，積極做法如下：

(1) 增設 UV 燈：於電梯內、大區域辦公室設置殺
菌燈，當電梯內無人搭運時，即啟動殺菌功能，
降低病毒、細菌傳染力。

(2) 增設電漿空氣清淨機：於大區域辦公室裝設
空淨機，淨化空氣品質，降低病毒傳染危害。

(3) 增設紅外線熱影像儀：當感測到人員溫度超
標時則會警報，人員進行進一步耳溫量測，如果
確認發燒則禁止入廠並要求儘速就醫與回報後續
狀況。

(4) 人員管制措施：依據疫情嚴重狀況進行各項
分段管制：用餐時間分流管制、辦公與用餐座位
隔板管制、電梯搭乘人數管制、會議室人數管制、
辦公人員分流管制、居家辦公規劃、承攬商防疫
控管。

(5) 防疫物資準備及管理：隨時確保廠內防疫物
資需求充足。

(6) 廠區及交通車清潔消毒：定期執行區域消毒。

(7) 疑似或確診案例緊急應變規劃：明定疑似或
確診案例之應變作法。

●創造職安衛分享價值：欣興電子為提



紅外線熱影線儀量測體溫

(1) 台灣印刷電路板協會 (TPCA) 的環保工安委員

會：欣興電子積極參與台灣印刷電路板協會(TPCA)

各項業務，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推行，自

2013 年起我們出任環保工安委員會總召集一職，

將規劃整體印刷電路板業的職安衛分享與績效提

升活動，藉此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2) 職安衛相關研討會：積極參與政府單位職安衛

活動，並配合其推展職安衛宣導活動，主動協助

辦理職安衛相關研討會，欣興電子期望藉由主動

參與外部職安衛執行分享與討論各界於職安衛管

理上之作法，進而持續精進職安衛管理績效，以

期提升社會職安衛整體意識。

桃園市長頒感謝狀

最後，我們認為：唯有全員積極主動的職安衛

與健康促進作為，才可以使同仁擁有安全、舒適

且健康的工作環境，進而將此觀念分享與推廣給

客戶、供應商、鄰近社區、同業以及社會大眾，

升整體 PCB 產業的職業安全衛生形象與水準，

積極參與職安衛公益活動，分享欣興電子職安

衛執行經驗，不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更希望

能創造職安衛分享價值，主要參與活動有：

TPCA 的環保工安委員會、社區工安環保知識

分享、職安衛相關研討會。

獲獎紀錄

2019 年

●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白金獎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標章」

●成為全台首家印刷電路板廠通過台灣檢驗科技
(SGS) 職安衛管理系統 ISO45001&CNS45001 雙
驗證

●榮獲桃園市政府頒「推行職業安全衛生推行優
良人員 -功績獎」獎牌 (精密載板事業部一廠 )

●通過勞動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三年：
精密載板事業部三廠、山鶯一廠、新豐一廠、
合江廠

●取得無災害工時證明：精密載板事業部三廠、
山鶯一廠、大園廠

2018 年

●榮獲勞動部職安署表揚積極推動職安衛頒發感
謝狀

●榮獲經濟部「產業工作環境改善計畫」頒發感
謝狀 (蘆竹二廠 ) 

●榮獲桃園市消防局頒發感謝狀

●榮獲新竹縣消防局頒發感謝狀

●通過勞動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三年：
精密載板事業部二廠

●取得無災害工時證明：蘆竹二廠、合江二廠

2017 年

●通過勞動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三年：
精密載板事業部一廠

●取得無災害工時證明：蘆竹二廠、山鶯文華廠、
精密載板事業部一廠、合江二廠

職安衛與健康實施心得
欣興電子相信：只要各級主管對於職安衛與健

康能全心關注與持續提昇硬體設備本質安全，就

可讓職場平安與健康，我們堅信：公司各面向作

業的安全與健康考量是重要的，同仁如果在就業

場所受傷，我們將對不起他個人以及他的家庭，

所以我們誠心盼望各級主管一定要確實把公司安

全與健康硬體設施與管理做好。

創造職安衛的分享價值，善盡企業應盡的責任。

獲獎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責任，欣興電子願意

分享職安衛推行經驗並持續參與相關職安衛活動，

讓職場的安全衛生管理活動正向成長、績效持續

提升；再次感謝欣興電子在職安衛優化的推行過

程中，主管機關的蒞臨指教與襄助、工協會等非

營利組織的推薦、評審委員的肯定、以及供應商

們的熱情參與。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白金獎

(SGS) 職安衛管理系統 
ISO45001&CNS45001 

雙驗證

獲頒 SGS ISO Plus A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