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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市長秀燕的話
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

        台中市政府積極發展城市經濟，透過臺中富市

3「前店、後廠、自由港」的經濟發展策略，有效

為 臺 中 經 濟 成 長 注 入 活 水 、 創 造 城 市 發 展 契 機 。

秀 燕 以 「 安 居 樂 業 、 適 性 發 展 」 作 為 勞 動 政 策 之

施政願景，並以「建構友善青年就業創業環境」、

「 維 護 勞 工 權 益 」 及 「 促 進 勞 資 和 諧 」 等 三 大 目

標 ， 規 劃 各 項 促 進 就 業 及 提 升 勞 工 福 祉 政 策 ， 打

造富強宜居大臺中。

    市 府 積 極 輔 導 企 業 落 地 生 根 永 續 發 展 ， 促 進 勞 資 雙 方 充 分

對 話 及 溝 通 ， 建 立 勞 資 雙 贏 夥 伴 關 係 ， 共 同 創 造 共 好 新 世 界 。

幸 福 職 場 更 是 活 絡 經 濟 的 重 要 力 量 ， 透 過 評 選 活 動 讓 我 們 看 見 ，

許 多 優 質 企 業 展 現 與 勞 工 夥 伴 攜 手 同 心 ， 打 造 職 場 新 好 生 活 的

成 果 ； 並 在 勞 資 關 係 上 保 持 和 諧 共 榮 、 共 創 雙 贏 的 策 略 ， 讓 勞

工 感 到 友 善 、 營 運 成 果 與 勞 工 共 享 ， 職 場 新 好 生 活 已 在 本 市 形

成 一 股 正 向 的 力 量 。

    幸 福 職 場 評 選 獎 勵 活 動 ， 期 望 優 質 企 業 能 將 其 特 色 、 優 點

和 各 界 分 享 ， 成 為 正 面 引 領 的 力 量 ， 觸 發 更 多 事 業 單 位 和 職 場

勞 工 的 良 性 互 動 ，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 也 提 升 企 業 競 爭 力 ， 激 盪 及

推 廣 幸 福 職 場 之 共 好 精 神 及 理 念 ， 共 同 創 造 「 富 市 臺 中 ‧ 新 好

生 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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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Mayor Lu
Enriching Taichung for a better life

        As part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s posi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local economy, the three economic-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nt-Shop＂, “Back -Factory＂ and “Free Port＂ have bee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our urban development. After I assume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aichung mayor, my approach and goal for labor policies has been “to 

enjoy a good, prosperous life and facilitate adaptive development＂. I have 

also implemented plans to promo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e 

labor welfare policies by targeting three approaches: “building up a friendly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rotecting labor rights＂ and, lastly, “facilitating labor-man-

agement harmony＂.

      We are creating a sustainabl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Taichung´s 

young people are now able to completely fulfill their career goals without 

having to leave their hometown. In addition,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helped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locally and develop in a sustainable way, 

promoting a ful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

ees, establishing a win-win partnership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ing a happy workplace in a positive new era. A happy workplace is a 

key force for boosting the local economy. The selection process for the Best 

Company of the Year Award has provided us with a better opportunity to 

witness the many outstanding companies that are demonstrating the result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ir workers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 happy workplace 

and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hese enterprises are also offering fair, friendly labor policies 

and sharing profits with employees, thus creating a new workplace atmo-

sphere and setting positive trends.

     The selection process for the Best Company of the Year Award is 

designed to highlight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better business practices. By 

publicizing these, it is also able to provide a positive example for other enter-

prises to follow. More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happy workplace, 

ensure labor rights, and boost competitiveness. Finally, through the idea of 

seeking “all good spirit＂, we aim to ensure our citizens “Prosperous Taic-

hung‧Better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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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局長威志的話
富市企業 勞資共好

       負責、具競爭力的勞工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石，

幸福職場的推動，為的就是希望提昇職場之友善工

作環境，健全勞動制度，促進勞資和諧，增進勞工

福祉，經由制度化評選及公開表揚優質事業單位，

鼓勵事業單位打造共好的合宜職場，讓勞工安心、

專心致力工作，為企業打拼出更好的成績表現。

      今年幸福職場評選指標，更周延地以「和諧的勞資關係」、「健

康的職場環境」、「友善的勞動制度」、「共融的無礙職場」及「永

續的職涯發展」為五項指標，評比等級獎項亦呼應社會各界期待調整

為「五星獎、四星獎及三星獎」，另新增「推動幸福五星獎」肯定集

團推動幸福職場舉措，以鼓勵本市事業單位與勞工夥伴共同打造和

諧、健康、友善、共融及永續的幸福職場。

       本次評選共16家優質企業自70家事業單位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今年獲選幸福職場的企業在積極推動勞資溝通及對話、推動多元員工

協助方案、優化給假與工時安排、增加女性同仁參與決策層級、推行

學習證照、完整教育訓練藍圖等等均表現耀眼，創造如此優質勞動環

境不僅讓人感動，也令人驕傲。

       我們感謝與肯定優質企業的付出並欣見勞資雙方自主共同營造幸

福職場，期盼獲獎公司除了成為臺中企業標竿，也期待透過這些公司

分享經驗，鼓勵各行各業營造幸福友善的勞動環境，勞工局將持續用

心聆聽本市勞資夥伴的心聲，攜手企業共創經濟社會價值。

108年度臺中市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得獎專刊4



Words from Labor Affairs Bureau Direct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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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ing companies with fair labor relations

      Responsible, competitive workers are a key element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 friendly workplace is creating ideal working 

environments and a sound labor system, allowing us to elevate industrial harmony and 

the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The systemic selection of and public praise for excellent 

companies can encourage industries to foster suitable positive workplaces that help 

employees feel secure and able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job responsibilities, thereby 

providing businesses with optimal performance.

       This year, the fiv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of friendly and happy workplace awards 

have been adjusted to＂fair labor relations＂,“a sound workplace＂, ＂a friendly 

labor system＂,“an inclusive, barrier-free workplace＂and“sustainable career 

development＂.  Recognition,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industry expectations, include 

“Five-Star＂, “Four-Star＂and“Three-Star＂awards. We have also added a new 

“Five-Star Happiness Promotion Award＂ to give recognition to business conglomer-

ates promoting a friendly workplace. We want to encourag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up a harmonious, healthy, friendly,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workplace. 

      A total of 16 excellent companies stood out among 70 participants in this fierce 

competition. This year's enterprises selected for a happy workplace have demonstrat-

e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in actively promoting employee and employer communi-

cation and dialogue, promoting multiple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optimizing 

leave and working-hour arrangements, 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 

colleagues in decision-making levels, and promoting learning licenses, education 

completion and training blueprints, among other things. Creating such a high-quality 

working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deeply moving, but also a source of pride.

       We appreciate and affirm the efforts of outstanding businesses and welcome 

efforts by both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to jointly create a happy workplace. We look 

forward to these award-winning companies not only becoming a benchmark for enter-

prises in Taichung, but also to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encourag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create a happy, 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Labor Bureau will 

continue to listen closely to the aspiration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the city and 

work with them to create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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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STAR AWARD

五星獎



五星獎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屋馬國安有限公司



FIVE ST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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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獎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Tungs´Taichung MetroHarbor Hospital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多年來在海線地區扮演居民的健康守護者，也將兩千多位的員工視為大

家庭的一份子。醫院訂有完善的各項福利措施，醫護或員工滿意度高，就連參加幸福職場的評選也是由下

而上推動，院方也全力支持，深受評審肯定。

       童綜合醫院細心照護醫護或員工，也獲得認可。今年就有2名女醫師到醫院拍攝婚紗照，且都選擇了中

台灣海線唯一的超高樓「童綜合救護停機坪」，宛如韓劇般浪漫動人，如此願意打破傳統的刻板印象而到

醫院內取景拍攝，在在證明了，童綜合醫院猶如一個大家庭，讓醫護願意與院方分享人生最重要、美麗的

時刻。

視員工為最重要的夥伴

健身房
運動班活動

影音教室(卡拉OK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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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醫院真人版開箱文

      童綜合醫院視員工為最重要的夥伴，由於

醫護人員面對為數眾多、各式各樣的病患，身心

靈皆長期處於緊張狀態，長久下來，身體健康容

易亮起紅燈。童綜合醫院設置了專任員工關懷

心理師、員工關懷小組，並培訓員工關懷種子，

也推出一系列健康促進活動，以鼓勵員工培養運

動的習慣，營造全院運動氛圍，希望藉由規律的

運動提升同仁身心靈的健康。

員工有氧運動班

員工親子日

員工關懷種子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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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獎

資深員工表揚餐會

        針對醫院員工及家屬，提供就醫優惠，住院

醫師部分，每年提供公費公假出國參加學術會

議，並提供住院醫師身心悠活假。另外還打造了

五星級員工宿舍，外籍移工部分也有住宿優惠，

移工無須需繳水電費，也享有就醫醫療優待，醫

院也貼心設置家鄉商店，解決外籍移工生活所

需，紓解思鄉之情。

        童綜合醫院有開放無礙的溝通管道，多元

的 勞 資協商對話，此外醫院也積極塑造良好環境

讓員工成就自我發展，員工職涯規劃完善，有明

確職涯成長路徑，積極培育人才，訂有完善獎

勵措施。也帶領員工積極參與公益活動，響應政

府勞動政策；訂定多項照顧員工方案，並落實執

行、追蹤分析，讓員工對醫院有更強烈的歸屬

感，也讓醫院成為有溫度的大家庭。

員工旅遊

資深員工表揚餐會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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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專業的醫療團隊可隨時諮詢，同時也照顧到家人的健

康。你有每年國內外旅遊補助，可以放下一切遠離塵囂，讓身心放鬆充飽

電。你工作累時，可以找個休息時間到25樓旋轉餐廳點杯咖啡，安靜地遠

眺台灣海峽，看著三井outlet的摩天輪放空。你想運動時可以到運動中心盡

情揮汗，想進行內心深層對話，可以透過專業老師導引療癒脆弱的自己。

你有意見可以透過員工座談暢所欲言，意見不會留白。你是一位職場新

人，會有完整的教育訓練及優質的教師群陪伴指導你。你想參加國內外學

術研討會充實自己，公假公費支持你。以上是童醫院的日常，幸福職場定

義因人而異，我的定義「幸福本無價，緣聚『童』職場」。

幸福本無價，緣聚「童」職場
總藥師 張榞玲/年資30年

       醫院近幾年每年辦理「幸福存摺」集點活動，我也開始積極參加，感覺

真的很棒!除了幫助自己調適心情，促進健康，又有很棒的禮物可以拿!我也

參加了員工關懷種子訓練，今年上課後，我將學到的放鬆技巧，現學現賣

帶同事一起做，也利用精油按摩及放鬆音樂，幫助忙碌的同事們享受短暫

放鬆片刻，同事回饋說有享受到輕鬆感，也增進了彼此情誼!每個月收到的

「聆聽心靈悸動月刊」我都會仔細閱讀，感覺對自己有幫助!在繁忙工作背

後，有感受到醫院在各方面的支持與照顧，真的有幸福的氛圍。

幸福存摺~幸福就在我身邊!
護士 張巧吟/年資15年

主管的話

員工的話



FIVE STAR AWARD

探索教育-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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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獎
屋馬國安有限公司
Umai Yakiniku 

       屋馬國安連續多年拿下幸福企業相關認證及獎項，宛如幸福職場的代名詞！屋馬國安獲獎連連，包括

臺中市政府幸福職場106年一星獎、107年三星獎及108年五星獎等。屋馬讓幸福走進員工心理，如家人般

氛圍，且充分揭露各項福利與措施，休閒設施完善，對員工照顧落實在工作與生活中！

        屋馬國安除了食物美味新鮮，對顧客用心，相對的，對待自家員工也是從心出發！屋馬的企業使命為，

「宣揚幸福職場，提升企業文化」，希望藉由屋馬對餐飲的用心與付出，提供員工改變命運的舞台，讓

幸福走進自己心裡。

台北滑水
榮獲幸福職場殊榮

讓幸福 走進你心裡



探索教育-樂夏

        員工若迎接寶寶到來，除了可領取政府生育

補助外，在屋馬還可以領有屋馬寶寶金，屋馬寶

寶新生兒喜悅，凡是年資滿一年的屋馬員工，在

任職期間生子，將可獲得總經理特別贊助的屋馬

寶寶金，讓員工在面對新生兒報到，可以更充分

準備。

五星獎 13

       要員工改變命運，得先訓練員工勇氣！屋馬

國安鼓勵員工共同參與「探索教育」，並將其中

體會到的感受，引導到現場與員工一起分享。屋

馬國安會帶領員工一起參加滑雪、潛水、滑水等

各式各樣極限運動，希望藉由運動克服挫折與恐

懼，進而享受成功帶來的甜美果實、體驗成就，

更重要的是，培養員工正向心態，讓員工面對挫

折時更加勇敢、正向積極，也帶領員工們一起體

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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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馬國安有限公司
五星獎

排球活動

      為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屋馬國安設置交誼

廳、圖書室及閱讀室，提升心靈內涵，也開辦屋

馬健身房，讓員工忙碌之餘，能一起健身、舒緩

筋骨、放鬆壓力;另為營造良好的工作氣氛，讓員

工彼此感情更融洽，也補助員工自辦羽球、游

泳、滑板等活動聯誼。照顧到員工的心理，也要

顧及到員工的生理，屋馬國安設置員工餐廳提供

免費午餐、不扣餐費，且用餐時間照常支薪。

員工親子日

       屋馬也積極帶領員工參與公益、響應政

府勞動政策，包括組成志工團前往偏鄉學

校，與偏鄉孩子一起運動；擔任志工烹煮

營養午餐；捐贈課桌椅、冷氣、運動器具

等物資，帶領員工一起到偏鄉散播歡樂散

播愛。



      我在屋馬任職九年七個月，本科系非餐飲管理，從來沒有想過會踏入餐飲業。

從小在桃園長大，直到上大學來到台中唸書，開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沒錯！屋

馬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從學生時期的計時人員一路到現在副理的角色。還記得

工作的初期，時常因為緊張而犯錯，不過讓我最感到驚訝的是犯錯時不是苛責謾

罵，而是充滿愛與關懷。在工作過程中，歡樂的氛圍，與主管間像朋友家人般的

相處，夥伴們互相鼓勵及幫助，當遇到問題時，身旁的夥伴無私地將專業教育給

我，這樣的環境，著實的讓我喜歡上了這裡。

      當上主管的我，秉持著將我感受到的傳承給接下來每一位員工。除了工作環境

讓我很喜歡之外，在這裡還能邊工作邊玩，最讓我期待的是每年的探索教育，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潛水，我是對於水有些恐懼的人，透過公司聘請專業教練以及

完整的教育，夥伴的鼓勵之下，讓我突破了自己的恐懼，真的很開心能有這個機

會一探美麗的海底世界，體驗到不同的人生。我感受到這裡不是工作而是一個家，

在開心的時候有人和你一起分享喜悅、沮喪的時候有人陪著你一起度過、需要幫

助的時候，夥伴們隨時都在身邊。

這裡不是工作而是一個家 讓我樂在其中
副理 詹慧君/年資9年7個月

主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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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彰化，到台中屋馬任職已經五年了，起初對於餐飲什麼都不懂的我，

憑藉著一股熱忱，離開家鄉到外地打拼。公司提供給我專業且優質化的學習環

境，更有訓練員一對一的培訓計畫，讓原本懵懵懂懂的我，經過不斷的練習及努

力，從來沒想過，原來我也可以成為一名主管，帶領著更多夥伴學習。讓我難忘

的是公司每年都有的探索教育，到日本雪山滑雪，讓24年來從沒出國過的我，也

能完成自己的人生清單。站在日本的雪山上，腳踩著雪板，享受雪場上奔馳的快

感。過程中難免會有跌倒，但是屋馬的夥伴都在一旁給予加油打氣，告訴我

「不要放棄」、告訴我「沒關係，我們再練習一次可以做的更好」，我非常喜歡這

個充滿激勵與熱情的氛圍。從主管與夥伴的相處當中，我感受到這份幸福感，我

想要讓更多人感受到屋馬不僅僅只是一間餐飲業，更是可以讓人實現夢想的地方。

主任 莊凱偉/年資5年4個月

員工的話
不僅僅只是一間餐飲業 更是可以讓人實現夢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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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航空研究所

金屋馬燒肉有限公司

屋馬美食有限公司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五權西分公司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矽品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四星獎 17



FOUR STAR AWARD

        在矽品，除了優厚的薪酬待遇及良好的工作環境外，工作之餘，矽品人熱愛運動，舉凡慢跑社、單車

社、籃球社、瑜珈社等多元社團外，已連續四年舉辦矽品路跑，累計超過17,000人次報名參加，深受員工

及眷屬喜愛。多元的組別，讓喜歡挑戰自我的可選擇半馬組或挑戰組，也提供輕鬆走親子樂活組，活動設

計豐富贈品及沿途補給，除了親子同樂也促進同仁運動風氣。多元活動還包括舉辦電影欣賞、藝文活動、

三節特賣會、樂園日、野餐日、中秋晚會、聯歡晚會等，另外也舉辦名人心靈、紓壓、健康講座，讓員工

工作之餘輕鬆享受各項活動。

單車社

108年度臺中市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得獎專刊18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Co., Ltd. 

讓矽品人洋溢幸福與驕傲

四星獎

休閒中心
休閒中心

瑜珈



          我很幸運地在高中就能透過建教合作而進入讓我

一輩子離不開的公司，在公司上班除了精進原本的工

作範圍外，公司對我們的每個人的第二職涯也非常重

視，舉例來說公司開設相當多課程，尤其是管理課程

對我來說受用無窮，因為這門課讓我與團隊成員的關

係是更加緊密和融洽，進而帶動整體團隊士氣和生產

力，這樣的結果是兩方雙贏的，不論是個人或公司都

是非常正面的發展。所以我覺得公司非常有遠見和願

意栽培員工，真的非常謝謝公司!另外公司多元的休

閒活動，例如看電影、減重活動都讓我們員工備感窩

心，在矽品公司上班如此的被重視，身為員工真的很

幸福!

生產線主任 曾愷昀/年資24年3個月

員工的話
感謝矽品豐富了我的生活樹立運動風氣 善盡社會責任

部經理 王翠品/18年

主管的話

       在工作時間長與壓力大的科技業，能讓我一

直維持在矽品工作熱情的動力就是公司注重運

動，也提倡運動風氣，所以我們員工透過公司

的協助透過運動幫助個人工作生涯以外，也透

過工作維繫與家庭成員的關係，讓我在工作和

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和健康，而且公司注重社會

責任，也將運動結合公益感染社會，希望社會

大眾都能一起來運動，透過矽品的企業力量帶

動社會整體向上風氣，邁向健康人生!

四星獎 19

慢跑社

      矽品以新進人員能力、職位需求能力與組織需

求能力為三大主軸推展教育訓練，透過軟、硬體設

施的持續投資與教委會定期會議討論、改善，提供

同仁完整的訓練平台。除了常規的教育訓練手法，

矽品亦十分重視軟文化的推廣，為傳遞生命教育的

愛與正能量，自106年開始推動孝親文化，期望從

孝的體現由內而外(家庭、人際至職場)，啟發同仁

感恩之心，藉由心存感恩、善念，人際相處得禮、

善行，啟動職場倫理善的循環，孕育矽品向上的力

量，使家人的支持成為同仁最大的動力。 

       為了讓外籍同仁來台安心工作，提供來台工作

無需支付招聘費用之「零付費政策」，使加入矽品

行列的同仁安心、無負債來台工作。除此之外，

為協助同仁初到陌生環境能迅速融入職場生活，

入境前以當地語言向外籍員工說明台灣法令、台

灣環境、公司文化，並提供公司專責人員窗口，

員工如有相關問題時可隨時反應；入境後透過生

活指引手冊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指

南，協助外籍員工適應在台生活；工作中定期辦

理訪談，藉此瞭解員工需求及問題，並舉辦說明

會，第一時間為外籍員工解惑。未來仍秉持員工

是公司最重要資產的理念，持續創造同仁心的幸

福感，讓每位矽品人都以身為矽品一份子為榮。

籃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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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研發結晶的幸福職場

         打造一個讓員工能久遠發展的優質幸福企業，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做到了！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航空研究所今年拿下幸福職場四星獎榮耀，提供員工優質的工作環境及生活品質，讓員工流動率低

於1%，是讓員工安居樂業的好企業。

       在民國103年轉型為行政法人，隔年即積極導入勞動部「員工協助方案」，並持續以「工作、生活、健

康」等三個面向，提供員工心理諮商（輔導）、法律服務、健康照護（健檢）、幼兒園托育等多元服務。

航空所提供優質薪資，研發類，大學學歷固定薪資為4萬2000元；技術類，大學學歷固定薪資3萬7000元、

專科學歷固定薪資3萬5000元；行政類，大學學歷固定薪資3萬2000元。福利部分，提供員工餐廳、員工宿

舍、單身宿舍；定期健檢，也有專業醫護人員駐診；休假補助費、年終工作獎金；勞健保、出差員工保險

服務等。

中山好聲音 春節聯誼

員工旅遊

羽球社

FOUR STAR AWARD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eronautical Systems Research Division

四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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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員工角度規劃及推動幸福職場

所長 齊立平/年資28年

主管的話

        給員工幸福感是我們身為國家科技研發機構面對國家

級高挑戰性任務的最重要基石，如果沒有提供幸福安全又穩

定的工作環境，國家安全也會受到動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那麼在乎且重視員工的作業環境與福利。在福利制度上非常

完善，深入照顧員工，從設立網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游泳

池等這些高規的硬體設備，就能看出我們對於員工健康的重

視。此外為了更貼近員工需求，每月能容許員工遲到3分鐘1

次，這更凸顯本所的制度優於一般勞動制度，此外還能降低

同事們發生車禍的機率。另外針對員工休假以休假補助費展

現本單位的關懷，對屆臨退休的員工更是提出關懷服務方案

讓退休員工能無後顧之憂。我們的措施均從員工需求來規劃

及推動，本所以照顧員工視為重要目標，成為員工第一個也

是最後一個工作職場，員工已用行動表示這裡是永遠的歸屬!

      同仁間彼此關心，面對不同專案的

挑戰，都可以迎刃而解。航空所提供了

完善的照顧，像是友善的工作環境、綠

意盎然的休閒環境、彈性上下班制度、

免費停車、健身房、室內游泳池、網球

場、高爾夫練習場、法律諮詢、心理諮

商，並針對懷孕女性員工適度調配工

作，安排醫生每月追蹤等等福利措施，

這些福利是薪水無法比擬的，讓我在航

空所感到像家一樣的溫暖，這是個值得

託付終身的永恆志業。

工程師 胡意婷/年資10年

員工的話
航空所像家一樣溫暖
是值得託付終身的志業

       航空所員工多半從事研發性質工作，屬於高

壓、封閉型的工作環境，所以紓解員工壓力就相

當重要！體恤員工，設立多項休閒活動設施，包括

網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游泳池等一應俱全，不僅

是同仁情誼交流活動場地，也是使用率極高的優

質環境，另予員工自辦聯誼活動補助、自設幼兒

園、免費員工宿舍。

        航空所也補助員工國外進修課程學費與食宿

費用，提供公假進修；資深員工拔擢為內部講

師 ，並有多元的進修補助及教育訓練；每個月一

次的園區座談，並有多元方法讓員工了解決策，

也能大大提供員工的向心力。

        此外，也極為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為了讓同

仁們對於安全衛生有基本認識與共識，推行系統

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員工健康管理、強化

教育訓練並致力防止職業災害，更強調各級主管

安全巡視與落實督導，以持續維持航空所優質的

安全文化，以零災害、零污染、零職業病為最高

目標。

所慶活動

未婚聯誼

網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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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Fourth Branch, Taiwan Water Corporation

尾牙活動

將員工視為家人般照顧

四星獎

       許多人認為幸福企業通常為私人企業，但作為國營事業的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不僅是幸

福企業，更是幸福職場常勝軍，今年拿下了四星獎榮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基本福利條件完

整，還創設了媒合員工返鄉服務機制、提供新進員工住宿以及定期座談，新人到職後會安排同事協助迅速

進入狀況，強化經驗傳承。

       雖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但若有資深前輩帶領，資淺者、新進員工也能迅速融入職場，而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相當重視經驗傳承，邀請退休主管，就新裝受理、圖審、試壓設計及施工

等各項工作，無私分享實務經驗，並回答員工們問題，讓大家能回到工作崗位後發揮專業。

尾牙活動

母親節活動

FOUR ST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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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全力以赴一起打拼!

業務課長 王郁雯/資歷12年7個月

        於台水公司服務已滿5年，雖未於其他

產業長期待過，但也聽過許多不同產業之

朋友分享著職場大小趣事，在績效掛帥的

時代下，公司存續遠比員工幸福重要。然

而台水對於員工的培育與照顧向來不遺餘

力，協助同仁發展專業職能，落實職位輪

調，並藉由師徒制與內部優良講師制度傳

承經驗，特別的是每年也舉辦一次「媒合

請調」，讓遠離異鄉的同仁能夠回家鄉服

務，眾多幸福政策不僅為人才的專業加

值，更凝聚了充滿幸福感的公司文化。

業務員 吳致良/資歷5年8個月

員工的話
充滿幸福感的公司

保齡球比賽

         打造幸福有感的職場，讓同仁對公司有歸屬感、

向心力，願意全力以赴一起打拼，是企業永續經營的

磐石。台水公司同時肩負國營事業配合政府政策，以

及創造企業營運績效的雙重任務，能在受限的公務預

算下，傾聽同仁的聲音，辦理各項員工福利措施，更

在本年70家參賽企業中脫穎而出，獲得幸福職場四

星獎殊榮，誠屬難能可貴。

       台水員工提供質優量足的供水服務，是攸關一般

民眾生活品質，幸福社會的基本條件，未來我們也將

賡續在和諧、健康、友善、共融及永續的幸福職場中

出發，守護我們廣大臺中市民的幸福！

主管的話

         另外，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也著重

員工安全衛生訓練，全體動員母親節活動九九峰

健行尾牙活動落實推動，提供員工情緒紓壓講

座，婦女職場照護、優惠托育、生育補助等，讓

員工兼顧家庭，亦鼓勵同仁共同發展自我興趣，

穩定的加薪制度、健全的升遷管道，團隊合作工

作氣氛佳，並在制度面、職場環境及創新上不斷

精進，深獲員工肯定。

 

九九峰健行

       對民眾用心，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

處 也 提 供優質幸福職場，一直將同仁視為是家人

般照顧，以實際行動鼓勵同仁生活與工作平衡，

擴大企業對職場友善環境的措施。除了每年辦理

返鄉媒合，讓員工可返回住居地服務，兼顧家庭

及工作外；公司支持勞工成立工會，而工會也聘

請法律顧問為會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讓辛苦的

員工無後顧之憂，更全力投入工作！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認為，健康的員

工是第四區處最珍貴的資產，致力推動子宮頸癌、

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四癌篩檢，鼓勵員工積極

參與，希望透過職場癌症篩檢的可近性及便利

性，以建立員工的防癌認知與定期篩檢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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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馬燒肉有限公司
Umai Yakiniku 

水肺潛水

公司願景成為全台員工幸福指標

四星獎

          身為臺中燒烤界龍頭，屋馬對員工福利之大器自然不在話下。金屋馬燒肉有限公司鼓勵員工進修取得證

照、提供完善的韻律教室、健康中心等設施；還設有子女結婚假、訂婚假、情緒慰問金、家訪關懷等諸多福

利措施，拿下四星獎。

       金屋馬產品以日式燒肉為主，宣揚燒肉餐飲市場。對屋馬來說，每位員工猶如家人一般，每天都提供免

費員工餐、健康飲品讓員工飲用，溫暖員工的胃；當雨勢過大時，員工可以免費搭乘計程車上下班，避免發

生意外，更溫暖員工的心。

          屋馬重視員工心理健康，開辦瑜珈課程，另外運動教室舉辦有氧運動；也有潛水、滑雪練習教室，讓員

工能適當地舒緩身心壓力；也找來領有專業證照按摩師，幫員工按摩舒壓；另外每年冬天10月份，屋馬全

額贊助正職人員施打自費流感疫苗，計時儲備幹部可以使用福利點數，申請補助施打，不僅照顧員工的職場

生活，也照顧員工的健康人生。

台北船拖滑水

岱宇國際馬拉松

教育課程

FOUR ST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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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屋馬一年半，並選擇在屋馬實習，

在屋馬體驗到跟很多企業不一樣的工作環

境。每天的員工餐點豐盛又健康，身為學

生 的 我 在 學 校 表 現 良 好 ， 也 能 得 到 獎 學

金 ，讓我課業工作能兼顧。公司舉辦各式

運動活動及設有健身房，施打疫苗或汽機

車保險上皆有補助，讓我身體健康可以快

樂生活。董事長、總經理及幹部們總是很關

心我們，在屋馬工作就像在一個大家庭。

實習生 孟佳儀/年資1年9個月

員工的話
屋馬就像一個家
在這裡真的很幸福

屋馬提供舞台與學習機會
讓我發揮所長

主任 廖俞亭/年資6年7個月

主管的話

       在大學時期加入屋馬，至今已經六年，公

司給予完善的教育、安全的工作環境，除了在現

場的工作之外，公司也給予擁有個人專長的夥

伴，發揮自己的第二專長，不論是擁有健身、語

言、攝錄影等個人專長的夥伴，都擁有各自發展

的舞台。

          屋馬創立屋馬仁俱樂部，建立各式主題運動

教 室 ，有 氧 、 瑜 珈 、 探 索 教 育 專 用 教 室 與 健

身房，在俱樂部的運動課程，擁有專業的課程講

師與運動指導員提供專業的講解，讓夥伴可以帶

領家人一起參與，可以增進感情並且一起健康運

動。

核心肌力訓練

        屋馬薪資給付標準優於法令，屋馬正職幹部

薪水，組長一級較一般法令規定多出1.1萬元；計

時人員薪資每小時160元，優於法令規定，為鼓勵

員工守時，還規劃計時人員全勤獎金，只要計時

人員當月出勤無任何遲到、早退、事病假等出勤

異常紀錄，當月就可以依照個人的出勤時數，享

有每小時5元的全勤獎金，且屋馬設立利潤分享的

調薪機制，包括發放股利、優惠認股等，讓員工

對公司更有向心力。

        面對員工表現傑出、工作積極主動者，屋馬也

會額外撥發激勵分享獎金；屋馬也通過TTQS人才

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不間斷培育員工提升工

作技能、鼓勵勞工進修，擬定學習護照，依據不

同職別設定各種必修、選修課程。讓員工不僅僅

獲得職位上的工作能力，更晉升往下一高階工作

職位邁進，創造不同可能。

泳渡日月潭

屋馬籃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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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五權西分公司
Prospect Hospitality Co., Ltd. 

 I'm lovin' it 表現自己享受生活

四星獎

         許多人都以為，連鎖速食餐廳應該是離幸福企業最遙遠的行業，但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麥當勞)，

不僅以黃金拱門下的美味漢堡與顧客微笑聞名於世，今年也再度拿下幸福職場榮耀。和德昌提供工作滿10

年的員工，可享8週連續有薪假期；針對研發、改善作業流程，提供創意獎金，另外也提供優於法令的7天

家庭日休假，讓員工在辛勞工作之餘，也能有充裕的休息時間。

         對麥當勞而言，其企業文化就是重視每一位員工，如何為員工創造幸福感，是企業內部一項長久鑽研的

課題，也是以服務為導向的企業最根本的管理重心。

FOUR ST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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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是麥當勞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中區營運部協理 朱佩玲/年資22年

       大學時課餘工讀加入了麥當勞，畢業後透過

內部徵才機制加入了月薪行列，公司除了提供優

於市場新鮮人的起薪，更重要是強調「以人為

本」，讓員工接受全方位的培訓，從紮實的餐廳

實務訓練，到公司定期的進階培訓。加上透明且

完善的升遷制度，讓在麥當勞工作的每一步都踏

實。而培訓一位餐廳經理，需要超過450小時的

訓練，至少500萬元的投資，並安排至海外麥當

勞漢堡大學與各國菁英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定

期安排全體員工休閒出遊、慶生會及季度最佳人

員頒獎。管理階級每年都有國內外夏令營，讓夥

伴們在寓教於樂中進行各種面向的學習。

經理 陳國宗/年資6年

員工的話
透明完善的制度
讓夥伴寓教於樂

主管的話

       「以人為本」是麥當勞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麥當勞重視人才的培訓與發展，並承諾

為員工打造「熱情、活力、健康且安全的職

場」，因為麥當勞相信「只有員工感到快

樂，才能向顧客傳遞快樂」；麥當勞提供友

善職場，更重視團隊合作的歡樂氛圍，不僅

是最佳的工作起點，更是職涯發展的首選。

      很榮幸參與「幸福職場」的評選活動，

特別感謝臺中市政府的肯定未來，麥當勞

也將持續與市府勞工局攜手，一起為推動

「勞資共好」的幸福職場而努力。

        麥當勞的員工中有不少二度就業必須兼顧家

庭及工作的爸爸、媽媽們，也因此麥當勞的員工

年齡層相當多元化。為了照顧員工健康，麥當勞

還與專業醫療團隊合作，設立員工健檢日。此

外，麥當勞最讓人羨慕的，莫過於員工用餐可享

折扣，不論是甫上市的新品套餐，或是最夯的漢

堡、薯條、沙拉、冰炫風等，員工能用優惠價格

享受到美味食物。

        麥當勞善待老員工，正職員工年資滿10年獲

得付薪8週特休假期；免費員工餐飲及制服以及各

項補助津貼，例如婚假6000元、喪假5000元、生

育禮金3600元。定期舉辦員工激勵活動、每兩年1

次員工夏令營。至於新進員工則享有10天預休

年假，全年超過123天休假。

       計時人員部分，麥當勞同樣不虧待！麥當勞

提供計時人員比照月薪正職人員付薪休假，如：

年假、病假、婚假、產假等；助學獎金讓半工半

讀的員工，更有動力兼顧學業及工作。大夜時段

薪資讓夜班員工更願意付出，寒暑假返鄉調派，

讓員工離家更近，更感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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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馬美食有限公司
Umai Yakiniku 

親子瑜伽教室

創造溫暖且幸福的工作職場

四星獎

         屋馬美食有限公司，以日式精緻燒肉作為主要產品。屋馬認為，作餐飲業，不僅要提供最好的餐點，

員工品質也必須一流。屋馬除了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還建立嚴謹的考績考核制度，同時也重視員工教育

訓練，希望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能。

        屋馬友善的勞動制度征服每一位員工的心！屋馬提供員工1日訂婚假、10日婚假、9個星期產假、6日

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員工子女新生報到假、2日員工子女結婚假、給薪緊急關懷假、有薪孝親假等等。

在員工及其家人有重要事務時，屋馬提供優於勞基法令的休假，讓員工能夠安心陪伴在家人身旁，度過每

一個重要時刻。

新人迎新分享會

勞資座談分享會

FOUR ST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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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自在職場

主任 林俊宏/年資3年6個月 儲備人員 胡佳渝/年資4年7個月

員工的話
在屋馬工作能夠很放心

主管的話

        我畢業於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很感謝公

司 讓 我發揮在學校所學，擔任屋馬健身房運動

指導員，能夠帶給夥伴更多運動正確的觀念，

享受運動的樂趣。謝謝公司讓我在工作與家庭

平衡之中取得更自在的職場環境，讓我可在上

班帶著小朋友到俱樂部一起玩樂並且照顧到小

孩。非常特別的是，公司提供育嬰津貼，讓我

在成為爸爸時，帶 給 我 即 時 的 幫 助 ， 感 受 到

滿 滿 的溫暖。在參加公司舉辦親子瑜珈課程

的時候，拉近了與家人的感情，也創造更多共

同的回憶，讓我感受到幸福，謝謝屋馬！

內部教育訓練課程

偏鄉小學志工計畫

       來到屋馬最令我覺得貼心的是，公司不僅

照顧員工，也照顧到員工與家人的相處。每

一年的親子日都是我很期待的事情，藉由公

司的活動，跟家裡的人互動，讓彼此可以增

進感情。還有公司的暖冬計畫，每一年都讓

人感到心暖暖的。公司總是貼心的站在員工

面著想，讓我在工作的時候，也能夠很放心

的做，謝謝屋馬。

       為了體恤遠距離員工的辛勞，讓員工在工作

忙碌之餘，能盡心盡力維繫家庭關係，屋馬也設

立了交通補助津貼，家住在澎湖、金門、馬祖、

綠島、蘭嶼等離島以及宜蘭、台東、花蓮的員工，

可以憑交通收據申請「遠距離返家交通補助」，

全額補助，每半年一次；家住在台北、高雄與屏

東的員工，則是半額補助，同樣也是每半年一

次。 屋馬設置員工餐廳，同仁用餐時間仍支薪，

另提供伙食津貼、免費員工下午茶。冬天及下雨

天提供冬暖大衣、發熱衣、反光雨衣、輕便雨

衣、黑襪及暖暖包、薑茶供員工使用。

        更令人羨慕的是，屋馬還在臺中市精華地段

七期，設置了「屋馬員工運動中心」，佔地超過

600坪，也為員工開辦瑜珈課程、體適能課程、

核心肌力等等，讓員工一同揮汗運動，也促進彼

此情感交流，其中瑜珈課程還規劃了「瑜珈親子

日」，連員工家人也能夠一起參與其中，讓員工

直呼「足甘心耶」。而「屋馬員工運動中心」除

了可以運動，也結合了辦公、教育的空間，提供

給員工一個良善舒適的多功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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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花園酒店
股份有限公司

巨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屋馬日式燒肉
有限公司

瑞士商弗克司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樹德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康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均豪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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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獎 康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ncord Technology Co., Ltd.

匯聚員工向心力 創造幸福感動力
      康淳科技以專業水處理工程系統規劃設計聞名，也曾以精銳的水處理工程技術，在105年拿下第25

屆國家磐石獎，專業技術外，並依客戶需求量身打造產業製程用水及廢水回收系統，還有號稱「7-11」

不打烊的技術服務，從91年成立至今，已成為國內多家科技大廠信賴的水處理大師。   

     

     「要先有滿意的員工，才會有滿意的客戶！」康淳員工結構年輕，40歲以下員工占逾7成，當有人力

需求時，可由內部轉調或對外招募。康淳在創立初期，即建立完善福利制度，舉凡工作環境、教育訓

練、休閒娛樂到利潤分享，康淳面面都考量到員工需求。

瑜珈課

社團活動之一壘球社公司大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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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有滿意的員工
才會有滿意的客戶 

總經理 林守堂/年資17年

研發部組長 郭譯惇/年資6年

員工的話
下輩子還要當康淳科技的員工！

國外旅遊

主管的話

         公司經營的雖然是水處理工程產業，但我們

經常說，「我們賣的不是工程，而是服務」，也

因此，我們一直努力提供精緻的服務，以區隔其

他的同業。公司經營的理念是「先有滿意的員

工，才會有滿意的客戶」，只有員工先滿意自己

的公司、自己的工作，才能發自內心、出於自動

地去服務客戶，也才能把客戶的問題當成自己的

問題去解決，這也是我們一直努力要建立幸福職

場的初心。

磐石獎頒獎典禮

         進入康淳科技最棒的就是工作環境超級夢

幻與時刻都能感受到公司對員工細微的照顧，

更加感謝公司讓我實現擁有一個「家」的夢

想！公司興建員工住宅，以比市價便宜每坪10

萬左右的價格售予員工，而且所有在職員工都

可以購買！讓我可以擁有一個令人稱羨的居住品

質，不但離公司近，居住環境與品質都讓我非

常滿意，公司賣給員工的不只是房子而是美好

的生活，深刻感受到公司對員工的用心照顧，

感謝公司幫助我輕鬆成家，讓我能實現夢想擁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康淳各部門都擁有獨立自主的工作空間，也會

定期舉辦聚餐、慶生、尾牙、聖誕節交換禮物等聯

誼活動，公司也鼓勵同事成立讀書會或運動社團，

現階段康淳就有壘球社、羽球社、瑜珈社等，也曾

組隊挑戰玉山、打過漆彈團體戰，或是靜態的旅遊

分享會、看電影、羊毛氈教學等活動。另外公司也

備有免費下午茶給員工補充體力，每年康淳都會

舉辦員工旅遊犒賞員工辛苦工作，自94年起，海

外旅遊到訪過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國、大

陸及北越，甚至內蒙古等；國內旅遊包括小琉球、

花蓮、宜蘭、高雄、墾丁等知名觀光景點，讓每

個員工都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

         儘管水處理工程服務業一般以男性工程師為

多，但康淳依舊致力打造女性友善的工作環境，

包括成立性平專案委員會、性平投訴專線等。對

於懷孕同事或是產後有哺乳需求同事，康淳也有

貼心設計，包括規劃女性孕期專屬停車位、哺乳

室/淋浴間、女性員工集乳沖洗室、女性員工專屬

置物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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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獎 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Windsor  Hotel  Taichung  Co. Ltd.

快樂的員工才能使服務帶著幸福愉悅
     位在臺中市中港商圈的裕元花園酒店已在台中成立逾15年，為寶成國際集團旗下標竿企業，並以中台

灣高端精緻商務酒店為定位、中彰投區域企業會議宴會首選、中台灣地區五星級飯店名列前茅等方向為目

標。        

       裕元花園酒店向來以高規格服務聞名，不僅對客人用心，對待員工也是貼心至極，對員工的照顧，從

最基本的「食」開始。除了年節獎金、員工生日禮金、年終獎金、禮品、績效獎金等，其中最令人羨慕

的莫過於員工宿舍、免費員工餐等，讓許多外地員工直呼猶如家人般被對待，真的「足感心！」。

訓練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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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裕元就是選擇未來!

人力資源部副理 李少輔

         裕元花園酒店是我大學期間的實習單位，畢業

後毅然決然留任，決定留任原因除酒店為高知名度

企業外，制度與福利相當吸引人。酒店體恤員工上

班時間不一致，員工餐廳供應時段尤為貼心，為確

保所有同仁可以在不同時段都可享用到熱騰騰的餐

點，員廚師傅在烹調方面特別用心，每道佳餚都是

現場料理，並且會因應天候狀況調整菜單，例如:

冬天會準備薑茶、麻油雞，夏天會有生菜沙拉。在

不同節慶，端午節準備粽子，農曆年間因為服務業

大家無法與家人團聚會特別準備團圓佳餚，佛跳牆

、粉絲蝦堡…等應景料理。讓同仁備感溫馨。為提

升酒店同仁專業技能，聘請外師至館內教導品嘗咖

啡及如何侍酒等專業技能，將所學知識應用於職

務上，提供更優良的服務品質給顧客，酒店內部時

常舉辦服務與廚藝競賽，提供舞台讓同仁琢磨技

能外，也可提升內部團隊核心。

餐飲部秘書 鄭儀珊

員工的話
我在裕元 我很幸福!

         餐旅服務是個特別的產業，一直以來都是以

「人」為中心，透過人來傳遞幸福快樂及服務溫

度；剛加入裕元花園酒店這個團隊時接受到的第

一句話即是：「唯有快樂的員工，才能使服務帶

著幸福愉悅」。以這句話為基礎所展開內部相關

制度規劃及活動，從三個方面展開－完善員工福

利、友善和諧工作環境、多元教育訓練職涯發展

；工作期間常在員工餐廳見到因美味餐點感到滿

足的夥伴，因為良好工作環境讓我們一起開心互

動並且一起朝向同一個組織目標邁進，一起參加

員工旅遊創造回憶，很喜歡這樣一起並肩工作、一

起玩樂、一起成長的職場環境。

         裕元花園酒店的員工餐點提供雙主菜及多樣

配菜，也會讓員工票選最愛主菜，不僅提高回饋

率，也讓員工深感被重視，熱門餐點出現頻率提

高，則讓員工更喜愛享受美味員工餐點，裕元花

園酒店也深信「在員工餐短短時間裡，員工們

可以坐下來聊聊天、放鬆心情、開懷大笑，就像

一家人一起吃飯一樣！」；此外，裕元花園酒店

也提供熱湯、水果、甜點、咖啡與飲料等，讓員

工隨時補充體力，並且考量到吃素員工需求，設

置了素食專區。

         在人才培育上，依照職別、職能不同實施教

育訓練，從基層員工、初階主管、中高階主管訓

練等，依序分為核心職能、專業職能及管理職能

等，年度教育訓練計畫執行率逾95%，且每年吸

引大專餐旅系實習生畢業後留任率達75%，讓人

才招募更穩定。

        此外，為了讓所有的員工充份表達寶貴的建

議，與公司更多的溝通交流，裕元花園酒店亦設

置了多元開放溝通管道，使員工的個人意見得以

獲得適當支持與理解及情緒宣洩之管道，增進對

公司的認同感、提升同仁間的凝聚力。

主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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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獎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HUTER Enterprise Co., Ltd.

以人為本 與夥伴共創美好
        優秀的人才是公司競爭力關鍵，樹德企業視夥伴為核心資產！樹德強調，在公司不稱員工，而是

「夥伴」，積極透過完善的薪酬制度、全面的福利政策、暢通的溝通管道、 公平的考核制度，給予夥伴誠

信、開放的環境，提升自發性工作效能、創造極具競爭力的企業體質。

       樹德企業成立於58年，是國內最大的收納品牌與研發設計公司，員工共計200人，產線採24小時三班生

產，產品線共有文具收納、工業收納、居家收納、數位收納、辦公收納及醫療收納等。

瑜珈課
自行車家庭日活動

春酒保齡球家庭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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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更加幸福的職場

人資主任 邱嘉琪/年資8年

        我的忘憂解藥是糕點，這和工作並不相關，

但卻在公司的安排之下能夠串連起我的興趣和家

人，謝謝公司非常重視工作和生活平衡，在乎我

們的身心靈平衡，安排親子烘焙活動，讓我有機

會邀請媽媽和我一起動手烤蛋糕，在過程中還讓

媽媽了解我的工作和夥伴，這讓我和媽媽更加連

心了，非常感謝公司對我們員工貼心的照顧!

特別助理 張旆瑈/年資2年

員工的話
第二個家鞏固第一個家

主管的話

        樹德以人為本精神全方位貫徹，尤其是在員

工福利與措施方面，在員工努力工作的同時，公

司非常在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定期為員工舉辦

心靈成長、健康主題講座、親子與社團活動，讓

我們忙碌工作之餘能夠得到更多成長機會和空

間，而且公司非常願意傾聽員工的意見和心聲，

這也為我們員工帶來鼓舞，也因而創造出員工都

具有主動、積極、熱情、樂觀獨特的「樹德人」

精神，身為「樹德人」我非常幸福!

親子共廚家庭日活動

樹德夢工廠動土典禮

         樹德最讓夥伴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每年盛大舉

辦的尾牙活動，招待全體夥伴及其家人一起同

歡，連續幾年變裝活動，總經理帶隊演出，總是

讓夥伴們又尖叫又興奮，也讓夥伴們留下深深印

象。此外，每年舉辦的中秋活動、運動會等，讓

夥伴們有機會培養默契、團結一致拿下勝利，也

促進彼此感情。

        樹德每年舉辦6到7場家庭日活動，包括包場

讓夥伴帶家人看電影、端午親子香包製作同樂會、

親子共廚、親子鐵馬、親子保齡球賽等，也舉辦

家庭旅遊，包括到新竹、花蓮、台東、墾丁、澎

湖等，促進親子關係。       另外，還提供夥伴公假到國外旅遊制度，年資

滿1年，享有1年1天國外旅遊公假(管理職2天/

年)，讓夥伴出國旅遊時間更寬裕，也能玩得更盡

興；樹德長青腳踏車隊也多次環島，還一起攀登

百岳、泳渡日月潭等，更吸引媒體專訪報導，也

激勵年長夥伴，更有動力迎向新挑戰。

        樹德為了配合夥伴需接送求學中的孩子上、

放學，也貼心允許夥伴申請上班時間調整，例如

夥伴上班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即可申

請因配合接送孩子上學需求，調整為早上九點到

下午六點半，讓夥伴更能兼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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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 GEO計畫「突破」-划龍舟

三星獎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O INFORMATICS INC.

創造最溫暖的幸福企業 與你共創未來志業
       每一次獲獎經驗，都讓巨鷗堅信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專業的團隊更需要認真地玩、樂於工作並享受生

活。獲獎成為引領巨鷗 向新高度邁進的動力，「創造最溫暖的幸福企業，不只讓你認真工作、快樂生活，

更與你共創未來志業」，是十多年來巨鷗不變的宗旨。       

        「Work Hard & Have Fun! 」巨鷗希望每一位巨鷗人，都能懷抱著追求卓越的創新精神，開放的學習態

度，時時刻刻充滿熱情微笑來迎接每天新的工作挑戰。

宿霧skywalk

社團活動之一壘球社

開工喜孜孜業績長紅的巨鷗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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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冒險精神 建立健康職場

專案經理 蕭雪麗/年資10年7.6月

         從念大學時期就在巨鷗實習、轉工讀生，畢

業後成為正式員工，從在實習時便很喜歡公司的

文化氛圍，在外地生活有時會感到孤單，公司經

常讓我這馬來西亞的異鄉遊子感動，冬至有湯圓

可以吃，端午有粽子吃等大小節慶活動，感受到

家的溫暖，主管的關心讓我有歸屬感，同事間的

歡樂氣氛，會更有動力來上班，能遇到大家一起

共事是我的福氣。我喜歡這裡，並且把這裡當作

鍛鍊自己的平台，與大家一起學習成長，並且貢

獻所學。

工程師 顏怡琨/年資3年2.1月

員工的話
我喜歡這裡 我願意貢獻所學

         公司很棒的文化是培養冒險精神，透過每

一年的「年度挑戰」活動發現不可能的自己！

從公司成立五週年的時候去了高空彈跳、陸續

每一年參與飛行傘、溯溪、划龍舟等多項挑戰

活動，公司鼓勵參與且給予獎勵金，參與的同

仁隔年度每一個月會有運動加給獎金，公司給

予實質上的鼓勵，不只是喊口號而已！

新加坡.馬來西亞之旅

日本九州

       巨鷗重視人才發展，兩度榮獲人力資源發展

最高榮耀獎項國家人才發展獎與國家人力創新

獎，也曾在96年及104年榮獲樂活職場、105年獲

得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等幸福職場認證。

巨鷗薪資優渥且制度優於法令，包括起薪依學、

經歷核薪、每年定期依績效調薪，也有多元獎金

制度，包括依月、季、年配合績效給予績優獎金以

及專案績優獎金、產品、模組、專利、發表..等

獎金。

         除了調薪、獎金制度令人稱羨外，巨鷗也珍

視員工想法，溝通管道透明多元；每年舉辦高空

彈跳、飛行傘、登玉山、潛水等年度挑戰活動激

勵員工；每兩年舉辦一次國外員工旅遊，足跡遍

行日本、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另外重要節日

提前放假、天災時員工可在家上班並正常領薪等

福利；辦理家庭日、親子活動，甚至當子女學校

停課、放暑假等無人照料，員工也能帶小孩到公

司上班。

        巨鷗也積極打造共融的無礙職場，講求職場

性別平等，打破玻璃天花板效應，目前巨鷗14位

幹部男女比例為5比9，女性幹部多於男性，證明

在巨鷗只要有實力、能力，不管男女都有升遷機

會！

主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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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獎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ngotimes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有快樂的員工才有幸福的職場

歡唱包廂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提升高品質科技娛樂產業，輔以尊重智慧財產權的原則，進行各項產

品研發與設計。目前擁有超過百項以上的全球智慧專利及認證，更有多項台灣第一甚至是世界先驅的

發明，奪得臺灣市佔率第一，客戶版圖遍及全球。在保持專業卓越之時，也不忘回饋社會，開發公益系統

無償推廣，期望能為社會盡心力。

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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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天下與所有同仁共事
是我感受到最溫暖的事

管理部經理 年資15年

才訓組組長 年資13年

主管的話

        進入天下這個大家庭到目前為止15年，一路

走來的點點滴滴，心裡感受真的很深刻，有歡笑、

有淚水、也有同事間意見不同的討論與溝通、和

戰友們的併肩作戰。每件事，現在回頭來看，都

好像剛發生沒多久。還記得，公司每年都會參與

公益活動，及各種不同特色活動，每次號召同事

一同參與時，真的很感動。每位同事都帶著滿滿

的熱情來報名。不論是參加馬拉松、到大甲迎媽

祖、召集同仁到包公廟拜拜…等等，每個活動幾

乎每位同事都排除萬難的來參與，感覺比一家人

還像一家人。去年，公司安排的公益活動，到鄰

里做環保掃街、撿垃圾，里長對我們充滿笑容的

感謝，掃街途中，遇到鄰里的爺爺、奶奶，還很

熱情的和我們打招呼閒聊，氣氛像過年串門子一

樣開心。回首這些年來的片段，讓我很珍惜和同

事們的感情，沒有大家也不會有我，所以，心存

感恩在公司的每一天，也很謝謝我們的大家長，

總是沒有框架的和我們一同討論公司產品的問題

及銷售的方案。

        我認為幸福企業要讓員工「有感」，照顧

員工，把同仁當家人、伙伴一樣，打造像家一樣

的工作環境。公司有KTV交誼廳，除了同仁可以

使用外，還能免費預約，邀請自己的親朋好友聯

誼歡唱。下午茶時間是同仁們最享受的休閒時

光，三五好伙伴一起說說笑笑，讓辛苦的工作壓

力得以紓解。我們每天將近三分之一時間在公

司，是家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公司願意提供一個

友善、溫暖的環境，是我們全體同仁的福氣。

         幸福企業是能夠滿足員工不斷增長幸福的企

業，天下數位有優於其他公司對員工最好的福

利，員工於上班期間覺得受到委屈或挫折，經由

主管同意後可領取免費電影票，以公假看電影來

調適心情。每年定期安排員工免費健康檢查，並提

供醫療津貼的補助。另每週安排員工輪流擔任活

動主席，分享小故事及心得，激發大家省思，與正

面思考。

       員工是企業最珍貴的資產，幸福職場，由員工

來定義，員工想要什麼福利，由公司來提供，只要

合法、合理，我們盡量來滿足。

       優於勞基法之特別休假給予規定，員工生

日當天提供有薪生日假，年度特休完更提供實質

獎勵，每天午休多十分鐘的措施更讓員工感到貼

心，包廳欣賞電影，年度旅遊、教育訓練計劃…

等等都是由員工主導，公司配合滿足員工福利措

施，同時我們深信有快樂的員工才有幸福的職

場。

員工的話
打造有溫度的職場
與員工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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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獎 屋馬日式燒肉有限公司
Umai Yakiniku 

提供員工一個改變命運的舞台
       企業是否幸福，從經營理念、對待員工態度即可窺之一二。身為屋馬員工相當幸福，每一項福利措施都

站在員工端來思考，且員工對公司各項福利措施都有滿滿的幸福感，不愧為幸福企業典範。

        屋馬不吝分享給員工利潤與成果，員工若工作上積極主動、表現優異，會額外發給激勵分享獎金；

另外，餐飲業難免會遇到客訴、顧客不合理要求等，員工若遇到類似情況，仍保有良好服務態度，屋馬

還會提供情緒慰問金鼓勵員工，以體恤員工面對「要求高規格服務」的顧客之餘，還能保有熱忱及專業態

度。

潛水考照複習

羽球活動

排球活動

熱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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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真心的付出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主任 黃柏翰/年資6年

        目前就讀台中科技大學五專四年級，原本只是

想找個地方打工而已，沒想到，竟然就這樣愛上

了這個工作環境！在這裡常常能感受到公司帶給

大家滿滿的愛，工作中能聽到同仁間的相互打

氣，很感動的是每當下大雨或寒流來時，主管們

也會詢問是否要坐計程車，費用由公司補助。休

假或上班之虞，還能到公司專屬設置的屋馬俱樂

部讓我們員工健身顧身體的健身房運動，冬季會

去滑雪、夏季潛水，公司不只是重視員工對顧客

的服務品質而已，屋馬連員工的健康及身心靈都

顧好了。不只是休閒活動，屋馬還會請專業的師

資來幫我們上一些專業知識的課程，讓我們能當

個知識滿點的屋馬仁！只要肯做、肯學，只要你

有上進心及滿滿的企圖心，一定會有人帶著你成

長！在屋馬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群仁！我們

相互打氣，牽著彼此一起往上爬。不要害怕失

敗，失敗的經驗能讓我們成長！跌倒了也別擔

心，會有人陪著你站起來再繼續向前行！「換個

角度想，豁然開朗！」凡事只要能先看到辛苦過

後得到的美麗花朵，那現在的耕作，就不會那麼

疲憊了！我在屋馬，我很幸福、我很快樂！

計時人員 馮鈺婷/年資1年7個月

員工的話
我在屋馬 我很幸福 我很快樂!

主管的話

        來到屋馬已經6年，真的非常感謝屋馬這幾來的栽

培，不論在什麼階段，都能感受到公司對於人的培

訓，是非常用心，資源也是毫無保留的。剛開始來到

公司只是一個計時人員，熱愛寵物美容的我，從來沒

想過會在屋馬持續發展，起初是公司透過關懷訪談，

主管發現我身上的一些特質，於是開始引導我，把

我擺在適合的位子去發展，口才不差的我，熱愛分

享，一開始從公司舉辦的分享會上，獲得許多自信與

成就感，也間接了影響了許多身邊的夥伴，一起在公

司進步。

       屋馬的文化，即使是一個剛進公司的計時人員提出

的想法，只要是好的，我們都願意給予機會，將舞台

留給員工，主管的培訓，永遠是毫無保留的給予。多

年過去了，我也從一個被帶領的角色，轉換成不斷付

出的主管，同仁的成就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我們彼此

都是被真心的付出，大家心中感恩的心是非常強烈

的。這幾年公司的福利也不斷的在進步，我們希望更

有能力時，能給員工更好的，身在屋馬企業的我，覺

得非常的幸福，不僅環境，福利讓我感覺到幸福，員

工彼此間的真心付出更是幸福的事。

大南國小志工計畫

       為了提升員工工作技能並鼓勵、培育勞工進

修，屋馬辦理卡內基訓練，讓員工學習溝通技

巧、壓力處理方法；補助員工國外進修課程學

費、食宿費用，例如：到日本和牛研習課程等；

補助員工參加外部專業技術證照與語言能力檢

定，例如英文TOEIC檢定、日文檢定等。

       屋馬提供免費午餐、下午茶、水果、點心，也

設有專屬員工的大型運動中心，也安排舒壓師幫

員工紓壓按摩，照顧員工的身、心、靈。不僅照

顧員工，屋馬也照顧員工家人，提供急難救助福

利、員工補助金、婚喪補助金、員工子女獎助學

金。另外屋馬還提供生育補助「屋馬寶寶金」，

凡屋馬員工年資滿一年，且在任職期間誕生、迎

接寶寶者，可獲得總經理贊助的屋馬寶寶金，同

時寶寶滿兩歲之前，屋馬也全額贊助「兩歲前新

生兒疫苗補助」，包括口服輪狀病毒疫苗、肺炎

鏈球菌結合型疫苗以及A型肝炎疫苗等自費疫苗，

讓員工能在照顧寶寶、認真工作之餘，經濟負擔

獲得些許舒緩。



THREE STAR AWARD
三星獎 瑞士商弗克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Fox Factory Switzerland GmbH, Taiwan Branch

Good enough is not good enough
不斷的挑戰自我 追求卓越!
        弗克司擁有超過四十年的避震器設計與製作經驗，所生產的高性能避震器囊括雪車、登山車、摩托車、

沙灘車、貨卡等。台灣分公司成立於100年，坐落在臺中市精密機械創新園區，坐享鄰近地區機械產業支援

且供應鏈體系健全，使弗克司得以在有自行車王國美譽的台灣，持續成長茁壯。

        在弗克司員工上下都熱愛運動，在此工作，運動的潛能DNA會不斷被激發。弗克司豐富的運動社團如登

山車社，籃球社，桌球社，羽球社，卡丁車社等及每週瑜珈課，與完善的運動設備如壁球室、乒乓球、高

級登山車等，讓大家在工作中也能享受運動休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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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End Party

健康樂活活動 型男正妹主廚來發功

登山車team building活動



營造幸福職場成為員工的後盾

廠營運協理 年資4.6年

        自從加入FOX這個團隊後，首先可以感受

到不同於以往的工作環境，在傳統的工廠裡往

往是權威式的領導，這裡則是自由度高，並且

強調團隊合作。我在曾參與過的專案中，感受

到每位成員都扮演著關鍵角色，並不是僅靠個

人的力量，就可以決定最終成功與否，而是在

過程中大家不斷的相互支援及檢討缺失，使面

對的問題得以迎刃而解。

品質工程師 年資5.8年

員工的話
最棒團隊盡在FOX!

        加入FOX這個大家庭至今已四年多，非常享受

在這裡的每一天，跟沉浸在這個工作環境裡面。公

司不僅擁有良好的工作條件，更提供了像是激勵人心

的講座，頗具特色的社團活動或是專業的關懷諮詢

顧問，在在都可以感受到信手拈來就是釋放壓力的

資源跟成長的動力。尤其是EAPS顧問公司的諮詢服

務真是令人為之驚艷，貼心關懷的專業諮詢跟引導

解決問題，不知不覺她已經成為在處理不僅是員工

或經營管理的事務上，更包括家庭生活協調的重要

夥伴，讓身處在FOX也擁有豐沛的心靈成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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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運動也懂得玩！弗克司每年尾牙活動都

造成轟動，會後還提供400元計程車費讓同仁搭

車回家，另外106年辦復古派對、107年制服派對

以及每年的中秋烤肉也都吸引數百人參加。

       弗克司每年定期舉辦登山車Team Building

活動，上山下海的路線，大家互助扶持，團結

一心，齊力完成目標；同時也不定期邀請外界挑

戰自我的勇者做演講，例如第一位攀登聖母峰的

台灣女性江秀真、亞洲最速劈山單車手江勝山、

來自美國的高山文化達人羅雪柔等等，激發同仁

對挑戰的熱情。弗克司提供免費午餐、年度免費

健檢及職醫個別健康諮詢、免費四價流感疫苗施

打等，並導入「工作生活教練」提供員工及眷屬

免費與心理、法律、財務等專家諮詢。

        弗克司的護理師致力於人因工程，並提供同

仁傷後復職協助。每年與董氏基金會和張老師合

作，在公司內開設舒壓按摩、纏繞畫、正向心理

學、溝通等軟性課程，在交誼廳也有設置籃球

機、手足球機、桌球機，提供同仁活動筋骨；並

設置閱讀櫃提供多樣商業及英文雜誌翻閱，108年

還舉辦最狂曬書節，免費提供各類雜誌無上限讓

同仁帶回家，促進同仁身心健康，打造幸福快樂

職場。

峇里島員工旅遊

主管的話



THREE STAR AWARD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Gallant Precision Machining Co.,Ltd.

         均豪精密致力於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先進的廠房及高度自動化的製程環境，提供員工優質的工作場

所。此外，均豪精密也非常著重員工健康生活，推出健康系列活動，鼓勵多喝水、多運動，透過APP紀錄，

每月跑步或健走達22萬步者，就可獲得獎金每月500元，連續三個月達標者，最高獎金1500元。

       均豪精密提供員工每年3天有薪病假，也提供已故員工子女獎助學金申請，已故員工子女在學期間，各

學期成績若達標準或是參加競賽有獲獎者，都可申請獎助學金，金額從1000元到3000元不等。均豪也提

供員工「買新車預支薪資」福利，符合特定資格者，買新車可以預支新台幣20萬到30萬，分三年無息償

還，按月在每月薪資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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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安心 像家一樣幸福的企業

三星獎

運動會



像家一樣幸福的企業

副總 王土城/年資15年

        在均豪待的這四年裡，深感均豪的員工福利相

當好。每年都有高額的旅遊補助金可以使用，各

種節日、家庭日也都有不同活動，例如烤肉、聖

誕餐會等等。參與職位技能相關的檢定或競賽獲

得優異表現，還會有額外的獎勵。工作方面，各

單位之間的對應也都相當和睦友善。主管也都不

遺餘力地傳授技能並協助及培育同仁，引導大家

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現。公司也會安排員工參加

各種教育訓練，甚至提供機會讓員工參加各種研

討會與國際論壇，以提升員工的知識素養，增進

工作表現。很高興能夠加入均豪，並且很榮幸能

和那麼多優秀的人一起工作。

高級工程師 白皓宇/年資4年

員工的話
很高興成為均豪的一份子

主管的話

         均豪企業文化「誠信、團隊、創新、責任、

學習」，協助員工成長與職涯規劃，提供良好的

溝通管道，讓管理階層能充分了解同仁心聲，促

使勞資關係互動良好。

         全方位照顧員工需求，創造健康安全的工

作環境，建立溫暖友善的職場空間，辦理減重

及健走等健康促進活動，更提供醫、護來照顧

員工的健康，此外將各項福利政策深入關懷至

員工家庭，協助家庭、經濟、生活等補助專案，

創造一個讓員工安心、家人放心，像家一樣幸

福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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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員工養育子女壓力，均豪精密也訂定第

三胎子女托(教)補助，依學制區分由學齡前至大

專，補助3000到6000元。均豪精密希望員工認真

工作，也要認真玩樂。補助員工旅遊基金，凡是

達標者就可領有高額旅遊基金，讓員工士氣大振。

        鼓勵員工精進自我專業知能，補助員工考

取 相 關工程師證照、其他職務相關證照及工安證

照等全額補助；另也補助員工考英文檢定多益、

日文檢定JLPT等，每人補助2000元到1萬元不等。

        在公司服務滿3年的員工，可在進修前兩個月

申請在職進修補助，補助內容含包括該學期學費、

雜費及學分費總和的33%，並給予每個月2天的

公假，讓員工能安心念書進修，此舉不僅鼓勵員

工精進專業知能，更勇於拓展生涯規劃。



108年度臺中市「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

Five-Star
Happiness Promotion Award

推動幸福
五星獎

屋馬餐飲集團
Umai Yakiniku 

國際滑雪講座

勞資同享幸福職場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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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馬餐飲集團旗下公司自104年起參加臺中市

政府幸福職場評選，連續5年都受獲獎肯定，本年

度旗下4家公司參加評選均表現耀眼，分別榮獲五

星獎、四星獎及三星獎的肯定。屋馬餐飲集團更榮

獲108年推動幸福五星獎殊榮，鼓勵旗下的各家關

係企業報名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各自努力提升

員工福利待遇，形成良性競爭，亦體現服務產業優

質企業把共同打拚的夥伴，視為顧客般珍惜，讓幸

福走進員工的心裡，創造齊心共好。

      「讓幸福，走進你心裡」是屋馬的核心價值，

以幸福職場來打造企業文化的使命，從餐點及服務

的用心與付出，讓員工透過嘗試與學習人生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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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可能。屋馬秉持著「以人為本」的經營理

念，重視每一位員工身心靈成長，除了良好的工

作環境，也提供完整的專業學習、舉辦各類休閒

及運動活動，以及辦理提升品格態度的課程，協

助同仁全方位的成長。

        期望將幸福的感覺具體化，員工用發自內心的

熱情服務顧客，讓顧客感受賓至如歸的愉悅心

情，不僅提供味蕾上的享受，也創造一種跟消費

者之間的共同滿足。屋馬藉由對餐飲的用心與付

出，提供員工一個改變命運的舞台，創造學習和

成長的職場環境，並且加強員工福利，落實幸福

職場的理念。



典禮
花絮

108.11.20表揚典禮精彩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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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中市「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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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
得獎名單

和諧樂活職場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萬益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96年
寧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文心分公司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廠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97年
環久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豐村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區分公司臺中營運處

福利樂活職場
台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

集合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優職人力樂活職場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區分公司臺中營運處

豐村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營運處

99年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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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營運處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

三星獎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私立西屯四季藝術幼兒園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士商柏泰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星獎

一星獎

煜益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佑順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豐村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新勝板金股份有限公司

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源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五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政秀企業有限公司

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拓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

三星獎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分公司台中營運處

煜益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獎

瑞士商柏泰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福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通信分公司台中營運處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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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亞緻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104年

三星獎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榮民總醫院

久福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獎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液空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煜益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屋馬燒肉有限公司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野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105年

三星獎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

普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四分公司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屋馬美食有限公司

一星獎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科

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福華大飯店

集泉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臺中市幸福職場評選獎勵活動得獎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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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屋馬國安有限公司

國立中興大學

107年

三星獎

屋馬美食有限公司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屋馬日式燒肉有限公司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星獎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大雅中清南分公司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港路二分公司

香港商世界健身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榮民總醫院

天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

三星獎

集泉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元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二星獎

鐵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屋馬美食有限公司-園邸店

金屋馬燒肉有限公司

一星獎

台中福華大飯店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文心二分公司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屋馬國安有限公司

利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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