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是維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成霖以「企業成長的動力在於不斷創新以及發

展人才的價值」為理念，將員工視為永續成長的夥伴，提供完善的職涯發展、

優質職場環境、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並鼓舞團隊合作、互相學習且追求績效。

如此的組織氛圍，顯示公司極為重視人才發展，不斷關懷組織成員，期盼藉由

不斷的學習成長，協助組織同仁積極開發個人以及專業潛能。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

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薪酬： 

包括按月發給之薪資、年終獎金、及公司年度獲利時依據章程規定所

發放之員工酬勞。 

透過年度的「人事評議會」，以客觀的會議審核方式，提供員工公平的

晉升發展機會。 

健康安全面向的福利： 

提供員工最佳的關懷與保障，除依循勞基法及勞健保條例規定辦理各

項投保事務，更為員工規劃了團體意外險，以增加員工整體保障。員

工健康管理、定期健康檢查，員工餐廳，設置哺(集)乳室，提供安全、

舒適的工作環境。 

教育娛樂面向的福利： 

提供員工及子女教育獎助學金、團體旅遊補助、端午節及中秋節禮金、

公司年終尾牙餐會、績效獎金、生日禮金、生育及婚喪喜慶等補助、

各項運動健身器材設備與場所等，鼓勵員工自由成立社團，包括：羽

球社、瑜珈社、籃球社、自行車社、樂舞社等，並給予各社團年度定

額補助。 

相關勞工管理措施，皆遵循政府相關法令，如：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

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條例等。重視員工的發表意見權利，於

總部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深圳成實及山東美林則設有工會，並皆於員工

入職時簽訂勞工合約，讓員工的權利得到保護。 

2.員工進修、訓練 

企業能夠永續經營，豐富且優秀的人力資源被視為是關鍵基石，我們深信

「企業成長的動力在於不斷創新以及發展人才的價值」，在這個核心經營

理念的驅動下，每年編列預算使員工有完善的教育訓練，不但提升員工能

力與素養，更進一步激發員工的潛力以強化企業競爭力。 

108年度教育訓練費共計 7,099仟元，全年度內外訓總課程數 732 次，總

課程時數 51,835 小時，總受訓人次 31,441 人。主要為：領導與管理、文

化與價值觀、工安訓練、內部稽核、品質管理、研發技術、財會管理、資

訊管理、銷售管理、職前訓練等各類別課程訓練。 

  



 

 

成霖之經理人進修情形︰ 

姓名 職稱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進修日期 時數 

陳宗民 財務長 GU 2.0 Workshop 公司內訓 108/1/10 7.5 

黃勝雄 協理 GUIC_新人訓 公司內訓 108/11/11 4.5 

黃勝雄 協理 

Brass Smart 

Manufacturing 

Seminar 

經濟部工業局 108/12/31 8 

單仲翔 協理 GUIC_新人訓 公司內訓 108/1/28 4.5 

林榮昭 協理 
2019績效管理 

Workshop (主管班) 
公司內訓 108/3/4 6 

林榮昭 協理 MoT關鍵時刻 公司內訓 108/6/25~6/26 14 

李俐慧 協理 

Vietnam and India 

investment forum 

by PWC 

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2019/1/10 8 

李俐慧 協理 
2019績效管理 

Workshop (主管班) 
公司內訓 2019/3/4 6 

李俐慧 協理 MoT關鍵時刻 公司內訓 2019/7/9~7/10 14 

魏明盛 協理 
Oracle FY19 策略

產品交流研討會 

聚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2/22 

8 

魏明盛 協理 
2019 績 效 管 理 

Workshop (主管班) 
公司內訓 2019/3/4 6 

魏明盛 協理 
邁向智能工業大無

線研討會 

擎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4/11 

8 

魏明盛 協理 
D Forum 2019 智慧

工廠論壇 

大椽股份有限

公司 
2019/4/16 

8 

魏明盛 協理 
大數據與分析研討

會 

PTC 參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9/5/30 

8 

魏明盛 協理 MoT關鍵時刻 公司內訓 2019/6/25~6/26 14 

魏明盛 協理 
工業大數據分享研

討會 
鴻海科技集團 2019/8/16 

4.5 

魏明盛 協理 
Veeam 企業 IT 關

鍵資料保護研討會 

Veeam 

Software 
2019/9/24 

4.5 

魏明盛 協理 

Oracle Cloud 

Experience 

Workshop 

Oracle 美商

甲骨文有限公

司 

2019/12/18 

4.5 

張博超 協理 MoT關鍵時刻 公司內訓 2019/6/25~6/26 14 



 

 

姓名 職稱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進修日期 時數 

張博超 協理 
2019 績 效 管 理 

Workshop (主管班) 
公司內訓 2019/3/4 6 

王敏鈴 
會計主

管 

2019 績 效 管 理 

Workshop (主管班) 
公司內訓 2019/3/4 6 

王敏鈴 
會計主

管 
GU 2.0 Workshop 公司內訓 2019/1/10 7.5 

王敏鈴 
會計主

管 
MoT關鍵時刻 公司內訓 2019/6/25~6/26 14 

王敏鈴 
會計主

管 

會計主管 12 小時進

修 

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 

2019/12/16~12/17 12 

3.退休制度 

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員工退休辦法適用於所有正式任用之員工，公司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之員工退休辦法係屬確定提撥計畫，並依員工退

休辦法，每月依員工薪資百分之六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帳戶。

員工退休基金全數提存於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管理，並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名義存入退休基金專戶，與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完全分離。

適用於舊制之同仁辦理退休，公司即依據勞基法第 55 條勞工退休金之給

與標準支付相關退休金，108年無此情形。 

接軌新制「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之規定：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

年資之基數及核准其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計算。十五年以內(含)的服務

年資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超過十五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

惟基數累積最高以 45 個基數為限。按月就薪資總額 2%提撥退休金基金，

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名義專戶儲存於臺灣銀行之專戶。本公司及

國內子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述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若該

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金

數額者，於次年度三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 

本集團其他國外子公司的員工退休辦法及提撥退休金至相關退休金管理

事業依當地法令規定辦理。於中國大陸境內之子公司依所在地政府法令規

定，依員工薪資總額之一定比例提撥養老保險金，繳付予政府有關部門，

專戶儲蓄於各員工獨立帳戶。 

4.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本公司均依勞基法及各項勞動法規執行員工管理政策，並隨時依據法令更

新內部管理規定，以確保員工權益。 

建立各項員工定期溝通機制，確保員工瞭解公司各項營運方針：本公司除

設立員工意見專屬信箱(gu.careyou@globeunion.com)外並利用電子訊息

公告、每月慶生會宣導時間、依法定期召開勞資會議、每年舉辦當年度工

作會報及次一年度計劃報告，及時傳達各事項，以利員工瞭解公司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