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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目前之商品項目及其營業比重：  

業務之主要內容 105 年度佔營業額比重 

重電及電控產品 56% 

家電及空調產品 17% 

工程收入  5% 

其他 22% 

合計 100% 

2.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1)重電事業部計劃開發之新商品：發電廠及水資源專用立式循

環水泵高極數大馬達、世界最高功率密度高壓感應電動機樣

機開發、IE3 高溫排煙馬達、高壓 Exp 防爆馬達系列、JIS IE4
馬達、GB1 IM 馬達、CNS IE3 Exd T4、智能馬達、車用馬達

等。 

(2)家電事業部計劃開發之新商品：以「節能、減排、智能、自

動」為核心價值，開發全領域空調及全智慧家電，致力雲端

技術應用，將資訊、通訊、變頻整合運用能源管理系統（EMS）
等多樣新產品，並且打出「雲端+變頻、全民共享」的目標，

將雲端管理技術從空調家電拓展到商用市場、學校、機構，

讓全民都能享有舒適的環境。東元家電整合集團強大之 ICT
實力與電控研發能力，東元家用智慧空調 100%全面支援物聯

網，搭配節能智慧家電搶先上市，勢將成為「智慧家電、台

灣第一」之卓越領導者。另計劃開發： 

A.針對政府冷氣季節性能因數(CSPF)管制，家用及商用空調

東元在產品規劃上，已全面準備好全系列變頻從豪華冷暖

型到一般冷專型均為 CSPF 1 級機，銷售要全部轉成 CSPF
的變頻機種銷售，占比要提升至 70%。 

B.開發下冷凍玻璃美型變頻冰箱，台灣在地研發製造之產品

及技術，搶食日系品牌寡佔之高階市場。 

C.研發變頻外機並聯之變冷媒流量(VRF)系統，全系列符合

CSPF 一級能效，滿足綠建築及高級商用辦公室需求。 

伍、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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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研發 500RT 變頻離心式冰水機,已取得桃園機場 II 期擴建

案，為日後推廣之最佳實例。 

E.研發 80RT 採用新環保冷媒 R410A 之渦卷式冰水機，全系

列採用多壓並聯設計，兼顧全載(COP)及季節能效(IPLV)，
是廠辦大樓，中小型中央空調之最佳選擇。 

(3)新能源事業部係以大型 2MW風力發電機組為主要核心產品，

並針對台灣示範案需求規劃國產 5MW 離岸風電系統；另同

步進行 KW 級水平軸小型風力發電機組、發電機、電力轉換

器、太陽能電力轉換器等之開發以及風能或太陽能產品運用

與工程之承接。此外，透過本公司核心之馬達及電控事業，

與台灣工研院及交通業者進行合作，初步以定位「特種功能

性電動車」之開發/設計/製造/測試/銷售，逐步進入電動車整

車市場。 

(4)電力事業部以整合集團內多元化工業產品，發揮集團最大綜

效為目的。工程方面以承攬國內各類型工程，如高級豪宅、

購物中心、生技/醫療癌症醫院、高科技產業廠房、公共大型

展覽館、重大交通航空建設以及網際網路資料中心(IDC)等領

域，提供智能、綠能、節能、儲能的多方面工程服務。電力

設備方面之配電盤及發電機產品，以致力於「智慧型發電機」、

「智慧型配電盤」、「智慧型微電網」、「電動車充電柱」等高

品質之智能、綠能、節能產品創造新能量推展。 

(二)產業概況： 

1.本公司所處之重電及家電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以及產業上、中、

下游之關聯性，請參閱次頁之『重電及家電產業現況及關聯圖』 

2.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1)重電產業： 

重電馬達在工業及消費產品中使用廣泛，全球需求穩定，尤

其台灣生產的馬達在全球具有優越的評價，為重電外銷產品

的主力；在各國政府的節能減碳政策引導下，重電馬達的發

展仍以追求高效率和環保低碳為主軸。而在電控方面因節能

減碳，綠色環保等世界發展潮流，及全球工業發展自動化生

產為主流趨勢下：提供高效率、省能源及要求機械系統控制

精度之需求產品為電控事業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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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控產品在重電產業之發展關聯為最終端：「用電端」的控制

元件。產業結構為提供馬達搭配的控制元件如變頻器、伺服

驅動器及週邊保護之低壓器具產品，為滿足工業用電中用電

安全及自動化與節能之產品。 

(2)家電產業： 

節能、環保及智能化為當前產品發展主要訴求，其中 DC 變

頻技術與環保冷媒應用於家電產品的 CSPF 一級能效空調最

能表現「節能」的企業價值，在環保上東元更是第一個本土

生產 R32 冷媒空調，積極對抗地球暖化，在智能化則整合節

能的經驗，開發能源管理系統，並將全系列產品依市場接受

順序鍵接 IOT 能力。 

(3)新能源產業： 

目前風力發電機組朝兩個面向發展：一為大型化、離岸化，

1.5MW 與 2MW 為現在 on shore 主流機種，3MW 則朝陸、

海兩用進展，而海域(offshore)則以 3MW 以上為主，各系統

廠仍不斷朝更大容量作開發。太陽能方面，新政府上任後擴

大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到 2025 年，全國太陽光電總裝置

容量達 20GW，超過目前總裝置容量(約 0.94GW)20 倍。車

電方面，菲律賓傳統引擎三輪及四輪車數量約 400 萬輛，其

中在馬尼拉大都會區數量約有 20 萬輛，排放之廢氣比例占全

區二氧化碳排放量之三分之二，菲國政府及民間業者正以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專案型態汰換老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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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電及家電產業現況及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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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本集團 105 年投入之研發費用：NT$ 1,393,604 仟元 

(1)工業馬達類 

1.5MW 級大型水循環泵浦馬達新產品推出 

2.工業級冰水機用中壓變頻馬達 270~790HP 推出並獲北美

Intertek 認證 

3.立式緊湊型全密低壓及中高壓高效率馬達開發 

4.大型半密型超高壓 13.8kV 馬達開發 

(2)電控類 

   1.功能安全變頻器系列產品開發 

   2.網通型變頻器系列產品開發 

   3.速度搜尋演算法技術開發 

   4.智慧型剎車演算法技術開發 

   5.高頻注入技術開發 

   6.薄型伺服驅動器產品開發 

   7.EhterCat通訊技術開發 

   8.線上自調整馬達參數技術開發 

   9.On-line/ Off-line 控制器參數自調整開發 

  10.同步磁阻馬達控制技術開發 

  11.同步磁阻馬達sensorless控制技術開發 

  12.伺服馬達弱磁控制技術開發 

  13.功能安全技術開發 

  14.功能安全認證技術開發 

(3)再生能源-綠能產業類 

   1.5000KW直驅式離岸風力發電機系統 

2.特種功能性電動 

(4)冷凍空調類 

   1.高CSPF變頻空調機 (1對1~1對多)   

   2.R32環保新冷媒變頻冷氣   

   3.行動聯網智慧控制變頻空調機   

   4.變頻節能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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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高EF值冰箱   

  6.宅配低溫籠車   

  7.電梯空調   

  8.工具機用智能變頻冷卻機   

  9.低溫物流保冷箱   

 10.智能雲端離心式冰水機   

 11.箱型冷氣   

 12.大型氣冷分離式冷氣   

 13.高CSPF變頻多聯VRF空調機   

 14.高效變頻離心式冰水機   

 15.AHU空氣調節箱   

           16.列車空調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重電方面，長期之業務發展計劃，以追求馬達世界第一為目

標。短期之業務計劃，則是在大陸無錫廠、江西廠、青島廠、日

本東元安川、中東東元與土耳其東元效益逐漸顯現之下，延續全

球化產銷步局，同步開拓新興市場，如伊朗、菲律賓、土耳其、

非洲；並切入新應用領域：如船舶以及軌道車輛的相關應用。此

外，積極開發工業用低壓及中壓變頻器、伺服驅動器以 M+D 整

合銷售創造系統節能商機。在全球工業發展自動化生產為主流趨

勢下，提供高效率、省能源及要求機械系統控制精度之需求產品，

推出提供馬達搭配的控制元件如變頻器伺服驅動器及週邊保護

之低壓器具產品，滿足工業用電中用電安全及自動化與節能之需

求。因應工業物聯網(IIoT)在系統整合、創新應用的趨勢，由原

來的馬達、變頻器、器具等各別單品銷售，進行機電產品的銷售

整合，策略效益極大化，加強客戶掌握度，在資源整合上創造更

多潛在契機，達到加速業績成長之目標。 

家電事業方面，長期之業務發展計劃，仍以成為國內家電第

一品牌為目標，並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家用冰箱採用東元獨家變

頻策略發明專利，300L 以上冰箱全系列變頻化，領先業界並提

早因應冰箱能效再度提升計劃，並開發下冷凍冰箱上市以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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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鏡面玻璃冰箱，從新使用習慣與嶄新外觀再提升東元家電市

場滲透率。商用空調部分，本公司已透過水平整合國內冰水機最

大代工廠，應用技術與製造優勢，開拓醫療及電子產業之清淨室

(Clean Room)高階空調箱新市場；並策略性結合壓縮機大廠關鍵

另組件，跨入國產變頻化中高電壓離心式冰水機領域，以搶攻大

型公共工程案及節能汰換市場。另複製台灣成功經驗，積極擴大

東南亞與大陸市場。液晶產品方面，目前兩岸供應鏈優化整合，

產品廣度、功能規格訴求，以及產品品質與供貨穩定性大幅提升，

持續積極搶攻台灣地區市場佔有率。因為國民生活水準提高，網

路業、宅配業、低溫食品多樣化以及都市化人口集中，冷鏈物流

配送成為新興產業，根據工研院調查統計台灣低溫食品產值約

2,800 億元，冷鏈物流相關產值約 500 億元，其中低溫物流配送

約占 80 億元以上。東元集團有冷凍空調事業、宅配產業及 IT 產

業，結合物流、金流、資訊流，開發屬於藍海市場低溫物流產業

用相關產品，未來發展性值得期待。 

電力事業部秉持「品質與創新」理念，並累積豐富之建築機

電、捷運及高鐵工程施工經驗，致力於爭取大型商辦大樓及捷運、

鐵路工程。近年來已成功取得 IDC 機房建構商機及成果，協助

相關雲端資訊產業建置大型之資料處理中心，在雲端產業蓬勃發

展之際，為東元電力事業增添成長動能。同時積極整合集團內相

關產品組成智慧型供電設備，開拓智慧節能事業新契機及海外市

場。 

風電事業方面，適應台灣當地海象風況之離岸風電系統展開

研製，以在地生產、在地驗證、在地運維與在地服務滿足國產化

需求。太陽能事業方面配合政府推動綠能之決心，除在集團自有

廠房屋頂興建太陽能電廠外，並朝海外市場拓展，如菲律賓、越

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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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本公司重電產品之主要銷售地區為：美洲、歐洲、澳洲、

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內銷，並將積極拓展中東、印度與土耳

其市場。家電產品之銷售地區則以內銷為主，並逐步拓展澳洲

及東南亞、新加坡及日本。並將積極劃開拓市場：中國大陸、

越南、印尼、土耳其等國家。風電產品除中國市場外，東南亞

與紐、澳潔淨能源使用意識抬頭，本公司將藉地利之便積極開

拓；車電產品則以菲律賓市場為主，繼而往其他東協國家延伸；

PV ESCO 之業務模式也適合東協相關國家，目前積極規劃菲

律賓工業區廠房屋頂太陽能發電商機。 

2.市場佔有率 

(1)重電產品 

泛用馬達國內市場佔有率近五成；海外部分，在北美、

東南亞與澳洲亦擁有極高市佔率；在特殊用途、特殊規格馬

達則依客戶需求訂製，感應馬達最高可達 3 萬匹馬力，世界

排名前五。 

(2)家電與空調產品 

本公司為國內市場前三大家電、空調製造廠，估計各項

產品在國內的市佔率如下： 

  家用空調：約 9%，冰箱：約 14%，洗衣機：約 15%，液晶 

  顯示器：約 10%、商用空調：約 35%。 

(3)風電產品 

本公司於民國 99 年完成第一支風機豎立，隔年取得風

機系統認證，為目前國內市場第一大的風機製造廠，亦為國

產自製率最高風機製造商；生產之風機除可面對強颱威脅，

也可滿足酷寒嚴苛氣候要求，全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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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重電產品 

東元以馬達起家，重電事業是本公司的核心事業、提供

國內產業經濟發展向前的「動力」。自東元電機創業以來，

歷經多年努力耕耘，重電事業已在世界五大洲建立了多處的

生產與銷售據點，不論是產品品質、種類、生產規模、或是

銷售據點之完備，皆在國際水準之上，列名世界前五大。 

展望未來，重電產品將持續加強行銷生產整合、強化產

品競爭力，加速降低成本，以提高市場佔有率。市場推廣方

面，將透過擴大整合海內外公司營業力共同開拓 OEM 市場、

新興國家市場、水資源及電力市場、積極爭取公共工程、海

內外工程案等重大工程訂單，持續挑戰高成長目標，並持續

掌握全球的節能減碳需求商機。同時因應系統銷售發展趨勢，

推出 I + M + G (I：變頻器，M：馬達，G：減速機)動力與

傳動系統整體解決方案，期許能為各類產業客戶提供一條龍

的服務，提高客戶滿意度。 

          (2)家電產品 

傳統家電產品已屬成熟期產品，市場需求成長有限。本

公司除現有產品外，並積極自行開發或引進高附加價值新產

品及關鍵性零組件，如：全面推展智慧家電,全系列大尺寸 

(43”~65”) 4K2K+Smart 液晶顯示器、高能源效率環保變頻冰

箱、多溫層冰箱、變頻多胞胎自由配系統、遠距監控

SAA(Smart Appliance Alliance)冷氣機、用電量顯示節能冷氣

機、HEPA 醫療級濾網冷氣機等健康訴求家電，以產品差異

化增加銷貨通路，擴大營收及利潤。 

另外，產業用空調冷凍製品如箱型冷氣機、中央系統空

調機、滿液式冰水機、變頻滿液式冰水機、離心式冰水機、

變頻多聯 VRF 冷氣機、列車空調等產品，更是不斷推陳出

新，為國內外產業界提供最佳及舒適的職場環境。在空調冷

凍工程方面，本公司以最先進的技術，提供各式的工程服務、

協助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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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科技的發展、網路的便利化，使得資訊產品與家

電產品產生結合，衍生出未來性的商品─資訊家電產品。本

公司將以家電業數十年的經驗，結合集團內各項尖端資訊科

技，開發適合市場的資訊家電產品，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利

潤。  

除了國內市場外，本公司家電產品亦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享有佳績。特別是液晶電視及冷氣機，外銷至東南亞、澳洲、

歐洲諸國，成績斐然，備受好評。展望未來，隨著國民所得

的增加及資訊時代的來臨，本公司將持續開發出更新、更人

性化的各式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   

(3)新能源產品： 

配合新政府力推綠電產業與新南向政策，本公司已以風

場資源較豐富、當地政府有意支持再生能源發展的泰國與越

南為目標市場，進行市場觀察與投資評估。 

另在車電產品方面，將以特種功能性電動車切入菲律賓

老舊運輸工具更換商機。太陽能產品方面，因應新政府力推

的綠電政策：目標 2020 年提高再生能源比率 20%。本公司

目前已開發一系列太陽能產品，除大小型變流器、監測產品，

也與大型太陽能模組廠合組開發團隊，率先在自家打造屋頂

型太陽能發電系統。未來若發展成熟，除了向國內市場推廣，

也鎖定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拓展。 

4.競爭利基、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重電事業 

本公司重電產品不論產品品質或是機能方面，都享有極

佳的口碑，並廣為產業界大眾所知曉。同時在國內及國外，

如美國、中國、東南亞等國家設有產銷據點，而日本、歐洲、

澳洲等地則設有銷售據點，國際化腳步相當穩健。然而經營

環境變化之快速，經濟條件與產業結構的轉變，都對我們目

前及未來的經營形成一股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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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電事業衡諸有利因素或是不利因素，以及因應對策說

明如下： 

A.有利因素︰ 

‧品牌形象良好。 

‧生產規模與佔有率領先同業。 

‧行銷通路健全。 

‧品質信賴度佳。 

‧產品深度、廣度齊全。 

‧中華經濟圈市場潛力大，目前已進入大陸市場，發展空

間擴大。 

B.不利因素： 

‧加入 WTO 後，國內市場面臨低價進口品競爭。 

‧市場趨於飽和，機械業者削價搶單，對價格要求日益嚴

格。 

‧傳統產業機械業競爭力下降，且配合下游顧客外移，漸

漸轉移大陸和其他國家發展。 

C.因應對策： 

‧降低成本、縮短交期，提昇競爭優勢，提高市場佔有。 

‧加速新產品開發、發展高附加價值、兩岸水平分工整合。 

‧拓展海外行銷據點，建立有效服務網。 

‧因應環保節能的趨勢，爭取新商機。 

‧與國外工程公司合作，爭取專案訂單。 

(2)家電事業及空調事業 

A.有利因素 

‧東元以良好品牌形象，集團化經營資源共享得以發揮綜

效，尤其在變頻驅動技術的平台移植(Re-platform)重電驅

動的工業技術轉化為家電的變頻驅動技術在無縫接軌的

情形下，家電成功的推出不斷創新的高能效產品，在東

元 60 年的今天，東元家電的產品進入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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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業界推出 24 小時到位服務及掌握通路增加競爭利  

基，尤其建立的產品變頻共用平台(Inverter Common 

platform)，使各樣馬達壓縮機能精準的被變頻驅動同時，

協同不同產品控制邏輯，例如:冷氣、冰箱、洗衣機邏輯，

使得可支撐無止境的創新進而推進新產品、新功能的原

動力，且對於服務品質及備料提供一個消費者及服務滿

意承諾。 

‧致力推動 R32 冷媒及綠色製造為全台唯一在台製造 R32

冷媒空調廠商，真實的保護了台灣的排碳環境，響應了

台灣的節能減碳，在台灣為首創家電綠色工廠藍圖促

進。 

‧建立金牌經銷商制度，成功提升經銷商之滿意度。 

‧加入「智慧家電產業研發聯盟」整合智慧家電產品的通

訊以及網路數位通訊技術的新興產品。 

‧符合 MIT 標章及一級能效機種領先業界。 

‧率先推出雲端智慧空調，抓住物聯網商機。 

B.不利因素 

‧面對日系品牌，東元唯有更精進產品技術力來抗衡其一

般規格，使致成本代價較大。 

‧家電/家用空調市場已趨飽合，市場量難再擴大，且競爭

者眾獲利不易。 

‧加入 WTO 後，進口稅降低，須面對日/美/韓/大陸知名品

牌之競爭。 

‧台灣市場規模相對小，國際行銷「自有品牌」所費不貲，

國際價格競爭力相對不足。 

‧傳統經銷通路經營受量販、連鎖通路競爭衝擊大。 

‧近年來國際間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蔚為風潮，

對台灣衝擊大。 

C.因應對策 

‧網路轉型，擴大網路販售、高效能、物聯網雲端的時尚

家電，致力於銷售 4.0 版的促進，吸引 40 歲以下的白領

階層。 

‧擴大研發及行銷的專業能力，不斷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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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產品線廣度，在成本考量下，運用策略聯盟 OEM 方

式進入市場，提升市佔率。 

‧選擇性善用大陸硬體製造的低成本優勢，透過 SKD 組裝

生產模式提升局部產品之成本競爭力，創造出台灣創新，

大陸硬體規模成本優勢，形成強強更強的競爭優勢。 

‧透過產品小組運作及新商品檢討會，參考國內外產品發

展趨勢，掌握 Timing，及時導入創新商品，開發出 MEX

高效能產品。 

(3)新能源事業 

A.有利因素 

‧ 風電機種齊全，技術新穎，可輕易滿足未來嚴苛之併網

要求，且 50/60Hz 通用，方便後勤調度、成本管控。 

‧ 全球關企通路健全，互通有無，可隨時了解各地再生能

源法規動態與各地電網需求。 

‧ 東元集團自有廠房之建置為太陽能良好的切入點，以此

做為經驗與實績。 

B.不利因素 

‧ 國內無風電相關研發人才，技術落實不易。 

‧ 台灣相關政策游移不定，不利長期決策制定。 

‧ 太陽能市場競爭激烈，工程要求品質不斷提升，但成本

要求愈來愈低。 

C.因應對策 

‧於國內，與工研院成立合作團隊，借用機電經驗人才，

協助技術落實動作。 

‧利用台灣離岸示範風場，從海外技轉並結合國內相關零

組件能量，建置適應台灣海峽之風機技術。 

‧提高自我核心之設計、監工能力，工程品質有效控管，

建立 PV ESCO 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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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重電產品： 
產  品 用  途 產製過程 

高效率省能源馬達、單相馬達、低

壓三相馬達、高壓三相馬達、同步

機、防爆馬達、煞車馬達、變極馬

達、減速馬達、起重機馬達、高溫

排煙馬達、變頻馬達、高推力馬達、

鋼板馬達、鋁殼馬達、渦流馬達、

繞線式馬達、沉水馬達、直流馬達、

通風機、風力發電機等 

提供產業生產所

需之原動力 

鑄造、沖壓、電工、機

工、裝配、設計、規劃、

組裝、配套 

電動車動力用永磁馬達、電動車動

力用感應馬達、永磁馬達、交流永

磁伺服馬達 

工業及電動車動

力用 

沖壓、電工、機工、貼

磁、裝配、設計、規劃、

組裝、配套 

 

新能源產品： 
產  品 用  途 產製過程 

風電系統 能源供應 

電力、控制、系統整合、複合

材料、鑄造、沖壓、電工、機

工、裝配、設計、規劃、組裝、

配套、船舶、海事工程 

太陽能系統 分散式電源供應 
太陽能併網系統、機電整合、

系統設計、電力、場址規劃、

組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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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與空調產品： 

產品 用  途 產製過程 

CSPF 一及能耗空調機、環保新冷媒

變頻冷氣(1 對 1~1 對多)、智慧型冷

氣機、節能變頻冰箱、高 EF 值冰箱、

直驅式變頻洗衣機、除濕機、乾衣

機、小家電、宅配低溫籠車、電梯空

調、工具機冷卻機、低溫物流保冷

箱、PC 主機散熱模組等..產品 

家庭、商業、工業

使用 

設計、規劃、組裝、

配套 

LED 液晶顯示器、影音光碟機

( DVD )、可錄式 DVD、音響 

提供家庭娛樂 設計、規劃、組裝 

中央系統冰水機、箱型冷氣、氣冷分

離式冷氣、變頻多聯 VRF 冷氣機、

列車空調等產品、離心式冰水機 

工商產業及工

廠、運輸系統 

設計、規劃、組裝、

配套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要材料名稱 主 要 來 源 供 應 情 形

重 
電 
產 
品 

矽鋼片 國內、外 依季別統購 
鋁錠 國內、外 依季別統購 
圓鐵 國內、外 依簽訂合約供應

銑鐵 國內、外 依季別統購 
銅線 國內、外 依簽訂合約供 

應及訂單採購 
軸承 國內、外 訂單採購 
引擎 國外 訂單採購 
高壓氣體絕緣開

關(GIS) 
國外 訂單採購 

風電用機電原料同重電產品，大型零組件均採訂單採購。 

(四)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

稱及其進(銷)貨金額與比例：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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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單位：台，新台幣仟元 

生產 

年度 

量值 

104 年度 105 年度 

主要商品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重電產品 1,343,571 1,195,783 13,353,943 1,343,571 1,074,182 11,569,305 

電控產品 12,315,637 7,324,716 4,776,765 12,357,589 8,002,746 4,600,082 

家電產品 371,130 277,584 4,418,147 361,910 312,567 4,329,808 

其他 784,112 784,112 1,851,416 909,935 909,935 3,757,114 

合    計 14,814,450 9,582,195 24,400,271 14,973,005 10,299,430 24,256,309 

 

(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單位：台，新台幣仟元 

銷售   年度 

 量值 

 

 
主要商品    

104 年度 105 年度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重電及電控

產品 
1,444,261 6,068,272 3,101,482 21,191,035 1,538,689  6,578,052 3,393,508 21,142,887

家電及空調

產品 
798,348 7,024,925 118,488 669,282 873,687  7,189,917 105,554  611,487 

工程收入 2,943,060 2,466,811  

其他商品 8,787,569 1,914,430 9,567,638  2,367,045 

合   計 2,242,609 24,823,826 3,219,970 23,774,747 2,412,375 25,802,418 3,499,062 24,1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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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 3 月 31 日 

本公司 全球 本公司 全球 本公司 全球 

員工人數  2,475 13,261 2,406 14,647 2,404 15,022

平均年齡  40.3 37.7 41.9 39.4 41.8 39.3

平均年資  13.5  8.5 13.6 9.4 13.6 9.6

學

歷

分

佈

比

率 

碩士以上   15.0  8.1 15.3 8.0 15.4 7.8

大專 50.8 49.7 51.0 49.9 51.1 49.5

高中職 27.7 32.5 27.3 31.0 27.1 31.9

國中以下  6.5 9.7 6.4 11.1 6.4 10.8

註:從業員工指稱列入集團合併報表公司之受雇員工數，未列入合併個體者不在統計之列。 

四、環保支出資訊 

說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

償)、處分之總額、未來因應對策及可能之支出。 

(一)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無。 

(二)因應對策： 

1.擬採改善措施部分 

(1)環保設備改善計畫 

    添購環保節能設備，加強現有設備保養維護及製程減廢，

改善工作場所環境，並提倡節約能資源、廢水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以防治污染之產生，並符合法令標準。 

(2)管理改善計畫 

    積極持續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控制和管理在

經營活動中(含生產、銷售、產品使用及廢棄後的整個產品生

命週期中)，找出對環境有顯著影響的衝擊及改善污染源之產

生並加以改進，以降低環境衝擊並提高環境績效。 

    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及台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CNS 15506)驗證並通過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績效認可，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化為企業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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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環。加強環保及安衛現場巡查及提案改善，找出廠內不

安全環境、狀況加以改善，並定期舉辦環保、職業安全衛生

訓練、實施消防及緊急應變演練、作業環境監測、員工健康

檢查有效降低工作場所危害及風險，預防職業災害發生。 

(3)持續推動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方案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本公司自 94 年起已開始實施溫

室氣體盤查業務，101~104 年度東元公司通過年度溫室氣體

盤查外部查證(ISO 14064-1)；東元公司在 95 年起即開始推動

節能減碳方案，尤其是範疇二的電力使用，全公司各部廠及

所有幕僚單位全員動起來，並成立節能專案小組，聘請各專

業專家協助診斷，提供可行方案展開推動。 

    東元全力展開「TECO GO ECO 節能東元 綠色科技」策

略願景，不論是各項產品的研發生產，產品原料、製程乃至

行銷各個面向，皆致力以生產節能、環保產品為使命；新事

業拓展也以綠能產業做為發展方向，甚或透過基金會舉辦各

項科技人文活動，於內部推動各項身體力行 ECO 價值，並持

續引領東元，朝永續經營方向不斷前進。  

(4)東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企業永續發展是新世紀經營不可或缺的思考模式，在這

個企業面臨嚴峻挑戰的時刻，企業需重新思考企業永續推動

方向及策略，並藉由企業社會報告書來展現管理績效，其主

要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層面的資訊揭露，以及作為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工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東元電機

第五次發行之非財務績效資訊報告，目的是向社會大眾與利

害相關者透明且公開的呈現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作

法、成果以及相關策略與目標。報告書中主要呈現公司治理、

環境保護、社會參與、員工關懷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懷議題

之作為與各項績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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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三年預計環保資本支出 

A.擬購買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支出內容 
a.未來三年預定計畫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保

養、改善或增置 

空氣污染污染防治

設備保養、改善或

增置 

瓦斯儲槽及重油蒸氣鍋

爐檢修、鑄造作業及周

邊環境改善 

活性碳、濾網、過濾球..

等耗材更換 

活性碳、濾網、過

濾球..等耗材更換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保

養、改善或增置 

更換節能燈具及採光罩 更換節能燈具 
活性碳、濾網、過濾球..

等耗材更換 

廚房結油污泥清洗 廚房結油污泥清洗 更換節能燈具及採光罩

廢水處理設備改善 廢水處理設備改善 廢水輸送管路配設工程

 

b.預計支出金額（仟元） 

106 年 度 107 年 度 108 年 度 

＄35,568 元 ＄53,280 元 ＄27,632 元 

 

B.預計改善情形 
a.降低空氣污染排放量及廢污水處理排放量，符合相關 
法令規定標準。 

b.推動工業減廢，減少廢棄物產出及提昇資源性廢棄物回

收機制，並實施減量管制。 

c.成立節能減碳小組找出各廠能源消耗較大的設備及耗

電量較高的區域，並與專家學者討論找出可行之節約能

源方案並推動，以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 

d.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並致力開發節能環保產品，減

少環境衝擊，朝節能抗暖化方向前進，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 

e.採用高效率省電照明燈具，提昇既有照明設備之照明效

率，及運用適當的配電及控制電路省電。 

f.落實作業場所風險評估、現場巡查及自主檢查制度，以

提供安全之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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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善後之影響 

A.對淨利之影響 
a.避免罰款造成損失。 

b.避免因停工所造成損失。 

c.避免因環境污染引起公害糾紛。 

d.因減廢及污染預防而減少環保支出，降低成本。 

B.對競爭地位之影響 
a.提昇公司之形象，符合利害相關者期待。 

b.因應國際環保趨勢，免造成貿易之障礙並增加產品銷售

機會。 

2.未採取因應對策部分 

(1)未採取改善措施原因：無。 

(2)污染狀況：無。 

(3)可能的損失及賠償金額：無。 

(三)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1.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通過驗證： 

中壢廠、觀音廠、湖口廠之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已通過國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勞動部公佈「台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CNS 15506) 。 

2.總公司及各廠區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專責單位設置情形： 

總公司及各廠區，依據勞動部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設置專責單位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其職安委會主任委員皆

由高階主管擔任之，且勞工代表依法佔所有委員人數三分之ㄧ

以上，並於每季定期召開職安委員會，審議檢核持續改善之成

效，以達到零職災之安全職場為目標。在環保管理方面，總公

司及各廠皆有設置環保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進行環保管理相

關作業。 

3.定期開辦環保、職業安全衛生訓練： 

針對新進員工及調職員工進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訓

練時數及科目均依據法規的規範；操作危險性機械或設備的人

員，都必須經過訓練並取得證照者才可操作，例如:固定式起重

機、堆高機、有機溶劑、鍋爐、高壓氣體等作業，並依照規定

定期進行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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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場安全: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建立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規定(每日、

每週、每月、每季及每年)、個人防護器具之使用和安全操作規

範外，並且每月由單位主管進行安全巡查，確保員工依規範作

業，同時發掘可再加強改善點，以持續改善之精神，建立全員

安全意識，以達到優於法規之安全防護，確保職場安全。 

5.全球化學品調和制度推動： 

為了揭示員工作業場所，所接觸到的危險物及有害物，工

作場所均已懸掛安全標示牌，並在作業場所放置最新的安全資

料表(SDS)，提供員工查閱，在原物料變更或製程變更前，須依

公司制定之變更管理辦法，先經過審查、收集安全資料表(SDS)、
相關人員教育訓練後，才可以導入製程作業中。 

6.作業環境監測：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每半年實施化學性因子

及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化學性因子為二氧化碳、粉塵、

有機溶劑等，物理性因子則為噪音及綜合溫度熱指數，依法定

期委由合格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以確保作業場所符

合法規規規定，保護員工健康。 

7.定期舉辦消防訓練及特殊場所緊急應變演練： 

一般消防訓練每半年實施ㄧ次，訓練員工編組、演練、應

變、善後處理等步驟；各特殊作業場所則每年舉辦緊急應變演

練，訓練意外事故發生時的應變能力。 

8.健康關懷與管理： 

員工的健康是公司最大的資產，本公司亦依照「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分別實施一般作業及特別危害作業之健康檢查，並

定期辦理健康講座、每月公告健康資訊及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持續促進公司內員工注重自我健康管理及提供安全舒適的工作

環境，以提昇員工健康與體能，進而將此觀念延伸至各員工之

家庭中。 

9.推行全公司環安月活動: 

東元公司在每年 7∼8 月舉辦環安月活動，除了懸掛活動布

條及張貼環安相關海報外，並舉行環安相關訓練及有獎徵答活

動，鼓勵全員參與寓教於樂，使全體員工藉此活動增加環安相

關知識，建立環安意識，同時配合外部專家進廠稽核，提升環

安實際執行面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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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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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一向重視員工福利及工作安全，自民國 53 年起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各項福利措施，使員工得享企業經營利

潤，有關本公司福利措施之實施情形如下： 

A.公司福利措施： 

(a)員工結婚及喪葬補助 

(b)員工健康檢查 

(c)團體制服 

(d)員工酬勞 

(e)年終獎金 

(f)員工退休金 

(g)伙食津貼 

(h)勞保、健保、團保、勞退提繳及投保意外險 

(i)員工特惠價購買公司產品 

B.職工福利措施 

(a)員工旅遊、結婚、喪葬、住院之補助 

(b)團康活動 

(c)慶生禮盒 

(d)生育補助金 

(e)三節禮品 

(f)員工子女品學兼優獎學金 

(g)其他相關員工福利活動 
2.進修、教育訓練： 

員工訓練部分每年提撥營業額千分之一並列年度計劃訓練

執行，對於各級從業人員之專業及管理知識定期開班授課，透

過整個職業生涯各階段的培訓計畫，培養出具積極性及創新觀

念之優秀人才。並依照公司訓練相關辦法“人才發展實施細則、

教育訓練實施辦法、工作崗位訓練實施辦法、第三外語訓練補

助辦法”提供員工內部訓練及在職進修等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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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度訓練包含管理職訓練、專業職訓練、通識及政策

類課程。105 年度共計 13,329 人次參與訓練，參與外訓共計 163

人次；平均每人共接受 19.75 小時訓練。 

3.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本公司有關員工退休事宜，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訂定「勞

工退休辦法」，每月提撥退休金存入台灣銀行信託部，以照顧員

工退休後生活。於 94 年 7 月 1 日以後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者，本公司依政府規定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按月

提繳員工每月工資之 6%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專戶。 

4.勞資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之勞資關係一向極為融洽，創業以來由於經營者開

明作風，以及勞方之充分體認，雙方合作極為愉快。 

本公司於民國 53 年 4 月成立東元職工福利委員會，規劃辦

理各項職工福利業務。63 年 7 月成立東元電機產業工會。為追

求工作效率之增進與勞動條件之改善，並促進勞資雙方意見更

為密切協調，於民國 69 年 3 月以廠別成立工廠勞資會議，歷年

均能正常運作，並分別向主管機關報備在案。 

為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及和諧團結關係，本公司與產業工會

代表於民國 70 年 12 月 28 日起簽訂團體協約，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核備。 

本公司 88 年度曾榮獲勞委會「全國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

獎」、「勞資會議示範觀摩獎」及桃園縣「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

位獎」之表揚，98 年度榮獲國民健康局頒發通過「健康職場自

主認證」，99 年度榮獲勞委會「第六屆國家人力創新獎」及台北

市政府頒發「健康職場卓越獎」，101 年度獲得天下雜誌「2012

天下企業公民獎」，102 年獲頒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3 第三屆

幸福企業獎」二星級幸福企業獎，104 年獲頒桃園縣「就業金讚

獎」，105 年通過「TTQS 國家訓練品質系統」銀牌並獲頒「第

十屆桃園市績優長青企業卓越獎」等肯定，成績卓著。本公司

在工作環境、待遇與培育、福利與獎勵、友善職場及社會關懷

上，持續投入各項資源，打造健康職場與雙贏勞資關係，足堪

為業界模範，對於勞資一體，共存共榮關係之促成受到相當程

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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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員工行為或倫理守則： 

5.1 本公司為維護工作場所就業秩序，及明確規範勞資雙方之權

利與義務關係，依法訂有“員工工作規則”並經主管機關核備

後公開揭示，使本公司從業人員之管理有所依循，於員工工

作規則內對於同仁之職位、職稱、任用、服務、給假、薪資、

獎懲、考核、升遷、福利、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及退休等項

目均有明確規定。 

公司期待每位員工均能竭盡所能達到公司最高之經營目標

並提昇本身之道德感，特訂定“行為準則”其內容摘要如下： 

(1)本公司員工於執行公司業務時，應避免藉其在公司擔任之

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

當利益。 

(2)公司內部情報（即與公司利益或業務上有關之訊息），不

論技術、財務、業務方面、或類似之訊息皆為公司之工商

秘密，員工有保守該工商秘密之義務，除禁止以此謀取私

人利益外，也不得對外透露。此外，員工在離職後仍應本

諸誠信而為公司保有上述之機密，不得洩漏或利用本公司

之工商秘密而從事違法之不當競爭。 

(3)與客戶之利害關係：本公司員工應遵照法令與本公司之相

關規範，避免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當餽贈，秉持誠意、堅

定及理性的專業態度，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與客戶、供應

商進行商業交易。 

(4)政治獻金：公司之員工不得以公司或其他附屬機構之名義

捐贈或以其他方式贊助政治候選人。 

(5)慈善捐贈：公司員工進行任何慈善捐贈或贊助時，應確認

捐贈用途與捐助目的，不得為變相行賄。 

(6)陳報檢舉義務：公司鼓勵與員工及第三人開放溝通，當有

疑問、發現或遇有任何關於工作場所中所受之不平等待遇、

或有本公司規範之事時，設有舞弊及違反從業道德檢舉信

箱，均可向管理階層或人資單位舉報，但不得以惡意構陷

之方式為之。對於舉發之違法情事，公司將以密件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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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參與調查過程之相關人員，公司將予以保護。 

 

(二)本公司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主管機關指名之相關證照情

形 

證照名稱 
人數 

財務會計 稽核 
中華民國會計師 CPA 4 
美國會計師 US CPA 1 
財務特許分析師 CFA 2 
國際內部稽核師 0 2 
證基會舉辦之證券，期貨暨投信投顧人員測驗 5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沒有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

失，預計未來也不會遭受損失 

 

六、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

款 
1.經銷合約 東華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共 633 家 
自 出 貨 日 起 一
年，但期間屆滿
三個月前，若雙
方均未有任何書
面 之 相 反 表 示
時，應視為同意
延長一年，不另
定新約，其後一
同。 

經銷家電製品、電
動機、重電產品、
器具產品、工控產
品及空調產品之權
利義務規範等。 

無 

2. 投資協議書 
無錫市人民政府新
區管理委員會 

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至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投資建設沖壓中心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