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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豐田改善方案  全拓再升級

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幸福企業

●襯衫與亮麗打扮是全拓工業吳崇讓董事長的  
 個人特色。

令人稱羨的員工福利　高級跑車任你開

基層員工薪水達八萬　落實周休三日

月月加薪　財務透明薪資公開

●廠房內乾淨又明亮，處處可見全體員工為
自動化與智能化努力。

不斷提出改善計畫　培養精兵部隊

視員工如己出　接班人由百位員工挑選

●視員工為最大資產，內部健身器材、按摩椅
 、倒掛機樣樣具備，就是要把員工照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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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紓困及振興，行政

院通過600億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將追溯自1月適

用，期限為一年，為考量製造業是國家實

力根本，經濟部加碼提出近40億元專屬製

造業的「製造業紓困及輔導轉型措施」。

首次推出從紓困到輔導的「客製化」

單一窗口，讓紓困企業不僅獲得短期救

急，也能量身訂做輔導方案。有關「製造

業紓困及輔導轉型措施」包括由產業競爭

力發展中心設置單一窗口，串聯公協會建

立平台；簡化原物料進口文書作業，提升

通關效率；供應鏈重組;擴大台商回台投

資，強化新南向產業布局。(詳閱第2版)
現行台商回流方案，資格限定需在中

國投資2年以上，或是「根留台灣」要求在

台灣設廠,這次方案放寬台商回台須受美中

貿易戰影響的共同資格，納入受武漢肺炎

影響的企業。

在振興方面，將擴大現有的協助轉

型及開發高值化技術方案，包括「產業升

級創新平台」、「協助傳產開發新技術方

案」、「A+」計畫補助企業研發尖端技

術……等。

此外，為因應訂單減少，可能產生工

作量減少或無薪假的情況，短期紓困將納

入人才培訓補助方案，讓閒置勞動力透過

接受訓練，在景氣恢復後，可立即投入高

價值生產。

有關經濟部推「防疫千億保」融資方

案及三大優惠利息補貼政策，不僅補貼新

舊貸息，更全額補助受災企業薪資的營運

周轉金利息。適用對象不限產業別，且放

寬對「受災企業」定義，只要營業額連續

二個月較去年下滑15%者均可申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總預算規模600億元，經濟部

爭取200億元防疫紓困經費，其中有100億
元作為信保基金「防疫千億保」專款，提

供千億融資額度，將近34.5億元的利息補

貼額度，共有三種利息補貼的優惠政策：

近來，工業局為協助工業區廠商紓

困，特别召開「研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措施」會議，由工業

局局長呂正華主持，本總會理事長秦嘉鴻

親臨參加，提出4點建議：

˙除了目前各園區的紓困措施之外，建議

針對涉及地方稅(如:地價稅、房屋稅)，

協助協調各地方政府提供一致性的作法

因應。

˙針對廠商所需的零組件及原物料，因疫

情所造成的進出口影響，建議協調財政

部及相關單位，研擬降低關稅及快速通

關的紓困措施。

˙針對改善工業鍋爐的申請展延，建議協

調環保署及相關單位給廠商更充裕的改

善期限。

˙針對產業用口罩，建議開放部分非醫療

口罩的額度，給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協

調口罩製造商提供非醫療口罩的權限。

最後，會議作成3點結論：

˙有關涉及各機關權管的紓困措施部分，

藉由本會議達成租金採緩繳之紓困措

施的共識，至於其他相關費用的收取方

式，因各類園區的計價方式及屬性不

同，由各單位參考與會單位之建議及作

法，依其規劃報核辦理。

˙有關與會單位建議內容，涉及非本局業

管之紓困作法部分，本局將轉知相關單

位協助，另「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

心」已成立紓困的單一窗口，提供廠商

快速、簡便的傳達管道。

˙有關產業用口罩，目前已向行政院爭取

一定的額度供廠商使用，嗣後將再研商

口罩分配的制度。

CSR儼然已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發展

的必要條件之一，現今有越來越多的企

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本次專題主要

介紹位在彰化縣花壇鄉超出想像的幸福企

業－全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帶您瞭解吳崇

讓董事長視員工如己出的管理哲學。

吳崇讓董事長出身於中台灣最知名的

車材廠家族，在父親去世時面臨手足爭產風

波，僅剩全拓工業可以掌握；化悲憤轉為力

量，吳崇讓董事長瞄準毛利高的金字塔頂端

歐洲精品高級車廠，並且在轉型過程中導入

日本豐田式精實管理調整企業體質，造就今

日全拓工業的高產能、高技術及穩定品質，

贏得歐洲頂級超跑供應鏈訂單，年營業額近

新台幣4億。

彰化縣政府為了鼓勵企業營造優質的

勞動環境，進行了幸福企業徵選活動；幸福

企業指標項目包括員工的工作環境、身心健

康、待遇發展、福利獎勵、友善職場與家庭

照顧等評選方向。專攻歐洲精品汽車油封製

造的全拓工業，摘下了彰化縣五星級幸福企

業榮譽，全拓工業視員工為公司最大資產的

經營方針，創造資方與勞方雙贏的局面；吳

崇讓董事長認為經營者有責任創造工作機

會，讓員工充分感到幸福，人才自然不會流

失。吳崇讓董事長表示，幸福企業的四大要

素為財富、環境、健康及快樂，全拓的幸福

指標錢多、事少、離家近，簡單來說幸福企

業可以讓年輕人安心打拼，打造、不加班、

領高薪，這是我的責任。

廠聯會秘書處初次拜訪全拓工業，吳

崇讓董事長如傳聞中的穿著年輕亮麗的花襯

衫，騎著腳踏車親力親為。公司內部明亮、

乾淨的環境空間，庭院、辦公室、休息區隨

處可見為呼籲地球暖化，喚醒環保意識的末

代企鵝藝術品，目標不讓南極企鵝消失；為

達到零排放廢水，吳崇讓董事長透露，全拓

一年花在環保成本高達一千五百萬，他也表

明不會節省環保支出的費用來增長自己的利

潤，顯現全拓工業重視環保的決心。吳崇讓

董事長善待員工的作法，發揮的淋漓盡致，

全拓工業有著相當令人羨慕的員工福利，如

特別外聘專業廚師，每日提供溫體肉等新鮮

食材料理的餐點及咖啡、鮮奶、現製飲品供

員工飲用，並且派人定時推出餐車到產線上

供員工飲用；考量辛勞的員工，員工休息區

放置了數台按摩椅、健身器材及倒掛機，緩

解員工的疲勞。最特別的是，為讓同仁瞭解

德國客戶的品質水準，公司還提供了七輛高

級跑車供員工開，也提供了高級房車供員工

作為代步工具。

全拓的目標令人驚豔，吳崇讓董事長

說，他要讓最基層員工薪水達新台幣8萬元

(目前至少5萬元)，並且落實周休三日(目前

週休2.5天)。全拓目前有100多位員工，先

前因缺工聘請的越南國籍員工薪資為月薪5
萬至7萬。從吳崇讓董事長的用人哲學，發

全拓工業有著與眾不同的管理方式，

全拓全體上下員工的薪資表竟然被張貼在內

部的公告欄上，包括公司的財務營運狀況及

員工表現；這項特別的作法，促使全拓員工

形成良好的合作與學習環境。每月加薪與獎

金，更是幸福企業的指標之一；頂著幸福企

業光環的全拓工業月月加薪，並且採取「等

額加薪」的方式。吳崇讓董事長認為國家貧

富懸殊差距大，透過等額加薪，能夠縮短貧

富差距，朝向均富的境界，員工彼此計較收

入的問題就減少了。談到員工利益優先，該

如何與股東交代呢？吳崇讓董事長表示，每

年僅留下約新台幣一千萬的股利向股東交

代，剩下的回饋全用於員工加薪、環境改造

等。

在全拓完全公開透明的學習環境裡，每

位員工都可以參與工作上的討論，任何人都

要針對公司提出改善計劃；隨時對員工的改

造力及執行力做評價，每月給與激勵，額外

加薪或發獎金以激發同仁積極性；倘若員工

表現不適任，也將被淘汰，公司每年進行篩

選機制。吳崇讓董事長表示，透過公司不斷

的改善，使得公司附加價值不斷拉高，人力

也越來越精簡。全拓員工可以隨時在Line群

組請假，不需寫假單，也不會不准假，倘若

員工請假缺工怎麼辦？吳崇讓董事長特別訓

練游擊小組，只要有員工請假，游擊隊小組

便能百分之百擔任職務代理人，由此可見，

全拓的員工必須具備多樣能力。吳崇讓董事

長強調，每位員工透過自主管理，也就不用

管理部門，更不需要到人力銀行徵才；財務

公開，信任同仁的品德，人人都會財務入出

帳工作；在如此幸福企業的條件上只有一個

要求，全體同仁力爭上游，不斷學習、持續

衝刺。

 全台企業正面臨接班人傳承議題，吳

崇讓董事長表示未來的接班人將由100位員

工脫穎而出。他強調，接班人不需要由他

選，而是由這一百多位集體共識選出；他也

把員工視為兄弟姊妹，也特別感謝曾經陪他

渡過黑夜的這些兄弟姊妹，也特別珍惜這段

情同手足的緣份，他說公司的資產屬於大家

的。吳崇讓董事長認為，幸福才是最重要

的！讓員工錢夠用、敢結婚、生小孩、買房

子、買車子，物質與精神糧食源源不絕，每

天高興地來上班，不加班，快樂地回家去，

睡得穩，這就是吳崇讓董事長的企業經營價

值觀。

現全拓的管理模式一視同仁、不分國籍，並

且善待每位員工，視家人般照顧，提供最好

的待遇。吳崇讓董事長也和我們分享，身為

領導者必須向下學習、關心組員，組員若有

資源不足的地方，應適時地給予協助，領導

者有決策權，但是不能高高在上。他還提到

人才需自己培養，吳崇讓董事長將自己作為

教練比喻，每天訓練團隊備戰世界盃，不讓

組員的薪資低，不讓組員落後。

文/呂玟蓁全拓 培養精兵部隊的幸福企業

吳崇讓獨樹一幟的管理哲學

經濟部紓困振興資金補助
適 用 期 限 回溯至今年1月1日
適 用 業 別 不限產業別

適 用 門 檻 營額連續兩個月較去年下滑15％以上

防疫千億保 編列100億元，提供千億保證融資額度

利 息 補 貼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１.舊貸展延：補貼1.06% ，為期一年，每 

家上限22萬元

２.營運貸款：全額補貼2.095% ，為期半

   年，每家上限5.5萬元

３.振興貸款：補貼1.095% ，為期一年，

   每家上限22萬元

從紓困到輔導的單一窗口•提供三種利息補貼

秦嘉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嚴重

衝擊台灣的經濟，本總會為考量國家總體

經濟調控與產業應變，特別針對全國各工

業區作「新冠肺炎對工業區產業的經濟衝

擊」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產業將面

臨全球性的供應鏈「斷鏈」危機。

建請政府正視這次台灣在病毒風暴中

的經濟衝擊，如何協助企業紓困，在困局

裡重生，是工業區廠商引頸期盼的。

因疫情擴大，原物料進不來，訂單

取消或延誤，進出貨延宕，港口作業受影

響而台灣面臨供應鏈斷鏈及訂單減少的困

境。

呼籲政府和廠商須及早因應，廠商當

務之急，應先思考替代供應鏈從哪裏來？

經濟部更應提出具體方案協助企業紓困。

據本總會調查，目前工業區廠商最迫切需

求的紓困方案是，融資貸款及減稅(如營

業稅、貨物稅、原物料關稅……等)。至

於地價稅及房屋稅的地方稅，中央應協

調地方政府，採全國一致性的減稅紓困措

施。

斷鏈造成的原物料價格翻漲之問題，

本總會和其他工商團體則建議政府，調降

原物料進口關稅及營業稅，幫助廠商渡過

難關。

此刻，政府必須全面盤點供應鏈斷鏈

問題，才能知道缺口，就能透過駐外單位

協助廠商找到替代貨源。我非常肯定經濟

部提出的「製造業紓困及輔導轉型措施」

，設置單一窗口，協助製造業盤點原物料

缺口及找貨源。

此外，勞動部也已鬆綁一例一休(可

免七休一)，放寬加班時數上限(每日不受

12小時及每月不受46小時的限制)，提升

台灣本地可以供料的產量，協助廠商共渡

經濟危機！本人亦以肯定。

製造業斷鏈危機

理 事 長 觀 點

建言工業區紓困措施
調降關稅及快速通關

總會官網

總會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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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救經濟

本總會與台灣立方能源公司簽署工

業區廢棄物能源化推動合作意向書，未

來全國工業區將每日供應台灣立方能源

200噸可供SRF-3固體回收燃料之廢棄

物，預期將有助於解決工業區長期存在

廢棄物處理問題，並對於國家發展再生

能源做出貢獻。

本總會理事長秦嘉鴻表示，雖然推

動資源循環再利用，可以解決部分產業

廢棄物處理的問題，但卻無法全面解決

工業區產出廢棄物妥善處理的需求，且

目前大型焚化廠設計上主要是用來處理

低熱值的一般家戶垃圾，如果用來處理

產業廢棄物很容易產生排擠效應，同時

高熱值的廢棄物亦可能造成焚化廠的損

耗及負擔。

秦理事長指出，大型垃圾焚化廠因

使用年限的增加，逐漸因設備老化而導

致處理量下降或需要整改整建的階段。

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國內焚化廠所

能提供處理量能將逐漸降低。

秦嘉鴻理事長指出，為協助會員解

決可預見的廢棄物處理問題，本總會採

用先進國家的經驗，並且在政府相關部

門的協助下，推動廢棄物能源化，以完

善構築循環經濟的架構。他說，本總會

和已取得廢棄物再製成SRF為燃料的再生

能源電廠的台灣立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未來可提供本會所屬會員產出廢棄物

能源化的服務，藉以建構更多元的廢棄物

處理管道。

美國領導基礎建設投資基金 I  Squared 
Capital是一家獨立及有員工持股的投資平

台，在四大洲設七個據點。台灣立方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則是由 I  Squared Capital設
立，負責臺灣廢棄物能源化及發電設施投

資興建營運事宜，擁有先進燃料化技術，

可有效轉化廢棄物為固體回收燃料，規劃

在北部及中部各設立一座燃料化工廠，每

日可產生400公噸符合歐盟標準的SRF-3
固體回收燃料，作為發電之用。

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燃料工廠之費用

約新台幣6000元 /公頓 (含清運費，實際收
費將依廢棄物之性質、成分及熱值等因素

有所變動。 )立方能源的再生能源電廠或燃
料工廠，將優先處理工業區廠商符合再生

能源電廠及燃料工廠允收標準的燃料或廢

棄物。

製造業紓困及輔導轉型措施

　2大方向協助產業應變危機
共同推動工業區廢棄物能源化

簽署合作意向書
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台灣立方能源公司

為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對製造業的

衝擊，經濟部提出多元紓困措施，以最快速度協助製

造業走出困境，主要內容包括「調機制」與「再加

碼」兩大方向：

「調機制」方面:由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設置單

一窗口，串聯公協會擔任溝通平台，主動關懷產業

需求；簡化原物料進口的文書作業程序，提升通關

效率；擴大臺商回臺適用資格，將受武漢肺炎影響

企業納入；因應未來回臺投資及新南向產業布局需求

增加，強化與新南向國家合作媒合，加速產業移轉布

局。

「再加碼」方面 :提供利息補貼，協助業者渡

過資金難關;持續對企業提供即時輔導並鼓勵創新研

發，引導留用研發人員；強化研發固本、深化研發能

量；針對受影響之員工，開設升級轉型專班，提升職

能、穩定就業；強化市場拓銷、加深我國產業國際能

見度。

工業局局長呂正華強調，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

的紓困，將簡化流程，不用計畫表，即日起至109年
6月1日止受理申請，疫情期間，可採線上申請。

本總會為協助工業區廠商取得生產製程所需的防塵口罩，以利生產，理事長秦嘉鴻特別商請業者製

造口罩，免費發給各工業區產線應急使用，工業區廠商對秦理事長的貼心服務，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之後，經濟部工業局為掌握產線用口罩的缺口，協調產製工廠用口罩業者作調度，特別召開「產業

用口罩分配媒合機制會議」，本總會由理事長秦嘉鴻親臨參加，當天除了各產業公會應邀參加外，尚邀

請康那香等14家口罩廠商與會，大家針對產業用口罩的分配與媒合，進行熱烈討論後決議：

˙請14家醫療級口罩工廠生產非醫療級產業口罩。

˙製造業如有產線用（非醫療級）的口罩需求，工業區廠商統一向各廠協會登記，以一周需求量為原

則，由廠協會向口罩製造商訂貨後，再分配給廠商。

工業局在盤點產業用口罩的製造商後，由本總會通知所屬的各廠協會，依照各工業區廠商的週需求

口罩國家隊
幕後英雄榜

˙哈伯精密 (大里工業區 )
˙三鋒機器 (大里工業區 )
˙上銀科技 (台中工業區 )
˙程泰機械 (台中工業區 )
˙台灣引興 (台中工業區 )
˙鍵和機械 (台中工業區 )
˙大立機器 ( 精 密 園 區 )
˙凱柏精密 ( 精 密 園 區 )
˙慶鴻機電 ( 精 密 園 區 )
˙泓鉅精機 ( 精 密 園 區 )
˙靄崴科技 ( 精 密 園 區 )
˙亞崴機電　˙永 進 機 械

˙普森精密　˙協 易 機 械

˙瀧澤科技　˙東 台 精 機

˙東捷科技　˙東 培 工 業

˙吉輔企業　˙盈 錫 精 密

˙高明精機　˙嵩 富 機 械

˙新穎機械　˙源潤豐鑄造

˙德大機械

●在前立法院長蘇嘉全(左三)的見證下，理事長秦嘉鴻(左二)與台灣立方能源公司執行長
 鄭奕強(右二)簽署工業區廢棄物能源推動合作意向書。

1. 調機制

關懷協處
（設置單一服務窗口）

通關效率
（簡化文件、縮短時間）

擴大臺商回臺
（加速引導回臺投資）

加速新南向移轉
（協助產業全球布局）

2. 再加碼
利息補貼

（救急不救窮）

技術提升
（即時輔導、研發創新）

研發固本
（紮根新興技術）

在職充電
（提升職能、穩定就業）

市場拓銷
（海外布局、開發商機）

●紓困的「四大機制、五大加碼」振興方案。

因應廢棄物清理法修法，台南市環保

局推動「工業區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

物隨袋徵收清除處理費試辦計畫」，迄今

已陸續有台南科技工業區、安平工業區、

總頭寮工業區、保安工業區及柳營科技工

業區暨環保園區等5個工業區響應加入，環

保局未來亦將持續推廣至其他工業區。

市長黃偉哲說，工業區隨袋徵收政

策，除了可落實事業垃圾分類外，透過「

專用垃圾袋」徵收之清除處理費，採經濟

誘因的引導方式，推動事業減少垃圾量並

提高資源回收，且可協助事業去化員工生

活垃圾，並改善垃圾清運價格遭哄抬之情

形。

環保局長謝世傑表示，鑒於工業區資

源回收普遍效能不彰，這項政策推廣後，

可以減少資源回收物進入焚化廠，以減低

焚化爐處理負荷。依2019年度5大工業區

執行成果，共清運一般垃圾計17萬3569公
斤、資源回收達2萬6787公斤，卓有績效，

值得持續推廣。

環保局說明，工業區隨袋徵收政策規

定，事業機構應將員工生活垃圾分類為一

般垃圾、資源垃圾、廚餘這3類，始得交付

環保局清潔隊清除或回收。如欲參與隨袋

徵收的工業區，可請各工業區廠協會調查

區內廠商的意願，有意參與家數達1成，環

保局即派員舉辦隨袋徵收說明會、協助安

排後續相關收運作業，籲請台南市各工業

區共襄盛舉，響應加入台南市工業區員工

生活垃圾隨袋徵收政策，為環境保護共盡

心力。

本總會非常肯定台南市政府環保局推

動工業區廠商及員工的生活垃圾採「隨袋

徵收」政策。可達到降低清運成本的預期

效益。此外，可藉由落實源頭減量、分類

回收及再利用的方式，協助廠商將一般廢

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作分類，達到事業廢棄

物減量的目標，進而降低處理費用。

台南市政府的「隨袋徵收」作法，可

以推廣到全台其他縣市的工業區。本總會

籲請環保署邀集地方縣市政府環保局，以

台南市政府的成功範例，共同推動到全國

78個工業區。

賀萬大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理事長 周國忠 榮獲

高 屏 地 區
傑出經理獎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理事長秦嘉鴻暨全體理監事 仝賀

讚

量及口罩型式(活性碳、防塵、三層立體、四層活性碳)，逕洽口罩製造商自行採購，獲得極大迴響，但

仍供不應求！

為滿足工業區廠商的產線用口罩之需求，又再向工業局請求釋出「活性碳口罩」。儘管供應量有

限，本總會仍然依工業局核配的數量，酌情分配給各廠協會。此外，更滿足了部分產業「一般醫用口

罩」的需求，有效率解決產業用口罩的缺貨危機，備受全國82個工業區廠商的肯定及讚譽，咸認本總會

的功能愈益彰顯。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部召集工具機業者、PMC精密機械研發中心、工研院機械所、金屬工業研究

中心、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組建的「口罩國家隊」，堪稱世界奇蹟！

台南市        政策 堪為範例
減量事業廢棄物 降低清運成本

隨袋徵收

工業區一般廢棄物

秦嘉鴻慨贈防塵口罩 供產線應急

爭取活 性 碳

一般醫用
口罩給各工業區 彰顯功能

˙提升通關效率。

˙擴大台商回台：受武漢肺炎影響的企

業。

˙加速新南向移轉。

˙安心就業計畫：針對放無薪假員工，

補貼金額暫定投保薪資與基本工資差

額的1/2。

調整機制

˙盤點原物料缺口。
˙透過駐外單位找可用的貨源。
˙協助在台灣的供料廠商提升產量。
˙重組供應鏈。
˙簡化原物料進口文書作業，提升通關

效率。

化解斷鏈危機

˙研發固本：紮根新興技術(如5G、AI)。
˙技術提升：即時輔導、研發創新。

˙在職充電：申請免費課程補助、充電再

出發計畫。

˙市場拓銷：海外布局、開發商機。

產業升級

˙單一窗口由「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設置單一窗口，從紓困到輔導，提供

客製化的一條龍服務。(諮詢電話: 

0800-000-257
˙補貼貸款利息：

1.舊貸利息補貼：每家最多22萬元。

2.新貸營運資金利息補貼：每家最多

　5.5萬元。

3.「防疫千億保」保證專款。

4.振興貸款。

即時紓困

廢清法於106年修正第二條規

定後，工業區廠商及員工產出的

生活垃圾，已不屬事業廢棄物，

而是列為H-002類的一般廢棄

物。

依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廢

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

定，一般廢棄物係指事業廢棄物

以外之廢棄物。其通常主要是指

工業區廠商之廠內員工所產生的

生活垃圾。

何謂一般廢棄物何謂一般廢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