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寶榮獲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

前百分之五

文：IR/PR

光寶科技宣布獲得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百分之五，評鑑結果展現光寶長期以來重視營運

透明度及公司治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與成果。光寶以其制定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執

行實務規範，藉以維護投資人權益、發揮董事會及相關功能性委員會職能，同時致力追求財務

資訊透明化、即時化、公平化，提升資訊透明度等而獲得評鑒肯定。

光寶近年來為積極落實公司治理，分別設置公司治理工作小組及誠信經營工作小組、揭露具體

股利政策、設立直通董事會之檢舉申訴管道、訂定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達成

董事會之成長策略委員會半數以上成員皆為獨立董事等，故於本屆五大評鑒指標「維護股東權

益」、「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明度」、「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等面向上表現優異。

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進行之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今年共有上市公

司861家及上櫃公司675家受評，合計1 ,53 6家。依得分區分為前5％、6％至20％、21％至

35％、36％至50％、51％至65％、66％至80％，及81％至100％等七個級距公告所有受評公

司之評鑑結果。（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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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以成為全球客戶在「光電節能、智慧科技」領域的最佳夥伴作為永續經營願景。由董事長宋恭源先生與一級主管領

軍，成立光寶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CSER），設立專責團隊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融入集團「核心價值」及「企

業文化」並以「卓越的執行力」、「創新」及「誠信」企業價值體系，創造永續發展契機。CSER成立宗旨在於確切實踐光

寶對於社會的各項承諾，包括勞資關係、員工照護、公司治理、環境保護與社會公益等多層面向，注重法規遵循、保障工

作權益、增進工作職場健康與安全、發展綠色產品、降低環境影響、並負起社會與環境責任且達到顧客要求等多項指標。

我們堅信企業運營必須可持續，環境社會可持續也是企業的責任，在追求營收與獲利成長同時，不斷檢視可擴大實行環保

及企業社會的責任與機會領域，長期積極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工作，透過同仁與各單位長期投入，期望提升社會整體發

展並創造社會價值，且提升公司正面形象及影響力，從而增進員工的向心力與信任感。因此，公司特設置環保及企業社會

責任－CSER傑出貢獻獎以鼓勵同仁積極投入參與，期盼號召更多同仁響應並積極投入CSER工作，透過協力合作，共同為

創造經濟、環境及社會永續價值的目標而努力。

2018年光寶運動會CSER傑出貢獻獎頒獎
文：CSER

獎 項 單 位
獲獎單位

/ 同仁
傑出貢獻摘要

社會參與 華東營運中心 華東營運中心
連續7年主辦無償獻血活動，三次榮獲常州市無償獻血標兵單
位稱號，對社會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力。

跨功能整體績效 華東營運中心 陳文輝
積極推動CSER工作，組織公益活動、員工關係活動，與外部
關係人互動良好，爭取諸多福利，提升員工向心力。

落實RBA HIS 石碣廠 葉秀萍

1.積極輔導並支援光寶華南區友廠執行供應商稽核。
2.與HP合作推行女工培訓專案，HIS石碣廠因此獲得「飛躍
進步獎」榮譽。

2017 CSER傑出貢獻獎

CSER得獎者合影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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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9日，終於迎來去臺灣的日子。抵臺放下行李後便帶我們至臺北101參觀，到35樓一覽臺北市都市風景，接著趕往饒

河街夜市，臺灣小吃真的多到無法想像，邊吃邊看還拍照紀錄繁華及熱鬧的景象。第二天到光寶總部，由處長介紹總公司發展的

前景及各BU的產品，之後參加CSER交流會，透過交流更了解公司在CSER工作內容及未來可著手改善之處。下午則安排故宮和士

林夜市行程，當然來臺灣免不了買些臺灣特產。第三天參加光寶運動會，到會場感受到幾千人的活動，現場有吃的喝的玩的，還

有各項賽事，感受到光寶人的熱情與活力。到了頒獎時刻，由總執行長進行頒獎，在幾千人面前接受公司的嘉獎，是一件多麼榮

幸的事啊！第四天臺灣同仁帶著我們一起到大甲，體驗台中特有宗教文化「三月瘋媽祖」的盛會，並體驗到臺灣人的熱情。也感

受到了從臺北到臺中的一些變化，比如建築物、環境等。

在這裡感謝CSER臺灣同仁Peter、Maggie和Tina帶我們領略臺灣的風土人情，吃遍臺灣各大夜市小吃，感謝！臺灣再會了！

MEC　Fuwei Zhang

因企業社會責任工作（CSER）獲獎，獲得到臺灣參訪機會。畢業後就進入光寶工作，當初以貢獻社會初衷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

工作，透過本次參訪光寶Showroom及與其他同仁分享，更深刻感受並理解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帶動的不只是經濟，還有

社會影響力，我們是一家要做到永續經營的企業，成為彼此的最佳夥伴，互相成就並且共同成長，由此自豪感油然而生。

運動會當天天氣炎熱，但光寶人的熱情更加炙熱。運動會的創意表演、趣味運動項目，體現光寶人的創意、團隊合作力及凝聚

力，並努力做到最好的精神。隨著光寶元氣操音樂響起，從整齊劃一的動作中感受到，雖然來自不同地方、單位，但都是光寶

人，光寶的一份子，與有榮焉，深感自豪。

五天四夜行程規劃非常完美，到台北101小憩遠眺台北風景，故宮參觀珍奇古玩，饒河夜市米其林摘星之旅，還有大甲媽祖遶境

特色宗教之行…等，讓此行收穫滿滿，對工作、集團、臺灣都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感謝集團總部CSER的邀請，感謝Peter、Maggie

對工作的指導，激發我們更多工作潛力；更感謝Tina每天陪伴出行，感謝各位熱情接待，有了您們才促成我們這次美好的行程。

Corp　Sunshine Chen

CSER傑出貢獻獎頒獎心得

落實RBA OPS 常州廠 王曉宇

1.建立稽核員認證制度，整合更新稽核檢核表。
2.規劃並籌辦華東區稽核員訓練課程，結合課程與業界實務
且同步分享華南區。

落實RBA
Enclosure GSP 

廣州廠
張福偉

1.組織廣州區各BU交叉稽核。
2.積極輔導且支援光寶華南區友廠執行稽核。

綠色營運 Enclosure廣州廠 李海浩 推行廢棄物減量，並完成脫漆爐的環境影響評估專案。

綠色營運 IMG 廣州廠 張志平 推行廢棄物減量，廢棄物密集度與去年度相比減少20 %。

氣候變遷 HIS 石碣廠 蔡平

1.積極推行廠區節能措施，達成率居所有廠區第一名。
2.成功減碳近1,600公噸二氧化碳，約4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
的吸碳量。

個人組-
氣候變遷

Enclosure 廣州廠 熊保國
能源效率提升居各廠之冠，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用8百萬度
用電。

4月19日抵達臺灣，在臺灣同事的熱情款待下遊覽了101，並觀賞台北城市風景，晚上至饒河夜市，品嚐米其林等級的台灣小

吃，非常美味。第二天至內湖總公司，由Peter介紹光寶旗下各事業群/事業部的產品及用途，以及光寶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這

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光寶，一個我認知以外的光寶。之後與CSER同仁一起交流討論各BU在CSER方面的貢獻與成就，

透過經驗分享，從中學習頗多。

第三天參與公司運動會，路上越接近會場，身穿光寶藍T恤的人越多，雖來自不同地區，但大家終點都是一致的。光寶運動會

的表演，第一次體會到光寶人的熱情與創新。現場的光寶人好多都是在光寶服務了十幾二十幾年，這也許就是光寶的魅力所

在。這一場光寶運動會，讓我體會到了光寶人的熱情、卓越、創新、成長，更讓我有一種歸屬感。

OPS　Clair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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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光寶運動會公益演出學校－平等國小

光寶的愛，讓孩子實現夢想

106年12月6日臺北市平等國小「巧宛然掌中劇團」參加臺北市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得到特優佳績，隨即於107年4月17日代

表臺北市參加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和來自各縣市共二十隊國小菁英隊伍同台較勁，最後勇奪「傳統布袋戲類組」特優

第一名的好成績！

有別於其他學校團體用華麗的舞台、花俏的戲偶登台，或用錄音代替現場鑼鼓音樂，或採用國台語夾雜的口白，巧宛然掌

中劇團堅持傳統表演形式，前場口白以正統台語優雅呈現，後場鑼鼓點則是北管樂團現場演奏，前場後場憑藉默契、巧妙

搭配，展現苦練多時的真功夫。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沒有僥倖、沒有花俏、沒有排場，巧宛然掌中劇團憑

藉一週四天紮實的學習，以最純然的技術、最虔敬的態度，演繹出古典布袋戲的精神，贏得在場評審一致好評！巧宛然不

斷前進，創造自己不平凡的價值！開創兒童布袋戲的輝煌時刻！

比賽時演出的戲碼是《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擔任孫悟空操偶師的學生張睿崙，練習後空翻武打橋段「跳窗」時從未失

誤，賽前卻因為和沙悟淨操偶同學吳曜宇走位撞在一起而頻頻漏接。兩人溝通協調好走位，終於讓孫悟空在大賽中順利

「跳窗」成功。為唐僧、白骨夫人操偶的學生林欣橦表示，一個操偶師要同時扮演正派、反派兩個角色，口白轉換要十分

快速，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練習成功。正式比賽上場時，她發現唐僧和白骨夫人的兵器都掉到戲台前，只好臨場發揮，

讓戲偶們赤手空拳來比武。巧宛然掌中劇團一年演出十多場，劇團要求孩子生活有紀律，外出表演比賽分工合作，全靠孩

子動手架戲臺、打鑼鼓，得獎固然可喜，但過程中，激發出團隊的潛能更值得喝采！在傳統布袋戲的學習過程中，我們看

到孩子展現高超的技藝、綻放純真的笑容、找到自信的光采！那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成就！

然而，位於山區的平等國小是一所資源匱乏的小學校，要維繫古典布袋戲的傳統何其困難，巧宛然能在艱困的環境中，創

造出非凡的成就，除了有師父們用心指導、孩子們肯認真學習之外，幕後大功臣莫過於為善不欲人知的台灣知名企業－光

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巧宛然劇團有幸能連續兩年得到光寶科技公司的愛心資助，所有的善款全數用於藝師的指導費、戲

台戲偶的修繕以及全台公益巡演的旅費，光寶公司付出的愛心，讓巧宛然的藝師能安心教戲，孩子們能免費學戲，心無旁

鶩地把師父教導的技藝傳承下去！巧宛然今日能有這樣亮眼的好成績，光寶科技公司實在功不可沒！

感謝光寶科技公司，有您的愛，讓孩子得以實現夢想；讓傳統藝術的種子得以發芽成長，開出燦爛的花朵！

文：臺北市平等國小巧宛然掌中劇團團長　黃瑋筠

巧宛然掌中劇團團長與學生帶來精彩演出 台下孩子們真實呈現鑼鼓音樂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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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光寶運動會公益演出學校－雙溪國小
文：新北市雙溪國小學輔組長　李沛晴

雙溪國小位於偏遠地區，有鑑於偏鄉學校音樂師資、設備普遍不足，弱勢家庭更沒有能力將資源放在音樂能力上，以致學

生音樂素養普遍不夠。為提升學生的藝術能力且有機會能夠學習音樂，學校排除萬難，引進太鼓師資，並採購簡易鼓藝設

備，開始藝術扎根，民國102年首度正式成立太鼓隊。

目前太鼓隊是由三至六年級小朋友所組成，並聘請專業的鼓藝教練楊培坤老師擔任長期指導教練，學生們皆利用放學後的

時間辛苦練習。雙溪國小太鼓隊成立至今，時常獲邀在許多活動擔綱演出，104至106年連續3年參加新北市學生音樂比

賽，皆榮獲打擊樂合奏組優等殊榮，更曾受邀參與公視《台灣囝仔讚》的節目錄影。

但在2017年歲末時，學校收到有如晴天霹靂般的消息，太鼓社團即將面臨下年度經費沒有著落的困境，或許無法再支持孩

子們繼續學習鼓藝，學校不僅擔心太鼓隊的經營問題，更擔憂偏鄉學生會失去一個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此時在本校長期

以來支持學校，並定期周三至本校教授英語課程的光寶同仁，聽見了學校的聲音及擔憂後，幫助學校向公司提及了學校面

臨的困境與需求，並熱心的向學校太鼓社團伸出援手，資助孩子們所需的培訓經費。

學校為了讓孩子們繼續完成他們的音樂夢，從師資到器材，無不費盡心力，但是長期培訓經費的援助，一直以來都是偏鄉

最難的課題，謝謝光寶科技公司發現音樂教育在偏鄉的困境，支持這些孩子們的音樂夢想，因為我們相信，音樂能陶冶靈

魂，教育能改變人生。我們希望透過像光寶科技公司這樣支持的力量，讓大家看見偏鄉學校在音樂上的耕耘及努力。

因為學校地處偏鄉，出入交通不便，為了不辜負

師長們及社會大眾們的栽培與付出，孩子們相當

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機會，也從一次次的演出中肯

定自我，找到自信。其中特別感謝光寶科技公司

於4月21日家庭日公益演出的邀約，讓大家能與

孩子們一起從中感受揮擊太鼓的節奏震撼與東方

鼓樂的樂趣。期待在光寶科技公司的持續支持

下，雙溪國小音樂教育的根能扎得更深，為每個

孩子生命增添美麗的樂章。

運動會當天太鼓隊精采演出

雙溪國小太鼓隊練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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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心中都有一個聲音，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應盡自己的努力來回饋社會，因此很高興有機會參與公司英語志工活

動。越接近學校時，心裡也越來越緊張，因為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志工活動，不知道該如何與他們互動，想著過程會不會有突發

狀況，或是小朋友會不會聽不懂課程內容等等，但踏進教室看見小朋友開心迎接的表情，心裡總算踏實一點。利用遊戲的方

式，成功吸引他們對英文的學習興趣，氣氛一活絡起來，也使得小朋友較勇於開口說英文，提升不少對英文的興趣。看到小朋

友的改變，覺得自己應該更加用心於回饋社會，或許只是簡單的一堂課，可能影響他們走向不一樣的道路。

Corp　Tina WT Lin

多年來擔任雙溪國小志工，每次造訪這個車程一個多小時的小學，都能感受到它與市區的遠距離帶來的地理獨立與特殊性，每

學年都有新的小朋友，對志工來說也是新的挑戰！（不管是活潑的、安靜的、調皮搗蛋的。）每次志工活動兩個小時的課，與

小朋友一起複習、互動、遊戲，希望不同的學習方式能幫助他們有些許進步，提升對英文的好奇與興趣。雖然也有小朋友因為

很難專注或跟不上同學，但我感覺只要給予持續的鼓勵與耐心，多少都能有正面的回饋。每次課程小朋友都有不同的反應，同

時刺激著志工們的腦力，課後或回程時都會討論下一次怎樣可以更好！光寶多年支持雙溪國小英文志工活動，我非常珍惜這個

參與社會回饋的機會，希望能一直持續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MEC　Meg Cheng

這學期還是很期待志工服務時間，我被分配教導不同的班級。一開始想像兩個班教起來的感覺會差很多，可能這學期會更有成

就感，同學會稍微乖一點。但我錯了，因為一進班就有女同學叫我走開，她說她不喜歡男生、不想要男老師。這樣突然的回應

讓我有點錯愕又措手不及。幸好公司的HR很用心，準備了教材教具，告訴我們同學會喜歡什麼樣的活動。可以教他們翻牌連

連看、如何跟他們一邊玩一邊學習。只是真正的困難是，很難在第一時間突破陌生的距離。也還好搭檔的同事對小朋友的言行

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困擾，所以第一次的教學，算是為第二次教學做關係上的破冰。第二次教學準備了考卷讓大家寫，而且也用

了我自己習慣的遊戲方式，希望他們學到如何用英文表達平常口語化的中文詞句。時間很短，不過真的希望兩次的互動有幫助

他們知識、或是態度上的成長。

每次到雙溪國小英語志工，都會更深描繪我對偏鄉小學還有學生的想像。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還不夠認識偏鄉的同學，不了解

他們的家庭背景，因為聊天之中發現原來有些人下課會去補習，我自以為的資源缺乏還有放學後的遊盪，其實並不是每一個同

學都如此；所以在程度上當他們願意開口，是看得出差別的。總結來說，做志工是開心的、跟小朋友相處也是開心的、多認識

教育界說的偏鄉、或是想像能夠帶一點什麼影響給他們，這些種種的原因支持著自己繼續努力的服務下去。

Corp　Andrew Tseng

雙溪國小期中頒獎合影

雙溪國小英語課後輔導班服務心得
以小遊戲互動加深學習意願志工同仁與小朋友一起練習題目

C I T I Z E N S H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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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和國小英語課後輔導班服務心得

踏入久違的國小校園，在恬靜的周三午後，懷抱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面對著不知是壓力還

是推力的情境，站上錦和國小英語課輔的講台！

光寶是一家重視社會回饋的公司，運用本身的企業資源、優秀人才，投入鄰里關係經營

中的教育學習輔助。也讓同仁有很好的機會可以運用自己的專長與能力，發揮在國小

英語教育的協助當中！跟著志工學長姐的引導與合作，更加深自己真的可以藉由每周

一點點的時間，幫助這些在英語學習上低成就的孩子，一步一步建立學習的意願與興

趣。也許離所謂的「成績優異」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但教育的本質總是希望創造善的

改變，而這段路程，我相信光寶的英語志工們一定會亦步亦趨持續向前。

也很感謝錦和國小專業教師們，在課輔的課程當中，給予教學教法的經驗分享，讓半調子的

我，對於教育這檔事更加的尊敬！ 志工加油！光寶加油！

Corp　Yingo Hsueh

才走進錦和國小的校園，屬於自己的小學記憶頓時鮮明了起來，記得小學時期，老師的話就像聖旨一樣，講的話、做的事都是

我們的榜樣，也特別的相信和信任。記得那時老師對我的一句鼓勵都能讓我開心好久。這樣的初心也讓我特別的緊張，從課前

和小組討論怎麼有架構有系統的教授課程內容，如何藉由小道具帶領孩子透過遊戲、對話演練、唱歌等加深對英文句型的印

象；到課堂中的實際授課和現場小朋友的互動、現場秩序及成績的掌控；到最後的團隊嘉獎及對孩子的鼓勵。這一整個串連起

來真的是要花心思的，因為我們是來教小朋友的，也是孩子們的榜樣，雖然只是兩次的志工活動，但真的需要志工老師們用心

去設計和執行。

我們期望能讓小朋友不只對英文產生興趣，在成績上也能看到一點點的進步，所以志工老師們花很多心思在課前的規劃和內容的熟

悉，因為小朋友的信任，我們更應該對這個工作負責及用心，我想在這樣良性的循環下，小朋友也會感受到並更加喜歡英文課的！

最後很開心有機會可以參加光寶的英語課輔志工活動，深深覺得光寶對於社區的服務和社會回饋非常有心，可以提供這樣的資

源及平台鼓勵同仁參與社會的公益活動，進而貢獻綿薄之力。

SLA　Lotus Lu

善用道具學習單字與句型

錦和國小期中頒獎合影

志工同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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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朋友上台練習題目 志工同仁陪伴小朋友一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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