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verlight Chemical Industrial Corp. 
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5~6樓

5~6F., No.77, Sec. 2, DunHua S. Rd., Taipei 106, Taiwan 

TEL : +886-2-2706-6006     FAX : +886-2-2708-1254
https://ecic.com

永光季刊電子版

永 光 長 期 致 力 綠 色 化 學 ， 董 事 長 及

總 經 理 連 袂 參 加 國 際 半 導 體 展 。

05 2022 ESG高峰會，環境、社會、治理

06 TCIA高峰論壇，永光簽署淨零排放宣言

07 永光化學，實現晶圓研磨液循環利用 

第58期     2022  10月出刊



2022年10月／第58期

Co
nt
en
ts

07  永光參加 2022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實現晶圓研磨液
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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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那時的我對於人生的方向還感

到很迷茫，聽說永光是個令

人安心的和樂大家庭後，在

2022年4月，我很幸運地加入

了永光。

永光的文化核心為「正派經營，愛心管理」，用

誠信、守法、公正的精神做對的事；用信任、尊重、

關懷的態度愛每個人。

我認為這兩點對於公司能否成功運行是非常重要

且關鍵的，誠實的經營且遵守相關規範，進而讓顧客

滿意，維持忠誠度，促使公司持續運行；以愛心管理

員工、尊重員工也是非常良好的理念，以我自身缺乏

工作經驗的情況下，在進入一家新公司時必定會覺得

不安與恐懼，而永光的大家讓我感到非常親切，主管

與上司在教導時都很熱心，讓我能夠減輕一些壓力，

承受各種壓力，也更有勇氣承接更重的責任，組成高

效能的行動團隊，突破難關達成公司方針目標。期望

「品格第一」的訓練能帶給同仁及家人對人生及文化

層面高思維的進一步省思。體認「關懷顧客，共創價

值」之真正意義，認知和了解顧客的需求及期望，提

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與顧客共同創造利潤，讓永

光成為顧客事業發展的最佳夥伴。

轉眼來工務課半年了，這段時間學的東西很多，

難免會讓自己有些壓力，但師傅們都不會給我壓力與

壓迫感，而是讓我慢慢摸索還有實際接線，熟能生

巧，相信自己能越來越上手，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

對於未來生涯規劃，現階段從基層做起，全力以

赴學習，讓自己快速融入職場環境。對於中長期規

劃，期待累積實務經驗，同時不斷自我進修，加強專

業能力，認真學習充實自己，勇敢迎合挑戰，讓自己

成為更有能力的人。

認真學習，迎合挑戰
 ▎單位：一廠工務課　學歷：虎尾科大動力機械系　興趣：旅行、路跑

今年四月來到永光這個

大家庭，因為與前份

工作性質不同，所以來到這

必須從頭學起，也感謝長官與

同仁師父們無私的教導，讓我能

在短時間上手，雖然還無法獨當一面的去完成任務，

但也透過一次次的練習與實作，讓我更了解其中的技

巧該如何運用，也謝謝公司給我機會，學習各種維修

技術與狀況排除，不僅真實運用在家庭生活上水電的

問題，更能幫助公司生產線能順利的運作，產出更大

效益。

來到公司後，了解到公司的文化核心價值為正派

經營、愛心管理；也因為如此為了善盡公司的社會責

任，努力開發生產有正面價值的化學產品，以優異的

品質與服務贏得客戶的信賴，期許共同創造更多營

收。深信「品格第一」的教育訓練能使我們更成熟，

同時增加我們內在的力量，培養員工高貴的情操來

新鮮人 楊明蓉 

新鮮人 連昱翔 

也時常會有人關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十分融洽。

另外永光在每個月也會實施品格教育，並聚集同

仁研讀品格雜誌，在5月時我負責製作了以「智慧」

為主題的品格影片，因此學習到許多關於智慧的見

解，例如在人際關係上，必須慎重的擇友並尋求好的

建言，以及從過去經驗中汲取教訓；人會犯錯是難免

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而在工作上，能夠

考慮後果、計算代價、評估結果，也是智慧的展現，

若能充分評估這些因素，相信能夠幫助我更加順利的

完成工作，做出明智的決定。

公司裡的同仁之間相處都十分融洽，遇到問題也

會彼此互相幫助，在詢問問題時都會很熱心的回答，

希望未來在面對各種挑戰時都能順利解決，也希望自

己能夠越做越熟練，盡力發揮自己的專長，為公司盡

一份力。

充實自己，成長茁壯
 ▎單位：醫藥事業處倉管課　學歷：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興趣：旅遊、聽音樂

鮮活什錦

董事長的話
04 後疫情時代行銷的第五個「P」│陳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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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08 牽手情深， 真愛永偕│陳如愛

09 一廠改善廢水硬度，達成污泥減量│陳啟華

10 凝聚職場防災，健康保護共識│葉佐盈

充電時刻Knowledge & Growth

11 策略地圖，達成目標│吳明俊

12 承上啟下，部屬培育│吳志宏

13 蘇州永光派駐分享│林哲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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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熟悉的環境中，迎向新挑戰│林冠伯

15 回歸永光，幸福滿溢│吳威麒

16 永光五十，高球感恩歡慶│陳建宇

17 關懷、公益、溝通│唐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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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鮮人―認真學習，迎合挑戰│連昱翔

  充實自己，成長茁壯│楊明蓉



董事長的話 Chairman's Note

最近聽取業務團隊的報告，

雖然按照行銷的四個

P—Product（產品）、Price

（價格）、P lace（通路）、

Promotion（推廣）等四個面

向，一一檢討並展開對策，但

總覺得不夠完整，不夠踏實，

好像少了甚麼。

仔細反思，原來是兩年

半來，因為疫情關係，我們

沒辦法出國拜訪客戶、經銷

和代理商，雖然透過網路和

視訊，大家還是很忙碌的服

務客戶，但是不可諱言地，

透過網路視訊，溫度差很

多；而且我們過去引以自豪

的技術服務，只能透過書面

和遠距視訊進行，失去很多

現場解決問題的機會，甚至

讓競爭者有機可乘。

除此之外，我也發現，

公司內部因為疫情管制的關

係，不只不同功能部門的同

仁沒辦法藉由齊聚討論，建

後疫情時代行銷的第五個「P」
立革命情感；甚至同部門的同仁，連中午吃飯

聊天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過去我們認為理所

當然的團隊默契，在無形中已經逐漸失去熟悉

感；主管和部屬間的直接關懷和溝通也減少

了。許多同仁的感受是，不知道公司的方向是

甚麼？

因此，各單位主管在擬定後疫情時代的

行銷策略時，比傳統4P更重要的第五個P—

People，絕對是第一優先。People代表的是人與人的

關係，包括：對外，就是與顧客的關係，以及對內，

就是團隊內部的關係。我們一方面開放國外出差參

展，營業和技服同仁從八月份開始，紛紛飛到世界各

地去展開久違的客戶訪視之旅。另一方面，公司廠區

內部，也陸續解封管制，配合政府與病毒共存的防疫

政策，除必要戴口罩之外，盡量取消管制措施，讓同

仁有相處互動的機會，甚至要再次展開「建立團隊」

（Team Building）的活動。期望讓冰凍三尺的關係，

能夠被同仁們的關懷及熱情迅速溶解。

面對已經來到的通貨膨脹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危

機，我們審慎面對，但是並不憂慮，因為只要大家願

意手攜手、心連心，決心同舟共濟，我們必能展現強

大的韌性，共同度過這一波的難關。

撰文︱陳建信 董事長

Product

People PricePromotion

Place

行銷的第五 P

▲團隊建立Tea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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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SG高峰會，環境、社會、治理
永光化學受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邀請，參與今年 6月 24及 25兩日的 2022 ESG高峰會實體
展盛會，董事長陳建信親自出席開幕式。

此次展出以「落實循環經濟政策、運用『綠色化

學12項原則』於新產品開發及製程改善」為主

題，展示近年永光化學獲獎榮譽—行政院環保署

「第一、二屆綠色化學創新獎」及台灣化學產業協會

「2021年循環經濟成果獎」，並完整呈現過去10年

來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全面揭露永光化學在

經濟、環境和社會各層面，涵蓋永續發展各項重大主

題所做的承諾與成果，成為同業中的先驅。

展覽期間受到多家企業的詢問，包括DNV國際認

證公司、外貿協會、期貨同業公會、聯合線上，了解

永光在ESG所扮演的角色。在良好互動與溝通下，順

利推廣永光在綠色化學與循環經濟的努力，得到來訪

企業的欽佩與贊同。

ESG的實踐，無論在營利事業、非營利組織及學

校團體均是重要課題，今年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主

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導籌辦「2022 ESG高峰

會：環境、社會、治

理」，展覽主題為

「智慧型組織永續經

營」，邀請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永續會計準則

委員會（SASB）等國際組織共同於線上探討ESG報告

之相關準則之未來發展等議題，並辦理金融科技與

ESG研討會，探討永續投資和綠色金融之趨勢。實體

展區邀請國內永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的標竿

企業參展，共同推廣ESG價值認同與商品。為推展大

專院校與地方永續發展之共榮與重要性，亦邀請大專

院校展示其大學社會責任（USR）成果以利互相精

進。

撰文︱郭禮愛 總經理室

▲永光展位。

董事長親自與來訪企業互

動交談。

▲2022 ESG高峰會開幕式，共計70多個單位共襄盛舉，董事長受邀入座第一排（左八）貴賓席備受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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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及工業技術

研究院協辦。論壇以「淨零排放：解

決方案和機會」為主題，本公司總經

理陳偉望，亦是台灣化學產業協會理

事長發表TCIA淨零排放宣言，邀請50

多家業者與公協學會共同參與簽署。

董事長陳建信受邀出席並簽署宣

言，為持續推動淨零排放，協助產業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風潮，與國家社會

共同朝向2050淨零目標邁進，為全球

永續發展做出實質貢獻。

淨零排放宣言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TCIA）在全球氣候變遷的挑

戰中，為善盡地球公民之義務，整合成員的技術和資

源，持續推動淨零排放，協助產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風潮，與國家社會共同朝向2050淨零目標邁進，為

全球永續發展作出實質貢獻。

為此，TCIA攜手會員共同提出以下三項承諾：

一、TCIA承諾善盡保護地球責任，履行《巴黎協

定》內容，協力各會員執行聯合國氣候行動、研發低

碳負碳新技術、保護生態環境，

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以

實際行動支持將地球升溫控制在

1.5℃之內。
二、T C I A承諾依循國發會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之

架構，整合產官學研能量，協助

會員創新製程、能源轉型、循環

經濟，開發氫能技術、二氧化碳

捕獲和合成材料、各類型負碳技

術，協助會員開發淨零排放解決

方案，掌握商機。

三、TCIA承諾成為台灣化學

產業與社會間之橋樑，接軌國際

淨零排放策略，導入先進規範與技術，鏈結中下游應

用產業，建構淨零排放生態鏈。推動設置台灣化學產

業排放揭露機制，主動向社會大眾提供化學工業排放

現況，以正確資訊建立群體對話基礎，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

永光化學認同上述承諾，並願意與TCIA一同努

力，以達成2050淨零排放為目標，致力於各項有利

於淨零排放之作法。                            撰文︱編輯小組

高峰論壇
永光簽署淨零排放宣言

董事長陳建信 9月 1日出席「2022年台灣化學產業高峰論壇暨展覽會」，會中並簽署「淨
零排放宣言」，展現對淨零排放的承諾與決心。

TC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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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大廠吹起永續風潮，追求ESG（環境

社會治理）目標，對此，永光化學總經理陳偉

望表示，永光已開始與客戶共同投入研發，讓碳化矽

基板研磨液破天荒實現「循環利用」，還沒有同業廠

商有此做法，「覺得很有意義。」

永光總經理陳偉望表示：「『環保』比你、我賺

多少這事情來得更重要。」

陳偉望表示，研磨晶圓的殘液，經過永光化學

專人量測，可直接在客戶端進行過濾、成分微調及活

化，以各種方式來促進循環再利用，但客戶肯定因此

減少訂購，存在利益衝突，不過他強調：「『環保』

比你、我賺多少這事情來得更重要。」

永光化學長期以來便致力發展「綠色化學」，在

了解客戶端半導體製程裡的成分後，「把該拿掉的拿

掉、該添加的添加。」讓研磨液回復原本的活性，可

循環利用較多次數，或者進一步為客戶建置專門產線

來處理最終的廢棄物，取代交給廢棄物處理廠。

要做到上述程度，有賴客戶端的資訊分享，陳偉

望透露，客戶對於對環保事項很有誠意，分享資訊的

意願很高，雙方已談到合作製程的開發設計，將評估

成本效益、量產、法規之後共同努力。

永光化學作為光阻劑、研磨液等等產品供應商，

9月參加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除了訴

求產品應用廣度，包括化合物半導體的前段、後段製

程，也關注新市場的拓展，陳偉望提到，以目前國際

情勢來說，中美貿易戰持續4年至今，歐洲也出現地

緣政治衝突，因此在高科技製造方面，歐美均不希望

集中於東亞，去中國化及去中心化的產業布局正在形

成，「這是永光的機會！」永光在歐洲及美國的子公

司正密切注意市場變化。

在電動車、車用電子及5G通訊的需求下，耐高

電壓、高電流、高頻率的晶片

供不應求，電晶體愈做愈小

顆，晶圓則愈做愈大片，陳偉

望形容，6吋晶圓廠在台灣就

像博物館，8吋廠也很少有人

提了，但是隨著電動車與車用

電子需求持續上揚，歐美市場

對於6吋及8吋廠的投資反倒很

熱，永光具備多項成熟產品可

對接，有望

複製到歐美

市場，爭取

這波商機。

永光化學，實現晶圓研磨液循環利用
永光長期致力綠色化學，在了解客戶端半導體製程成分後，讓研磨液多次循環再利用。本文轉

載自 9月 14日《經濟日報》報導。

撰文｜徐妤青 經濟日報

▲以ESG為出發點，與客戶共創可再生利用之化合物半導體研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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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情深，真愛永偕
陳定川榮董伉儷鑽石婚感恩禮拜
榮董伉儷結婚六十周年，9月 9日慶祝鑽石婚。

俊年英氣的「礦工兒子」陳定川與陽光白衣天使吳

麗姬，1962年9月6日於台北市和平東路靈糧堂

舉行婚禮，寇世遠牧師證婚，雙方家長，親友同事，

教會詩班等等，一起見證祝福這對新人，牽手深情，

真愛永偕。今年2022年9月9日這對共挽鹿車60年的

夫妻，慶祝鑽石婚，同行天路一甲子，恩典述不盡。

最好的我們

考量疫情及榮董夫婦健康體力，依主角的指示意

願，家人舉辦感恩禮拜及用餐。典禮由長子陳建信主

持，趙民堅牧師祝福禱告，子孫輩齊獻唱〈愛的真

諦〉。孫女朱麗雅唸讀女兒陳如愛提前寫「最好的我

們」；文中將大家帶入時光倒廊，從第一個老家埔墘

10年，第二個台北市忠孝東路家10年，第三個新店

華城山上家20年，到現在新店湯泉近20年，有信有

望有愛，信心家庭的天路旅程。陳媽容光煥發精神矍

鑠「領受從神而來的寶貝」講述有聖靈同行，遇到天

大的事亦能安穩，不擔心不憂慮。

爸爸的使命

榮董以《永仰榮光》第3冊「義人的父親必大得

快樂」為題（參P.258）講述為父的心願。箴言23章

24節：「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

子，必因他歡喜。」義人是指蒙恩得救的人，為人

處事秉公行義；智慧的兒女是指兒女敬畏神，尊主為

大，遵行神的命令。勉勵男人子孫，要把人生成功的

目標，設定在得虔誠的後裔、智慧的兒女，依據聖經

的教導，為兒女營造聖潔的成長空間、維持良好的婚

姻關係、盡信仰傳承的責任和為子女禱告。要以身作

則，為兒女樹立好榜樣。

沈正牧師亦引用《永仰榮光》第3冊「屬靈領導

者的品格」一、心思純正；二、與神同行；三、常懷

感恩（參P201）同勉家族4代20人操練成為屬靈領導

者，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米壽中秋鑽石婚

榮董夫婦鑽石婚，又是雙雙88歲米壽，加上中秋

月圓佳節，四合一歡歡喜喜實體齊聚一堂，難得且珍

惜。孫女陳心柔與孫婿林佑穎帶著曾孫林閔恩，四代

同堂，人間美好，天倫之樂。女兒如愛女婿傑生守在

蘇州，手機視訊遠端參與。寫一首詩，以媽媽的名字

為題，作為祝賀：

吳慈善目樂助人

麗質勤儉子嗣親

姬聲祈禱頌寶血

鑽石禮讚愛堅貞

撰文︱陳如愛 蘇州永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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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改善廢水硬度，達成污泥減量
守護地球，不遺餘力
工業局委託產基會舉辦 110年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永光一廠受邀技術交流發表。

化學混凝技術常

為廢水處理場

所應用，由於極高的

處理效率常為初級處

理甚至是三級處理所

使用。

一廠目前以多階

段之化學混凝單元進

行操作，並以熟石灰

為主要鹼度來源以致

廢水硬度偏高，過高

之硬度將造成後續臭

氧處理單元反應器形

成碳酸鈣結晶，產生

臭氧處理單元運作與

維護之困擾。為了解

決此問題，試著以後

段化學混凝之污泥迴

流量、前段化學混凝

劑之加藥量、前段化

學混凝之pH等為反應變數，希望在達到既有處理效

率之前提下，有效降低整體處理後水質之硬度，減輕

維護成本。

利用廢水處理場後段化學混凝污泥迴流至前段化

混作為前段鹼劑來源，該後化混污泥特性為pH高可

供前化混作為調整pH使用，也因有後化混迴流污泥

提供鹼度，使得前化混藥劑量大幅下降，其中石灰用

量減少，影響水中鈣離子濃度下降，大幅降低廢水硬

度，使得過往管路卡垢情形已減緩，讓廢水處理廠在

保養維護上，更能作彈性安排，而非緊急搶修，影響

生產運作；且因藥劑用量下降的關係，使廢水處理廠

污泥產量也明顯下降。後化混污泥迴流減緩了臭氧系

統結晶卡垢的問題，也因污泥再回到前段多作一次處

理流程，使污泥的沉降及脫水效果更佳，連帶降低污

泥產出量。

持續推動，臭氧減廢

在達到既有處理效率條件下，後段化學混凝污泥

迴流10%至前段化學混凝，處理後水中硬度減少

35%，使得臭氧處理單元在清理碳酸鈣結晶之人力

與時間等維護費用降為原本1/3；且在該污泥迴流量

條件下，可減少藥劑使用量8%；並減少污泥產出量

約13%，也因為此改善案有顯著的效果，在2021年

針對此研究改善成果，我們參加了110年綠色技術與

工程實務研討會，並至台大會議中心進行技術交流發

表，雖然沒有得到獲獎得肯定，但在減廢的實質行動

上，我們可是不遺餘力持續推動，

希望未來能繼續有機會參與此技術

發表會，其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份成

果結晶，更是一份守護地球的使命

感。

撰文︱陳啟華 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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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職場防災，健康保護共識
職場安全衛生健康週活動報導
永光二廠已連續 3年舉辦此活動，提升公司形象、促進工廠安全健康文化。

每年4月28日為「世界職業安

全衛生日」，勞動部將428

當週，明訂為「全國職場安全健

康週」。伴隨社會各界逐年對

「安全、健康」議題的重視，鼓

勵企業參與職場安全健康活動，

以此凝聚職場防災與健康保護共

識，於每年3月～12月間，辦理

「職場健康週活動」。

回顧3年前，二廠於職業安

全衛生署官網上發現此「好康活

動」，透過內部會議溝通討論，

向上呈報核可，遂即著手展開擬

案參與，爭取榮耀佳績。對內可

提升公司形象、工廠安全健康文

化，對外若申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優良單

位五星獎」等獎項，都視為加分的重要指標。

永光二廠 2022年度執行活動
（1）職業安全健康宣示：二廠區各事業處代表

同仁，共同參與防災、減災活動。

（2）建構職場多元學習環境：職安訓練於防疫

期間，以線上方式進行，持續不中斷。

（3）化災暨消防防火緊急應變演練：定期演

練，熟悉應變要領與設備操作，建立完善救災機制。

（4）推動安全衛生實務交

流：建立環安衛Line群組、建構資

訊共享平台、定期辦理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議及安全提案活動。

（5）承攬商安衛教育訓練座

談：辦理年度承攬商教育訓練，藉

此傳達職安相關法令及廠內規範宣

導，提升作業安全意識，傳遞永光

安全文化。

（6）高階主管巡檢：落實查

檢溝通，由高層至基層單位，上、

下一心，共同重視工業安全。

（7）職場生物性危害，安全

衛生防護措施：因應COVID-19疫

情，制訂相關防疫應變計劃，全員

參與遵守防疫規定。

（8）健康講座：邀請專家辦理座談，建立同仁

正確衛教觀念。

（9）增肌減脂競賽：採獎勵方式，鼓勵同仁參

與，促進自我身心健康。

（10）淨灘淨溪活動：認養海灘及大堀溪，並向

溪流沿岸學校及居民介紹大堀溪生態，以實際行動守 

護地球，善盡社會責任。

透過各類活動展開，同仁均能明顯感受公司對職

業安全衛生、健康管理的努力與重視，亦榮獲職安

署頒發的2019年、2021年參與證明

（2020因疫情，暫停活動）。未來

將持續秉持安全第一、健康至上的

思維，積極推動安全衛生活動，降

低職業災害，維護員工安全與身心

健康為目標，營造友善工作環境，

提升整體安全衛生

水準與企業形象。

撰文︱葉佐盈 二廠

▲參與證明獎狀

▲高階巡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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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地圖，達成目標
合縱連橫，制訂方針
特化事業處舉辦兩天策略共識營，邀請研發、技銷、銷售單位參加，學習如何以完整的架構

制訂策略地圖，並實際應用於明年度計畫。

在每年方針計畫的制定與規劃時總需要

絞盡腦汁思考，但有時我也會擔心自

己所思考的方向是不是足夠的全面。透過這

次的共識營，張瑞明老師從第一天針對策略

地圖的介紹，再到第二天的課堂分組的實際

演練，讓我學習到如何以有架構的方式，去

制訂目標以及執行達成目標所需的計畫。

定義願景的重要

願景位在整個策略地圖的最上方，並以

此展開相對應的策略主題、工作目標等。在

討論與實作的過程中，老師讓我們各組花了非常多的

時間討論及定義願景，從中也顛覆了我過去對願景重

要性的想法。策略地圖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公司、事業

處的願景，也可以說整個策略地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願景。

因此老師先請我們各組將梁處長的特化願景進行

討論及解析，將願景中的詞彙逐一加上淺顯易懂的說

明，並於各組的報告中進行解說、合併、篩選等，最後

產出一份大家有共識的願景說明，同時在這相互的討論

中讓我們整個團隊對特化的願景有更清晰的認知。

 

工作計畫的重點

在工作計畫設定與展開，因為有過去幾年在負責

區域執行的經驗，所以對老師講解內容有更深入的感

受，我也從老師的講解中找到幾個自己可以再更加強

的重點：

1.工作目標與計畫的設定，需符合事業處的願

景。

2.協同的重要性：如假設所屬展開的重要工作需

要其他單位的幫忙時，此時就需確保其它單位也了解

該計畫的重要性、亦或將此也列於工作計畫中。

3.計畫的創新：在制定計畫時不應一直依循過去

的方式，而是要創新的方法，比方說以質化的方式來

衡量工作目標。

具有企圖心的目標

在整個課堂中，老師數次強調制定策略地圖時，

提出具有企圖心目標的重要性。如果當我個人制訂目

標時，沒有訂一個具有企圖心的目標，而是容易達成

的，即使短期真的達成了，這不過只是以形式方式來

執行策略地圖而已。對長期來說，則會造成不進則退

的結果，進而影響組織的發展。在財務目標的設定

上，就是個容易展現企圖心的面向，一般來說公司必

須每年成長，故都會設定較去年成長的合理目標；當

我們更有企圖心時，甚至可以設定財務目標成長率高

於市場或業界的成長率的目標。顧客構面則可設定新

客戶開發、新市場開發、新產品開發等。

強化執行力

謝謝公司的安排讓張瑞明老師提供完整的課程，

在兩天的共識營中，我學習到的各種方法，相信我可

以有效的應用於工作中，制訂出比過往更好的計畫。

另外，雖然老師將各種方法都完整的教授我們，後續

如何去應用及有效的執行也是相當

重要，因此在每季、期中、期末的

檢討，並即時進行微調、修正，才

能按部就班達成當初所制訂的具有

企圖心的目標。
撰文︱吳明俊 特化處

▲特化事業處聘請張瑞明老師（前排中），協助制訂策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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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啟下，部屬培育
新任主管班心得分享
二天課程溫習如何成為一位基層主管的角色及職責。

很高興有機會參加公司舉辦的新任基層主管班，

上課老師分別為陳建信董事長、亞太廖年明老

師及廖明智顧問。

課程開始是董事長鼓勵的話。陳建信董事長勉勵

新任主管要在工作上能夠持續提升管理能力及專業能

力。也從永光企業文化的闡明，希望基層主管能夠成

為永光的品牌大使，職場及生活上能夠跟家人及客戶

介紹永光文化。成全部屬及領導團隊跟廖老師之後的

課程是前後相互呼應，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核心理

念。最後以公司幸福企業的說明，了解公司高層主管

的治理想法及精神。

 

管理者的五項職能

兩天課程從一開始主管的職責與角色為開場，詳

細說明管理者的五項職能，分別有前瞻佈局、掌握全

局、挑戰突發、激勵士氣及引導創新。廖老師果然是

一位上課及實務經驗豐富的講師，第一堂課的第一件

事就是先激勵學員要有熱情，透過幾個小遊戲的引

導，讓學員們產生興趣及增加參與感。第二件事是讓

分成各小組的成員，透過遊戲成為一個小組團隊，讓

大家放開心情及增加熱情。非常符合老師的激勵三部

曲：事前激勵、事中關懷與事後肯定。讓成員上台及

下台報告時，小組長及其他學員可以給成員鼓勵及掌

聲，這都是透過課程遊戲來實作管理上的實務做法。

我在第二天實踐課程精神，購買鳳梨酥贈送本組小組

成員，鼓勵及感謝小組成員第一天的努力及陪伴。

傾聽部屬意見

印象最深刻是第二天的最佳領導者：如何啟下課

程。一個領導者要有自信，自信是建立在正確的心

態，心態健康才能用健康的眼光看待自己及部屬。我

很欣賞這三句話，承認自己有所能，有所不能、欣賞

自己也欣賞別人、接納別人在你面前自信。這與董事

長提到的第五項修練的第五級領導者的精神契合。

我們都擔心遇到這幾件事，例如部屬質疑主管專

業能力、部屬拒絕工作、部屬不認同指示等實際職場

會面對的問題。廖老師透過課程遊戲的過程，讓學員

如何實作傾聽部屬的意見、了解原因才能找到問題、

適時說明意義，能夠增加同仁工作誘因。找出認同點

及探詢背後的想法，這都是幫助一位主管用正確心態

來面對部屬問題及解決問題。

這有點像我之前在上Focus婚前輔導員的實作課

程，如何傾聽婚輔者的意見、如何歸納他們的意見及

不加入自己的主觀意見。透過談話及數據，探詢婚輔

者內心背後的想法，最後引導他們思考及討論取得雙

方共識。我想每種做人的學問都是有一樣的精神。

我在這兩天課程的感想是各項管理技巧都可以透

過書本或課程學習。但最重要是成為主管及成為部屬

的內在核心價值是最難學習及實踐。

如何成為別人眼中重要的主管及部屬

是需要常常思考的。我想可以提供自

己的服務，讓主管及部屬成功或成全

別人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工作上應該

有的信仰態度。

最後感謝公司提供兩天的課程，

使同仁們在成為新任

基層主管前有一個充

電及提醒反思的時

間。

撰文︱吳志宏 資訊處▲陳建信董事長（左三）及廖年明講師（左四）與新任主管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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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永光派駐分享
在疫情之下，感謝蘇州永光的溫暖與培育
林哲緯於 2020/2∼ 2022/4派駐於蘇州永光負責當地特化 UVA銷售一職，期間因為疫情造
成工作、生活上的挑戰，也因此磨練與成長。

派駐前期

2020年2月時，原本自認已準備好的蘇州派駐工

作，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心中多了些許的不

安。當時對於剛開始的新冠疫情，有太多的不瞭解，

只知道它在全球各地擴散並造成恐慌，同時大陸各地

區開始封城。在眾多未知資訊下，難免讓人擔憂。好

在前一年於疫情未開始前，公司透過兩次出差機會，

讓我除了拜訪蘇州客戶外，提前了解當地的派駐環

境。最後在多了這份確定下，我下定決心出發並於

2020/2/6如期抵達蘇州宿舍。

初抵達蘇州時，因為當地疫情控管，不論是外出

用餐、採買、交通都變得不方便，好險有當時其他派

駐的台灣同事相互協助，使這些問題不再這麼難受

了。蘇州永光也於我到達蘇州約一週左右正式的開

工，並隨著每日正常的工作使生活慢慢步入正軌。

派駐工作

在疫情開始前，因為各地、客戶公司的控管，無

法正常拜訪客戶。好在前任同事淙昇與客戶固有的良

好關係情況下，使我可以透過微信與客戶進行線上溝

通、技術會談、線上研討會等，並跟客戶的關係可以

持續維護。隨著之後疫情趨緩，因為前期透過微信數

次溝通的情況下，跟客戶見面時卻多了分親切的感

覺。我也藉著過去在台灣中部內銷的經驗，在拜訪客

戶時能更了解客戶的需求、及提供即時的服務。

除了與客戶應對外，平常工作如出貨、進貨、通

行等，蘇州永光的同事都給予很大的幫助，使我能如

期應對所有客戶的需求。同時當時派駐在上海的建宇

經理，針對重點的客戶、案件上，給予很多幫助及建

議，讓我在主力開發客戶上能有進展。

工作之餘

工作之餘，假日時我會透過機會參觀蘇州當地的

園林、景點，藉此對當地的風俗及文化有跟深入的理

解。另外，我因為打籃球認識一群當地球友，並每週

一起固定運動。這些活動讓我可以有工作以外的調

適，我也非常喜歡蘇州的當地環境。

除了蘇州生活外，難得的返台生活讓我格外珍

惜。因為疫情來回需要長時間隔離使日常返台變得非

常困難，像第一次返台是在派駐整整一年之後，特別

感謝我的家人們的體諒。每次與家人見面、過年、出

遊等，讓我回台時每天生活都很充實、滿足，就像身

心靈又充飽電一樣，再回蘇州上崗。

派駐結束

雖然因為個人的因素考量，使我在蘇州派駐工作

於兩年時結束，但我想特別感謝朱總、如愛協理、以

及所有蘇州永光同事的幫助，使我在蘇州的工作、生

活上都能順利進行下去，同時在特化業績上交出一個

好的成果。

記得最後於2022/3/31要回台時，又遇到上海封

城、航班停飛的困境，感謝當時所有同事給我的建

議、鼓勵，讓我能在眾多困難下，如期返台。為我兩

年的蘇州派駐生活劃下最完美的結束。

撰文︱林哲緯 特化處

▲作者攝於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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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的環境中，迎向新挑戰
回歸特化，發揮所長
去年初冠伯因家務離職，今年重回特化團隊，更珍惜寶貴的無形資產—工作環境和同仁。

當步出電梯進入永光化學五樓梯

廳時，熟悉感覺跟過往的回憶

都一一浮現。看著重新布置過的公

司Logo及因應疫情所做的環境及消

毒準備。環境中的人事物都提醒著

我回到了永光化學。

工作與家庭兼顧

同事跟朋友都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想回來永光化學服務，你

考慮的是什麼？難道是外面找不到

更好的工作機會嗎？是也不是。

對企業跟求職者來說，將

適合人選放在合適的職

缺發揮所長才是求最

佳組合，在求職的

過程中發現有機會

跟許多不同的求才

企業面談，發現永

光是少數強調永光

化學願意營造一個

好的工作環境，讓員

工能在生活和工作取得

平衡，事業上能努力付出，同

時也能兼顧家庭。對於有家庭的我，永光化學所營造

的環境及帶給員工的觀念，一直是非常吸引我的。我

相信如果回到永光這個大家庭，是可以同時兼顧工作

及家庭。

愛心管理，接受挑戰

我曾經在特化事業處營業部門服務6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中，特化的長官給予業務團隊明確目標及要

求團隊盡力達成，同時也遵循永光的愛心管理方式，

採取開放及正面的態度輔導業務團隊朝著目標前進。

我過去在業務團隊就曾多次和主管討論工作內容、尋

求長官支援、和職涯發展的諮商。2017年，我被指

派接手特化營業二處三部負責市場業務開發，在這

之前，主管就數次提供給我市場管理的建議及此職位

未來願景，讓職務轉換更加順利。公司和主管對於團

隊成員的關心和輔導，在職場中這是得來不易的無形

資產。回到永光就職，在愛心管理之下，員工有機會

繼續發揮所長，如果有需要諮商或協助，主管也能從

旁輔導。

重新回到特化團隊，被賦予的任務和職務與過去

截然不同，對我仍是全新和未知的挑戰。除了自我思

考及整理過往經驗，我也曾多次和

長官討論他的期許和未來的任務方

向。長官期望我能憑藉著過往的經

驗轉化成動能，讓特化事業處能持

續成長。

撰文│林冠伯 特化處

▲作者參加2018印度塗料展，與代理商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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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威麒 色料處

回歸永光，幸福滿溢
工作與生活平衡，優質企業文化
威麒二年前離開永光後，深受永光企業文化吸引，選擇重新回歸，重拾幸福感。

回首6年前的八月我踏入永光，當時剛從航運業

轉職，尋求向國際貿易領域發展，當時最嚮往

的就是成為一個可以代表公司出訪海外，可以向外國

客戶推廣產品的國際貿易業務人員。永光當時是我在

海運業貨櫃出口的客戶，每次拜訪永光同仁，就深深

受活潑、親切又專業的工作氛圍所吸引，從面試和人

資接觸，與總經理面試，每一個環節都一一感受到永

光「正派經營，愛心管理」的企業文化核心。

自2016年加入色料事業處後，在營二處擔任外

銷業務，在公司工作的這段期間以來，常遇到不甚了

解或生疏的任務，包括產品技術上、國際貿易與業務

技巧方面，色料事業處的長官同仁們總是能非常具有

耐心與愛心，從旁協助我、教導我，提供完整與詳盡

的教育訓練，讓我逐漸成長並且克服工作上的挑戰，

令我非常感動。從剛開始面對客戶的緊張，轉變成駕

輕就熟的面對客戶，策畫參展與進行海外出差，一路

走來真的非常有成就感與榮譽感，面對跨部門的事務

協調，各部門的長官與同仁也是非常詳盡仔細的協助

與幫忙。

每週的週會與品格研讀分享，時時可以分享激勵

自己，讓自己在面對工作、家庭生活，都更有智慧的經

營，可以圓滿完善的處理大小事務。公司的社團活動與

福利委員會，更提供同仁們在工作之餘，可以休閒放

鬆身心的許多福利好康，可以Work hard & Play hard。

溫暖幸福的工作環境 
因為永光工作環境的溫暖幸福，是達成Work Life 

Balance的幸福企業，長官同事們深厚的情誼也令我

非常想念，感謝董事長、總經理、副總還有色料事業

處與永光所有的長官同仁，願意重新提供機會，讓我

於今年再度返回永光這個大家庭，回到色料事業處擔

任外銷業務，因為工作與生活、家庭可以並進協調，

讓我重拾幸福感，與同事溫馨相處，互助合作，樂在

工作與生活，也期許自己未來可以繼續與永光成長，

克服各種挑戰，持續的共創幸福與

榮景，在永光的日子裡，我感受如

經文「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

（腓立比書四章18節），回歸永

光，幸福滿溢。

▲色料營二處及技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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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成立於1972年，至今一萬八千多個日子過去

了，永仰榮光的樹苗已經茁壯成長，發展成為

具有五大事業處的上市集團公司。克服50年間面臨

不知凡幾的困境，挺過內憂外患的國際情勢，因著主

的保守看顧、榮董的決心與智慧、永光同仁的攜手同

心，讓永光持續多元化發展成長，在這特別的2022

年，我們一起懷著感恩的心情來祝福永光化學歡慶

五十。

別具意義紀念品，Eversorb Inside
在這非凡的一年，高爾夫球社舉辦了永光化學歡

慶五十高球賽，公司內的好手雲集以及外部客戶的熱

烈參與，都讓這次的高爾夫球賽熱鬧非凡，高爾夫球

社這次特別選用球體表面塗層添加Eversorb的高爾夫

球作為紀念品，Eversorb能有效的對小白球提升耐候

色變能力，常保潔白，別具紀念意義。另外，高爾夫

球社也精心準備了永光化學歡慶五十特別紀念款的球

標，優異的質感及紀念價值，在在都讓人愛不釋手。

這場在桃園球場舉辦的高爾夫球賽於上午10:30

正式開球，精神抖擻的榮董帶領著同仁進行開球儀

式，緊接著開始刺激的逐洞比賽。每個人的臉上都洋

溢著熱切的表情，深深體會高爾夫比賽的樂趣，可以

將工作與興趣做完美結合，可以跟客戶，或是好友同

仁漫步在湛綠的球道上洗滌身心，高爾夫更蘊藏深厚

的氣質文化，因為高爾夫運動是一項自我要求非常高

的運動，講究對自己負責，講究誠信，注重禮節，注

重面對困難的冷靜思考，這些特質都與永光的企業文

永光五十，高球感恩歡慶
高球歡慶盃，精采呈現
高球社為歡慶永光五十周年，除社員外亦邀請客戶，一同祝福永光周年慶。

化不謀而合，儘管我們的球技不屬於頂級，儘管小白

球隨時可能掉進沙坑，隨時可能落入長草區，更可能

隨時落水，但只要18洞之中有一記精彩的好球，就

足以讓我們回味，久久無法忘懷打出那記好球的感

覺，那屬於自己的精彩一瞬間。

夏日的午後天氣，風雲變化萬千，出發時的烈日

當空，在打完10洞左右，天空烏雲開始聚集，重雲

如蓋，隱約已經能聽到遠方傳來的雷鳴聲，打高爾夫

球的人都知道，打球不怕下雨怕打雷，當下我們仍抱

著一絲希望，這片烏雲可以從球場外繞道而行，讓我

們可以順利完賽，但是雷雨包有著自己的路徑規劃，

雷鳴聲越來越近，我們必須立刻做出決定，因為同仁

離球場會館都已經有一定的距離，因為絲絲細雨變成

滂沱大雨只是一瞬間的事，於是大家不約而同決定先

趕回會所，就在同仁陸續回到會所的同時間，大雨傾

盆而下，雖然沒能完賽，但大家都沒有成為落湯雞，

就像商場上的決定也是這樣，必須在考量所有因素，

做出最有利的決策，且立刻執行，否則稍有遲疑，就

是滿身濕漉。

很榮幸能成為永光化學的一份子，能參與歡慶

五十的高爾夫球賽盛會，五十年真的不容易，我們也

期許自己能做好準備全力以赴，跟公司一起走向下一

個五十年，讓永光成為真正的百年企業，永光化學歡

慶百年。

撰文︱陳建宇 特化處

▲高球社在榮董及老副董（前排中）率領下，與外部客戶，一同

歡慶永光五十周年。

▲Eversorb小白球及50周年紀念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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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永光時對於工會、福委會是什麼？幾乎不了

解，只知道有三節禮金、旅遊活動可參與。直

至2011年經由會員代表選舉及理監事選舉，順利當

選工會第九屆理事及總幹事。剛開始對於工會運作及

帳務一竅不通，摸索近二個月漸漸了解其運作模式。

初期常常碰壁，每月薪資扣款、勞工相關權益問

題處理及收發文件等讓我身心俱疲。但我告訴自己，

善用工會資源去了解種種事務。因此，我先從工會的

成立、起源及組織進行分析了解，接著積極參與上級

工會及市政府所舉辦的教育訓練，案例分享及法學常

識讓我慢慢進入軌道。

關懷

疾病、變故及公傷是我生活中常常要處理的事

情，除了按照章程給予相關補助津貼外，印象最深刻

的是，2015年二廠同仁罹患癌症，當時已是末期，

申請工會相關補助時，心想我還能幫他做什麼？因

此，找了理監事討論，愛心募款，我們理監事分別在

各廠區進行愛心募款，員工發揮愛心募集了十萬元。

每一個人都有想不到的

意外，當面臨這些困境

時，心理一定很複雜，

而我們一定要盡自己能

力同時心存關懷的心去

服務別人。

公益

會員教育訓練、會

員代表大會及工會年度

活動都是每年例行要舉

辦的活動，剛開始熟悉

活動如何辦的順利及廠商如何接洽，承辦幾年，一成

不變的活動也讓我覺得無意義。因此，我嘗試改變，

讓每一筆經費都充滿價值。拜訪了觀音愛心家園，教

育訓練結合了愛心，場地在觀音愛心家園、禮品使用

觀音愛心家園自製商品及員工帶小朋友參與製作愛心

蛋糕。當經費運用的有意義、活動也變得有價值了。

與永光愛心社一同舉辦愛心義賣，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讓社福機構增加經費運用，同時鼓勵同仁參

加，身歷其中感受；永光壘球社參與市總工會勞工

盃，公司間的互動，讓員工互相交流。讓社團積極參

與相關活動，活躍社團。

溝通

我擔任勞方代表多年，誠實反應勞方意見，促成

勞資雙方意見取得共識。譬如：工會會員溝通、事故

調查，員工與主管爭議及員工與員工紛爭，當雙方無

法達成共識，我就去了解雙方看法及意見進而協助溝

通協調，讓事件順利。公司重視勞資關係和諧，因

此，員工權益及福利事項，都是透過勞資會議溝通的

成果。

如今工會即將邁向第十二屆，擔任三屆工會總幹

事的我，一直秉持著關懷員工的心去服務大家，正向

勞資溝通讓彼此理解互諒，共創永光。

關懷、公益、溝通
誠實反應勞方意見，促成勞資雙方共識
永光企業工會總幹事唐偉誠，任職永光 15年，擔任工會總幹事 11年，榮獲台灣總工會 109
年全國模範勞工殊榮。

撰文│唐偉誠 四廠

▲工會會員教育訓練在觀音愛心家園舉辦，讓經費結合愛心，更

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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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雇主負有責任
不法侵害意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

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

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所以，職場不法侵

害不只有肢體上，精神上的職場霸凌也屬其範圍。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雇主對執行職務

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

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

不法侵害，人員該如何因應？

藉由職場護理師的身分宣導職場不法侵害，希望

能讓有需要協助的人能夠聽見、發聲，其實，除了忍

受，你有更好的選擇；過去我們可能會漠視、隱忍、

冷眼旁觀、默默離職，現在的你應該要保護自己、正

視暴力行為、尋求公司申訴管道、EAP協助，讓職場

環境更為友善喔！

發生不法侵害，職場因應及處理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友善職場，立即反應，主管防治義務

職場該如何預防呢？

其實就像在做職災預防，消除高風險因子，才能

避免令人遺憾的事情發生，針對工作場所、性質進行

危害辨識及評估，可能發生不法事件的地方先行瞭解

改善，並建立對不法行為的規範及辦理相關的教育訓

練，發生不法侵害事件時，內部處理流程，相關人員

成立的處理團隊，最後定期審視成效並改善。

職場不法侵害，主管不能置身事外

職場上，單位主管是同仁溝通的第一管道，若同

仁遇到疑似不法侵害事件時，當下窗口通常都是主

管，建議各部門主管碰到類似事件，請立即協助申

訴、暫時避免雙方當事人接觸，讓事情能夠盡量圓滿

解決。

▲四種職場不法侵害類型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主管防治義務

1. 立 即 反 應
2. 暫時避免接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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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永光參加 2022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實現晶圓研磨液
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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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那時的我對於人生的方向還感

到很迷茫，聽說永光是個令

人安心的和樂大家庭後，在

2022年4月，我很幸運地加入

了永光。

永光的文化核心為「正派經營，愛心管理」，用

誠信、守法、公正的精神做對的事；用信任、尊重、

關懷的態度愛每個人。

我認為這兩點對於公司能否成功運行是非常重要

且關鍵的，誠實的經營且遵守相關規範，進而讓顧客

滿意，維持忠誠度，促使公司持續運行；以愛心管理

員工、尊重員工也是非常良好的理念，以我自身缺乏

工作經驗的情況下，在進入一家新公司時必定會覺得

不安與恐懼，而永光的大家讓我感到非常親切，主管

與上司在教導時都很熱心，讓我能夠減輕一些壓力，

承受各種壓力，也更有勇氣承接更重的責任，組成高

效能的行動團隊，突破難關達成公司方針目標。期望

「品格第一」的訓練能帶給同仁及家人對人生及文化

層面高思維的進一步省思。體認「關懷顧客，共創價

值」之真正意義，認知和了解顧客的需求及期望，提

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與顧客共同創造利潤，讓永

光成為顧客事業發展的最佳夥伴。

轉眼來工務課半年了，這段時間學的東西很多，

難免會讓自己有些壓力，但師傅們都不會給我壓力與

壓迫感，而是讓我慢慢摸索還有實際接線，熟能生

巧，相信自己能越來越上手，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

對於未來生涯規劃，現階段從基層做起，全力以

赴學習，讓自己快速融入職場環境。對於中長期規

劃，期待累積實務經驗，同時不斷自我進修，加強專

業能力，認真學習充實自己，勇敢迎合挑戰，讓自己

成為更有能力的人。

認真學習，迎合挑戰
 ▎單位：一廠工務課　學歷：虎尾科大動力機械系　興趣：旅行、路跑

今年四月來到永光這個

大家庭，因為與前份

工作性質不同，所以來到這

必須從頭學起，也感謝長官與

同仁師父們無私的教導，讓我能

在短時間上手，雖然還無法獨當一面的去完成任務，

但也透過一次次的練習與實作，讓我更了解其中的技

巧該如何運用，也謝謝公司給我機會，學習各種維修

技術與狀況排除，不僅真實運用在家庭生活上水電的

問題，更能幫助公司生產線能順利的運作，產出更大

效益。

來到公司後，了解到公司的文化核心價值為正派

經營、愛心管理；也因為如此為了善盡公司的社會責

任，努力開發生產有正面價值的化學產品，以優異的

品質與服務贏得客戶的信賴，期許共同創造更多營

收。深信「品格第一」的教育訓練能使我們更成熟，

同時增加我們內在的力量，培養員工高貴的情操來

新鮮人 楊明蓉 

新鮮人 連昱翔 

也時常會有人關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十分融洽。

另外永光在每個月也會實施品格教育，並聚集同

仁研讀品格雜誌，在5月時我負責製作了以「智慧」

為主題的品格影片，因此學習到許多關於智慧的見

解，例如在人際關係上，必須慎重的擇友並尋求好的

建言，以及從過去經驗中汲取教訓；人會犯錯是難免

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而在工作上，能夠

考慮後果、計算代價、評估結果，也是智慧的展現，

若能充分評估這些因素，相信能夠幫助我更加順利的

完成工作，做出明智的決定。

公司裡的同仁之間相處都十分融洽，遇到問題也

會彼此互相幫助，在詢問問題時都會很熱心的回答，

希望未來在面對各種挑戰時都能順利解決，也希望自

己能夠越做越熟練，盡力發揮自己的專長，為公司盡

一份力。

充實自己，成長茁壯
 ▎單位：醫藥事業處倉管課　學歷：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興趣：旅遊、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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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04 後疫情時代行銷的第五個「P」│陳建信

Chairman's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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