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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 108 年十二月十日
第 1310 次例會，邀請益張

集團 黃秀英副董事長做「打造
一個幸福企業 - 分享益張企業文
化」專題演講。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今年
邀請的講師個個是強棒，歡迎今
日的強棒講師黃秀英 Match 及
來賓何國禎，還有準社友賴威民
先生、員林誼真社社長 Rita、秘
書 C.P.A， 社 友 Can、Swan、
Jamie 及益張集團二位特助蘇明
源先生、陳怡君小姐。

Rich 社長報告，Art 有手繪
月曆送給每位社友一份，我們掌
聲謝謝他。

1 月 8 日惠來社十週年慶典
及 2 月 14 日南區社授證週年慶
典，全體理事一致參加，也歡迎
社友踴躍報名。

Rich 社長報告，3 月 13 日
舉辦南門社職業參觀，早上參
觀愛姆勒股份有限公司，中午
Kingnet 宴請大家吃午餐，下午
參觀台昌彩藝大甲新廠，晚上
Printing 在全國高爾夫球場設宴
款待所有參加的社友及夫人，請
社友將時間空出來。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
下週二 12 月 17 日舉行 南門第
26 屆理事選舉暨 27 屆社長、推
選第 28 屆社長， 全體社友務必

出席參加。
Doctor 秘書報告，12 月 24

日邀請超級講師，世大運聖火及
花博「聽見花開的聲音」設計人
- 張耿華先生蒞社演講，相當精
彩，請社友踴躍出席。

Doctor 秘書報告，例會後召
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請理事留步。

【  南門第 26 屆理事選舉  】



第1310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8 年十二月十日
第 1310 次例會，邀請益張

集團 黃秀英副董事長做「打造
一個幸福企業 - 分享益張企業文
化」專題演講。

A r c h i 介 紹 講 師 黃 秀 英
Match社友，Match原本是我的
房客，那時她還不是扶輪社員，
後來幫她設計新家，在相處近五
年的過程中，從家裡的點點滴滴
到包括工廠演進的點點滴滴，
Match從房客變成我的老師兼好
友。

最重要我這個千里馬找到了
伯樂，在過去的十五年來，我從
她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多，每一次
我去他們公司，最期待的就是中
午要去他們公司吃飯，因為他們
公司提供的餐，遠超我們的想像
，好到離職的員工又回來公司的
原因是公司的餐實在是吃得太好
，在外面吃不習慣，只好乖乖回
來上班，今天她不只分享益張集
團的文化，更重要是如何成為一
個幸福的企業。

益 張 副 董 事 長  黃 秀 英
Match社友（誼真社）在演講前
，先以一段影片，介紹益張公司

▲黃秀英副董事長演講：打造一個幸福企業～分享益張企業文化

主講人：黃秀英 副董事長

打造一個幸福企業 
～分享益張企業文化

( 益張集團 副董事長 )

引進事業人才，以新思維拓展業
務多元觸角，學習德國百年工藝
的精神，及日本對細節的重視，
還有美國對數據分析的應用，不
斷求新求變，讓世界看到益張的
價值，一路追求成長之路，

Match說，益張實業，迄今
創業32年，從傳統家用置物架，
再轉型跨足醫療照護、商店展示
及飯店餐飲等商用置物設備市場
。將以「五化」營運策略，包括
產品客製化、製程省力化、少人
化、工廠自動化及智能化，以期
做出電動化及智能化產品。

益張1987年創立，2017年
11月23日，正式由興櫃轉上櫃
掛牌後，期許未來公司能成為「
全球商用置物設備值得信賴的提
供者」。

公司經營採取一步一腳印做
法，因經營穩健，創業迄今營運
沒有虧損，希望未來在「五化」
營運策略推動下，期許公司經營
利潤，仍可維持穩定水平之上。

益張在鼻頭工業區有三個廠
，三個廠約有一萬多坪的土坪，
集團底下有四個公司，益張是總
公司，今年邁向第三十四年，翔
貿工業是我們上游的原料，另一
個是新秀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還
有一個智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張未來10年轉型重點工作
，將從沖折類製程移轉策略著手
，第一步先將原為內銷倉庫，改
做自動化工廠。尤其，益張自動
化工廠，會先嘗試做智能化，並
與科專與智能化計畫結合，藉以
發揮推動功效。

隨著物聯網及人工智慧應用
面愈來愈廣，益張2018年2月與
東海大學及大衛創值顧問，共同
簽署「智能化工廠製程提升」產
學聯盟合作備忘錄，初步規劃二
、三年內完成，主要效益是廠內
整合工作，包括前段機械加工、
後段包裝組立、進行製程優化，
及提升良率與產能，希望三年後
的生產效率，可提高二成。

益張目前新設的鈑金工廠，
先做到省力化及少人化，並首度
將商用置物設備工廠，導入智能
化工廠，算是台灣同業推動智能



化跑得最快的廠商。
益張主力產品分成四大類，

包括醫療照護、倉儲物流、商店
展示，及飯店餐飲等商用置物設
備市場，2018年商用置物設備
營運占比44％。

其中，尤以醫療照護與倉儲
物流設備占比增幅較大。因商用
置物設備進入技術門檻較高，且
產品毛利率較好，益張未來仍會
擴大該市場布局。

益張實業的創業之路，仿效
德國師徒制，自創留才育才機制
，採取績效分紅，適時獎勵員工
。此舉不僅創低離職率，更讓地
處偏遠地區的彰化埤頭總公司，
招募到南彰化的一流職場人才。

益張員工的績效分紅，比照
科技業做法，公司2000年股票
公開發行前，就有一套績效分紅
透明化制度，目前公司以稅前盈
餘15-20％，當作公司績效獎金
及員工分紅的基準。我先生陳新
約，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創業家，
1999年獲頒中華民國第22屆創
業青年楷模。

益張集團旗下益張實業、新
秀家居及翔貿工業等公司，是目
前台灣少數沒有赴大陸設廠的上
市櫃公司，益張因為出自對員工
的一份責任心，堅持企業根留台
灣。讓這波打得火熱的中美貿易
戰，反倒是對益張營運有利。
企業文化分享：

1.員工關懷：員工友善休憩
空間建置、樂活新地中海飲食員
工餐廳。

2.人資策略：目標共識營，
激勵成長營；人力資源發展，顧
問輔導。

3.企業創新：創新研發中心、
企業交流：外部參訪APRA協會。

4.企業責任：太陽能綠能發電

建置；飲食生活習慣改變推動。
這幾年益張積極推廣「健康

、環保、公益」的理念，並用實
際行動來落實，照顧到每個員工
的生活。在飲食上，提供天然食
材的團膳營養午餐；在工作環境
上，打造符合節能減碳的設備，
甚至貼心到為作業員準備久站所
需要的軟墊。益張秉持著「員工
就是家人」的想法，並發展企業
社會責任，以走向永續經營的百
年企業為願景。

益張舉辦活動則走溫馨路線
，例如，益張將尾牙餐會訂為「
親子家庭日」，廣邀員工與家屬
一起參與，讓全體員工像家人一

樣，打造一個幸福的企業體。
健康飲食，從有機開始，

Match簡單分享地中海輕食飲料
及兩款品牌咖啡介紹-INCAF深
山藝伎有機咖啡、Geisha藝伎咖
啡，都是經過食品安全衛生認證
無赭麴毒素。

咖啡裡存在著二大保健元素
：綠原酸：存在於咖啡，是一天
然的化合物，為一種抗氧化劑，
可改善消化器官機能的作用，不
止護肝還能減少體脂肪。咖啡香
氣中含有一種葫蘆巴鹼，能使大
腦變得活躍，提高大腦的活性，
可改善健忘、預防痴呆以及阿茲
海默症。

最後，Match說，益張的文
化形成，緣自長期與德國合作，
開始去瞭解為什麼德制洗碗機、
咖啡機可以做到一百四十多年？
還是全世界最貴的，經過我親自
使用過後，對他們的產品讚賞不
已，益張最大的客戶是德國，必
須瞭解德國人是怎麼思考事情，
後來在我移民澳洲後，才瞭解澳

▲參加鹿港東區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典禮 108.12.12 



下週 例會 108 年 12 月 24 日 ( 二 )   

洲跟紐西蘭在對環境的保護的重
視，這些國家推出的產品是對大
家好的，對環境是友善的，也因
為這樣，在一個月前，一個全球
做機場推車及超市的推車廠商，
他們的營業額是幾仟億，在美國
、德國、中國大陸都有廠房，因
這次中美貿易交易，來台灣找一
個合作的廠商，找到我們公司，
我說為他準備的黑咖啡是有公平
交易及零碳認證的，二個月後我
們已經接到他們的訂單了。

Match做總結時，認為很重
要的一點，我們站在台灣的角度
，一定要瞭解全球發生什麼事，
國際上的文明跟文化是什麼，才
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吳元益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副總幹Melon報告

12月份月例賽將與新店碧潭社聯
誼賽，日期：12月19日，地點
：桃園高爾夫球場，９:30報到
，10:00開球，請穿著隊服及隊
帽，下午5:30在球場餐廳用餐，
集合時間：早上7:30在寶輝大東
的舊廠上車。

吳元益報告扶輪之子
原訂12月12日做台中二中及

台中家商的扶輪之子訪視，認養
社友大都出國，因人數不足故取
消，二中延期到109年1月7日(星
期二)下午三點開始，家商延期
下學期。

洪富金報告年會高爾夫球
King報告，今年由本社承辦

地區年會的高爾夫球賽，日期：
109年3月10-11日，地點在興農

球場，南門社隊員全員報名，如
社友有出國或有其它的行程，煩
請跟小組長商量，因活動是兩天
，我們社友大部份是在11日，如
果真沒辦法，可以提前參加10日
的球賽。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8人，免計出席4
人，實際出席人數47人，上週出
席率72%。

講題：理想與現實的平衡練習  主講人：張耿華 老師 ( 藝術家 )

糾察時間
Ken c h i k u代理主持糾察

時間，感謝Match講師回捐演
講費，感謝Arch i、Bond、
Kenchiku分享，Poster報告上週
甘霖基金會為獨居老人年菜募集
經費，感謝社友愛心募到拾萬多
的年菜經費，並代替陳麗安小姐
跟大家說聲謝謝。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家 庭 懇 談 會

▲108.9.6(五)賴文瑞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祕書伉儷、廖光亮社友、
劉偉傑伉儷、蘇朝坤伉儷、林丙申伉儷

▲108.9.6(五)朱福民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祕書伉儷、莊賜濱伉儷、
陳榮鍠伉儷、張長信伉儷

▲108.9.8(日)張建國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祕書伉儷、劉偉傑伉儷、
張長信伉儷、陳向榮伉儷、洪富金伉儷、王叔榮伉儷、陳棋釗伉儷、江輝雄伉

   儷、賴文瑞伉儷、劉正忠社友、陳國輝伉儷

點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