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4 

2021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單位簡介 

(排列順序依照各類組筆畫排序) 

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大型企

業獎 

國泰商旅股份有限

公司 

 

1、 國泰飯店將培育飯店人才視為己任，明訂人

才發展策略，以核心價值「Change Creative 

Connection」深化企業文化，吸引志同道合

與對企業品牌有熱情之人才。 

2、 以職訓合一制度設計發展活動與訓練課

程，培育各級主管專業與有格局之管理職

能，培養未來飯店觀光產業專業人才。 

總部位於台北市的國泰飯店觀光事業，旗下包

含國泰商旅及國泰飯店管理顧問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為臺灣建築業龍頭國泰建設旗下事業

體，核心業務涵蓋飯店籌建、經營管理及飯店

品牌發展。榮獲亞洲權威人力資源雜誌《HR 

Asia》頒發「2020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網址：https://www.cathayhotel.com.tw/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1、 遠東商銀秉持著以人為本的人才發展理

念，建構完整、持續之人才發展方案。 

2、 員工培育兼顧企業與人員發展雙重需求，以

專業及核心職能兩大方向建構各階層課

程，並持續推動數位轉型、潛力人才、英語

提升等策略性人才培育計畫，為組織永續發

展打造豐厚人才庫。 

 

 

 

 

遠東商銀為遠東集團旗下金融事業體系裡最

重要的公司，設立於 1992 年，目前在臺灣有

56家分行，海外設有香港分行、越南及新加坡

辦事處，員工約 2,600 人。主要服務項目包含

個人金融業務、法人金融業務、金融市場業

務、數位金融業務。 

網址：https://www.feib.com.tw 

https://www.cathayhotel.com.tw/
https://www.fei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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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大型企

業獎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1. 群創光電建構「員工發展時空概念圖」，以

廣、深、高度兼備之學習藍圖，確立員工能

力與持續提升。 

2. 擁有跨界學習與多元發展機會，輔以職涯發

展彈性機制，全員得以實現自我發展，成為

多元發展的搖籃。 

群創光電以臺灣為研發重鎮，培育核心技術人

才，以創新及差異化技術提供先進顯示器整合

方案，包括 4K2K超高解析度、3D裸眼、IGZO、

LTPS、以及觸控解決方案等，生產基地主要位

於竹南、台南兩地，擁有自 3.5G到 8.6G 最完

整的各世代生產線。 

網址：http://www.innolux.com/ 

中小企

業獎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

公司 

 

1. 油順精密藉由豐富的產業經驗與歷程，持續

創新產品開發並且勇於接受客戶挑戰。以

「誠信正直」做為核心價值，全面培養所有

同仁的正確態度及專業素養。 

2. 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學生就業與技

術學習機會，秉持人才培訓不只是為提升公

司競爭力，更將為臺灣機械產業培育優秀人

才視為己任之最終理念。 

油順精密為臺灣第一家獲得航太認證流體傳

動廠商，為臺灣油壓缸製造廠之領先企業，產

品具有高度客製化能力，能依客戶需求與機台

種類，設計客人專屬之油氣壓缸，而產品遍及

各大機械領域，服務客戶皆為各機械領域之龍

頭企業。主要產品為阻尼器、空油壓產品設

計、製造及系統整合。 

網址：http://www.ashun.com 

http://www.innolux.com/
http://www.ash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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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中小企

業獎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分公司 

 

1. 雲朗酒店高雄分公司於 2014 年推出人才發

展亮點「五星計畫」，自此便不斷深耕企業

人力資本。 

2. 對內成立「創新圈」小型創新團隊，專責建

構當館創新流程；重視銀髮人才議題，著手

中高齡人力活化運用及友善職場環境之營

造。 

3. 對外致力於產官學合作，觀光人才培育、環

保永續發展、商圈轉型活絡、文化歷史推廣

等。 

企業使命為成為南臺灣引領風潮的精品設計

酒店，座落於鹽埕區的翰品酒店高雄，附近為

充滿歷史古蹟、人文藝術及美食熔爐的觀光勝

地為熱門的觀光區域。雲朗酒店高雄分公司選

擇運用當代藝術結合人文歷史，打造時尚四星

級酒店。主要服務項目為客房住宿、休閒及餐

飲服務。 

網址：https://www.ldchotels.com/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 

 

1. 遠東巨城持續精進經營管理、積極投入社會

公益，並結合經營策略規劃人才發展「3 

Big」行動方案，透過培育、健康促進、供

應商共好三面向傳遞企業文化。 

2. 打造「樂於學習分享」的環境及培養「帶著

走的能力」，以達成徵才、留才及育才目標，

不斷提升職場幸福感及凝聚員工向心力。 

遠東集團 2010 年由旗下太平洋崇光百貨及百

揚投資(遠東百貨子公司)合資成立遠東巨城購

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籌建購物中心及擘

畫未來，開幕至今營運績效良好並已成為新竹

新地標。購物中心提供百貨公司、愛買量販

店、City Super超市、威秀影城、兒童育樂場、

運動設施、主題式餐廳、戶外休閒廣場等多項

服務。 

網址：https://www.febigcity.com/bigcity 

https://www.ldchotels.com/
https://www.febigcity.com/big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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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機關

(構)團

體獎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附設板橋職業

訓練中心 

 

1. 中華電信板橋職訓中心，自前身草創至今，

已 50寒暑，視「員工為公司最重要資產」，

讓各職涯階段的員工都能展現耀眼的工作

成果與績效。 

2. 秉持「確保 ESG 永續發展下，成為智慧生

活領導者、數位經濟賦能者」之願景與「成

為最有價值最值得信賴的科技服務公司，促

進永續發展」之使命，迎接嶄新的科技新世

代。 

板橋職訓中心隸屬於中華電信公司的訓練機

構。主要開發並辦理各項電信專業訓練班，培

育卓越之電信技術人才。而為了讓訓練成果能

與營運政策緊密結合，另設有「人才發展小

組」，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一年召開 1次會

議，定期進行訓練規劃審議及訓練成果檢討。 

網址：https://www.chtti.cht.com.tw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訓練所高雄訓

練中心 

 

1. 台電高雄訓練中心以塑造敏捷團隊追求卓

越為基石，不斷開發多元創新訓練方案。 

2. 運用沉浸式體驗訓練新境界深化工安意

識、訓證用合一訓練一條龍永續發展電力技

術、創新訓練價值展現培訓電業經管人才，

達成「防疫國家隊、訓練國家級」境界。 

3. 未來持續朝促進人才發展、創造學習價值、

提昇產業競爭力的使命前進。 

高雄訓練中心成立於 1984年以辦理電力專業

技術在職訓練、基層主管培育發展訓練、國家

級電力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以及輸、變、配

電維護養成訓練為主，為全國最具規模的輸、

變及配電類訓練及技能檢定重鎮，培訓可觀的

電力技術人才，達成穩定供電任務。 

官方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u192029/ 

https://www.chtti.cht.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u19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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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非營利

團體獎 

台中市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職業工會 

 

1. 台中市公寓大廈工會堅持「培訓人才發展，

專業安心就業」為宗旨，依據學員、業界、

社區以及政府需求規劃短中長期課程，配合

政府舉辦區里公寓法令說明會，編訂公寓法

令宣導文宣手冊，加強學員本職學能。 

2. 推薦眾多學員擔任台中市府公寓事務諮詢

師，解決社區公寓爭議問題。 

工會成立至今 30年，從服務會員開始轉入證

照培訓，從待業再造到協辦政府公寓事務推

廣。長期推廣職訓課程並輔導學員就業，提供

在職補助與職前培訓課程及社區所遇到問題

的諮詢服務。 

網址：http://www.ntbs.com.tw/ 

社團法人台南市復

健青年勵進會 

 

青年勵進會為改善身障者的生活與經濟，成立

玩皮高手自營品牌發展核心能力與課程，期望

能自給自足，透過盈餘回饋，厚實組織發展，

讓更多會員與學員受惠。 

青年勵進會成立 62年，願景為打造一間具身

障特色的無障礙手工藝推廣中心，建立有愛無

礙幸福家園，協助更多身障者創造自我價值，

進而解決身障就業、生活、經濟等社會問題。 

網址：https://www.sggo.org.tw/ 

http://www.ntbs.com.tw/
https://www.sgg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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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非營利

團體獎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

教基金會 

 

1. 水源地基金會於 109~110 年榮獲全台五個

分署辦訓 A 級的榮耀。核心訓練藍染，不

斷循序落實人才發展專業技藝傳承，並紮實

保留和推廣傳統技藝，落實學、做、教、技

能訓練之目標。 

2. 提供優質傳統技藝專業人員培訓服務，也為

臺灣傳統文化技藝的保留、推廣及人才發展

盡一份心力。 

基金會致力於服務、學習、深耕的核心價值服

務推廣訓練事業，諸如社區營造發展、鄉土文

化導覽、生態保育解說、休閒活動倡導、社會

成長服務、志願服務工作、職業教育訓練等，

真正落實學、做、教、技能訓練之目標。 

網址：https://www.youngwater.org.tw/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 

 

1. 食品所成立食品產業學院，利用內部專業團

隊之能量，辦理產業專業人才培育及能力鑑

定。 

2. 培訓食品與生物等相關產業之科技人才，引

領食品產業正向發展，成為食品產業永續發

展的後盾。 

食品所成立初期為協助臺灣罐頭食品業提

昇，後逐步擴展研發領域，建立食品與生技產

業之關鍵技術，培育內部專業人才建立專業團

隊，以推動研發、輔導、檢驗、訓練、驗證等

五大關鍵業務及食品創新、食品生技、食品安

全三大研發主軸，為臺灣食品領域最具規模之

研究發展與專業訓練機構。 

網址：https://www.firdi.org.tw/ 

https://www.youngwater.org.tw/
https://www.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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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傑出個

案獎 

桃園市工業會 

 

1. 桃園市工業會協助製造業人才發展，由理事

長帶領及教育訓練委員會指導，建立企業經

營知識資源分享服務平台。 

2. 每年辦理各項人才培訓班超過 400 班次，

10,000人以上人次參加。 

工業會成立迄今 46 年，主要協調本市各業關

係增進工業共同利益，並謀劃工業改良推廣，

積極服務企業的精神，扮演政府與企業間溝通

橋樑，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 

網址：https://www.tcia.org.tw/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

立基督教喜樂保育

院 

 

1. 喜樂保育院創立 56 年，獲安全照護優良機

構的認證與中彰投區勞動典範和榮獲彰化

縣「幸福企業二星等」獎項。 

2. 舉辦相關專業發表或開辦研習與工作坊

等，免費分享研發智能障礙性教育教材，提

供全國特教學校與各國小、家長、社福機構

等教學工具書及推展教育。 

提供身心障礙者就學、就醫、就業、就養之全

方位服務，並關懷身心障礙者身、心、靈全人

均衡發展，推動社會教育，增進社會大眾認識

並接納身心障礙者，更配合政府推行身心障礙

福利工作。 

網址： 

http://www.joyce929.org.tw/ 

https://www.tcia.org.tw/
http://www.joyce929.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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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傑出個

案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 臺科大積極擴大產業人士進修佈局，學位學

程從 EMBA延伸至 EMRD及

SEMI-EMRD，為國內唯一培育技術長

(CTO)及半導體高階人才的在職學位學程。 

2. 非學位學程則積極配合政府 5+2 重點產業

人培政策，緊扣產業脈動，聚焦 AI、數據

分析等高科技前瞻領域，協助在職人士打造

「高階即戰力」。 

臺科大創校近 50年，為大專校院教育事業，

以培養高級工程技術及管理人才為目標，畢業

校友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發光發熱。 

網址：http://www.ntust.edu.tw/home.php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分公

司 

 

1. 晶華酒店台南分公司著重員工專業技能與

主管培養，提供個別員工職能評估並搭配合

適課程、舉辦 Regent Talks職人分享，增進

跨團隊溝通效能。 

2. 運用 e化平台，進行人才培育計畫，辦理多

元訓練強化員工專業，透過訓練成效的移轉

及團隊激勵活動，期待以線上線下不同管

道，持續培育更多傑出人才。 

酒店座落於台南市中西區，為晶華國際酒店旗

下之國際級商務度假酒店，建築規劃與室內設

計融入當地特色，強調與在地文化共生共榮，

將台南儒風意象化為設計元素，運用閩式建築

特色妝點空間，秉持著與在地共生共榮的品牌

理念，致力於提供優質的旅宿服務。 

網址：https://tainan.silksplace.com/tw/ 

http://www.ntust.edu.tw/home.php
https://tainan.silkspl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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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傑出個

案獎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1. 瑞儀光電導入 eHRD數位轉型整合人才發

展，結合行動學習 APP，打造學習 Fun的

職場環境，進而成為接班梯隊佈局及關鍵人

才發展的利器，提升組織整體戰力，達到永

續經營目標。 

2. 成立瑞儀教育基金會成立，廣招員工擔任志

工貢獻專業回饋社會，獲得 TCSA 及 DJSI

的多項佳績。 

瑞儀光電是國內第一家從事專業導光板與背

光模組製造的公司。核心涵蓋光學設計、模具

開發、導光板射出及 LCM 組裝，提供一條龍

的服務，目前瑞儀光電產品已遍及筆電、平

板、手機等所有熱門產品的供應鏈，客戶群也

涵括美系、韓系、日系等知名國際級大廠。 

網址：https://www.radiant.com.tw/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 

 

1. 德鍵企業深耕於人力資源發展領域，提供客

戶多樣化培訓資源及資訊整合服務，於

2014 年以「訓練經理五級認證課程」成為

全國第一家通過 iCAP認證之單位。 

2. 後續員工在職訓練班次皆以職能導向課程

模式進行訓練規劃，確保訓練品質，持續與

時俱進提升職能課程發展能量。 

德鍵企業為一專業的人力資源服務、訓練服

務、專案服務與數位設計服務公司，投資成立

附設職業訓練中心，並因應產業的未來性成立

數位創意設計中心，致力於數位平台建置、數

位內容設計及數位行銷整合之研究與開發。 

網址：http://www.derjian.com.tw/ 

https://www.radiant.com.tw/
http://www.derji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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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別 
獲獎 

單位 
人才發展特色 公司簡介 

傑出個

案獎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 燁輝企業導入勞動部資源發展獨有之內部

認證、新進人員導師制度、油壓實務訓練

等。 

2. 開發獨創 VR創新培訓課程，進而提升留任

率、減少客訴及縮短新進人員培訓時間，執

行成效顯著。 

燁輝企業是義聯集團轄下最重要之鋼鐵生產

事業體之一，定位為世界最先進、品質最優良

之熱浸鍍(鋁)鋅與彩塗鋼板專業製造廠，為天

下雜誌臺灣地區 2000大製造業調查金屬原料

類排名第 3名為經營績效最佳股票上市公司之

一。 

網址：http://www.yiehphui.com.tw/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 靄崴科技致力於自動化與控制領域，以「創

新，與世界同步躍升」企業經營理念，來延

攬機電領域專業人才加入。 

2. 近年跨足半導體領域，透過完善訓練制度與

職涯規劃，協助員工制定個人學習目標，並

建立員工身心關懷計劃打造友善職場環境

增加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 

靄崴科技主要提供專業的盤內電控軟、硬整合

規劃設計，也兼顧現場硬體規劃、施工及試車

等專業性工作，代理經銷國內外電機及控制產

品，客戶遍及歐洲、美國及日本。 

網址：http://www.avex-sg.com/ 

 

http://www.yiehphui.com.tw/
http://www.avex-s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