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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飛宏科技為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股票代

號 2457），營運總部設立於桃園市華亞科技

園區，生產製造基地設立於廣東東莞、江西豐

城，以及越南海防市，此外在美國加州及日本

東京則分別設有子公司提供客戶即時的業務及

技術服務。在本報告期間內，飛宏及所屬子公

司之所有權均無重大變更。

在這個全球經濟局勢多變的情況下，電

源產業的競爭與日俱增，飛宏科技為能在其中

發揮優勢，將公司的產品與服務整合環境與社

會領域創新的發展，且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內

容納入各部門營運項目，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標。2019 年飛宏持續進行全公司策略規劃營，

檢視該年營運各項績效，並定義公司營運之九

大改善關鍵議題；除了 2018 年的八大議題：

「營收成長」、「毛利提升」、「營業費用控

管」、「供應鏈能力優化」、「產品 / 設計品

質改善」、「數據化管理強化」、「人力資源

活用」、「產業前瞻及新技術力提升」，增加

了「營運資金運轉提升」議題，進行分析、討

論競爭力的提升，並腦力激盪可行短中長期對

策，歸納並加入各部門年度 KPI，進行管理與

追蹤。

【飛宏科技 - 台灣桃園營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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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宏願景 (VISION)

以節能環保、創新、服務為核心價值，成為全球最優秀的

電源供應商。

使命 (MISSION)

以環保愛地球為己任，提供全方位電能解決方案，成為客

戶、員工、股東、廠商共享共榮的優質企業。

經營理念 (VALUES)

飛宏深耕電源產業近 48 年，創辦人林中民董事長憑藉

著對電源產業的高度熱情，秉持著誠信 (Integrity)、創造 

(Innovation) 、挑戰 (Challenge) 的經營理念，致力於推動

研發產品與提升製造能力，集團組織架構與規模也因此成

長茁壯。其中誠信是飛宏科技的企業核心也是貫徹所有活

動的中心思維，為落實這個理念並讓所有同仁貫徹執行，

已將「誠信」納入飛宏科技所有新進人員必修之訓練課程，

因此受訓比例為 100%。此外將於 2020年開始，每一季末，

發出公告給全部員工以進行全面宣導。

股東大會

董事會

董事長兼總執行長

集團總經理

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董事長室

審計委員會 稽核室

總經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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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飛宏科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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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產業】

【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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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技術

飛宏科技深耕電源產品近 48 年，為全球十大頂尖的電源供應器供應商之一，飛宏科技以發展電源產品為主，包括適配

器電源、電池充電器、PoE（乙太網路供電器）、 電動車充電樁、工地用音響，並跨足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POE 網通智

慧家庭、POS 機、小家電、家用級醫療設備、e-bike 電動腳踏車、建築、工業、電動車等多元產業領域。也為 5G 時代的來

臨作規畫與準備。

產品策略

• 因應市場競爭，以提高市佔率與銷售利潤為主要營業方

針。

• 持續研發與推廣綠色高效節能產品，並積極投入新能源

產品開發，以因應市場需求。

• 同步工程導入，縮短產品開發流程及製程準備周期，以

滿足客戶 Time To Market 期待。

• 提升品質標準，提供客戶安心、安全之產品，並專注於

各發展產業，追求領先價值。

• 深化生產自動化、智能化投資以改善製程，提昇生產效

率與品質，朝精實製程發展。

• 妥善管理以避免閒置產能與設備，降低製造營運成本。

• 精實生產、強化部品標準化與內製的垂直整合，以降低

生產成本並杜絕生產耗費。

• 與供應商垂直整合並策略聯盟，在確保材料品質前提

下，降低採購前置時間與成本。

• 提升創新、創意、創造之設計能力，以使用者導向設計

思維，因應未來趨勢並強化產品競爭優勢。

• 持續深耕現有客戶、提供完整解決方案，並拓展新興市

場需求，以創造更多營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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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自動鎖螺絲+自動測試

【自動化計劃藍圖】

產品與技術

技術藍圖

• 以節能、環保、服務為核心價值來強化產品差異化設計

及銷售。

• 鎖定終端產品應用領域，如 USB PD/QC 電源、網通電

源、中高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動工具、POS機、

POE網通智慧家庭、印表機、電視盒、家用級醫療設備、

醫療美容設備、機器人、e-bike 電動腳踏車�等產品所

使用之電源供應器為主要之市場開拓目標

• 重新審視全球市場動態，深耕現有客戶設備，同時持續

擴大電動工具、工地用音響電源之市佔率。  

• 強化研發寬能隙半導體 GaN 在電源供應器的應用，以

開發高頻，小型化，高效率的電源供應器，適時配合市

場需求推出新產品，以期能提高獲利能力，創造股東最

大價值。

• 增加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開發，通路市場的直接結合，以

符合 IoT（物聯網）等產業的需求，並持續關注新興產

業相關電源如穿戴式裝置、無人機 VR（虛擬實境）和

5G 布建、小型基地台的市場發展，以適時切入。

• 持續研發與推廣節能減碳產品，如電動車充樁相關產品

進入歐、美、日及大中華地區市場；以及積極拓展台灣

的在地化服務，持續擴大市佔率。

• 持續推動適合自動化生產之產品設計，以配合提昇生產

自動化比例，並增加管理效率及完善雲端化資訊平台。

製程創新

自動化生產是未來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價值不僅僅是提升生產效率、穩定產品品質與降低製造成本，並且能透過完整資

料收集，進行有效管理、預警與改善，飛宏科技在近年來規劃並導入部分自動化產線，已獲得預期成效與市場競爭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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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設計 優良的品質 準確的交期 合理的價格 滿意的服務

從設計、生產
、檢驗至交貨
過程中，依相
關程序確實監
控，以確保產
品品質

依客戶合約努
力達成並滿足
客戶對交期的
要求

與客戶達成共
識，訂定合理
的銷售價格

透過客戶滿意
度調查及持續
不斷的改進，
努力達成客戶
對服務的滿意
度

透過在職教育
訓練，積極培
養人才，開發
設計性能優越
之新產品

環境政策 
飛宏科技為求永續經營，將秉持企業良知，避免造成環境

污染，承諾執行如下方針：

• 以結合規劃 (PLAN)、實施 (DO)、檢討 (CHECK) 、行動 

(ACTION) 之 PDCA 和確認 (CONFIRM) 之精神推動環境

管理，減低和預防環境衝擊的產生。

• 以制度化管理促使環境績效得以節約能源，持續改善及

污染預防。

• 遵守環保法令及客戶環保要求有關廢（污）水、廢氣、

廢棄物、噪音、化學品、禁用物質及有毒物質等必要之

規定並宣導執行之。

• 設計及製造符合法令法規及符合環境管理物質（無危害

物質 HSF）之綠色產品。

• 定期審查環境目標及標的，公開環境成果。

品質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遵守各項安全衛生要求
加強內外部管理之溝通

持續改善工作生活環境
預防各類安全事件發生

降低職業安全衛生風險
全力保障員工健康安全

產品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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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

飛宏科技藉由全球資源整合利用，增強企業核心優

勢，並全力拓展公司產品在全球各主要市場營銷；透過台

北、中國、日本、美國、歐洲所在之業務據點或研發中心，

以及在中國東莞之製造中心，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因

應國際經濟趨勢的變化、中美貿易戰的威脅及避免集中中

國東莞生產中心的風險，飛宏科技也在 2018 年開始規劃增

設越南生產基地，在 2019 年 Q4 建構完成，2020 年 Q1 開

始量產，以更有彈性的營運來滿足客戶的需求，進而讓公

司的營運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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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區域出貨比重】

【主要產品銷售地區】
單位：新台幣千元

銷售區域

由於深獲客戶的肯定，客戶群涵蓋各地區，產品銷售地區以亞洲及美洲地區為

主，分別占總銷售之 71.5％及 16.9％，而歐洲及其他地區則佔公司總營收 11.6％。未

來將持續加強與各地區客戶合作，致力於客戶產品開發，以確保中長期合作穩定成長。

全球佈局

銷售地區 2019 年度 %

亞洲 7,635,990 71.5%

美洲 1,811,213 16.9%

歐洲 1,171,000 10.9%

其他 76,401 0.7%

合計 10,694,6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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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合併財務績效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營運績效

2019 年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面臨世界各大經濟體

不穩定之衝擊，以及零組件價格持續飆漲之挑戰，在不確

定的氛圍下，飛宏公司啟動風險管理機制，並以強化技術

領先及產品差異化優勢，同步化生產成本的競爭力，維持

穩健的財務結構，以持續鞏固在電源產業之地位。

2019 年全年營業額為新台幣 106.95 億元，較 2018

年減少 11.90%，但是毛利率由 2018 年之 10.4% 增加至

14.3%，稅前淨損新台幣 0.42 億元，稅後淨損新台幣 0.38

億元。整體營運狀況並未能達成內部設定目標。2019 年近

三年營運結果，請參閱下表，相關財務資訊皆已揭露於本

公司網站之投資人園地。

全球佈局

項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營業收入 11,284 100.0% 12,139 100.0% 10,695 100.0%

營業毛利 1,314 11.6% 1,263 10.4% 1,526 14.3%

營業費用 1,520 13.5% 1,624 13.4% 1,604 15.0%

營業淨利 ( 損 ) -206 -1.8% -361 -3.0% -78 -0.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87 2.5% 181 1.5% 36 0.3%
稅前淨利 ( 損 ) 81 0.7% -180 -1.5% -42 -0.4%

所得稅費用 -75 -0.7% -67 -0.6% 4 0.0%

本期淨利 6 0.1% -247 -2.0% -38 -0.4%

年度

【營業收入與稅前淨利】 【總資產與股東權益】

營業收入 稅前淨利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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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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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0 2017

81 -180 -42

10,69511,284 12,139

2018 2019

資產總計 股東權益總計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2017

5,376 5,091 4,914

9,53210,311 10,477

2018 2019

• 圖表為飛宏科技合併營收、毛利及淨利，詳細經營狀況及財務表現，請參考飛宏科技 2019 年度年報揭露於公司官網。(www.phihong.com.tw)

• 公司資產負債與權益及產品相關數據請分別參閱 2019 年度年報第 158 頁 ~ 162 頁及第 74 頁。

• 盈餘保留相關資訊請參閱 2019 年度年報第 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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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及環保倡議－環境友善政策

除了肩負社會責任的自我期許外，飛宏致力於無鉛產

品的發展，近幾年來積極實施全

球化佈局策略，洞悉環保是市場

大勢所趨，若要與世界接軌、滿

足客戶的需求始得與國際大廠同

步，致力於環境保護，生產符合

環保的產品。身為電源供應器產

業的領導廠商，飛宏遵循歐盟所

倡議之有害物質限用指令 - RoHS 

2.0，全面開發不含 RoHS 2.0 條款中 10 項禁用物質、全面

導入所有元件及產品，並配合客戶的需求開發設計。建立

管理供應商各項材料之資料庫，以確保符合 RoHS 2.0 之供

應鏈管理。

響應衝突礦產政策

飛宏一向致力遵守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RBA) 並奉

為圭臬，並期待我們的供應鏈能與飛宏合作，尊重並支持

國際認可的人權政策與運動，不以任何方式，容忍、利用、

投入、協助、支助以任何形式侵犯或濫用人權的行為。除

了要求我們的供應商必須遵守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並

且制定政策來確保他們製造的產品中所含有的鉭、錫、鎢

和黃金，不會直接或間接地資助或有利剛果民主共和國及

其鄰國內嚴重侵犯人權的犯罪武裝團體。飛宏也有嚴格監

督機制以確保供應商使用 RMI 官網合格清單上之冶煉廠。

組織參與及倡議

面向 倡議組織或公約 擔任職務 / 
倡議行動

經濟面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會員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會員

台南縣工業會 會員

桃園市亞洲矽谷華亞科技園區廠商促進會 創始會員

廣東黃埔報關協會 會員

廣東出入境協會 會員

東莞台商會清溪分會 會員

社會面

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 (GRI) 倡議

負責任商業聯盟 (RBA) 倡議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捐助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計家庭扶助基金會 每月固定捐款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倡議

環境面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倡議

科學碳目標 SBTi/ CDP 倡議

CharIN e.V.（國際充電標準制定協會） 會員

CHAdeMO 協會（行動車輛充電標準） 普通會員

秉持企業永續的理念，飛宏科技積極參與國際 / 全國 

/ 地區性的倡議組織，加入組織成為會員更出席會議表達意
見，期望能凝聚同業力量、促進產業交流、滿足非營利組
織及社會的期待，並且落實公司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努力。
本公司以組織名義所參加相關非營利組織機構一覽如下表，
包含了相關協會及全國或國際性倡議組織，以表達對外界
發起的經濟、環境與社會憲章、原則或其他倡議的積極參
與或支持。

參與外部組織實績

　　除了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外，飛宏對於社會公共事務

的關心與投入也不遺餘力；我們期望整合政府、企業、及

個人的資源為台灣社會或相關產業貢獻心力。藉由積極參

與、投入全國性（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地區

性社團（桃園市亞洲矽谷華亞科技園區廠商促進會）、功

能性協會或環安衛、公益等組織，擔任重要推手，我們期

望能扮演正向的推動力量，運用企業及個人資源，提升社

會與產業向上躍升。

主要倡議與參與

飛宏積極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及產業相關公共政策，

為能徹底實踐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以及完整的組織資訊揭

露，飛宏科技依據兩項國際標準及指引，即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之 GRI 準則 (GRI 

Standards, 2016)，以及 AA1000AP(2018)。持續每年定期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就趨勢與政策交換意見，並了解

他們對於企業永續發展的關注議題。同時藉由每年發行之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詳實呈現飛宏科技在企業社會責任

的具體行動與績效。有關於氣候變遷議題，飛宏也於 2019

年底，與客戶配合，開始進行「科學碳目標」設定討論與

內部宣導，期許持續能在環境永續上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