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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二) 員工關係管理 

(三) 知識管理 

(四) 結  語 



P3 五、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人力資源理念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成為一家有尊嚴、有創新、
有價值的優質物流公司 

統昶行銷(股)公司 

以人為本，尊重、關懷、輔導； 

提供『安全、健康、成長』的企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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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開發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1. 內部EIP公告
甄選 

2. 晉升 

3. 轉調/輪調 

內部舉才 外部舉才 

1. 人力銀行及仲介 

2. 校園徵才 

3. 就業博覽會 

4. 網路平面媒體 

5. 員工介紹 

6. 建教合作 

行為類型分析 

PPSS檢測 

職能檢核 

面試檢查表 

背景調查 

身體檢查 

工作性格優勢分析 

多元人力資源開發管道 評選方式 

PT晉升FT辦法 員工介紹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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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開發 

企業提出人才需求 
企業至學校選才 

(大二生以上) 

學生赴企業實習 

(6個月或1年制) 

學生畢業後由 

公司直接聘任 

增設物流創意競賽 

增設物流專業特訓 運籌管理學產一貫學程 

協同南台科技大學，首創全國
「運籌管理學產一貫學程」，為
企業量身訂作運籌管理專業人才。 

協同課程規劃、統昶主管授課，
促成培育產業人才典範模式。 

統昶外部 統昶內部 

產學合作作法 

為大專建教生
首創七大單元
物流課程，協
助學習成長。 

舉辦大專生物流創意競賽，
提供幹部專人導師輔導、獎
金(最高1萬元)、獎牌、公開
表揚等機制。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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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計畫與發展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落實結合公司發展策略、目標與績效，強化TTQS

訓練品質系統(PDDRO)，優化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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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訓練品質系統 

規劃(P) 設計(D) 執行(D) 查核(R) 成效(O) 小計 

一階(品質手冊) 品質手冊 1 

二階(程序書) 3 2 1 1 1 8 

三階段(辦法/規範) 5 1 -- 1 -- 7 

四階(表單) 8 8 9 4 7 36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品質手冊 程序書 辦法/規範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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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優質教育訓練體系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深化發展策略與訓練連結，創造優質訓練訓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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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高階與資深專業講師全員參與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幹部訓練營 

總經理親授經營理
念與管理 

副主管專業特訓 

協理親授工作規劃
與管理 

驗收認證 

總部品保親授驗收
作業與品保評鑑 

幹部專業特訓 

總部技術開發資深主管親
授運輸設備與管理實務 

副主管訓練營 

總經理親授經營理
念與管理 

預儲專業認證 

內部專業講師經
驗傳承 

訓練營 專業特訓 專業認證/資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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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資源投入統計 (一)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 

► 2012年總訓練時數增長至18108.5小時，並因應凝聚提升TQM共識，每
年度持續舉辦TQM相關訓練(理念/品質/客戶/標竿管理/標竿技術..等)、
佔總訓練時數平均約39%，充分強化TQM知識、技術、態度。 

► TQM總訓練人次持續增加、提升TQM觀念滲透率，由2009年1514人次提
升至2012年4403人次，大幅成長2889人次，滲透率提升至38%。 

總教育訓練時數與TQM總訓練時數 TQM人次與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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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管理架構 

員工申訴管道、高階主管熱線 

員工獎懲辦法、提案改善、專
案表揚、語文補助 

員工心聲與組織效能 

職工福利/勞工退休金委員會議 

勞工安全衛生會議 

各級主管幹部及各機能作業人
員座談會 

經營會議/部門會議 

年中/年終檢討會議 

勞資協商與溝通 

訂定員工幸福手則 

訂定工作規章 

工作倫理 

法定福利(勞/健保、退
休金、各項假別) 

五節福利品、主管健檢、
子女教育補助、團保 

員工旅遊、社團活動、
尾牙、生日禮金、資深
員工獎勵、員工福儲信
託、物流菁英表揚 

員工薪資/福利 

兩性工作平等 

健康管理 

員工宿舍管理辦法 

調動補助/派駐辦法 

員工關懷與協助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提供優惠醫療廠商及配
置健康防護設備 

提供健康檢查及職業病
預防及追蹤 

訂定緊急應變計畫手冊 

訂定環安衛生管理手冊 

勞工安全 
員工向心 

客戶滿意 

(二)員工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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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公開頒獎表揚 

EIP內部公告獎勵 

統昶E報刊物(內部) 

外部刊物(PCSC/統一) 

物流菁英頒獎 

多元激勵/福利制度 (二)員工關係管理 

年終獎金 

目標獎金/團體獎金 

勞績獎金 

年度調薪 

考核升等獎勵 

團體競賽獎勵 
(如三合一評鑑/超商評鑑) 

提案改善獎勵 
(獎狀/獎盃/獎金) 

內外部競賽活動優
異成績獎勵 

個人績優事蹟獎勵 

國外旅遊 

獎勵機制 

讓好人、努力的人出頭，得到應有的回饋與報酬 

落實績效評核(半年一次)；績效決定升遷、考核、薪資、福利 

公開表揚 其他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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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良善勞資溝通管道 (二)員工關係管理 

多
元
良
善
勞
資
溝
通
管
道 

統昶行銷維持自1999年公司創
立以來，”零勞資糾紛”。 

職工福利/勞工退休金委員會議 

勞工安全衛生會議 

各機能作業人員座談會 

統昶E報 

EIP企業內部網站 

員工滿意度調查 

溝通管道類型 統昶E報 公佈欄 

員工意見箱 EIP內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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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安衛管理機制與訓練 (二)員工關係管理 

消防演練 急救訓練 

證照名稱 人數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5 

甲種業務安全衛生主管 40 

防火管理人員 21 

急救人員 54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2 

三公噸以下堆高機操作人員 200 

三公噸以上天車吊掛操作人員 22 

未滿三公噸吊掛操作人員 6 

流感預防 健康檢查 簡易自主健檢 健康職場認證 

教育訓練 證照訓練 綠十字管理 

零工安、零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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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防範與應變管理計畫 (二)員工關係管理 

完備緊急應變管理程序(P-02-40) 火災緊急應變小組 

危機防範與應變管理計畫 

危機處理準則 
 颱風應變緊急處理辦法 
 火災應變緊急處理辦法 
 工安及肇事事件處理辦法 
 訂定緊急聯絡網 

疫情防護 
 每日人員體溫量測機制 
 人員隔離辦法 
 國外出差防疫管制 
 酒精/口罩存貨與發放 
 廠區/辦公室消毒辦法 
 空箱及流車消毒辦法 

防災演練 
 消防演練訓練 
 地震逃生演練訓練 
 邀請協會專家講座 
 防災影片觀賞 

 



P16 五、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架構 (三)知識管理 

永續學習、塑造學習型組織，持續創新與改善、提升品質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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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發展、應用與更新 (三)知識管理 

知識管理地圖 文件新增/權限管理 

專人知識審核把關 知識搜尋 

權限管理 

 知識庫
管理要點 

知識地圖
架構 

文件瀏覽
權限管理 

專人文件
審核 

知識文件 
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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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傳承 

專案研發 專案研發 

知識傳播分享、擴散與價值 (三)知識管理 

行銷/理貨/ 
配送交流會 

訓練營 

專業特訓 

專業認證 

專案交流 
研討會 

知識傳播 
與擴散 

幹部訓練營分享 幹部訓練營分享 

專業認證(學科檢測) 

專業檢定與提升 

專業特訓 

知
識
庫(E

IP
)

公
開
分
享 

學
習
型
組
織(

永
續
學
習
、
卓
越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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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統昶行銷透過不斷人才培育、職涯規劃與發展與優質員工
關係管理，提升人才價值，發揮人才與組織之間的加乘效
果，為企業培育人才、持續學習、追求卓越、永續經營。 

全方位人才培育、提升品質、服務與價值 
締造學習型組織、持續追求成長卓越、永續經營  



國家品質獎觀摩交流會-五、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