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類別 編號 公司 圈名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04北 旺宏電子(股)公司 可靠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06中 臺中榮民總醫院 達Lung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09中 澄清綜合醫院 橡皮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15北 臺北大眾捷運(股)公司 合作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18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強心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22中 全興工業(股)公司 鈑金小組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23南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29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 CIS黑皮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30南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紅咖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34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旋鋒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38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毅力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39中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5B甜甜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44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杏蘊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49北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捷勁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50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空調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51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自強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57北 欣興電子(股)公司 欣躍圈

至善 自主品質 至品058北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安心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02南 盛餘(股)公司 小捕頭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03北 旺宏電子(股)公司 RAP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05北 旺宏電子(股)公司 節約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12北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飛彈火箭研究所 精巧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13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鑰匙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16北 臺北大眾捷運(股)公司 柳暗花明又一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19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向陽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28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APTS 勁豹精進圈

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32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8 精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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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 自主效率 至效040北 聯華電子(股)公司 力行圈

至善 專案改善 至專021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QR微笑圈

至善 專案改善 至專037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群效圈

至善 專案改善 至專052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突破圈

至善 專案改善 至專053南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10北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合理化隊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14北 聯華電子(股)公司 活力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20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微笑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33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ACCT改革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35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ab8 安全精進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36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永續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47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營養圈

至善 間接部門 至間056北 欣興電子(股)公司 環欣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04北 環球晶圓(股)公司 同心鍛晶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06中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甜甜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07中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躍動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10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台中廠) 肥一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13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苗栗廠) 電競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14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 滾石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16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PERFECT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19北 東元電機(股)公司 螺絲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20北 東元電機(股)公司 快樂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22中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五福藥師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26南 奇美醫院 CEOs圈

團結 自主品質 團品028南 奇美醫院 強心圈

團結 自主效率 團效008中 至興精機(股)公司 精沖圈

團結 自主效率 團效011中 中龍鋼鐵(股)公司 進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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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 自主效率 團效025北 環球晶圓(股)公司中德分公司 磊騰雲奔圈

團結 專案改善 團專005北 環球晶圓(股)公司 IE4.0圈

團結 專案改善 團專012中 京元電子(股)公司 鞏固強化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05南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緣心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06北 羅東聖母醫院 灌溉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12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合馨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15北 台灣三菱化學(股)公司 精密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16中 京和科技(股)公司 三環工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25南 台南市立醫院 為您(偉琳)俱樂部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26北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小心肝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31南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相心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32南 佳里奇美醫院 呼吸守護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40北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精品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48北 臺北榮民總醫院 真心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49北 臺北榮民總醫院 沸肺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51北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萌牛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52中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護鄉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54中 關東鑫林科技(股)公司(雲林) 關鑫2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58中 竹山秀傳醫院 賦能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61中 光田綜合醫院 SPOT LIGHT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62中 光田綜合醫院 螃蟹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68北 精材科技(股)公司 精材精鑽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74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藥使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75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感心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76南 阮綜合醫院 天使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79中 彰化基督教醫院 養樂多圈

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81北 恩主公醫院 整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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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 自主品質 自品082北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輕鬆圈

自強 自主效率 自效020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廢盡心思圈

自強 自主效率 自效039北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多多圈

自強 自主效率 自效046中 斗六慈濟醫院 朝腎圈

自強 專案改善 自專003中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幸運草圈

自強 專案改善 自專017中 京和科技(股)公司 和作圈

自強 專案改善 自專023北 全智科技(股)公司 智動圈

自強 專案改善 自專059北 新代科技(股)公司 新代圈

自強 專案改善 自專070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天天圈

自強 間接部門 自間053南 嘉義基督教醫院 獵人圈

自強 間接部門 自間073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忍者龜圈

自強 間接部門 自間084北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五心圈

特別 ESG永續 特E001中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5B威熊圈

特別 ESG永續 特E007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綠帶圈

特別 ESG永續 特E009北 欣興電子(股)公司 欣饗圈

特別 智能數位 特智002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2&5 產能攻頂圈

特別 智能數位 特智005北 聯華電子(股)公司 3C圈

特別 智能數位 特智006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APTS精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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