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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均依規定任命及明確授權，依法令規定隨時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確實依法執行，並定期將稽核報告提交董事會報告。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對於本公司可能產生的營運風險，我們從制度面徹底執行，並針對特殊狀況設計緊急
應變機制。

風險控管

我們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等相關法令建立完備之會
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依法令規定隨時修正內部控制制度，確實依法執行。

內部控制：

為降低並分散董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本
公司業已配合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於本公司章程中新增為董事、監察人任
期內就其執行事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定期或不定期提供財務報表、財務狀況分析、外部市場行業等數據與經
營者，使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制定有效措施，阻止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
避免嚴重的財務危機真正發生。

財務預警：

我們與供應廠商都是長期的戰略伙伴關係，價格依據上游原料以公式轉換，另
對期貨類的天然膠，在最大產地(泰國)及次要產地(越南)，均由當地駐在人員每
日收集當日價格即時提供至公司主管，密切觀查與掌握市場行情。

原料價格預警：

為使本公司對於重大災害事故之處理有所依循，以使災害減至最低程度，維護
公司財產及保障員工生命安全，並維護環境與週遭居民安全，特制訂廠規「災
害事故管理規定」，詳列應變運作流程、緊急應變聯絡系統及災變應變處理。
依廠規「教育訓練規定」，依員工入廠時期及職務編制消防隊訓練、新進員工
消防訓練、一般員工消防訓練、外勞消防訓練及高風險性作業單位員工消防訓
練，以強化員工緊急應變能力。
另為使廠內員工能於廠區緊急狀況發生時可各司其職，主動發揮緊急應變程序
，依「消防法令」相關規定，將各單位員工編組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緊急事件應對：

 創新產品價值鏈

品質第一、顧客滿意、安全至上

整體而言，傳統的交叉層輪胎已逐漸被輻射層輪胎所取代，主要可減少爆胎發生，亦
可達到省油、耐磨耗及操安性(註1)較佳的效果，而產品發展趨勢則走向低扁平比(註
2)高性能輪胎。針對上述的市場需求加上人們對環境品質的要求逐日提升，本公司持
續推出各系列的高性能輪胎、低滾動阻力輪胎、安全輪胎、全鋼絲輻射層輪胎…等新
產品，精進自主技術提升產品效能的同時，也期望能籍由降低空氣污染為地球環境貢
獻一份心力。本公司持續專注在產品差異性及主導性，增強企業發展後勁，以開拓市
場、佔領市場。

註1：操安性係指車輛的操縱性及行車時的穩定性。
註2：輪胎扁平比=輪胎截面高度除以輪胎截面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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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堅持專注於核心經營價值及新產品開發，並關注於環境保護與綠能產品研究，
在與Degussa、ExxonMobil 等多家原材料供應商加強技術合作後，產品有了大幅度的精
進，隨著時代的推衍和科技的進步，本公司產品目前以「耐磨節能」、「安全舒適」
、「低滾動阻力」為主軸，減少車輛油耗空污所排放之二氧化碳。另外，運用獨創的
VIP (Virtual Intelligence Prototyping，電腦智慧型原型化) 設計技術，革新輪胎設計技術使
得輪胎輪廓與結構達到力學角度上最完美的平衡，研發論文更多次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hicle Design(U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erials and Product Technology(USA)等
國際知名期刊。

本公司產品從研發、設計、試作、量產至正式生產的過程，皆是以「品質」為中心來
運作，主導整個流程的精髓是「源頭管理」與「第一次就做對」的原則。每個流程都
有品質的管制要點，且以數字統計來監督與提供品質水準，要求每一部門都該把品質
擺在第一要務，徹底奉行三不政策：「不製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不接收不良品
」。所有的事情把品質擺在心中，失去品質就失去意義。

品質不只是產品的品質，亦包含工作的品質與服務的品質。品質的追求是每一位員工
的責任，我們應堅守崗位，本著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態度，認真地把每一樣產品、
每一件事情、每一種任務做到最好，就現地、現物、現況隨時檢討追根究底，探求可
以持續改善的地方。

從一天24小時輪3班的不斷作業，完整作業步驟與產品品質的堅持，皆仰賴專業人員
秉持良心，確實地依標準程序，按部就班、真實而不馬虎的工作態度一一完成。公司
也採取作業人員自我負責的管理辦法，在每一段工程於輪胎產品上都有註記作業者的
代號，以便做為產品品質追蹤時，責任之歸屬。

產品創新與品質兼顧
供應商為正新橡膠的重要營運夥伴，本公司透過與其緊密的長期合作關係，共同追求
永續經營並開創雙贏局面。本公司供應商主要可分為原料、設備和模具三類，其中以
原料採購為大宗，約佔採購金額80%。
供應商的選擇評定原則如下：

本公司2014年度原料採購數量及2012年度至2014年度之在地採購比例如下：

註1：生膠主要產地為泰國和越南、中國等地，台灣因地處非產膠區，完全需仰賴進口。

註2：台灣無輪胎鋼絲及鋼絲簾布生產廠商，故需仰賴進口。

主要供應商的產能規模能充分供應生產需求。

供應商有較多的工廠數目，能在突發狀況下立即調度。

主要原材料供應商，至少需取得ISO9001:2008 品質系統認證。

原材料之生產工廠需經由集團考核確認，包括公司的經營許可與產品生產之合法性。

生膠(註1)

人造膠

簾布

碳煙

鋼絲及鋼絲簾布(註2)

3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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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原料名稱
2014年度

採購數量(噸)

在地採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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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的供應商，正新皆採用以下認可程序，項目除了供應商品質外，亦
包含環境負荷及供應商勞工條件…等，若有項目未符合標準，該項無法得分、總分未達合格
時不能成為合格供應商。

對於已認可供應商本公司按年度供應商交貨品質績效分級安排再評鑑，如該供應商年度成績
均為A級者則至少每三年安排再評鑑一次，其流程同新供應商認可流程，以確保供應商品質
持續進步。

A級供應商：免年度稽核，但若發生供貨品異常，必要時應實施供應稽核，連續兩年
為A級供應商者，第三年需實施供應商稽核或由廠商實施品質系統自我評核代替。

B級供應商：由廠商每年實施一次自我評核，但若發生供貨品質異常，必要時應實施
供應商稽核。三年內必須實施一次供應商實地稽核。

C級供應商：每年實施一次供應商稽核，但若發生供貨品質異常，必須於近期內實施
供應商稽核。

供應商認可評鑑

產
品
驗
證

產品品質

輪胎成品性能驗證

安全資料表(SDS)

REACH:歐盟高關注物質(SVHC)的檢測

環保輪胎 PAHS (多苯環芳香族化合物含量)測試

衝突礦物(Conflict Minerals)未使用查核及聲明

ROHS: 鎘、鉛、汞、六價鉻、

多氯聯苯、多溴聯苯醚的檢測

政府安全

法規

符合環境負荷要求之

第三方公正鑑定

廠
商
資
格
審
查

品質系統

品質管理計畫

交貨能力

ISO9001：2008 認證

ISO/TS 16949：2009 認證

工
廠
實
地
審
查

產品品質

驗証

公司品質目標

持續改善制度

產品開發 開發能力

設計變更管理

工廠管理 法律要求

進貨及

供應商管理

文書管制 管理紀錄

生產過程 設備能力

公司執照

經營許可項目

噪音防止

空汙預防

照明度

噪音

水質監控

消防設施

工作環境與監測

管制計畫

人員材料防護措施

工廠緊急應變計劃

檢驗/試驗

不合格品管理

實驗室能力

檢驗結果應用

實驗室設備管理

計測器具管理

不良/廢棄品管理

設備維護

雇用與

教育訓練

保養制度

預防保全

招聘程序要求

員工培訓

儲存條件

FIFO管理

倉儲管理

設備

人員

勞基法遵循

A
級

B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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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生產事業是良心事業。大家都清楚，輪胎是一種保安零件，其品質的優劣，關係
到乘坐者的生命安全，所以本公司體認在製作時即為一項重任。我們持續在不同方面
提升輪胎的安全性，例如，近年來本公司致力於降低輪胎路面震噪聲音，主要是因為
輪胎路面震噪聲音減少了、車內噪音降低了、讓駕駛人開車更舒適寧靜有效降低疲勞
駕駛，提升車輛安全駕駛讓用路人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本公司2012年度至2014年間，並無違反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而受罰的案件，亦
無任何關於產品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法規的損失金額。

本公司對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供應商所供應之貨物，要求其提供品質實驗室或第三方機
構之檢驗報告，正新並逐批驗証其供貨品質。除了自身產品的品質控管外，並自上游就
開始要求投入原料的品質，以確保提供給消費者更安全、品質更有保障的產品。2012年
至2014年間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供應商中，共92家於當年度有交貨記錄，其年度交貨品
質績效達A級供應商分別佔100%、98%及99%，顯示供應商交貨品質穩定且優良。

備註：
1.品質績效考核成績=(A.交貨品質評核計分+B.售後品質評核計分)-C.配合度不良扣分-D.交
期準確率不良扣分。
2.依供應商A、B、C級順序優先採購。
3.C級供應商原材料入廠應採每批嚴格檢查。

產品安全與標示

為幫助消費者能挑選適合自己的輪胎，全球各大市場
皆有對於輪胎產品的標示規定，本公司產品銷售遍及
全球，各類產品全數符合銷售地區產品資訊標示的法
律法規要求，2012年至2014年間未有任何違反產品資
訊標示法規的事件。歐洲經濟共同體輪胎滾動噪音、
濕地抓地力、滾動阻抗性能等級標示(Labeling)規範(EC 
1222/2009)歐洲規定，車用輪胎皆須於胎面標示滾動
阻抗性能、濕地抓地力、輪胎滾動噪音等級之標籤使
用販售。2012年11月起所有正新銷往歐盟國家的輪胎
都符合這項規定。

產品標示

韓國Tire Efficiency Rating (Labeling) System自2012年11月實施。

日本Guideline for tyre labeling to promote the use of fuel efficient (labeling system)自2011年12月實施。

日本輪胎標籤釋例

韓國輪胎標籤釋例

年度交貨品質績效 單位：百分比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A級供應商

B級供應商

C級供應商

100% 98% 99%

0% 2% 1%

0%

評分

90分以上

80~89分

70~79分 0% 0%

北美標籤法屬推薦性質，並無強制性。本公司要求所有銷北美之PCR輪胎產品, 均須符
合Uniform Tire Quality Grading standards(UTQG)及胎邊警語標示始可販售。

輪胎胎邊UTQG標示

胎邊警語標示
歐盟規定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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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販售。2012年11月起所有正新銷往歐盟國家的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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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顧客滿意服務

「顧客」是企業體寶貴的資產，顧客滿意是本公司的品質政策，亦是公司「全員行銷
」最重要的課題。我們不只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高水準的服務，更要求與消費者直接
接觸的通暢管道，秉持「溫馨的服務，永遠的朋友」的信念。在每一個與消費者的接
觸點，確實掌握關鍵時刻，提供給客戶激賞與懷念的購物經驗，招待客戶就如同招待
來訪的好友，期望每一位顧客都能成為我們公司產品的終身客戶，更成為口碑傳遞的
客戶，樂意將我們的產品推薦給他們的親友。

2010年本公司開始推動以100% Quality（品質） 100% Service（服務）及100%
Trust（信任）做為全新服務目標及發展主軸以來，期望以差異化的服務達成客戶百分
百的滿意目標。如2010年汽車輪胎正式推出的全新品牌「PRESA」，與Maxxis採行差
異通路銷售並行並進，擴大市場佔有率。另也持續推出「PRESA」品牌之不同產品，
如：LTR，TBR，以利滿足市場需求。

本公司2012年至2014年間，沒有任何產品在任何地區被禁止銷售，也沒有受到質疑
或有引起爭議討論之情事。

竭力達成顧客需求

本公司對於客戶所提供智慧財產權之資料，對其儲存、領用皆予以管理維護，並且對
客戶合同產品、正在開發中的專案及相關產品資訊等予以保密。若客戶有任何疑慮，
可以透過本公司專線電話 0800-092123、e-mail信箱svc@mail.cst.com.tw或是正新瑪吉斯
輪胎全國各地經銷商進行諮詢投訴，上述管道並公佈於公司網站上。本公司2012年
至2014年間沒有因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的書面投訴。

顧客隱私權保護

本公司非常重視與消費者間的行銷溝通，除一般行銷廣告和文宣品外，更於公司網站
(網址：http：//www.cst.com.tw)上設有輪胎須知和產品介紹，希望能藉此增進消費者
輪胎方面專業知識，並提升其選擇購買產品時的便利性。本公司2012年至2014年間
沒有任何違反有關行銷推廣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情形。

行銷溝通

本公司網站「輪胎須知」示意圖

正新顧客隱私管理維護/保密措施

本公司網站客服專區申訴管道示意

依公司內部文件情報管理辦法實施

技術情報存放於保管櫃並上鎖，

若須借閱需再借用登記表登錄

正新專案人員(營業人員)依客戶

提供之簽屬保密協議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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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顧客滿意服務

「顧客」是企業體寶貴的資產，顧客滿意是本公司的品質政策，亦是公司「全員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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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的好友，期望每一位顧客都能成為我們公司產品的終身客戶，更成為口碑傳遞的
客戶，樂意將我們的產品推薦給他們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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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信任）做為全新服務目標及發展主軸以來，期望以差異化的服務達成客戶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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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通路銷售並行並進，擴大市場佔有率。另也持續推出「PRESA」品牌之不同產品，
如：LTR，TBR，以利滿足市場需求。

本公司2012年至2014年間，沒有任何產品在任何地區被禁止銷售，也沒有受到質疑
或有引起爭議討論之情事。

竭力達成顧客需求

本公司對於客戶所提供智慧財產權之資料，對其儲存、領用皆予以管理維護，並且對
客戶合同產品、正在開發中的專案及相關產品資訊等予以保密。若客戶有任何疑慮，
可以透過本公司專線電話 0800-092123、e-mail信箱svc@mail.cst.com.tw或是正新瑪吉斯
輪胎全國各地經銷商進行諮詢投訴，上述管道並公佈於公司網站上。本公司2012年
至2014年間沒有因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失顧客資料的書面投訴。

顧客隱私權保護

本公司非常重視與消費者間的行銷溝通，除一般行銷廣告和文宣品外，更於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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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設有售後服務課、客服專區(網址：http：//www.cst.com.tw)及全國經銷商皆可
提供消費者相關之諮詢及申訴，網站上並列示有常見客服問題供顧客查詢。

客戶服務

緣起

賽道設立
為了更了解台灣消費者對於正新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滿意度，本公司每年度會針對國
內市場進行三次大型問卷調查，調查項目有花紋美觀、抓地力、寧靜性、舒適性和磨
耗性等項目，主要是透過各區經銷商協助調查，或於本公司自行舉辦之活動中主動調
查。2014年度共發出問卷300份，回收問卷95份，其中有效問卷94份，統計分析其滿
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顧客滿意度調查

客戶服務內容

昆山輪胎測試場9賽道

輪胎相關專業技術支援及教育訓練

產品故障鑑定及損壞補償(產品

有製造上缺陷者)

0800-800918卡、客車全天候24小時輪胎救車

服務(請與您所在地經銷商聯繫)

0800-092123免付費諮詢專線。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AM08:00~PM05:30)

2014滿意度調查結果

花紋設計

操控性

寧靜性

舒適性

磨耗性

3.83

3.68

3.59

3.64

3.57

備註: 問卷調查計分方式5分為非常滿意，4分為滿意，3分為普通，2分為不滿意，
          1分為非常不滿意。

本公司每年度問卷調查之結果均會作成相關報告分析，呈主管覆核並留存備查。另
外，針對不同問卷之相關回饋，本公司並進行直接回應、部內政策調整、跨部門相
關對策研擬等提出不同方針，予以因應。如有必要來年亦會針對問卷內容大幅度調
整，或應主管要求另做調整。

距今十多年前，正新公司創辦人羅結董事長，帶著家人和幹部來到位於彰濱工業區的
財團法人車輛測試研究中心實地考察該中心所擁有的東南亞首座國際級試車場。鑒於
汽車產業性能提升，高性能輪胎的開發需要合適的場地進行測試以滿足客戶的性能指
標，望著甫落成的車輛測試場，羅結老董事長發願正新也要擁有自己的測試場。
本公司昆山廠原有1個小型測試場，但部分測試項目無法滿足需求，必須送到歐洲及
台灣的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進行測試，因此決定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專
業輪胎測試場。本公司原本在家鄉台灣的台南等地尋覓測試場的合適用地，惟要能覓
得符合設計標準，且長度2公里的空地著實不易，直到經營團隊在中國大陸昆山經濟
技術開發區找到合適的空地才著手規劃建設。
之所以選擇落腳昆山，因其位於長江三角地帶，世界前十大汽車產業陸續在周邊設立
研發中心與生產基地，希望能藉由地緣拉近與客戶共同開發時效、提升公司知名度，
提供與各大汽車廠商合作機會。

測試場成立之初，本公司首先花費超過兩年時間研究與規劃，主要是為針對全球重要
路況和惡劣地形進行調查，以作為設立賽道的基礎。
目前昆山輪胎測試場共有9條賽道，將全球最惡劣道路環境濃縮至測試場中，模擬路
面損壞、河床、礦區等惡劣地形以供輪胎的先期測試，確保輪胎品質，讓客戶用了安
心。

昆山輪胎測試場――
專注品質、提供差異化服務

高速周回道

綜合性能測試道

煞車性能測試道

乾地操安測試道

噪音(ISO)測試道

振動噪音(NVH)測試道

濕地操安測試道

乾地動態廣場

乘適耐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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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針對不同問卷之相關回饋，本公司並進行直接回應、部內政策調整、跨部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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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昆山輪胎測試場――
專注品質、提供差異化服務

高速周回道

綜合性能測試道

煞車性能測試道

乾地操安測試道

噪音(ISO)測試道

振動噪音(NVH)測試道

濕地操安測試道

乾地動態廣場

乘適耐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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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輪胎測試場
測試場是本公司斥資約50億台幣(10億人民幣)的心血結晶，本公司引進全球一流的研
發技術和測試設備，發展至今，已成為幅員86萬平方米、426名研發人員和12名專業
駕駛人員駐員的世界級輪胎測試場。
因本測試場擁有最先進的測試道路，高端客戶爭相預約使用，並提供共同開發的合作
平臺，OE廠配套訂單持續提升為本公司帶來正面經濟效益。除高端客戶陸續來訪進
行審查外，2013年中國大陸海內外第三方檢測機構陸續來場進行車輛及輪胎性能檢
測，2014年寶馬、賓士、本田、大眾等大廠陸續於昆山測試場建立測試評價基地。

作為台灣輪胎產業的領頭羊，我們認為自己能做的，不僅止於輪胎的生產和銷售，滿
足人們行的安全與舒適是我們的使命。為響應政府交通法規、喚起大眾的輪胎安全意
識、提升用路人行車安全，自2012年起，本公司與「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全
家便利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國道公路警察局警察隊」分別於關西、清水、南投、
新營等國道服務區共同舉辦免費輪胎健診活動，至2014年底已舉辦7場。
每場活動本公司皆指派專業輪胎技師及服務人員，不分輪胎品牌，為有需要的駕駛朋
友做免費的輪胎安全檢測，檢測項目包括胎壓檢測、胎紋深度檢測與輪胎外觀檢測三
項，並要求當區經銷商協同配合，亦曾在活動中提供消費者正新的專賣店資料DM，
使其瞭解相關輪胎行營業點，且商請輪胎行前往提供補胎服務。每一場服務區輪胎健
檢活動，接受健檢車輛數為50至130台之間不等，本公司依各場次活動規模及人力調
度安排因素考量，派員20至30人不等。

國道服務區免費輪胎健診

昆山輪胎測試場全景

2014年國道三號清水服務區健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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