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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與企業責任

PART 5

2017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新台幣15,182,571元。

關鍵績效

15,182,571新台幣

2017年大陸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人民幣5,000,700元。

‧產學合作(台灣地區)：公司提供「產學專案」管道，協助國內學校與產業間連結，讓學校

和公司雙方進行學術和技術交流。

‧高校MAXXIS行活動(大陸地區)：自2015年起規劃並成功組織“高校MAXXIS行＂活動，每

年邀請全國各地與公司專業領域較相近之大專院校來公司進行深度的互動交流。

5,000,700人民幣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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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我們長期以來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思考如何善用我們

的長處，使我們在社會上的回饋更有意義，為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奉獻一己之力。公益活動

的參與和贊助賽事即是我們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舉凡學校運動賽事、公共設施認養、社團

活動和捐血活動、弱勢關懷、產學合作、青年培育等，皆可看到正新的足跡。我們樂於幫助

處於弱勢的群體，不論是清寒學生獎學金、社區弱勢家庭補助、認養機場手推車及敬老活動

，以我們的方式，回饋給社會上需要的地方和人們。希望透過公益的力量，為社會帶來正向

的改變，創造幸福。

2017年年社會參與及關懷投入金額

正新2017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達新台幣15,182,571元，大陸地區達人民幣5,000,700元。

*捐贈總額包含實物捐贈及現金捐贈

5.1  社會和諧共榮

台灣地區
公益捐贈

大陸地區
公益捐贈

單位：新台幣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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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捐贈6,082,472元

捐贈總額15,182,571元

現金捐贈9,100,099元

實物捐贈15,900元

捐贈總額5,000,700元

現金捐贈4,98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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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學合作

產學專案合作(台灣地區)

隨著企業成長，為回饋社會及人才培育，公司不遺餘力投入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藉由學術

專長結合產業界需求，共同深入研發，迄今已完成多項產學合作案，完成工管、資工、機械

、企管間之合作研究計畫，增進學生與企業接軌所需的實務經驗，給予多元化的學習體驗以

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

 實習合作(台灣地區)

透過提供實習職缺與多所大學合作，藉由讓年輕學子來公司實習，部門多了機會讓同仁與實

習生激發新想法，教學相長，除此之外，也提供機會讓實習生參與部門活動，學習團隊分工

及任務分配，並讓實習生做成果發表，啟發他們多元的能力，協助學生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除此之外，我們也提供海外廠實習機會，學生透過海外實習，培養

語言、專業、工作態度與國際視野等職場能力。我們鼓勵實習生留任，不僅年資採計，還設

有留任獎金，若未留任學生也擁有輪胎產業知識及職場經驗豐沛收穫。整體而言，透過實習

生計畫快速找到適應公司制度、對公司未來發展有幫助的工作伙伴，提前培育在校優秀人才

。

瑪吉斯學程(台灣地區)

為培育公司所需求的人才，自2013年起正新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成立「瑪吉斯學程」，

學程內容設計跨領域的課程模組，以實踐回饋社會的願景及培育、網羅優秀在學人才，藉由

安排多元的課程，讓學生及早了解企業實務相關課程，本學程對學生來說最大的特色與目標

是職場實習，可為公司注入新血，帶來不一樣的新思維，建構公司、學校、學生三贏的合作

模式，以實習、實作體驗的培訓手法，能充分達到做中學習的效果，進而使學生熟悉職場生

態、挑戰自我，明確未來職涯發展方向。

公益活動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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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創新 技術創新

管理創新

1.企業文化
2.創新概論
3.產業實務

設計學院/人文 工程學院/人文

管理學院/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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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規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達到從課程授課的學習開始，透過接觸業師，了解企業實務

運作，進而進行實習，赴企業實習後，透過初步評比、面試的階段，優秀的同學於畢業後能

為公司所留用，以達到順利與職場接軌的狀況。這是「務實致用一條龍」專才培育的合作模

式，詳細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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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 1：授課 階段 2：實習 階段 3：就業媒合 

邀請學術、業界代表至校講

 

業者透過面試，挑選優良人

才進入企業實習。 

藉課程培訓學生產業知

識，並將學生推向企業實

習，增加就業機會。 

授。

「務實致用一條龍」培育計畫

瑪吉斯學程說明會

學生實習心得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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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學生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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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瑪吉斯二輪嘉年華

高校MAXXIS行活動(大陸地區)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公司的發展，對輪胎的性能、品質要求越來越嚴格，為了提升科研、生產

與管理水準，公司對人才的需求層次提升。為滿足較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同時促進專案的創

新與開發，實現高校企業資源分享。2015年起公司組織兩梯次“高校MAXXIS行活動＂成功邀

請30所與公司發展高度匹配的高校，進入公司深層次的互動與交流。2017年起公司走進學校

，開展“MAXXIS高校巡迴招募活動＂，2017年共計參加了86場招募活動，促進雙方合作的新

台階，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2. 公益活動

台灣地區-運動賽事

正新瑪吉斯二輪嘉年華

贊助員林二輪登山車隊「正新瑪吉斯二輪嘉年華」活動，活動於2017年11月12日舉行，吸引    

近千名車友和中部許多車隊共襄盛舉。

東海大學及中興大學參訪 雲科大學生企業文化課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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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

2017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桌球賽

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

贊助美利達‧瑪吉斯盃2017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參賽人數超過5,000人，為中部地區最大的    

自行車活動之一。

2017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桌球賽

與合庫金控共同舉辦第五屆「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盃」全國桌球錦標賽，除了一般球友們的

互相競技外，也邀請到國家級選手到場表演，活動共計約657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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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2017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贊助

2017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與第一金控共同舉辦國內規模最大、總獎金最高的網球團體賽事「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

」，吸引共約1,032名球友報名，透過比賽切磋球技、吸收經驗，並吸引大批熱愛網球運動的

民眾前來觀賽。

2017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贊助

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是從花蓮縣新城到武嶺間的高落差路段的單車登山賽，穿越太魯閣峽谷

連結合歡山的登山路線，從海拔0公尺一路爬升到3,275公尺的武嶺，全長約88.83公里，是全

世界極少數可以在數小時之內貫穿低、中、高海拔的登山賽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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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大特教班學生登玉山挑戰

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吉鳴雲揚

中州科大特教班學生登玉山挑戰

贊助支持中州科大特教班「中州科大特教班學生登玉山活動」計畫，共30位中州科大師生及

志工，攀登台灣最高峰-玉山，為身障生擴大視野豐厚生命經驗，並且培養身障生意志力及耐

力。

藝術文化

「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吉鳴雲揚」

贊助「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吉鳴雲揚」活動期待結合傳統文化工藝特色，加上科技創意呈現

，融入綠能、環保永續等概念，在國際級燈會活動展現雲林在地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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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愛樂室內合唱團贊助

雲林縣溪洲國小清寒獎助學金

雲林愛樂室內合唱團贊助

贊助雲林縣愛樂室內合唱團音樂劇表演活動，支持雲林地區表演藝術推展。

教育支持

雲林縣溪洲國小清寒獎助學金

贊助溪洲國小清寒獎學金，為社會公益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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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瑪吉斯第20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斗六二廠路燈認捐活動

正新瑪吉斯第二十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本活動集合了全國大專院校商業類及管理類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專題成果發表競賽。今年舉

行的實務專題競賽，有290組、1,720位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同學報名參加。

社區回饋

斗六二廠路燈認捐活動

認養斗六市共28盞路燈，共同提升社區夜間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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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碼頭行李手推車認養

中元普渡白米捐贈斗六廠鄰近弱勢家庭

澎湖碼頭行李手推車認養

持續認養全國各大機場與港口行李手推車，並定期汰換老舊推車。

捐贈中元普渡白米予斗六廠鄰近的弱勢家庭

將普渡法會物資捐出，透過物資濟助，協助更多弱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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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2日高麗菜認購記者會

彰化員林市捐血活動

高麗菜認購

高麗菜盛產導致價格低，農民收入銳減，正新幫助農民生計，認購15公噸，增加農民收益，

共同支持台灣在地農業。

捐血活動

正新輪胎與建強輪胎行共同舉辦愛心捐血活動，每年會在不同時段發起捐血活動，未來將持

續舉辦捐血活動，以實際行動喚起更多人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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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吉斯飄移車隊

2017年瑪吉斯輪胎盃國際男籃比賽

大陸地區-活動贊助

冠名贊助瑪吉斯飄移車隊

全力支持DRS飄移車隊，不僅提供資金，更推出漂移比賽配套專用輪胎VR1，並搭配專業工程

師，現場提供技術指導。

贊助瑪吉斯輪胎杯國際男籃及世界女排大賽

贊助於昆山體育中心體育館舉行瑪吉斯輪胎盃國際男籃及世界女排大賽，支持國際賽事及排

球運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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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世界女排大賽

贊助昆山市啟航青少年足球發展中心

地方關懷

贊助昆山市啟航青少年足球發展中心

啟動瑪吉斯綠色公益基金，為昆山市啟航青少年發展中心贊助30萬元，支援青少年運動事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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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MAXXIS樂跑樂走活動

2017年MAXXIS樂騎活動

瑪吉斯綠色公益基金籌集活動

公司自2016年成立瑪吉斯綠色公益基金，秉持“你運動、我買單；你愛心、我贊助＂的理念

，2017年舉辦了“瑪吉斯樂跑樂走活動＂“瑪吉斯樂騎活動＂“瑪吉斯家庭日活動＂三場籌

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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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MAXXIS家庭日活動

暑期“護苗行動＂

護苗行動

聯合兄弟企業在轄區公共場所宣傳安全知識，並於休息期間協管執勤暑期返家的員工子女安

全，同時為孩子學習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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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助學

中秋文藝晚會

中秋文藝活動

為了給正新員工一個愉快的節日氛圍，上級工會特送文藝晚會暨瑪吉斯健康活力賽頒獎典禮

，與企業員工共同歡度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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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端午，送溫情＂活動

春節慰問

慶端午送溫情活動

端午節聯合合豐社區進行“包粽子，獻愛心＂活動，慰問陸家鎮高級中學貧困學生。

春節慰問

於春節期間慰問所在轄區慰問病、困職工，希望幫助其擁有溫飽而圓滿的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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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訪視敬老院

重陽節慰問社區老人

元宵節訪視敬老院

2017年元宵佳節工會主席陸靜帶領女職工代表親手包湯圓，慰問合豐社區獨居老人。

重陽節慰問社區老人

中華民族傳統節日-九九重陽節，正新工會代表公司對合豐社區一百名85歲以上的老人進行慰

問，贈送重陽糕。

 

面向 GRI 描述 報告章節 頁碼 

策略與分析 G4-1 提供組織最高決策者對永續性議題的聲明及回應議題的策略 經營者的話 p.3 

組織 

概況 

G4-3 說明組織名稱 1.1 關於正新 p.5 

G4-4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1.1 關於正新 p.5 

G4-5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1.1 關於正新 p.5 

G4-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或與永

續發展議題有關的所在國)  
1.2 永續正新 p.10  

G4-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1.1 關於正新 p.5 

G4-8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地理細分、所服務的行業、客

戶/ 受惠者的類型） 
1.2 永續正新 p.11  

G4-9 說明組織規模 1.1 關於正新 p.5~8  

G4-10 

a.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總數 

b. 依聘僱合約及性別分類的正式員工總數 

c. 依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d. 依據區域及性別分類的總勞動力 

e. 組織的主要職位是否大部分由法律上認定為自聘的人員擔

任，或由非員工及非正式員工的個人擔任 

f. 聘僱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 

4.1 員工關懷政策 p.59~61  

G4-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4.2.1 員工人權 p.63  

一般標準揭露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a.提供組織產品與服務的各方或活動的順序 

b.組織所委任的供應商總數及供應鏈中的供應商的預估總數 

c.供應商之地區別分析 

d.供應商型態（如承包商、零售、批發、加盟等） 

e.預期支付供應商之金額 

f.供應鏈的特殊屬性 

2.3.2 供應夥伴、攜

手正新 
p.34~38   

G4-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大變化   
本報告期間無上述重

大變化 

G4-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1.4 風險管理 p.18~20   

G4-15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開發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

原則或其他倡議 
  本報告期間無此情事 

G4-16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

織的會員資格 
1.2 永續正新 p.11   

鑑別重大考量

面與邊界 

G4-17 

a.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檔中所包含的所有實體 

b.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檔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

報告書中 

關於本報告書 p.4  

G4-18 
a.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b.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關於本報告書 p.4  

G4-19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1.5.2 重大考量面鑑別

與邊界界定
p.25   

附錄一  
GRI 4.0指引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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