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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社會關懷與企業責任

關鍵績效

6.1 社會和諧共榮

公益捐贈

16,402,601新台幣

2018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新台幣16,402,601元。

783,744人民幣

2018年大陸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人民幣783,744元。

產學合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12位學生參與海外實習計畫。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是我們長期以來致力於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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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核心能

力與企業關懷文化出發，回饋給社會上需要的地方。希望透過公益的力量，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改

變，創造幸福。

2017~2018年共舉辦141場「MAXXIS高校巡迴招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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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ST CSR

正新2018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達新台幣16,402,601元，大陸地區達人民幣783,744元，捐贈總

額包含實物捐贈及現金捐贈。

2018年社會參與及關懷投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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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物捐贈7,364,858元

捐贈總額16,402,601元

捐贈總額783,744元

現金捐贈9,037,743元

實物捐贈83,744元

現金捐贈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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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ST CSR

•產學專案合作

隨著企業成長，為回饋社會及培育人才，公司不遺餘力投入與大專院校的產學合作，將學術專長結

合產業界需求，迄今已完成多項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包含工管、資工、機械、企管等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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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實習合作

正新也提供多所大學實習職缺，讓年輕學子藉由來公司實習的機會，與同仁教學相長、共同激發新

想法，除此之外，也邀請實習生參與部門活動，學習團隊分工及任務分配，並完成成果發表，啟發

他們多元的能力，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進而提升就業競爭力。

除此之外，我們也提供海外廠實習機會，自2014年開辦起，累計至2018年底共有12位學生到泰

國、越南及大陸廠區進行實習，讓學生透過海外實習，培養語言、專業、工作態度與國際視野等職

場能力。

我們也鼓勵實習生於實習結束或畢業後加入正新，不僅採計實習年資，更設有留任獎金，截至

2018年為止共有13位實習生轉任正職員工，降低學生求職的成本與風險，也為公司延攬適才適用

的工作伙伴。

•瑪吉斯學程

為培育人才，正新自2013年起，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成立「瑪吉斯學程」，以實踐回饋社會

的願景及培育、網羅優秀在學人才為目標，建構公司、學校、學生三贏的合作模式。學程內容包含

企業文化、創新概論、產業實務等跨領域的課程模組，並提供職場實習及企業參訪機會，讓學生由

實習、實作體驗的培訓過程中，達到做中學習的效果、熟悉職場生態、了解企業實務、奠定未來職

涯發展基礎，同時更為公司注入創新思維與能量，表現優異的學生更於實習結束後經由評比與面試

留任正新，成為公司的卓越新血。透過授課、實習、就業媒合三階段的模式，達成「務實致用一條

龍」的培育計畫。2018年共有9位學生參與瑪吉斯學程。 

台灣地區

公益活動專欄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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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CST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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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實習學校老師來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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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ST CSR

大專院校學生參訪

雲科大學生企業文化課程參訪

2018年太原理工大學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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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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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年與高校開展互動活動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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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2018年公司走進學校，開展「MAXXIS高校巡迴招募活動」，兩年共計參加了141場招

募活動，為公司人才的需求注入新的活力，並為高校合作建立良好的基礎。

3、2018年與名列211(註)高校的太原理工大學合作，邀請材料與工程學院高分子材料與工程學專

業的53名學生走進公司，通過學院介紹、學長推薦、產品及工藝介紹、測試場參觀、宣講及意向面

談幾個環節，加深企業、學校及學生三方的深度瞭解，促進雙方合作的新臺階，優勢互補、共同發

展。

註：211即「21世紀100所重點大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針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所策劃、實

行的戰略性政策。

2018
CST CSR

除了產學合作之外，正新也積極投入各項公益及社會活動，我們以體育扶植、藝術文化、教育支持

、社區回饋四大領域為主軸，長期深耕於運動場、校園與社區，期待藉由企業的支持，發揮正面的

影響力，創造共好社會。在四大領域中，我們發揮輪胎產業的核心能力與技術，特別著力於各項運

動賽事的長期贊助與支持，為台灣的體育發展注入穩定且持續的力量。

自2011年起，連續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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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5日舉行，除了精心策畫的八

卦山脈騎旅活動外，現場更有新產品展示、輪

胎 知 識 講 解 、 活 力 有 氧 操 、 音 樂 表 演 、

MAXXIS特製古早味擔仔麵等兼具知性與樂趣

的豐富活動，吸引近千名車友和中部許多車隊

共襄盛舉。

公益活動

體育扶植

台灣地區

正新瑪吉斯二輪嘉年華

自2011年起，連續8年贊助美利達•瑪吉斯

盃2018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將會場移往彰

化縣田中鎮的景崧文教園區(龍江館)棒壘球場

，並首度規劃了A、B兩條不同距離的路線供

車友選擇，包含一段超過30%、連續10公里

的坡爬，為本活動歷年來最長路線。2018年

參賽人數超過5,000人，為中部地區最大的自

行車活動之一。

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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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賽事的長期贊助與支持，為台灣的體育發展注入穩定且持續的力量。

自2011年起，連續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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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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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

正新瑪吉斯二輪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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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ST CSR

自2012年起，正新與合庫金控已經連續七年

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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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國家代表選手黃聖盛、江宏傑到場表演，

讓與會者感受國際級選手比賽的實況，活動共

計約739人報名參加。

2018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桌球賽

正新與第一金控長期共同舉辦國內規模最大、

總獎金最高、全國網壇最具指標性的網球團體

賽事「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2018年

已邁入第九屆，首度邀請2017年三度奪下大

滿貫青少年雙打冠軍的彰化子弟許育修擔任賽

事代言人，吸引共約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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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新羅才仁董事長

及第一金控董瑞斌董事長也特別到場開球，並

特別邀請瑪喜樂基金會太鼓隊11身障朋友演

出，為賽事揭開序幕。

2018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贊助第七屆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該賽事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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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於2018年6月舉行，吸引來自全球的單

車好手共襄盛舉。正新也在此活動中搶先曝光

於2018年7月上市的公路車競賽胎，現場並

展示多樣優異的自行車產品，讓國際看見台灣

輪胎業的高度競爭力。

2018太魯閣國際登山挑戰贊助

2018
CST CSR

正新連續3年贊助中州科大特教班，2018年

支持「為愛而騎，腳踏車環島」計畫，以騎

乘腳踏車搭配火車環島的方式迎接挑戰，擴

大學生視野，進一步認識台灣之美，豐富生

命經驗。

中州科大特教班學生腳踏車環島挑戰

贊助於昆山體育中心體育館舉行瑪吉斯輪胎

盃國際男籃錦標賽，支持當地體育活動的發

展與人才養成。

大陸地區

冠名2018國際男籃錦標賽昆山站

2018年9月，組織MAXXIS籃球社參加了昆

山市組織的職工籃球聯誼比賽，衝破突圍進

了決賽，獲得了當年度聯誼比賽亞軍。

2018昆山市職工籃球聯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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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 CSR藝術文化

台灣地區

贊助雲林縣愛樂室內合唱團《2018前進維

也納行前音樂會》，此表演活動為該合唱團

受邀前往「2018維也納國際合唱比賽暨音

樂節」前的行前演出，演出包含《濁水溪溪

水濁》、《走近庶民的說書人》、《美麗台

灣，我可愛的故鄉》等富有在地精神與情感

的經典曲目，讓雲林的聲音由故鄉出發、站

上世界的舞台為台灣發光。

雲林愛樂室內合唱團贊助

教育支持
台灣地區

2012年起，連續七年贊助溪洲國小清寒獎

學金，用實際行動陪伴弱勢學童的成長，期

盼其能擺脫貧窮世襲的困境，展翅高飛、開

創未來。

雲林縣溪洲國小清寒獎助學金

大陸地區

2018年4月秉持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原則，聯合周邊500強企業昆山富士康舉

辦「智趣杯」團體智力運動比賽，以輕鬆、

有趣的智力競賽形式搭建社區橋梁、共創友

好環境。

2018年企業團休棋藝比賽

2018
CST CSR

本活動集合了全國大專院校商業類及管理類相

關科系、具有大學實習經驗之學生，透過競賽

的形式分享其實習經驗。實習發表競賽共分為

四類組，分別為人力資源發展類、經營管理類

、行銷業務類、商管綜合類，讓學生把握在學

期間實習體驗職場、累積社會經驗，並透過競

賽發表，共同分享實習經驗的成果。

2018正新瑪吉斯全國商管實習發表暨競賽

2018年7月，正新公司參加「護苗行動」，

組織8名員工在公共活動場所宣傳安全方面知

識。休息期間則協助陪伴管理員工於暑期返家

、無人看管的子女，保障其安全。

護苗行動

大陸地區

社區回饋
台灣地區

2013年起持續7年認養斗六市路燈共28盞，

點亮社區的夜晚，提升夜間道路安全，改善當

地治安與交通安全。

斗六二廠路燈認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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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 CSR

持續認養全國各大機場與港口行李手推車，包

含台北松山機場、台中機場、高雄機場、金門

航空站、連將港務處、北竿航空及澎湖馬公港

等，除了捐贈全新推車外，也定期汰換老舊手

推車，確保手推車品質與數量，成為國內外旅

客最佳良伴。

機場行李手推車認養

認 購 在 地 農 產 茂 谷 柑 6 2 0 箱 ， 共 台 幣 

186,000元，增加農民收益，共同支持台灣

在地農業。

支持在地農產

連續舉辦13年愛心捐血活動，由正新輪胎與

瑪吉斯專賣店建強輪胎行共同舉辦，每年會在

不同時段發起捐血活動，邀請同仁捐出熱血，

2018年舉辦場次共四場，捐血超過632單位

，未來也將持續舉辦捐血活動，以實際行動喚

起更多人的愛心。

捐血活動

2018
CST CSR

昆山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致力於協助改善身心

障礙者康復、教育、就業等方面狀況，正新

藉由贊助該基金會，期待成為點亮社會的明

燈，為身心障礙者開創不同的未來。

贊助昆山殘疾人福利基金會

正新8名員工清掃陸家鎮生態園，協助維護當

地環境整潔。

公益清掃活動

在合豐治安崗亭擺放一台飲料櫃，免費提供

當地居民飲用。

夏季送清涼活動

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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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ST CSR

贈送飲食品及勞保用品給轄區內環衛工人，

慰問其辛勞。

夏季送清涼活動

走訪合豐社區弱勢家庭，並贈送飲品、酸奶

等物資，助其度過難關。

夏季送清涼活動

於重陽節舉辦長者關懷活動，慰問轄區內85

歲以上長者，並送上物資，以表達正新敬重

長輩、關懷社區的企業精神。

長者關懷活動

2018
CST CSR

舉辦冬至吃餃子送福活動，由同仁親手包餃

子，並贈送食品與日間照料中心老人享用，

共享佳節。

長者關懷活動

贈送水果、酸奶等食品給予敬老院，慰問關

懷弱勢長者。

長者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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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舉辦了「MAXXIS樂跑

活動」，「MAXX IS樂騎活動」，「

MAXXIS家庭日活動」，累計籌集綠色公

益金人民幣103,977元。

瑪吉斯綠色公益基金籌集活動

2018年MAXXIS樂跑活動

2018年MAXXIS樂騎活動 2018年MAXXIS家庭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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