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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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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新台幣14,094,809元。

年大陸地區公益捐贈總額達人民幣556,100元。

產學合作

台灣地區：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有12位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正新海外實習計畫。

我們持續關注社會公益發展並凝聚公司內外部的資源，以多面向的方式投入，在產學合作、體育

扶植、藝術文化推廣、教育支持、社區回饋等五大主軸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活動，同時幫助弱勢族

群，不論在清寒學生獎學金、社區弱勢家庭補助及敬老活動等，藉由企業關懷文化的角度出發，

投入各項公益領域，為社會缺口挹注資源弭平資源落差，並運用企業核心能力，將資源充分運用

在社會每一個角落，傳遞美好與正向力量。 

 

大陸地區：

2018~2019年共舉辦75場「MAXXIS高校巡迴招募活動」。

2019年開展「高校實習生計畫」共有36名學生至公司實習。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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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2019年台灣地區公益捐贈達新台幣14,094,809元，大陸地區達人民幣556,100元，捐贈總 

額包含實物捐贈及現金捐贈。

6.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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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0,109元

現金捐贈7,724,700元

實物捐贈44,100元

現金捐贈5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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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專案合作

為回饋社會及培育人才，本公司不遺餘力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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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提早對職場就業

環境有所認知，並培養與企業接軌所需的實務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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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新提供多所大學實習職缺，讓年輕學子藉由實習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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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學生多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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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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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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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為止共有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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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育本公司所需求的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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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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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更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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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本公司的卓越新血。透過授課-產業專題製作-實習-就業媒合等

一系列人才培育流程，引導教學與磨練學生產業實務知識，並建構專業教師與業界教師交流與對話

的平台，發展長期產學合作及校外實習的關係，達成「務實致用一條龍」的培育計畫。2013年

~2019年共有42位學生參加。 

台灣地區

6.3社會參與與回饋

6.3.1產學合作

正新積極投入各項公益及社會活動，我們以產學合作、體育扶植、藝術文化、教育支持、社區回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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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參訪

為增進產學交流，正新與各大專院校不定期合作舉辦企業參訪，實際走訪生產流程，讓學生可以從

書本知識走進實務環境，體驗多元學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企業文化課程參訪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碩士班企業社會責任課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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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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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展「高校實習生計畫」：2019年與紅河學院、河南理工學院開展實習生合作，兩所高校共有

36名學生至公司實習，在工作實踐中提升學生專業能力的同時，定期開展實習生訪談，關心其工作

及生活情況，並給予其指導，建立公司與高校合作的新模式。

2019年太原理工大學來訪

大陸地區

高校MAXXIS行活動：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本公司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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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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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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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8-2019年本公司走進學校，開展「MAXXIS高校巡迴招募活動」，兩年共計參加了75場招

募活動，為本公司人才的需求注入新活力，並為高校合作建立良好的基礎。

3.2019年與太原理工大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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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2年起，正新與合庫金控已經連續八年

共同舉辦「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盃」全國桌球

錦標賽，2019年報名人數突破以往，總計

131隊，合計超過1300位選手參賽。今年也

特別邀請合庫桌球隊國手林昀儒(世界單打排

名第9)及洪子翔進行表演賽，讓與會者感受國

際級選手比賽的實況。

6.3.2 體育扶植

台灣地區

2019正新瑪吉斯合庫金控桌球賽

自2011年起，連續9年贊助美利達•瑪吉斯

盃。彰化經典百K單車挑戰並秉持高規格交管

、醫護等的企劃與投入，打造安全與騎乘舒適

度騎乘體驗。今年更將105公里騎乘路線納入

車友最喜愛的經典八卦山脈139線大縱騎，帶

給車友最經典的騎乘體驗。

彰化經典百K環化賽

國內規模最大、總獎金最高的「第一金控正新

瑪吉斯盃」網球團體錦標賽，2019年5月在

彰化員林運動公園火熱開戰，本賽事共有上千

位網球好手齊聚一堂，角逐冠軍頭銜，總獎金

達新臺幣44.4萬元。今年賽事已邁入第10屆

，本次更邀請過去曾多次代表國家隊出征、拿

下亞運金牌的雙打好手易楚寰擔任賽事代言人

，在現場掀起一陣炫風。

2019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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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連續4年贊助中州科大特教班自我挑戰活

動。2019年由中州科大保健與諮商中心團隊

舉辦的身心障礙體驗教育挑戰自我活動，利用

學生課餘時間透過團隊訓練，培養身心障礙者

勇於突破心理障礙。今年中州科大特教班所辦

理的攀越台灣屋脊-奇萊南峰&南華山登山活

動，正新公司提供物資一批，供師生登山活動

使用。

2019贊助中州科大特教班學登山自我挑戰活動

全國歷史最悠久的軟式網球比賽—第71屆金

木、天爵、正新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由員林

市公所所主辦，為提倡全民運動與交流軟式網

球技術，在員林運動公園網球場舉行全台網壇

盛事，吸引全台共66隊團體組、42隊個人組

，總計有108隊，約700位選手參加。

2019金木、天爵、正新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瑪吉斯贊助2019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賽事

於9月3日至8日在台北小巨蛋強勢登場，本屆

參賽陣容堅強，有丹麥、馬來西亞、印度、韓

國、日本等23個國家，約442位選手報名參

賽。今年中華台北隊由世界羽球排名躍升至世

界第二的周天成領軍，全力捍衛主場。正新公

司與所有球迷一起為選手加油。

 2019 中華台北羽球公開賽

正新贊助愛樂室內合唱團已經長達四年，愛樂

室內合唱團曾獲《2018年維也納國際合唱比

賽》混聲組金質獎第一名，2019年正新再度

贊助年度劇場《小時代》，重製《惠來里158

號檔案》，希望透過音樂劇深入鄉土，窺見大

歷史中美好愛情的小時代，同時藉由推廣藝術

方式，提昇文化品質，落實企業的文化使命與

責任。

贊助雲林縣愛樂室內合唱團

2012年起，連續八年贊助溪洲國小清寒獎學

金，用實際行動陪伴弱勢學童成長，並扶助清

寒弱勢家庭子弟，協助他們能專心向學，勤奮

進取，並獎勵優秀學子，期盼能開創孩子們與

國家更美好璀璨的前程。

雲林縣溪洲國小清寒獎助學

台灣地區

6.3.3藝術文化推廣

6.3.4教育支持

贊助成大「NCKUME Racing機械賽車隊」，

該 車 隊 由 成 大 機 械 系 學 生 自 組 。 今 年

NCKUME Racing機械賽車隊參加第27屆全

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車大賽，順利從全國31

隊專業好手中脫穎而出，取得車輛製作佳作的

好成績，希望學生藉由參賽的過程中，鼓勵同

學不斷突破自我。

贊助成大機械系「NCKUME Racing機械賽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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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大葉大學英語系畢業公演，學生以英文話

劇的方式呈現經典作品【龐森斯的海盜】，劇

情結合了愛情、喜劇、歌劇等元素，呈現主人

翁海盜與女主角從相遇到相知相惜。希望透過

本次贊助，培養同學英文能力，並從活動表演

中學習成長。

贊助大葉大學英語系畢業公演

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車大賽是國內大專院校

車輛學界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共有來自21

所大專院校的35隊學生同堂競賽。此項競賽

活動是為了提供國內大專校院系所學生與國際

能源環保議題接軌的機會，並落實政府「節能

減碳」觀念的推廣，促進大專院校學生對車輛

提升燃油經濟效率及潔淨動力的研究。

贊助第27屆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車大賽

2019年7月，正新公司參加「護苗行動」， 

組織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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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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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箱，共台幣155,000

元，期盼藉由認購活動實踐社會公益責任，同

時為農民鄉親創造產銷商機增加農民收益，共

同支持台灣在地農業。

支持在地農產

持續認養斗六市路燈共28盞及溪州鄉公所路

燈認養50盞， 點亮社區的夜晚，提升夜間行

駛道路安全，改善當地治安與交通安全。

路燈認捐活動

台灣地區

6.3.5社區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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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補教名師-呂捷在員林演藝廳舉行公益講

座，以「哥教的不是歷史，是競爭力」主題揭

開序幕。活動由正新公司舉辦，除鼓勵同仁親

子報名外，並邀請員林地區各級學校、機關團

體一同參加，以此公益活動回饋地方。當日講

座呂捷老師以幽默笑談的方式與千名聽眾共同

分享自身的經歷過程，現場反應熱烈、座無虛

席，贏得全場聽眾笑聲及掌聲。

瑪吉斯公益講座

正新與第一銀行共同協助贊助家扶中心及關懷

志工活動。由第一銀行與正新至彰化家扶中心

進行團康活動、教學、DIY課程並與家扶中心

小朋友一同午餐，提供關懷教育。除此之外，

因彰化家扶中心落成之多功能扶幼館的飲水機

迫切需求，由正新與第一銀行各贊助兩台飲水

機，共同傳達正新與第一銀行的在地關懷。

彰化家扶中心志工送愛活動

正新定期舉辦廠內捐血活動，邀請同仁捐出熱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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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捐血活動

贊助斗六市公所推動長青食堂，加強妥善照顧

年長者，讓長者在社區共餐吃得更營養健康，

鼓勵長輩走出家門，多參與社區的活動，增進

長輩之間的互動活動身體。

贊助長青食堂

大陸地區

昆山廠區參與所在地之陸家鎮組織之「慈善一

日捐」活動，共捐贈50萬元人民幣至慈善會

，用於扶貧濟困。

參與陸家鎮慈善一日捐活動

正新公司工廠運營工作日皆提供逾百個愛心便

當，由當地村里長協助親送到府給附近的獨居

、行動不便長者與需要協助的家庭午餐便當，

溫馨送溫飽到鄰里每一個角落，希望盡微薄之

力，讓社會更加溫暖。

愛心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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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員工環保意識，組織開展「垃圾分類，

減量我先行」企業變廢為寶主題活動，寓教於

樂，受到員工好評。

「變廢為寶」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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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春節舉辦長者關懷活動，慰問轄區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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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佳節組織員工至轄區日間照料中心親手製

作湯圓，慰問轄區長者，歡度佳節。

長者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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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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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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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舉辦了「MAXXIS綠色公益活

動」，「MAXXIS樂騎活動」，「MAXXIS家

庭日活動」，累計籌集綠色公益金人民幣 

38,360元。

瑪吉斯綠色公益基金籌集活動

2019-MAXXIS樂騎2019-MAXXIS家庭日

2019-MAXXIS綠色公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