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134

南亞科技致力於社會的投入，參與公共事務與在地關
懷，成為積極回饋社會的參與者，發揮社會影響力與
促進社區發展，帶領社會邁向永續美好的未來。

92.21%
南亞科技在社會參與的投入，其中商業型倡議金額
占92.21%

783人次
辦理業師講座，由9位主管擔任業師，促進產學
術連結，共有783人次參與

500公斤香蕉/144公斤公平交易咖啡
為支持台灣在地農產品，南亞科技用合理價格直接
向產地蕉農收購香蕉500公斤；與公益團體合作贊
助消費144公斤公平交易咖啡

積極回饋社會的參與者

共榮社會

社會影響力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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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配合敎育體系以及公協會合作奠定南亞科

    技徵才根基

・串連不同屬性非營利組織以推廣環保理念

・結合在地藝文與慈善單位以提升社會福祉

・參與鄰近社區打造和諧互惠互利生活圈 125人

10場

新台幣
20,230,510元

新台幣
18,654,240元

30人

3場

新台幣
20,000,000元

新台幣
18,000,000元

投入總金額較2018年
成長15%

重大議題策略與績效
未達標 達標

重大議題 策略 2019目標 2018目標 2018績效

實習人數130人

辦理校園講座15場 

社會影響力

身為全球DRAM產品領先的專業創新公司，南亞科技認為應當扮演「積極回饋社會的參與者」角色，協助解決環境挑戰與社會問題，為創

造正向影響力而努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揭櫫人類面臨的永續挑戰，企業被期待為共同解決問題的關鍵角色，我們思索如何在核

心專業的創新能力上呼應SDGs。在策略性社會公益角色上，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驅動我們在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上，積極推動科技升

級與創新提高經濟價値，為年輕人與學生培養專業技能，打造「人才培育」的公益主軸。SDG 13 (氣候行動)讓我們深刻體會極端氣候對於

社區環境與生態的影響，南亞科技建立「環境保育」主軸，維護環境生態多樣性與朝向低碳社會。SDG 1(無貧窮)是南亞科技實踐公益的基

礎，我們打造「人文關懷」與「敦親睦鄰」主軸，讓回饋與責任能長期耕耘我們營運所在地的社區鄰里。

超過★

★

★

達標
情形

商業倡議佔當年度投
入總金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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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宗旨主軸 對象 社會影響

配合校園敎育體系，培養具潛力

之學子，儲備科技人才

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扎根敎育與人才培育・社會新鮮人立即為公司所用滿足需求

・提高員工素質、塑造良好企業文化

消除貧窮

消除貧窮

氣候行動

就業與經濟
成長

串連不同屬性非營利組織，帶入

各種活動以推廣環保理念

社區組織、環保團體 ・降低生態衝擊

・打造包容社會

・打造綠色永續生態環境

結合在地藝文與慈善單位，推動

人文公益活動以提升社會福祉

在地藝文組織、慈善團體 ・提升社會福祉

・深化公益參與

・創造平等友善社會

參與鄰近社區公共事務，打造和

諧互惠互利生活圈

在地鄉鎭公所、社區組織 ・社區和諧共融・打造共融和諧生活圈

改變是影響的開始，南亞科技採用London Benchmarking Model(LBG)衡量每個公益活動的效益與影響力，逐步調整公益方案與投入資源，並且檢討成效與結果，緊密鏈結營

運核心與社會問題。為能深化與擴散企業對社會的長期影響力，南亞科技著眼於自身的營運核心能力與社會需求的鏈結，擬定人才培育、環境保育與人文關懷及敦親睦鄰四大

公益主軸，期盼透過我們最具競爭優勢的專業創新能力，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共好美麗家園。共享價値是南亞科技投入社會公益的核心價値，短期目的上，我們希望讓投入資

源展現最大效益；長期來看，則是希望這些受幫助對象的行為、意識與福祉，產生正向影響力。

近年來，現金與物品為南亞科技從事公益活動投入的主要資源，占比高達九成，部分為志工投入。公益活動類型主要以培育科技人才的商業活動類型為主，次之為長期社區的

投入，少部分為單純的慈善公益。未來，我們將持續透過LBG檢視公益活動的成效，著重於商業活動與長期社區的比例，思考志工資源投入的比例。同時，我們也訂定公益活

動的長期目標，希望2021年時投入公益資源能成長25%。

人才培育

環境保育

人文關懷

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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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效益內涵主軸 社會效益

人才培育

・扶持校園活動
・辦理業師講座
・擧辦企業參訪

・創新技術研發(產學合作案3件)
・主管擔任業師(主管參與9位)
・人才招募(參訪人次485人)

・提升科技能力(產學合作金額310萬元，合作
     期間為2018/11~2021/10)
・產學技術連結(業師講座783人次)
・協助就業機會(獎學金520,000元)

・推動產學合作
・設置獎助學金

環境保育

・環境議題倡議
・生態環境維護
・社區協助

・員工向心力(255位員工參與)
・媒體好感度(網路媒體露出1,680 小時)
・提升企業形象(參與1個環保倡議活動)

・環境生態多樣性(淸除垃圾105公斤)
・減塑減紙減碳(全台關燈一小時節電量10萬度/
    全台減碳量達5.27萬公斤)

人文關懷

・攜手公益團體
・社區關懷
・慈善義賣

・員工向心力(7,161位員工參與)
・媒體好感度(網路媒體露出480 小時)
・提升企業形象(感謝狀2張)

・扶植在地人才(扶植新銳藝術家1名)
・繁榮社區環境(採購144公斤公平貿易咖啡)
・減少貧富差距(資助2個單位)

敦親睦鄰

・社區協助
・社區關懷

・員工向心力(7位員工參與)
・媒體好感度
・提升企業形象

・深化社區溝通(溝通對象450人次)

近三年，南亞科技投入社會公益的資源，增加了10倍之多，從兩百多萬元達到兩

千多萬元。資源投入形式主要為現金捐贈，比例高達九成以上。透過核心能力解

決社會問題的商業倡議公益活動，一直是我們實踐公益主軸的優先項目，南亞科

技積極推動科技升級與創新提高經濟價値，為年輕人與學生培養專業技能，讓我

們在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上，接軌SDGs8的就業與經濟成長。

► 南亞科技投入公益種類

慈善公益

2016

2017

2018

10.18%

3.02%

7.15%

長期社區投資

0.00%

30.30%

0.64%

商業型倡議

89.82%

66.68%

92.21%



社會參與

南亞科技在公益實踐上是希冀能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並促進當地社區發展，在規劃每個公益主軸時，我們總試圖思索「社會問題」與「南亞科技角色與做法」的鏈結，從推動

做法中展現年度成效，向社會大眾傳遞南亞科技的公益足跡。同時，我們也藉由這些問題的反饋，檢視公益主軸與推動做法，追求共榮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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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益投入資源

現金捐贈

經費 (元) 比例 (%)

2016

2017

2018

1,999,048

4,946,200

19,732,840

99.75%

69.70%

97.54%

物品捐贈

經費 (元) 比例 (%)

0

2,142,000

43,000

0.00

30.18%

0.21%

志工投入

經費 (元) 比例 (%)

5000

8500

30,400

0.25

0.12

0.15

管理費用

經費 (元) 比例 (%)

0

0

424,270

0.00

0.00

2.10%

人才培育

縮小學生在學所學知識及職場實務應用之差距，減少就業磨合之時間，快速適應職場環境。

・扶持校園活動：為響應回饋社會的企業精神理念，以活動贊助之方式，鼓勵學子向學及擧辦各類校園活動，促進多元面向
能力之發展。

・辦理業師講座：為使學生在學校所學與職場的實際情況有所連結，規劃2018年起由中高階主管擔任業界講師，進入校園與
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互動分享。

・舉辦企業參訪：為提升學生對產業發展之認知與了解，邀請各校學生至本公司進行參訪見習。
・推動產學合作：為促進產學交流善用學界資源，強化師生連絡並為公司招募優質人才。
・設置獎助學金：為鼓勵莘莘學子致力於學術研究，表揚優秀學子精益求精之精神，公司設置了獎助學金辦法。

・共扶持4場校園活動：贊助金額共計48萬，約700人次參加。
・針對北部地區重點學校進行業師經驗分享，2018年度共進行10場講座，參加人次約783人。
・共擧辦12場企業參訪，來訪師生約485人。
・共推動3件產學合作研究案。
・共提供3次獎學金項目，總金額約計新台幣520,000元。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角色與作法

2018年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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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2018年參與台灣大學電機系｢軟硬體整合｣創客松體驗活動、台灣大學電子所聯誼運動會、交通大學電子之夜、交通大學微
電子營…等校園活動，藉由各項體驗及交誼活動，可增進產學雙方交流，傳達公司積極、年輕、有朝氣的企業形象。並且
串聯全臺各地優秀的電機背景學生，使不同領域之間的人才激盪火花，掀起新一波科技浪潮。公司將盡力搭起企業與學生
間的聯絡橋樑，培養莘莘學子對科學工程及尖端科技的興趣與熱誠。

・業師講座共前進4所大專院校台大電子所、
淸大電子所、交大電子所、龍華科大電子
系。以深入淺出的演講方式，帶領學生進入
科技新視野、更高層次的新興製程及IC設計
走向。

・與台大進行三件產學研究計畫，與台大敎授
及學生針對半導體應用技術與產品設計研發
進行合作計畫，

・2018年提供交大電機所獎學金、台大電子所
獎學金、明志科大學生獎學金，希望透過此
獎勵，降低學生經濟負擔，亦激勵其積極上
進之精神。

我們的足跡

台灣大學電子所聯誼運動會 交通大學電子之夜 台灣大學電機系創客松體驗活動 交通大學微電子營

・邀請北部地區大專院校師生來訪，介紹生產工程部門之工作環境、工作流程及各項產品的發展與應用，並安排無塵室實地觀摩，使學生對企業之經營與特性有所瞭解，並知
曉未來趨勢，以規劃個人之學習方向。其中有數場參訪行程配合實習合作計畫，在正式實習前能實際走訪工作環境，更加瞭解工作內容，並透過主管面談與溝通，媒合適任
人才，對於未來無論是實習或正職工作，將能更快速適應職場環境。

台大專題演講 淸大專題演講 交大業師座談 龍華科大講座

台灣大學參訪 台北科技大學參訪 聖約翰科技大學參訪 交大電機所獎學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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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以及環境汙染對我們所處的地球所造成的負荷愈形嚴重，已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焦點。透過提升環境保育意識來善盡地
球公民責任是當務之急。

近300名員工投入參與倡導活動，近新台幣250,000元投入  

南亞科技透過串連不同屬性非營利環保組織，主動參與各種活動以推廣環保理念，例如：1.支持地球一小時活動，從小地方力
行節約用電，一起捍衛地球能源 2.擧辦賞燕及濕地講座，推廣生態保育、復育觀念。

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活動
今年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於3月24日擧辦，全球共有187
個國家、區域及超過1萬2000個世界地標共同響應。臺北場
次活動由荒野保護協會與臺北市環保局共同合作，南亞科技
也一同到場響應!活動當天也邀請到臺北市長柯文哲出席活
動，並為關燈進行倒數，從24日晚上20:30至21:30全台大串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角色與作法

2018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足跡

環境保育

燕燕夏日
五股溼地係國家級濕地，曾因人為的干擾，造成環境惡化，水質嚴重污染而失去生機。近期在新北市政府和荒野保護協會共同努力下，進行復育、保育和敎育，已逐漸恢復豐
富多樣的生態區。五股溼地豐富多樣的生態環境，正是提供燕群們覓食的場所，也形成賞燕的熱門地點。為友善環境守護鄉土，南亞科技和荒野保護協會合作辦理五股溼地賞
燕活動，藉以向公司同仁推廣環境敎育，也表達南亞科技對台灣溼地生態守護的支持。

發現溼地之美講座
配合辦理燕燕夏日賞活動，凡報名參與賞燕活動的同仁，皆可參加行前的環保推廣講座。此次講座內容為
「發現溼地之美」，介紹溼地對地球及環境的重要性，以及在溼地中豐富的生態系統是如何生生不息。講座
後同仁皆反應熱烈並建議可以多在公司內部擧辦相關的議題講座，提高公司內部對環境保育議題的重視。

連關燈一小時。根據台電統計活動當天全台關燈一小時，用電減少約10萬度，等同減少5.27萬公斤碳排放量，也相當於種植4,791棵樹！我們期待關燈一小時(Earth Hour)不僅
是一年一次的活動，而是藉此機會再次提醒大家，平時從小地方開始力行節約用電，一起捍衛地球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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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角色與作法

2018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足跡

以人為本提升全民人文素養及寬廣視野，期以建立愛與關懷的社會氛圍。

結合在地學術單位、公益團體，一則推動藝文活動拋磚引玉以扶植在地文創軟實力，一則推己及人協助需要幫助的弱勢族
群。

・和三個人文公益團體合作(輔大創設中心、生態綠、喜憨兒)
・贊助消費144公斤公平交易咖啡
・超過5,700人次理解公平貿易理念

扶植在地文創，與新銳藝術家共同擧辦數位插畫個展
地處泰山山區的南亞科技與新莊輔仁大學創意設計中心合作，支持在地新創設計師，並進駐本公司辦理創作個展。希冀結合
在地學術單位來推動藝文活動以拋磚引玉，扶植在地文創軟實力。

現職于Flight School Studio擔任Concept Artist的新銳藝術
家Ruby王常儀，熱愛說故事的她，著迷於光影的設計與顏
色所傳遞的訊息，擅長以光影與色彩說故事。期許這些故事
帶給公司同仁不同的感受，提升南亞科技人文氣息。

公平貿易茶水間
今年6月公司內的茶水間搖身一變成為落實公益理念的好所在。南亞科技加入生態綠(是台灣第一間通過「國際公平貿易
組織，簡稱FLO」認證的貿易商)公平貿易茶水間專案，在公司茶水間設置公平貿易咖啡機，讓同仁投幣10元飮用一杯公
平貿易咖啡，以實際行動落實幫助第三世界貧農及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並於6月27日擧辦「一杯公平咖啡，喚醒一座
森林，芬芳兩個家庭」講座，以推廣公平貿易的理念，提升同仁對公平貿易的意識，持續以公平貿易支持改善第三世界
貧窮問題。

「聖誕快閃下午茶 - 公平貿易＋喜憨兒＋南亞科技」
為推廣公平貿易理念並響應公益，南亞科技將公平貿易咖啡機半年來投幣收入作為規劃聖
誕節快閃下午茶費用，分享予全公司同仁。此外為落實公益，特別委由喜憨兒烘培屋承作
聖誕手工餅乾，讓該筆投幣收入再次轉為公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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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繁榮與在地價値保存不應是互為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當企業在地深耕之際如何與當地社區再造結合，是企業在思考社會
責任時的重要課題。

・共500位同仁參與並購買500公斤香蕉
・透過加強公司體育風氣活動，提供新台幣300,000元贊助60位棒球小選手

敦親睦鄰泰山瓊仔湖淨山活動
為友善環境，敦親睦鄰，南亞科技攜手南亞塑膠志工於5月19日進行泰山瓊仔湖步道淨山活動。透過淨山活動的宣導及活動的
進行，我們深感環境保育的不易，垃圾不只製造環境髒亂，更危害森林生態的平衡。在志工們辛勤努力下，廠區附近的道
路、公園、水溝、陰井皆順利淸除塑膠垃圾、鐵鋁罐、煙地、汙泥等。我們期許自己能借由參與環境保護活動，成為改變的
小水滴，產生漣漪，不只改變自己使用塑膠產品的習慣，對任何用品都做好回收再利用，更把環保概念推廣到身活周遭的人
事物中，讓好的力量擴展到每個人身上。活動後也收到來自泰山區自強協會、泰山區民眾及山友的感謝，讓周邊環境淸潔，
是泰山區民眾的好鄰居，大家都感到滿載而歸。

我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角色與作法

2018年主要成果

我們的足跡

給南亞科技按讚為台灣體育加油
因應二年一度台塑企業運動會並鼓勵南亞科技同仁奪牌爭光，同時響應公益以支持台灣體育運動，特別於公
司內部設立加油專區，同仁每寫一句為南亞科選手加油話語，公司即捐款新台幣10元整做為公益款項。另，
代表南亞科技參與企業運動會的選手，凡進球、得名，公司即捐出相對公益款項以鼓勵選手努力奪牌。捐款
金額總共累計新台幣30萬元，並於2018年12月透過對敎育部體育署「體育運動贊助資料庫媒合平台」對在地
學校-桃園市立龜山國中棒球隊進行贊助。

以行動支持在地蕉農
近幾年來，面臨著香蕉價格不斷浮動 ，香蕉產量過剩，蕉價持續低迷。為支持台灣在地農產品，南亞科技用
合理價格直接向產地蕉農收購香蕉。當日總經理協同副總共襄盛擧一同銷售香蕉，累計共售500公斤。南亞科
持續推動敦親睦鄰、在地關懷，用行動提升正向影響力，與台灣社會齊享共好美麗家園。

敦親睦鄰
聆聽在地需求，藉由實際作為展現企業與在地居民共榮共享的誠意。



共
榮
社
會

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