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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

總論

最高承諾：水平事業整合 提高裕隆集團戰力
2014年逢十年換車潮、全球經濟景氣

復甦，以及匯率與油價利多等因素，新車銷

售量全台突破42萬3,829輛。十年換車潮，

加上眾多新車款推波助瀾下，預計這波效

應仍可持續至2015年。裕隆集團2014年整

體營收達約3,500億元左右，年成長12%，

2015年我們也預期12%成長目標，裕隆集

團穩定中成長，始終努力為利害關係人創造

更大的利益。

創造資源整合效益

創新是組織發展的必要條件，雖然創新

過程會面臨艱難的挑戰與考驗，但仍要堅持

創新。2015年務必啟動集團整合，加速汽

車、紡織、營建及周邊水平事業整合，避免

資源重複配置。不只汽車事業要當領頭羊，

帶領其他事業衝鋒外，其他事業也要全力相

挺，發揮加乘效果。以集團各公司協同合

作、創造集團資源整合效益、提高集團的競

爭力與戰鬥力。

納智捷(Luxgen)
裕隆汽車謹記吳舜文女士的「幫中國

人裝上自己的輪子」使命，因此打造自主

品牌是裕隆汽車多年的夢想與堅持，雖然

總是忍受外界質疑，然而於2014年納智捷

(Luxgen)在台灣締造1.65萬輛、大陸5.2萬

輛的銷售新高紀錄，鼓舞了堅持自主品牌的

裕隆汽車。

台灣有自有汽車品牌，並且能輸出國

外，這是國人共同的榮耀，呼籲國人珍惜且

支持我們驕傲的自有品牌，進而力挺你我的

台灣經濟。

納智捷車款會愈來愈齊全，我們有信心

期待納智捷將以更快的腳步，一年以1.5款
新車的速度來穩固自有品牌根基。對納智捷

(Luxgen)新款U6 Turbo運動休旅車，我們

投入最大心力緊盯著品質管控、嚴董事長親

率高階主管試車，U6 Turbo運動休旅車加

入ECO Mode節能模式，強化節能效果。

新店裕隆城的開發

新店裕隆城開發案，2014年分別與誠

品及威秀影城簽訂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分別

負責商場與影城的規畫與招商，預計2016
年取得商業區建築執照，計畫2020年底複

合商業區正式開幕。

裕隆無限的愛

2014年5月高雄發生嚴重氣爆，造成嚴

重損失與傷亡災情，裕隆集團於第一時間

表達關切，心繫黃金救援時間，捐贈新台

幣1,000萬元及其他關懷作為，希望協助受

災民眾早日重建家園。2014年8月桃園市新

屋區亞洲保齡球館大火造成六位年輕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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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隊員不幸罹難，裕隆集團旗下捐助300萬
元(裕隆汽車、中華汽車、台元紡織共同捐

贈)。2014年9月裕隆汽車為感謝地方對裕

隆的支持及表達公司對地方的回饋，捐贈三

義七輛電動車，將投入社區巡守、弱勢接送

及遊客接駁，總價逾千萬。全電動的車輛主

要就是要環保、綠能，台灣相當適合推動清

淨能源交通工具。

展望未來

在此，特別感謝員工、協力商及經銷商

的努力，也感謝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唯有你

們，裕隆才能做得更好。裕隆將持續致力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營運目標結合，據以

訂定未來發展策略，並實際回饋社會。未

來，雖然裕隆仍會面臨更多的挑戰與機會，

如汽車事業、新車研發與上市等將與全球車

廠同步競逐，裕隆更要提升所有事業體經營

品質，加強產品差異化、價值創新，將所有

細節做到比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及肯定更高。

CSR得獎紀錄

2014年
(1)4月LUXGEN榮獲「經理人月刊

─2014影響力品牌大調查」汽車(國產類)

特優。

(2)9月裕隆榮獲「2014第四屆幸福企

業獎」三顆星榮耀。

(3)10月本公司榮獲《數位時代》2014
台灣創新企業20強。

裕隆概況

裕隆汽車配合集團積極且導入「移動價

值鏈」概念，已成功從「傳統製造業」跨業

整合後成為「製造服務業」。裕隆汽車持續

進行自主品牌LUXGEN的發展，陸續推出

新的車款，在極致動力與環保節能上不斷精

進追求，產品力廣獲消費市場的肯定。裕隆

汽車將來規劃能分別在當地施行一貫營運模

式：新市場行銷→建立生產基地→擴展營運

據點→最終拓展事業版圖。未來，裕隆汽車

將落實全球採購(Global Sourcing)、結合內

外部資源，導入差異化及優質商品，滿足消

費者需求，實踐「自主品牌、行銷全球」的

經營目標。

經營理念

「追求顧客滿意、創造企業繁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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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祉」這樣的經營理念數十年如一，未

曾動搖過，這個堅持成熟了現在的裕隆汽

車，帶領著我們朝向積極自創品牌，發展智

慧科技車及綠色思考為導向之產品及服務，

以成為國際級全球車廠之目標。如下頁表

多品牌製造與服務

裕隆汽車在原本的經營體系內，延伸出

服務的體系，轉型為製造服務，是除了強化

製造，更將原來的資源建構成一個服務體

系，為所有的品牌服務。裕隆汽車擔任整體

控股的角色，在股權、經營面、製造與服務

等在全價值鏈活動中提供自己的優勢供多品

牌使用。裕隆汽車營運模式包含：(1)多品

牌經營(2)多品牌專業製造(3)多品牌服務

價值鏈。

營業範疇

2014年裕隆汽車除了以台灣三義、中

國杭州為生產基地外，更將菲律賓成功轉型

為第三個生產基地，計畫從生產基地為原點

紛紛擴展當地營運據點，複製在台灣的成功

營運模式，從點到面進駐海外市場，以穩健

的腳步拓展裕隆汽車版圖。除了開拓中國、

台灣、菲律賓市場以外，行銷亦遍及中東地

區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以及南美洲的多明

尼加等國家。

CSR管理與推行
要做為一個兼具道德與負責任的企業，

裕隆汽車以此為目標不斷地努力與邁進；我

們深信做好對利害關係人及環境關心的責

任，最終將有助於公司長期的成長與獲利。

隨著成長與獲利的達成，裕隆汽車將持續秉

持回饋社會的精神，持續地發展綠色產品及

社會責任。

1.誠信經營

裕隆汽車一直以來秉持高標準的誠信經

營承諾保障公司各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基本。

多年來本公司都不曾發生任何不誠信、不守

法的情事。

2.成立CSR專案組織

為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裕

隆汽車成立CSR專案組織，由總經理與副總

經理擔任召集人，本組織主要工作是協助裕

隆汽車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除了持續

朝「公司治理」、「環境政策」、「社會參

與」等三大領域努力外，更希望加強國際所

關注的水資源、勞動人權、性別平等、顧客

關係維護等議題。組織中各單位需負責提供

裕隆汽車在企業社會責任努力與承諾的事項

資料。透過該組織使裕隆汽車的員工更重視

企業社會責任意義與重要性。

重大性議題分析

裕隆汽車藉由多元的溝通方式及溝通管

道後，彙整出27項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

裕隆汽車CSR核心小組將彙整27項利害關

係人關切議題後，根據會議討論結果依分析

排列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的關注程度，再由

裕隆汽車CSR核心小組評估議題對企業營運

的衝擊程度，據以分析最終議題之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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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說明

裕隆汽車2015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CSR報告書)，這是我們呈現給裕隆汽

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第九本CSR報告書。

2015年裕隆汽車持續揭露、回應利害關係

人關注的議題，希望能以此方式，讓裕隆汽

車的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得以被看見，也讓利

害關係人瞭解裕隆汽車在企業社會責任上

的努力，使集團內外有更多交流。裕隆汽

車延攬各單位部門代表組成「CSR核心小

組」，蒐集資訊並編撰本CSR報告書，亦

規劃未來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向。這

本報告以中文發行，歡迎蒞臨本公司網站瀏

覽互動或下載完整報告(PDF檔案形式)。請

大家輕鬆閱讀裕隆汽車2014年在經營、環

境、社會方面的成績。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資訊揭露期間為2014年(2014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求相關專案及活

動成果的完整性，有關上述期間前後的事例

以及今後的方針、目標和計畫或部分績效等

內容也有部分刊載。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的組織邊界，以裕隆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為主體(簡稱裕隆汽車)，視內

容需要，若涉及其他裕隆集團相關公司如納

智捷、華創車電等公司時會加以說明。另

外，因今年改採G4報告書綱領，故本報告

書的組織邊界與往年不同，涵蓋了所鑑別出

重大性議題的內外組織，也加入了相關子公

司資訊。未來我們會陸續納入子公司重要資

訊，更全面性揭露裕隆汽車在價值鏈上的

CSR影響力及成果。

數據統計範圍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公司，大部分指標

內容涵蓋台灣廠區製造據點，若有涉及其他

區域的指標，則另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

除了以裕隆汽車為主，其他相關業務中亦部

份述及裕隆日產、華創車電技術中心和自主

品牌納智捷等。本報告中，裕隆汽車製造股

份有公司，將簡稱、「裕隆汽車」、「本公

司」或「我們」。本報告書對於未能刊登在

本報告中的事項和數據以及本報告內容的相

關資訊，歡迎參訪本公司網站(http://www.
yulon-motor.com.tw)

參考指導綱領與原則

．GRI/G4版核心選項之要求

．AA1000當責性原則

．ISO 26000指引及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

發行時間

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現行版本：2015年6月發行

上一發行版本：2014年12月發行

下一發行版本：預定2016年6月發行

計算依據

財 務 報 表 已 依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彙總各轉投資企業挹注

的財務績效，財務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算；

環保安全衛生的績效則以國際上通用的指標

來呈現。

報告書之審查與查證

內部審查：

由CSR核心小組負責整體規劃，實際

進行資料彙整、溝通整合及編輯修訂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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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報告內揭露的資料及數據在各部門提供

時，已由各一級主管初步核定，完成的初稿

經CSR核心小組成員依其分工項目校閱及修

訂，確認後敬呈副總複核，再敬呈總經理核

閱，係逐層審閱及核定後定稿出版。

外部查證：

今年本報告書因為出版時間緊迫，未

針對報告書查證，我們仍然以符合GRI/G4
指引及AA1000保證標準第一類型的高標準

編製本報告書。其中，已列入公司財務報告

之成本及會計資訊均已經由會計師查證；環

境及安全衛生之管理系統則除定期進行內部

稽查外，每年都接受ISO 14001及OHSAS 
18001的外部稽核。近年的溫室氣體盤查資

料已通過第三者外部查證。

公司治理

裕隆汽車秉持誠信經營的精神，不僅強

調財務績效資訊透明，更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並充分揭露企業的非財務績效資訊。為

符合國際公司治理發展趨勢，並因應我國近

年社會關注議題之發展，於2015年3月23日
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將董事

會成員組成多元化、加強董事會績效評估及

設置吹哨者管道與保護制度，等增修編入。

雖然本公司目前尚無公司治理自評報告

或委外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但是我們仍致

力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編製，將完全揭露

公司誠信經營、愛護地球、永續社會的透明

誠信治理。為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司於董

事會召開後均即時將重要決議公告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同時，亦於本公司網頁上更新相

關組織規範，以維護股東權益，提高投資人

對本公司之了解與認同。

公司治理架構

1.董事會

裕隆汽車董事會是由14位(含二位獨立

董事、三位監察人)具有豐富的產業經營經

驗與學術經驗人士，董事會成員無性別、國

籍等人權考量，董事中一名女性成員，董事

會男性比率為93%。自律、健全的董事會是

公司治理的根本，裕隆汽車持續強化公司治

理的運作、重視股東的權益。本公司董事利

益迴避之遵守，董事及監察人均本著忠實誠

信原則及注意義務執行職務，並未發生訴訟

事件或違法行為之情事。

2.薪資報酬委員會

裕隆汽車於2011年8月經董事會通過成立

薪資報酬委員會，主要負責訂定及定期檢討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長期的績效目標與薪

資報酬的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定期評

估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的績效目標達

成情形，訂定個別薪資報酬的內容及數額。

3.稽核單位

裕隆汽車內部稽核單位隸屬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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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稽核主管一名，稽核人員二名，而內部

稽核主管的任免，必須經過董事會過半數的

同意而為之。

風險管理

本公司為了穩健營運，在公司經營、安

全衛生、環境方面皆有相關當責單位負責管

理、查核，並由稽核室依風險評估結果，

將主要稽核項目列為年度稽核計畫，執行

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並將稽核結果據實

揭露於稽核報告，加以Plan、Do、Check、
Action(P.D.C.A.)追蹤改善。

尊貴服務

1.健全的產品保證體制

每售出一部車均隨車附上詳實的使用手

冊，手冊中皆明列有保證保固條款，並清楚

告知消費者應享權益及協助處理方式。裕隆

汽車始終以消費者的權益為最優先考量，如

產品責任事故的處理原則，除制定有相關處

理準則，並遵循政府法令規範，以期協助消

費者即時解決，使產品責任相關事故能迅速

妥善處理完畢，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2.真實訴求、詳細標示

裕隆汽車車輛產品之相關數據除依法令

規定標示於產品適當位置清楚告知消費者

外，並於車輛使用手冊中詳細說明產品之規

格、性能、操作方式、定期保養及注意事

項，使消費者充分及便利瞭解。

3.客戶隱私保護

裕隆汽車對於客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採取標準防護措施，確保客戶個人資料的安

全。近三年均並未發生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

客戶資料的抱怨事件。

4.客戶滿意度

客戶的寶貴意見與需求才是裕隆汽車產

品與服務更臻完美的驅動力，所以我們非常

重視客戶滿意度調查之資訊，將之作為裕隆

汽車日後產品與服務改善的方向之一，各項

客戶滿意度調查結果於管理審查會議中提報

高階主管，將調查結果中不滿意的項目，提

交相關單位提出改善方案，由主管審核改善

相關佐證資料，並主動與客戶確認改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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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夥伴

裕隆汽車的好夥伴包含零件供應商及遍

布全省的經銷商，裕隆汽車的供應商僅包含

零件供應商，除了零件以外的供應商均由裕

隆集團之裕隆日產公司負責一系列完善的採

購與管理，再供應非零件以外之物料給裕隆

汽車，裕隆汽車的供應鏈系統包含零件供應

商及經銷商。

1.供應鏈管理架構與系統

，

2.供應商的綠色採購

裕隆汽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要求各

供應商配合相關之管理，尤其必須意識綠色

管理的重要性。管理方案有：供應商的綠色

採購、供應鏈管理系統(SCM)以及綠色供

應商管理。

3.凝聚綠色共識

裕隆汽車推行綠色供應鏈專案已行之有

年，這段期間內除了不斷積極輔導供應商取

得ISO認證之外，同時在協力大會中對主要

供應商進行政策的宣導，並以問卷調查或聲

明書簽回之方式進行社會責任之稽核，截至

本報告書之刊印日止，已有45家協力廠同意

簽訂此聲明書(占國內零件採購金額87%)，

同意配合供應商永續發展專案所要求的「綠

色供應鏈」、「安全、衛生與風險管理」以

及「勞工人權與道德」等相關事項。

環境永續

裕隆集團希望經由開發與經營電動車的

努力，以「零排放」的環保理念作為發展願

景，期望藉由智慧科技的運用與綠色能源車

的發展，創造共同的綠色未來。在環境管理

的理念為：

1. 透過內外部的檢討機制，達到環境監督的

要求。

2. 藉由環境會計制度下的各種指標，以有效

的達到環境管理。

3. 持續投入電動車的發展，配合我國節能減

碳的綠色經濟發展。

管理系統架構

1.綠能專案小組

裕隆汽車在2007年成立「綠能專案小

組」，主要是負責管控節能成效，並且以降

低碳排放與製造成本，針對「運轉超時」、

「供給過量」、「低運轉效率」三大能源耗損

進行問題改善，兼顧生產效能與減碳效益。

2.環境管理系統

裕隆汽車認為減少汙染排放是企業的首

要責任之一，所以裕隆汽車以ISO 14001作
為依據的指標，建立「環境管理系統」。此

外，每半年裕隆汽車會透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負責外部稽核，針對執行結果提出缺

失與改善建議。

3.環境會計

2014年底，裕隆汽車在環保支出與

投資上總計達7,218萬元。其中空氣汙染

防治占53.43%，水汙染防治占10.33%，

廢棄物處理占4.87%，繳納汙染防治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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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其他占11.14%。近3年環保支出

與投資金額如上表：

4.法規遵循

裕隆汽車在環境保護上持續的努力，雖

然2014年因違反環保法令而受到罰鍰，但

並未造成環境汙染案件的發生，也沒有因運

輸造成重大環境衝擊。

原料與能源

裕隆汽車將「綠能專案小組」於2014
年的整體作為與實際績效，以圖表與數據的

方式予以呈現，展現裕隆汽車在環境管理層

面上的努力。

1.能源

汙 

汙 

汙 汙 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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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料

裕隆汽車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輕環

境負荷，將全車系導入可回收塑材，並針對

歐盟制定的「零件材質刻印規範」，於汽車

零件上清楚標示主要材質及添加物，提升汽

車零件的回收率。

綠色製程

1.綠色製程管理與節能標章

隨著全球氣候的變遷，環境保護的議題

已經受到各國的重視，國際之間各大企業也

開始思考如何將環保概念與企業的製程與產

品做結合。綠色製程，就廣義而言是指生

產、使用及處理過程符合環境要求，對環境

無害或危害極小。裕隆汽車在綠色製程上，

進行規劃與檢討，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2.空氣汙染防治

政府為改善環境空氣品質，環保署參考

歐盟及美國管制標準，公告汽油車第五期排

放標準，並於2013年10月正式上路。裕隆

汽車在新車款開發中，致力於使產品排氣汙

染情形能更加以改善，且各項車款必須符合

五期排放標準，其排放實測結果均低於法規

標準值。除了產品端上的努力，在裕隆汽車

在製程上也規劃出一套防治措施，包含使用

天然氣作為能源以減少空氣汙染物的產生、

透過設備更新來改善製程技術、尋找新資源

代替有害物質等。

裕隆汽車相當重視空氣汙染的問題，截

至2014年其排放標準遠優於政府所規定(排

放廢氣溫度102℃，標準120~160℃)，但因

承辦單位未及時進行資料更新，並向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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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許可證操作參數變更，導致於2014
年5月6日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第24條
第2項規定，未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並

依該法第56條第1項處罰鍰新台幣100,000
元。後來經申請許可證操作參數變更，已經

在2014年5月30日向主管機關核備完成。

節水與水汙染防治

1.節水措施

從原料到生產到製造完一部車，其製程

中會用水量相當大，對於珍貴的水資源，裕

隆汽車希望盡可能做到一滴都不浪費。因

此，研究各種節約方式，包含鈑材較乾淨的

後段沖洗水回收再利用於前段的清洗水使

用、成車試漏設備增設沉降過濾槽進行廢水

回收再利用等。

2.水汙染防治

全廠廢水汙染防治工作重點在於實施

「廢水源頭與製程減量」、「雨汙水分流處

理」、「設置雨水截流設施」、「擴充及維

護既有的廢水處理系統」以及「落實廢水回

收再利用」；且對各項水質指標作定期量測

並建立趨勢圖追蹤，以期維持最佳的運轉狀

態，達到廢水處理效率提升與節能減廢的目

標。裕隆汽車將製程及生活廢水經由廢水場

處理後，最終流入海域中，不因用水而影響

水源。

廢棄物處理

裕隆汽車所產出廢棄物以汙泥、漆渣、

廢金屬、鐵鋁屑、廢車材、生活垃圾、廢機

油及其他廢棄物為主，均集中於廢棄物暫存

區。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量約5,131公噸，廢

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高達約100%。見上頁表

員工與社會參與

幸福員工

裕隆汽車關心、尊重、平等地對待員

工，對於各項法規我們絕對嚴格遵守，按勞

動相關法令訂定勞動條件，在員工權益遭到

侵犯或不正確對待時提供申訴管道，也訂有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及「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維護員工基本權益。2014年裕隆汽車並無

因身分歧視而造成的公開或法律事件，亦無

涉及侵犯當地居民人權事件。

幸福企業

裕隆汽車員工之薪資除了基本薪資及三

節獎金之外，亦根據每年公司營運狀況進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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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變動薪酬發放，包含績效獎金、員工分

紅、加發年終獎金等，以適時激勵士氣並留

任優秀員工。近五年已有三年進行全體同仁

年度調薪。

裕隆汽車福利委員會除提供旅遊、子女

教育、購車彈性福利補助外，也依據婚喪喜

慶、進修、住院、職業傷害等不同事件提供

額度不等的津貼補助。裕隆汽車除了勞基法

規定的假別外，將假期做妥善安排，讓員工

得以享受較多長假，增進家庭親子關係。往

年暑假平均都有為期九天的假期，過年也放

較多天假期，從小年夜即開始休假，特別讓

人稱羨。另外，也調整農曆正月十六「客家

掃墓節」放假，讓本地客家人可以按習俗掃

墓。另還有禮俗假，如子女上小學、兄弟姊

妹或子女結婚等都給假且不影響全勤。

人力發展

1.培訓與教育

裕隆汽車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以能力發

展與績效管理為主軸，緊密連結其他各項人

力資源功能，透過持續不斷的績效管理及多

元化能力培養計畫，以持續精進人力素質；

並且依照個人績效與能力決定人員未來的發

展與報償，積極提供員工學習發展的環境與

協助，促使員工不斷的成長並貢獻於組織。

2.完整的人才培育體系

「學習」是除了企業文化「創新、速

度、團隊」外，裕隆員工不可或缺的核心價

值，裕隆汽車員工透過在職訓練完成工作專

業技能或管理能力的提升。

三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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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紀律

凡任何形式的貪汙、敲詐勒索及挪用公

款或偷竊的行為都嚴格禁止，裕隆汽車於新

進人員報到時，會依據工作規則告知從業人

員應遵守的各項行為規範與相關獎懲規定。

除了在工作規則中明定應遵守的行為規範與

懲處規定外，裕隆汽車內部也定期辦理內外

部稽核，並規劃設置檢舉電子信箱與專線，

讓員工可以不具名的方式檢舉不良行為。

職業安全衛生

我們提供資源與訓練，從所有產品的設

計、施工、生產及服務過程中強調安全衛生

工作，符合法規要求，嚴謹於「PDCA」的

循環管理機制，持續改善人員、設備及環境

之風險，注重損害防阻及促進員工身心健

員工滿意度調查結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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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安全衛生做為企業經營核心價值，並

強調員工自我安全意識，共同達成零事故零

災害之目標。

1.安全衛生

裕隆汽車設置適當的管理制度因應，並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安全衛生委員

會，透過各項制度的完整納管並環環相扣，

才能有效掌握實質風險。實際作為包含工安

查核制度、工安教育訓練、設備管理、承攬

商管理等。

2.健康促進

裕隆汽車除了提供診療服務以外，並依

循法令規範為員工進行各項健康檢查，同時

藉由職業病預防(revention)、復工(return 
to work)及補償(compensation)等三個角度

(簡稱PRC)來達到公司對員工照護的最終目

標。

3.工安與衛生支出

對社會的愛

裕隆汽車秉持著拋磚引玉的理念，在各

個角落支持藝文及體育活動發展、活化周遭

社區、幫助弱勢族群、災情捐助，希望能為

社會盡一份裕隆人的愛。

1.配合公共政策並參與社團組織

裕隆汽車積極參與各項社團組織與公共

政策，參與的社團包含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等。配合公共

政策的實際作為則包含推動兩岸產業交流及

國內外車輛及零配件專業展覽、配合政府政

策推動智慧電動車產業生根等。

2.社會貢獻

裕隆汽車在社會貢獻上做了許多努力，

其中除了長期最大的特色是：持續且長年堅

持的贊助裕隆籃球隊、長期推廣木雕特色文

化、為市民臨時清潔工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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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幫助弱勢族群：臨時清潔工投保雇主意

外責任險

鑒於勞苦的清潔隊員在工作中遭遇車禍

時有所聞，因此自1998年起每年贊助100萬
元為維護市容的市民臨時工提供雇主意外責

任險的保障，截至2014年為止共22,537人
受惠。

僱 

苗縣府官員代表與三義鄉長代表受贈 裕隆捐贈三義鄉電動車大合照

裕隆長期提供三義各級學校獎學金

(1)社區發展：愛家愛鄉

裕隆汽車與裕隆日產汽車為台北市環保局市民臨時工
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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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贊助藝文及體育活動：裕隆籃球隊
裕隆集團1965年創建了裕隆籃球隊，

至2014年止共四次奪冠，並持續舉辦暑期

籃球營培養青少年對籃球的興趣。

 
 

升 

造  
 

 
畫

(資料來源：裕隆汽車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3.社會貢獻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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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汽車發展60多年，也是台灣唯

一一家投入汽車自有品牌的車廠，在建構自

有品牌之前，必須投入的工作更多，企業本

身的精神、內涵與社會責任，更與發展自有

品牌，同樣都是裕隆建構汽車產業的核心價

值。

裕隆投入台灣汽車工業，一步一腳印奠

下堅固的基礎與發展，同時也帶動國內汽車

相關工業的起飛。裕隆汽車以扎根台灣、強

化企業體質、協助產業發展，持續為台灣汽

車工業貢獻專業與價值。裕隆汽車珍惜台灣

這塊土地，除了持續專注推動台灣汽車工業

發展的本業，同時，秉持著企業社會責任，

以永續發展為經營目標與使命，持續掌握經

營契機，朝向自主品牌研發與綠色能源車

發展，提高CSR經營品質，讓產業永續發

展，實踐企業公民的責任。

積極研發綠色能源車

裕隆集團副執行長陳國榮在擔任裕隆公

司總經理時，即強調CSR的重要，裕隆以企

業核心價值率先實踐CSR，以環境會計制

度，內化CSR精神裕隆汽車以創新產業價值

鏈為策略，帶動集團汽車事業布局與汽車價

值鏈發展。

裕隆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持續掌握

市場的「趨勢」與「商機」，但近十幾年

來，環境生態的問題愈發嚴重，國內外政府

及企業也更加同心協力針對此項問題改進，

2006年政府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環

境資訊強制揭露及全國產業建立環境會計帳

等各種政策宣示，而民間大型企業也積極引

進及推動各項改善措施，裕隆汽車在各階段

率先施行及落實各項政策，符合國內相關環

保法規及國際公約要求，積極投入減少各項

減廢目標，多年來獲得國內外多項認證及各

種獎項的肯定。

建立環境會計系統 降低成本

2001年，裕隆汽車推出國內第一套環

境會計制度，兩年後成立協會輔導30多家

企業，建立出自己的環境會計系統，降低不

必要的成本。將過去企業推行環保活動沒有

量化的營運成本、上下游關聯成本、管理活

動成本、研究開發成本、社會活動成本與損

失補償成本等項目，透過量化指標進行管

控，期待從環保角度強化企業永續經營之競

爭力。

裕隆汽車將C S R精神內化到企業內

部，在當時台灣只有少數企業主動編列永續

報告書，風氣尚未成形時，當時裕隆汽車總

經理陳國榮認為裕隆汽車實踐CSR要能堅

持，也唯有訂定CSR的策略方向、長期經

營，才能將CSR的精神內化，不會讓CSR
隨著企業盈虧而搖擺不定，出現三天打漁、

兩天曬網的情況。

裕隆擘劃綠色未來 一步一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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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起，裕隆汽車成立CSR核心

小組，每年固定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向關心裕隆汽車的各利益關係人說明公司在

經營、社會、環境、人權、員工照顧與產品

責任等議題上的相關作為，2009年更率先

響應國際趨勢，成為國內第一家針對CSR報

告書導入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驗證的汽車公

司。

CSR獲第三者驗證 汽車業首家

2007年，首次發行永續報告書(2006年
版於2007年發行)，首次依據全球永續報告

協會(GRI)2006年所發行之第三版永續報

告書綱領(G3)編製而成，之後逐年編列至

今。2009年為獲取公信，特別延請外部查

證單位針對報告書內容進行驗證，是國內第

一家CSR報告書經由第三者驗證的汽車公

司。

裕隆汽車很早就體認企業社會責任是未

來必然的潮流，也是通往全球市場的必經之

路，企業在追求利潤與營收之際，必須同步

負起社會責任；滿足顧客、股東、員工、供

應商及社區大眾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才能

永續發展，也才能提高公司的聲譽與價值。

裕隆汽車結合本業及環保理念，在開發

與經營綠能電動車的發展上，積極投入大量

資源研發綠能電動車輛，不僅配合政府的先

導運行計畫，提高民眾對於電動車輛的瞭解

及使用意願；更透過公務用車、低碳旅遊及

企業用車等多面向的推廣，努力建構以綠色

能源、綠色交通打造的永續生活環境，創造

共同的綠色未來。

陳國榮指出，多年來裕隆汽車對於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投入企業資源，同時擴大

整合裕隆集團旗下各公司資源，裕隆汽車內

部以「事業企劃部」為主要單位，統籌所有

的對外溝通、公益贊助及社會參與等事項，

關注國內藝文、體育、環保、弱勢、急難救

助等各領域福祉，投身企業公民行列講究長

期經營，而非炒短線、搏名聲，數十年來不

隨外在環境衝擊有所動搖。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環境保護議題備受

重視，國際間各大企業也開始思考如何將環

保概念與企業的製程與產品做結合，裕隆汽

車在綠色製程上政策及作為包括：

(1)綠色設計：再針對產品設計及開發

時，預先進行產品環保評估及設定具體目

標。

(2)生產零件：將全車系導入可回收塑

材，並針對歐盟制定的「零件材質刻印規

範，於汽車零件上清楚標示零件的主要材質

及添加物，以提升汽車零件的回收率。

(3)節能標章：截至目前裕隆集團旗下

汽車品牌(含裕隆日產、中華汽車、納智捷

汽車)共有35款車型取得經濟部能源局節能

標章。

(4)2012年參與經濟部「集團企業節能

服務團」活動，藉由裕隆既有的多元節能改

善經驗及團隊資源，推廣至集團協力廠，與

其共享節能技術成果。

成立供應商節能減廢小組

裕隆成立「供應商節能減廢服務小

組」，透過不斷交流、研討、診斷、並舉辦

各項種子訓練，改善案例發表等方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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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協助各協力廠推行節能減廢專案，降低

其能源成本，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積極

打造「綠色製造供應鏈」。在裕隆汽車不斷

推動與輔導下，共有八家協力廠商力行節能

減廢，至今節省效益已達3,700萬元。

2015年6月，裕隆汽車響應經濟部倡導

之「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以節電成果等額

主動認購189萬度綠色電力，成為國內首家

認購綠電之汽車業者，總計這189萬度綠電

可減少將近99萬公斤的碳排放量。

投注資源扶植木雕藝術

裕隆汽車自1997年起，積極扶植台灣

木雕藝術，每年辦理「裕隆木雕創新獎」獎

勵優秀的木雕創作，一直不斷地幫木雕藝術

工作者進行「品牌化」的動作。自2014年
起，裕隆汽車轉為贊助苗栗縣國際文化觀光

局擴大辦理「台灣國際木雕競賽」與「三義

國際木雕藝術節」等地方特色文化活動，希

望能與苗栗縣政府共同攜手，為推升台灣木

雕藝術邁向國際化不斷努力。

陳國榮認為，扶植地方傳統文化就像植

樹一樣，要持續灌溉、不斷滋養，耐心等待

開花結果；因此裕隆汽車長期投注企業資

源，耕耘木雕藝術的福田。 (邱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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