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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

總論

2014年全球經濟焦點由亞洲轉回美國，油

價則戲劇性的急跌近50%，面對大環境的瞬息

萬變，美律秉持一貫穩健的步伐，因應環境制

定發展策略，在全體同仁們奮鬥不懈下，繳出

營運佳績，創下成立以來的最佳戰果。同時，

我們也持續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除了

「天下企業公民獎」的肯定外，今年首度獲頒

「工作生活平衡獎」；美律在綠色環保的要求

向來不遺餘力，今年與供應商一起合作完成第

一個代表性產品的「碳足跡計畫」。

員工是公司發展最重要的要素，照顧員

工也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美律今年榮獲勞

動部頒發獎項「工作生活平衡獎」，肯定美

律對員工關懷照顧的信念與行動；此外，我

們更進一步引導員工「從心出發」成為「企

業志工」，攜手關懷弱勢團體，體會施比受

更有福的無上成就，台中市政府對於美律同

仁的志工善舉十分讚賞，頒贈「大台中企業

志工選拔優等獎」，讓公司與有榮焉。

我們一直認為：研發人力的質量決定事

業的廣度！隨著電聲產業的蓬勃發展，人才

的培育更是刻不容緩。除了與逢甲大學合作

的電聲碩士學程外，今年也於大葉大學成立

「美律電聲材料實驗室」，讓學生透過產學

合作專案，提早參與產業活動並縮短進入職

場的學習曲線。今年的另一個重大焦點是擴

大電聲競賽並更名為「電聲新銳獎」，除了

原本的「電聲論文獎」外，新增「電聲實作

獎」及「工業設計獎」，希望透過多元競賽

模式吸引更多青年學子投身電聲領域。

最後，再次感謝全體同仁的團結努力，

共同為「傳遞美好聲音，豐富人類生活」的

願景熱血打拚，2015年我們希望延續勝利

戰果，秉持「燃燒鬥魂．續創佳績」的精神

指標，繼續深化組織的轉型，與團隊們戰勝

更多挑戰與競爭，進一步提升美律的組織強

度，達到永續發展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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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榮獲 2014「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組殊榮

榮獲台中市政府頒發企業志工選拔「優等獎」

榮獲勞動部頒發「工作生活平衡獎」IF 設計大獎

連續四年參加天下企業公民獎，前

三年在中堅企業的評比，屢創佳績，

今年首度進入「大型企業」的評比，

榮獲前 30 名的殊榮，與頂尖企業並

駕齊驅，董事長也獲邀參加天下企

業公民獎論壇演講，分享以企業經

營模式推動社會參與活動的經驗。

針對企業對於志工機制的制定、投入

資源、活動績效與創意服務等項，由

台中市政府聘請學者專家評選出積極

推動企業志工，並表現最優異的企

業，予以表揚，藉以號召更多的企業

組織投入志願服務行列，實踐社會公

益使命。

以提供多元假別及建立學習型組織具實際成效，榮獲勞動部

頒發第一屆「工作生活平衡獎」優良企業表揚之國家級最高

榮譽。美律實業以員工需求為導向，協助員工維持個人、家

庭、社會、工作之間的平衡，支持員工在職學習，提高專業

知能，追求自我成長，使其發揮工作潛能，提升向心力及滿

意度，進而提高生產效益，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2014 年再度榮獲 IF 設計大獎，以《Gemma》數位

輔聽器及《Polaris》藍芽耳機雙項產品獲得肯定。

CSR得獎紀錄

D08-美律.indd   2 2015/11/6   下午 06:25:52



— 3 —

遊戲 /家庭娛樂 行動電話

電聲

無線技術

電池

軟體

核心競爭力

無線系統

件
配
聲
電

件
元
聲
電

個人 /平板 電腦 醫療保健

美律概況

美律創立至今持續深耕於電聲技術領

域，為全球著名的電聲領導廠商。除了在電

聲領域中的基礎扎根與前瞻研究，美律也專

注研發無線技術、電池和軟體開發，以此四

個關鍵技術，依照客戶的個別需求，量身設

計高技術門檻產品，提供全球客戶從元件到

成品「One Stop Shopping」的設計與製造

服務，產品涵蓋各大應用領域，如行動裝

置、視聽娛樂、消費性電子產品、電腦周邊

及健康照護等。

美律實業秉持著近40年在「電聲、無

線、電池、軟體」專業領域上的堅持，以及

高品質的製造流程，深獲國際知名大廠青

睞；並因應客戶要求，提供多元化的產品服

務，強化產業領導地位。

經營理念

勤能補拙，勞者多能

勤誠
待人誠懇，做事誠實 為人正直，做事正確

正

儉以善廉，積少成多

儉
耐心充實，堅毅不拔

忍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範圍

此報告書為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根據

2014年經濟、社會、環境三方面的表現，

其中涵蓋本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報告

書內容涵蓋美律實業包括台灣總部、深圳廠

區、蘇州廠區、惠州廠區等全集團的營運資

訊，透過此報告書說明公司在公司治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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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益、及環境安全衛生三方面績效的及各

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議題。

報告書時間

報告書中各章節的各項績效表現主要

依據2014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
31日)的數據與資料，參照全球永續性報告

綱領(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4.0
版本，並依循核心選項撰寫，公開揭露美律

實業於企業社會責任各關鍵議題的執行成

果、應對策略及目標計畫。

公司治理

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七位董事及三位監察人

組成，皆為產業經驗豐富的傑出專業人士，

董事會之運作遵循「董事會議事規則」，每

季至少召開一次，2014年共召開七次董事

會，目前董事會成員係由2013年6月11日股

東常會選任，任期三年，董事長廖祿立先生

目前兼任公司之執行長，可深化董事會之營

運策略，並強化經營團隊之執行能力。董事

會成員均秉持高度自律，若議案涉個別利

益，則依循利益迴避規範不參與表決。董事

會之運作，包含董事會議事錄、出席情形、

進修情形等，皆妥善揭露於公司網站或年

報，以資了解當年度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於2011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以

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薪資報酬制度。薪資報酬委員會依法及

忠實執行以下職權，並將建議提交董事會討

論：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之薪資報酬，及其他由董事會交付決議之

案件。

風險管理

美律為確保公司穩健成長，積極管理營

運過程中可能發生之風險，依照核決權限管

控，分層負責，並透過風險移轉、流程改

善、教育訓練及稽核制度等方法，將可能發

生之風險，降至最低，以確保營運目標之達

成。風險管理之最高主管為董事長，負責推

動並落實公司整體風險管理，稽核課則負責

風險之監督及追蹤後續改善情況。

顧客關係政策：四大目標，使用顧客評分卡

1.以源流管理，及時提供顧客滿意的產

品、品質與服務。

2.每年固定投入研發經費，鼓勵創新，

協同客戶共同開發符合市場需要的產品，開

創共榮雙贏。

3.以客為尊，定期與客戶舉行季度研討

會(Quarter Business Review)，建立與客戶

長期的信賴與合作關係。

4.善盡社會責任，嚴格遵守各項環境保

護規範與勞動人權，確保客戶在市場的良好

聲譽。

顧客評分卡

品質目標達成度

異常事件處理時效

品管系統認證

業務發展與資源投入承諾

價格競爭力

交貨彈性與供應準時率

生產規劃與供應鏈管理

一般行政支援

產品趨勢與新技術分享

產品開發時程掌握

工程進度與生產管理

溝通效能

商 業工 程

供 需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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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美律2014年供應商總數約494家，因此

供應商的社會責任績效提升與否，也列為影

響公司整體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為此美律

不但從資源優化利用及減低環境汙染的角

度，考慮供應鏈的發展問題，更從產品的原

物料採購期開始，即進行追蹤和控制，使產

品在設計研發階段，就能遵守環保的規定，

從而減少產品在使用期和回收期給環境帶來

的危害。

美律同時建立標準化的供應商評鑑制度

及績效考核辦法，要求供應商出具「供應商

廉潔暨社會責任承諾書」，內容包含禁用童

工、保障人權、不歧視、公平對待、合法之

工時與薪資、環境管理等，要求供應鏈廠商

確保員工權益，落實人權政策，提升企業社

會績效。

截至目前美律並未發現供應商有侵犯人

權、勞動條件低於標準、違反企業道德及環

境等相關事宜。同時我們的供應商夥伴多數

已取得品質管理系統及環安衛管理系統認

證，並長期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購置XRF進料檢驗儀器
美律對原物料及產品中具有對環境衝擊

及有害的禁限用物質，進行確實而嚴謹的量

測與監控，依照AQL隨機入料抽樣檢測，

以遵守法令、符合客戶要求、保護地球環境

以及減輕對生態系統影響。

環境永續

為落實企業綠色責任，本公司由環境管

理專責單位，負責維護環境管理相關系統，

並定期舉辦對管理階層及員工之環境教育課

程。同時設有綠色產品專案團隊，負責執行

綠色管理系統，確保公司的產品及作業體系

符合國際環保相關法令標準的要求，從綠色

供應鏈中產品原物料的取得至產品的最終處

置，實行一連串預防性的綠色管理措施，以

降低產品及其製程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此

外，美律更透過會議宣導及教育推廣方式，

傳遞「愛護地球，友善環境」的綠色理念，

期望透過企業、員工、供應夥伴三方齊心努

力，實踐身為企業公民的綠色承諾。

美律的四大綠色承諾

綠色管理

 導入綠色產品管理系統(GPMS、碳足跡盤查、認證)

 導入產品的綠色設計理念

綠色供應鏈

 與供應商共同控管原物料的品質

 產品設計、製作過程皆能符合環保標準及節能概念

 無危害物質設計、無鹵設計及節能設計

 要求供應商提供有害物質檢驗報告、環保聲明書及衝突礦產使用調查表

綠色教育  持續向員工、供應商及承包商推行環保教育，並透過相關會議宣導理念

環境資源管理  投入資金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節省資源耗用、廢棄物管理及建構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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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理

深圳廠區及蘇州廠區皆已通過IECQ 
QC080000有害物質管理系統認證，確實執

行有害物質管理流程。除此之外，我們亦榮

獲SONY國際大廠之綠色產品認證，並獲得

客戶產品品質與服務信賴與肯定。

綠色產品管理系統 (GPMS)

客戶的環保要求
供應商

綠色產品管理

系統(GPMS)

美律環境物質

管理辦法
國際法規

採購入料檢驗

生產

產品設計
產品生命周期

管理系統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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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盤查

美律於2013年起推動產品碳足跡盤查

計畫，從揭露原物料取得、製造、配送、銷

售、使用及廢棄回收等階段的產品碳足跡資

料，了解產品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進而改善

製程中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優化能源效益及

低碳產品的目標。蘇州廠區產品碳足跡報告

已於2014年取得ISO14067證書。

綠色供應鏈

美律根據國際環保法規及主要客戶之需

求，建立有害物質管制清單並制訂「環境物

質控制管理辦法」及「XRF儀器與檢測管

制作業辦法」，利用GPMS系統化管理來確

保原料、生產過程及產品本身都符合要求，

同時對暫未管控但對人體或環境有害的物質

進行削減。

衝突礦產調查

因應國際趨勢與客戶之要求，美律於

2011年進行展開供應商衝突金屬調查，並

同時要求供應商承諾禁用來自衝突礦區之礦

產，建置衝突金屬調查系統，以因應美國衝

突金屬法案要求每年揭露產品中是否使用

來自衝突礦區之金屬。2013年完成所有供

應商衝突金屬調查，100%不含衝突礦產金

屬。2014年更嚴格要求供應商誠實並完整

揭露產品中是否使用來自衝突礦區之金屬。

IECQ QC080000證書(深圳) IECQ QC080000證書(蘇州) IECQ QC080000證書(惠州)

SONY GP 台灣總處 SONY GP 深圳廠區 SONY GP 蘇州廠區

短期
導入產品碳足跡盤查系統

中期
能源使用效益提升 30%

長期
達成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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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教育

員工：環保教育訓練、制訂環保節能減

碳手冊。

供應商：供應商大會倡導無有害物質要

求及國際環保法規規範。

環境資源管理

1.溫室氣體排放

美律持續推行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台灣

總部在2007及2008年已通過ISO14064-1溫
室氣體盤查並經過第三方驗證單位查證，未

來每年將持續盤查；而深圳廠區及蘇州廠區

2010年亦已通過ISO14064-1認證。

2.能源管理

2013年之總能源消耗量為21,325千
度，2014年為23,999千度。2014年之總能

源消耗量為23,999GJ，較2013年20,799增
加3,200GJ(增加15%)，2014年每百萬美

元營業額之直接能源消費量較2013年增加

17%，間接能源消費量增加8%。

3.水資源管理

每個月針對「人均耗水量」指標，進行

異常分析，並積極推動節約用水改善措施，

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

廠區 環保課程訓練時數

深圳廠區 17,816

蘇州廠區 6,983

惠州廠區 7,920

環保相關訓練時數統計 單位 :小時

2012-2014每百萬美元營收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t-CO2e/M USD)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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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管理

為配合環保政策，公司訂定「廢棄物管

理程序」及「廢棄物管理辦法」，並納入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進行管控，監控公

司內部廢棄物管理，確保廢棄物在儲存、運

輸、回收或最終的焚燒掩埋上都能降低對環

境的衝擊。2014年一般廢棄物減少9%，回

收再利用廢棄物亦有效提升13%；另有害廢

棄物因配合實際製造需求(註)呈增加趨勢，

皆遵照政府相關規範合法妥善處理，以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並將持續落實減廢政策，從

根本製程上改善，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永

續目標。

環保支出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政策

員工是公司營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美

律致力於提供員工安心的工作環境，協助員

工平衡工作與生活，期許員工在溫馨的職場

環境內，皆能獲得薪資、專業提升、友誼及

慈善的回饋此四項收入。

‧提供員工健康安全與兩性平等的工作

環境

‧根據TTQS體系與架構推動員工多元

教育訓練

2014年之環保支出費用統計如下 ( 單位 :NTD)

環保支出費用統計

支出項目 深圳廠區 蘇州廠區 惠州廠區 2014年支出費用

環保管理系統認證費用 829,484 482,460 98,389 1,410,334

環保檢測費用 35,139 0 33,344 68,483

環保設備/設施費用 354,960 306,000 0 660,960

改善能源資源費用 632,400 4,896,000 129,285 5,657,685

環境維護費用 341,700 214,200 1,071,000 1,626,900

(註 )2014年蘇州廠區射出廠噴漆工站恢復生產，處理兩次廢水約2噸，遵照政府制定規範合法處理，

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單位 :公斤

一般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 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

2013 59,304 3,858 170,982

2014 54,074 6,044 193,020

增減 -5,230 2,186 22,039

百分比 -9% 57% 13%

註： 2014年蘇州廠區射出廠噴漆工站恢復生產，處理兩次廢水約2噸，遵照政府制定規範合法處理，以降
低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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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不同的福利計畫，促進員工

平衡工作與生活

員工招募及組成

招募上，美律透過各種管道招募各方優

秀人才，包括與各大專院校聯合徵才招募活

動或參與政府機構辦理之企業徵才活動，提

供技術職/專業職/海外職缺之工作機會，在

台灣地區並提供暑期/平日工讀實習，每年

任用研發替代役人員，並透過產學合作管

道，藉由專業與產業之實質交流，培育及延

攬菁英，提供無縫接軌的就業機會。本公司

人員招募皆依當地法令規定並遵守EICC規

範，從未僱用童工，並嚴格禁止強迫勞動情

形發生及未成年員工從事危險性工作。

公司用人政策秉持人人均享有同等機會

的理念，致力於創造沒有差別待遇的就業環

境，並恪遵政府勞動法令的規定，為保障全

體員工的聘僱權益，本公司與員工均簽訂聘

僱合約書，以保障員工的權益。截至2014
年底，員工總數為7,494人，包含台灣員工

總數472人，深圳、蘇州、中國其他廠及其

他國家員工總數7,022人；女性員工總數為

4,967人，比例達66%。

教育訓練發展政策

為使公司的訓練更有組織與系統化，

台灣總部自2013年導入TTQS系統。公司

辦理訓練係依照TTQS(Taiwan TrainQuali 
Sys tem)指標精神落實，每一訓練專案

皆依照Plan(P)、Design(D)、Do(D)、

Review(R)、Outcome(O)訓練迴圈進行，

學習型組織透過TTQS，得以明確且系統化

的規劃與執行、評估與改進，提升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擴大企業訓練的廣度及深

度，強化訓練單位判別教育訓練的成果與績

效，持續提升訓練品質。

 O
utc
om e
 成果

R
ev
ie
w
 查
核

    Plan 計
畫

    Do 執行
    
De
si

gn
 設
計

2013年台灣總部獲得TTQS評鑑的銀牌

獎。2014年，透過TTQS制度的導引及規

劃，完成公司年度專案別、專業別、階層別

等各項領域課程，透過課程的規劃與執行，

滿足員工之教育及公司組織的需求。2014
年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包含實體訓練、線

上訓練)請參照下頁表格。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

美律以員工需求為導向，協助員工維

持個人、家庭、社會和工作之間的平衡。

2014年台灣總部榮獲第一屆「工作生活平

衡獎」表揚。實際運作上，則包含多元假別

的實施、鼓勵同仁進修、紓壓講座、員工圖

書室、鼓勵社團運作等。全集團同時設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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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意見反應表與意見箱，同仁可以隨時投遞

意見與建議案，共同讓公司的制度愈來愈完

善，並符合員工對工作環境的期待。

薪酬福利制度

薪酬上，美律每年參與薪資的市場調

查，以確保公司整體薪酬制度達到吸引人才

及留住人才的目標。同時亦提供具備市場競

爭力且符合法律規範的保險與退休制度。

福利上，台灣總部設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推動各項員工福利制度，支持員工自

主成立不同屬性之休閒活動團體，並給予經

費補助，使員工樂於接受工作的挑戰，同時

也能達到身心平衡，為促進工作與生活平

衡，職工福利委員會也鼓勵員工眷屬一同參

與各項活動，融入美律大家庭。2014年職

工福利委員會共補助約351萬元。提供範圍

包含員工旅遊、員工聚餐、員工子女獎學

金、員工表揚大會及其他各式補助等。

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透過建構安全健康管理體系、重大事件

預防及應變程序等方式，美律打造全集團符

合國際勞動保護標準，並保障員工之工作安

全。

社會參與

與社會共好是我們在社會參與上秉持的

中心思想，美律多年來推動產學合作，為台

灣培育電聲人才不遺餘力，並持續推廣閱讀

文化及藝文活動，提升社會美善，同時也鼓

單位 :小時

註：(1) 全體員工不分男女皆有同等接受訓練的機會，故此統計表不另區分性別。

      (2) 數據不含公司內自辦教育訓練金額。

2013年 2014年 成長率

員工訓練總金額 (百萬元) 0.85 1.21 42%

員工訓練總時數 163,906 176,072 7%

員工訓練總金額／總員工數 112 162 45%

員工訓練總時數／總員工數 21.5 23.5 9%

職業災害項目  台灣總部  海外廠區

1  工傷率 0% 0.1%~0.3%

2  職業病發生率 0% 0%

3  因工作相關死亡人數 0人 0人

2014 年職業災害項目統計

透過持續落實對員工安全衛生之保障，努力使職災發生率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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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員工主動關懷與回饋社會，期許這些良善

的種子能為營造祥和社會盡一份心力。這主

要分為四個部分：人才培育、社區參與、推

廣閱讀、贊助活動。

人才培育：電聲新銳獎

美律自2010起每年耗資超過百萬元舉

辦「電聲論文獎」的評選活動，而2014年
延續培育電聲人才的初衷，新增「電聲實作

獎」及「工業設計獎」兩項競賽，將競賽範

疇由理論延伸至實際應用，擴大舉辦為「電

聲新銳獎」，從前瞻技術到實際產品，提供

學生更多進入電聲舞台的機會。同時美律也

投入相當資源進行人才培育，包含逢甲大學

電聲碩士學程、贊助成立大葉大學電聲材料

實驗室、與IBM合作高中生「工程師周—科

技教育」(Engineers Week)活動、提供生提

供科技人才培育金等。

社區參與：台灣幸福進行曲及其後續

為了讓更多人聽見生命的美好，美律自

2004年起贊助古典音樂台製播「台灣幸福

進行曲」節目已屆滿十年，報導了許多默默

為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長期奉獻的「平凡偉

人」，期望這些美好故事所展現的向上力

量，能讓人見賢思齊，營造共好的公民社

會。

美律後續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選歷

年訪談故事製成兩冊有聲書，第一冊廣受民

眾的支持與喜愛，也因此在第二冊有聲書完

成後，希望藉由播下善的種子，啟動「善的

循環」，因此展開了「幸福播種人計畫」。

在「幸福播種人計畫」中，我們希望以「給

釣竿，而不給一隻魚」的方式執行計畫，讓

眾人的愛心不斷循環與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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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灣幸福進行曲」及「幸福播種

人計畫」，美律同時長期推動企業志工文

化，除提供志工假，亦號召或媒合志願服務

活動，結合員工眾志成城的力量，持續落實

對社會的關懷。服務範圍包含關懷長者、關

懷聽障孩童、環境保護等。

推廣閱讀： 愛的書庫累積閱讀人次達3,330萬
美律贊助「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長

期而有系統化的方式推廣閱讀文化，多年來

愛的書庫遍地開花，也從校區進到社區，期

望閱讀習慣的養成，能提升國人整體素質，

培養多元價值觀，影響社會長遠發展。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前

身台灣閱讀推廣中心，是由九二一震災重建

基金會捐助成立，其後美律廖董事長召集公

司董監事、企業界及學界，共同推動基金會

於2006年底正式轉型為法人組織，並號召各

界共同贊助捐款，廖董事長與美律長期支持

基金會運作，以經營企業的理念，永續推行

「愛的書庫」設置、運作及發展等閱讀推廣

工作，引進企業SOP標準作業流程概念，使基

金會在購書、建置書庫、師資培訓等都有完

整而有效的作業模式，而能使社會資源極大

化。愛的書庫是將40本同樣的圖書裝成一書

箱，提供老師或讀書會整箱借閱，在班級或

群體中推動「共讀」，藉由共讀後的討論激盪

智慧的火花，培養兒童閱讀習慣，更能拉近

城鄉差距，改變偏鄉離島孩子的未來。累計自

2005年第一座愛的書庫成立後，至2014年底

全台灣已有203座書庫及一座海外書庫，提供

670,759本圖書、19,623個書箱，閱讀人次達

3,330萬。歷年來全台國中國小向書庫借書的

比率持續成長，2014年分別達到23%、68%。

美律認為要從根本厚植台灣的實力，關

鍵就在「閱讀」，因此不間斷地投入推廣，

長期贊助愛的書庫設置及教師研習計畫，這

樣的理念也深植到員工心中，美律同仁在

2014年響應愛的書庫「一鄉鎮一書庫」的

目標，主動發起愛心零錢發票箱及小額捐款

活動，支持成立偏鄉書庫，包含台東縣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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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綠島國小、台東縣蘭嶼鄉椰油國小、新竹

縣尖石鄉尖石國中、新竹縣五峰鄉五峰國

中、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小、嘉義鹿草鄉下

潭國小、新竹縣芎林鄉芎林國小、彰化縣花

壇鄉僑愛國小等。美律期望透過自身與員工

持續拋磚引玉，使愛的書庫因著更多企業與

社會大眾的愛心，使書香永續循環不斷。

活動贊助

美律不定期贊助各項活動，贊助方向以

推廣閱讀、音樂欣賞、弱勢關懷及學術相關

為主。包含天下雜誌《志氣，為人才而戰》

系列活動、清華大學獅子山共和國國際志工

團、台中一中述個音樂性社團、ISMIR國際

音樂資訊檢索研討會、第31屆中國機械工

程學會全國學術研討會、全球製造回流趨勢

研討會等。

(資料來源：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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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實業成立於1975年，創立至今已40
年，深耕電聲技術，也是台灣最專業的揚聲

器製造企業；美律，一個以「聲音」白手起

家的企業，在社會關懷上，以培育電聲人才

為己任，催生了電聲學程，不僅如此，美律

還把對社會的關懷延伸到廣播節目「台灣幸

福進行曲」以及「愛的書庫」，透過聲音、

故事、廣播節目，激勵社會往良善方向前

進，更希望台灣319個鄉鎮都能有一座「愛

的書庫」，發揮「開卷有益」的力量。

美律實業董事長廖祿立這麼說過：「在

我心中一直牽掛的、思考的，是如何才能讓

台灣更好？好的生活，不是個人好就好，社

會也要共好。」

愛的書庫 散播良善

「愛的書庫」是美律大力推動逾十年的

社會關懷活動，「共讀與流通」是這個書庫

的核心價值，希望同一本書，不僅中部的小

孩可以閱讀，北、南、東部的小朋友也都能

閱讀；現在，「愛的書庫」不僅在台灣發

酵，連美國加州都已經成立了海外第一座

「愛的書庫」，到2015年8月為止，全球總

計有219座「愛的書庫」，藏書高達68萬餘

冊，流動率超過50%。

「愛的書庫」建置雛形最早起源於

1999年921大地震，921大地震是台灣百年

來最大地震，在北部、中部均造成了不小損

害，尤以震央周圍的南投傷亡最為劇烈，房

屋、學校多已倒塌；當時，擔任南投縣旭光

高中教師的陳一誠看到孩子們無家可歸、不

能上學，連閱讀都是問題，他腦袋中浮現了

一個想法，「能不能跟企業募款，幫孩子買

一些書？」。

書籍循環利用 嘉惠學子

這個靈光一現的想法，使得「愛的書

庫」雛形浮現，在陳一誠向美律募款後，美

律再找了環隆電氣共襄盛舉，二家企業各

出了10萬元買書；921賑災委員會也撥出經

費、規劃網路平台設計，以書籍循環模式，

讓南投地區的孩子重新開始閱讀，這些書在

不同學校之間流通，嘉惠當地學子。

這樣的模式運作了六年，2005年，南

投重建工作逐漸完工，921賑災委員會也即

將退出南投，不能再提供經費；那麼，這些

流通的書籍該怎麼辦呢？

廖祿立開始思考這些書籍的未來去留，

為了讓更多的孩子們能夠閱讀，他號召產官

學界成立「愛的書庫」，第一座書庫設立在

南投虎山國小，並於2006年正式成立台灣

閱讀文化基金會。

「愛的書庫」承襲書籍流通作法，每一

年，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按照各書庫需求購

買不同書籍，每次購書都以「箱」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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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買50本，希望班級中的每一個小朋

友都能在課堂上閱讀同一本書，並由老師擔

任導讀；這些書籍總是會在北、中、南、東

不同的書庫流動，在新竹貨運公益贊助下，

書籍不但能送到各大都市書庫，近年來，台

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在也在台東綠島、新竹尖

石鄉等偏鄉地區設置書庫，有老師的帶領、

新竹貨運司機的運送，全台灣各地孩子都能

閱讀不同的書，獲得不同啟發。

啟發閱讀 學會感恩

為了感謝貨運司機運送書籍，2011年
起，全台500餘位教師們帶領學童製作感謝

卡，並在教師節當周致贈卡片給貨運司機；

透過卡片製作，老師讓孩子們深刻了解自己

不花任何資源就可以閱讀，始自於背後有許

多人幫忙，要懂得感恩，而辛勤的貨運司機

平日工作辛苦，但在收到卡片時，也能感受

孩子們真誠地感謝與溫暖。

隨著「愛的書庫」越辦越大，現在書庫

設置地點也逐漸擴增至國中、高中、高職，

並按照學生年紀不同、挑選適合書籍，甚至

增加英文書庫、有聲書庫。

一位高職老師表示，班上孩子唸一年級

時，文筆不好，學生經常寫出不合邏輯、語

法不通的作文，有了「愛的書庫」之後，這

位老師要求班上學生每周都要閱讀一本書，

一個學期下來，這個班級的學生總共讀了十

本書；十本書看似不多，但學生們的中文程

度卻越來越進步，顯見閱讀這件事情，能夠

增進學生們的文學能力。

一個人看書跟一群人一起看書的感覺，

也完全不一樣，這樣的想法不僅國內老師頗

有同感，對於長期旅居海外的華僑，也有不

同意義。

2012年，美律第一次在海外建置了書

庫，地點在美國加州，當地華僑都表示，美國

沒有太好的中文書，引進「愛的書庫」之後，

可以讓很多孩子同時閱讀一本書，成功打造

了讀書會共同閱讀、共同分享心得的氛圍。

當然，書庫的書用久了之後，也會面臨

汰換的問題；使用量大、或者使用超過三年

的書，汰換下來後，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會

用二種方式將書送走，其中一種方式是捐贈

給孤兒院或者弱勢團體，另外一種方式，則

是送給讀者，讀者們只要讀了書庫裡的十本

書，並寫出心得感想，基金會就會將書本致

贈予讀者。

美律董事長廖祿立說，「早在創業之初

我即寫下，我要創一個對人類有意義的事

業，使我能為社會、人類做點好事，不是為了

錢、為了名，而是為了留給社會好的影響。」

讀書會激盪創意 營運加分

在廖祿立大力推動下，美律已經成為了

「愛的書庫」代言人，甚至引進企業讀書

會，讓不同學經歷的管理幹部們，都能藉由

讀書會彼此相互激盪，進而強化企業內部溝

通效能；此外，國際級客戶也普遍重視企業

社會責任，對美律長期推廣「愛的書庫」十

分肯定，為美律營運帶來了正面效益。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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