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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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循環經濟推動
新東陽亦遵循循環經濟的概念，使用再生材料、廢棄物再利用，從工廠生產、通路建築物、至商品販售各環

節，皆盡心盡力減少資源浪費。

工廠端

循環經濟

落實面

/   執行方向  

工廠的木棧板會因使用多次逐漸損壞，為此新東陽於2017年開始維
修木棧板維修，讓木棧板得以循環再生，而非進入焚化廠。過去三年
已累計維修約3,000片木棧板，減少樹木砍伐量。

區站裝修
以循環再生
為原則

國道
服務區

建築過程往往需耗用大量物料，有鑑於此，新東陽裝修國道服務區時
會最大化使用回收建材與減量設計。例如關西服務區的綠建築設計理
念，使用春池玻璃用「回收螢幕」製成的「節能磚」，並運用服務大
廳整修時不再需要之「舊建材」來裝修戶外造景「3R環保概念園」，
再輔以各種環保資訊解說，讓民眾在歇息之外，也可瞭解環保回收和
物質再利用的概念。

工廠端

惜福商品
優惠出清

通路端

為了減少食材浪費造成的環境衝擊，讓食品運用最佳化，以及協助照
顧弱勢族群，新東陽自2007年即加入新北市惜食食材捐助的行列，
不定期蒐集工廠肉品製作中產生的餘裕食材後捐給社會局，再由社會
局分配予共餐據點，共6,756公斤肉品；以此結合本業資源與大眾需
求，同時傳遞惜物惜福的美好理念。

食品的生命週期短暫，為了減少食品過期產生的報廢，新東陽依據即
期品優惠辦法設置惜福專區，鼓勵顧客選購即期商品，在門市、專櫃
及線上商城也提供即期品促銷；此外，亦開放內部員工以優惠價購買，
讓即期品增加被合理運用的機會。

損壞棧板
維修再使用

1

2

餘裕食材
再利用

3

4

 /   具體內容  /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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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才資源與培育
人力資源的養成與發展是企業永續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新東陽透過選才、用才、育才的管理策略，使每一

位員工都能安心工作、持續發揮長才，與組織一同進步，達到員工長期發展和公司永續經營的雙贏。

 人力招募與結構

新東陽每年依公司經營策略方向晉用人才，面對人力市場少子化、高齡化、高教合併潮等時代趨勢，工作年

齡前端人口出現減量，新東陽朝兩大戰略進行：「雇主品牌推廣」－擦亮僱主品牌，吸引優秀人才；「中高

齡人才的活用」－客製化職務設計，建構友善的工作環境。2019 年新東陽員工總人數為 925 人，女性佔比

為 66%。2019 年新進員工 213 人，男性及女性之離職率位於 0.18 至 0.21 間，並無顯著性別不均之現象。

員工統計
2017 2018 2019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依僱用
合約分

不定期合約 299 612 911 303 621 924 315 610 925

定期合約 0 0 0 0 0 0 0 0 0

依雇用
類型分

全工時人員 225 485 710 230 496 726 244 463 707

部分工時人員 74 127 201 73 125 198 71 147 218

總體 299 612 911 303 621 924 315 610 925

員工多元性 ( 百分比 )
2017 2018 2019

管理職 非管理職 全體 管理職 非管理職 全體 管理職 非管理職 全體

性別
女 70% 66% 67% 71% 66% 67% 71% 64% 66%

男 30% 34% 33% 29% 34% 33% 29% 36% 34%

年齡

30 歲以下 19% 40% 35% 17% 40% 34% 13% 40% 33%

30-50 歲 56% 42% 46% 57% 43% 46% 57% 42% 46%

50 歲以上 24% 17% 19% 26% 17% 19% 31% 18% 21%

其他 身障人士 0.9% 1.3% 1.2% 0.9% 1.6% 1.4% 0.9% 1.9% 1.6%

榮獲傑出店長

1名

愛傳承禮盒捐贈

逾35,000份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投入金額

（元）

（元）

（元）

新東陽公司公益投入總價值

2019年各層級女男薪酬比介於0.95至1.21間

2019年店主管參加流通業傑出店長選拔，獲特別
獎項1名、傑出店長1名、優良店長5名

2010-2019年每年舉辦全台規模最大「新東陽魔術
節」每年觸及超過萬人，累計10屆共約300位選手
參賽，累積總獎金共約175萬元

2015-2019年支持在地有機小農，「柚見新東陽」
系列活動累計採購超過7,000顆客家柚，義賣捐助
金額達59萬元

2015-2019年透過愛傳承禮盒，捐贈逾3萬5千份
食品給身心障礙、長者、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

1999年起開始產學合作計畫，至今累積參與學生
達456人；2017-2019年產學及建教合作計畫參與
學生共88人。

1984年麥氏新東陽基金會創立以來，捐助總金額
逾3500萬元。2017-2019年投入弱勢教育等金額
近2 9 0萬元，共3 4 0個單位受益，觸及人數達
57,482人

2017 2018 2019

新東陽公司員工薪資中位數

8,056,274
6,349,121

440,975 442,419

471,559

6,679,239

1,059,741967,441
860,732

投入弱勢教育，觸及人數

達57,482人

全台規模最大「新東陽魔術節」

每年觸及超過10,000人

選才

依公司經營策略方向，招募適當
職能人才；掌握人力市場趨勢，
強化推廣雇主品牌、活用中
高齡人才。

用才

尊重員工多元性及人權、確保用人及薪酬制度之
平等；制定與工作目標相結合的績效管理制度，
並公開獎勵績優員工。

育才
依據職級和部門規劃教育訓練，輪調

制度和獎勵進修助員工發掘職能
潛力。對外推薦店主管參與傑
出店長選拔，與同業異業交
流、拓展視野。

1 2 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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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評核及管理

績效評核和行為管理是透過提高同仁工作表現和個人發展與團隊能力，為企業帶來持續性成功的戰略性、整

體性的管理方式。新東陽的績效評核建立在目標、知識、技能、工作狀況和個人職涯發展計劃一致的基礎之

上。組織上分為「個人目標、部門目標、事業目標、總體目標」。未來，我們規劃建立「職能手冊」與「職

位評價」，設計涵蓋計畫目標、標準、能力等要求的框架，以利相關同仁理解和實施管理行為。

新進與離職員工統計
2017 2018 2019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新進
員工

30 歲以下 34 103 137 47 88 135 44 97 141

30-50 歲 9 38 47 16 46 62 20 42 62

50 歲以上 0 4 4 2 1 3 5 5 10

總計 43 145 188 65 135 200 69 144 213

離職
員工

30 歲以下 39 73 112 33 68 101 30 70 100

30-50 歲 13 47 60 22 45 67 22 50 72

50 歲以上 4 7 11 3 4 7 4 8 12

總計 56 127 183 58 117 175 56 128 184

  公開表揚績優及資深同仁
為了獎勵績效優良同仁，於公司內部形

成良性競爭，我們提供獎金或金幣予獲

選流通業傑出或優良店長、資深員工、

獲連鎖加盟協會之績優服務人員等同

仁，並於每年春酒晚會公開由董事獎表

揚，傑出店長更能獲得海外見學機會。

2019 年共有 1 位傑出店長、5 位優良

店長、71 位資深同仁接受公開表揚。

 員工多元性與人權

新東陽尊重並支持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及兩性平等法，亦訂定人權政策：

我們提倡性別平等發展機會的企業文

化，管理階層中女性佔 71%，高於

總體員工中女性 66% 的比例；薪酬

平等方面，女男薪酬比逐漸接近 1，

2019 年各職級女男員工平均薪酬比

約在 0.95 至 1.21 區間，展現新東陽

對女性與男性之薪酬機會幾無二致。

 教育訓練及培育

新東陽重視員工的職能發展，依據各職級可能面對的挑戰、各部門所需的能力，規劃教育訓練體系，並細分

成新進時期、核心職能、專業職能、管理職能，每年提出各部門的年度訓練計畫，外部培訓時數約佔 82%。

同時，為了使員工能隨其職涯發展階段發揮最適職能、或使員工不因生涯或家庭規劃而中斷工作，我們也提

供內部人員及主管輪調之機會，員工可因職涯目標或個人規劃進行輪調。另外，我們也鼓勵員工自我精進，

提供進修和考取外語檢定的獎勵辦法。

支持並尊重人權保護，並確保我們的業務夥伴和供應商遵循相同要求。

確保我們或我們的業務夥伴及供應商在營運過程中絕不僱用童工或囚犯，也
絕不會強迫勞動和使用體罰。

包容全體員工的多元化特徵，不得因任何特徵而歧視受法律保護的任何員工
或求職者。包括性別、膚色、種族、民族、國籍、信仰、年齡、婚姻狀況、
性取向、性別身份與表達、殘障、懷孕、兵役狀況和政治立場。

遵守職安衛政策，並及時糾正或報告任何可能的威脅。

不得以無禮、敵對、暴力、恐嚇、威脅或騷擾的方式行事。

營造無騷擾、霸凌的工作環境。拒絕接受或容忍性騷擾與職場霸凌。

保護現任和前任員工、董事會成員、顧客、求職者和合作夥伴的個人資訊。
獲取與使用個人資訊僅限於合法的商業用途。

女男薪酬比

註：副總級以上無女性

協理級 經副理級 課級 一般員工

2017 2018 2019

1.01
1.07

1.21

0.990.97

0.93

0.97 0.96
0.95

0.98
0.88
0.88

1.25

1.0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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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內部的機制，我們也協助通路的店主管參與對外交流、觀摩學習，每年推派表現良好的店主管，參加流

通業傑出店長選拔。我們相當重視通路的培育，因為通路不但負責將產品銷售出去，更是瞭解顧客意見的第

一線。透過選拔活動，不僅給予平常

辛苦的店長們鼓勵與獎賞，更能在與

同業異業的交流中拓展視野。

員工教育訓練 2017 2018 2019

以層級區分

管理階層
( 店 / 次長 , 課級以上 )

訓練時數 958 428 711.5

年底人數 290 282 267

平均時數 3.30 1.52 2.70

非管理階層

訓練時數 156.5 341.5 160.0

年底人數 633 656 674

平均時數 0.25 0.52 0.24

以類別區分

營運管理
( 店 / 次長 )

訓練時數 368.0 208.0 484.5

年底人數 460 448 426

平均時數 0.8 0.5 1.1

行政管理
( 幕僚行政 / 專業訓 )

訓練時數 746.5 561.5 387.0

年底人數 463 490 512

平均時數 1.61 1.15 0.76

訓練總時數 1114.5 769.5 871.5

年底總人數 911 924 925

平均上課時數 1.21 0.82 0.93

5.2 員工福利與健康職場
員工是企業營運最重要的資產，擁有適任、能力與績效好的員工，能促進企業持續穩健的發展與進步。為此，

新東陽秉持「人道關懷」的社會責任政策、「以人為本」管理思維，以及「家」的概念，建立完善照護員工

的管理體系，提供員工健康與安全的工作 環境、建構多元開放的勞資溝通管道，搭配健全的福利制度及公開

透明之利潤分享制度，讓員工安心貢獻其能力與績效，與公司共同成長與發展，增進良好勞資關係及營造溫

馨和諧的工作氣氛，為建立永續經營的企業奠定深厚的基石。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重視員工的健康
及職場安全衛生，提早鑑別職場風險。

建立具競爭性的薪酬政策、福利制度，加強
溝通、重視員工意見、增進勞資關係。 

護才 留才

新東陽教育訓練體系

近三年教育訓練時數統計

階層別 新進
時期 核心職能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 輪調 自我進修

高階 + 儲備

新人
訓練

創新求變
誠信正直
客戶導向
品質管理

+
講師培訓

依
各
部
門
年
度
訓
練
計
畫

 危機處理 
 變革管理 
 經營管理 
 策略規劃

外
語
檢
定
獎
勵
辦
法

員
工
在
職
期
間
學
歷
變
更
核
敘
辦
法

中階 + 儲備

通識班
 時間管理類
 溝通表達類
 專案管理類
 團隊合作類
 目標管理類

核心職能班 
增開 : 
市場定位與產品導向
的能力

 領導與統御力 
 計劃力 
 工作教導力 
 問題分析與應變力 
 衝突處理力

基層 + 儲備 MTP
主管培訓

一般人員  時間管理類
 溝通表達類

  流通業傑出店長選拔活動
為了提供門市主管自我肯定的舞台，藉以盤點自我經營管理及能力缺口並加以改善，凝聚團隊向心，

異業學習與交流，提升企業品牌形象，流通業協會每年皆舉辦傑出店長活動。新東陽自 2007 年起每

年推派 6名店長參選，目標為每年當選 2名傑出店長。競賽時程為期半年，包含三階段書面資審核 (店

務經營 / 創新點子 / 社區清掃 )、神秘客稽核、公益活動參與，得獎企業主＆店長得以前往總統府晉

見總統。活動導入專業

顧問情境式訓練，也能

夠提升店主管經營管理

能力、表達與結構性思

考技能、表達能力。

人
員
級
主
管
輪
調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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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權益與溝通

我們關注勞資關係的和諧，全面加強與員工的溝通協調，依據法規舉行勞資會議，2019 年共舉行 6 次，由

勞方和資方各推出 5 位代表，說明近期勞資議題執行情形，主要討論薪資、輪值、管理規章之增修等重大勞

工福利或勞僱關係議題，建立勞方和資方的共識。除此之外，我們明定溝通與申訴辦法，透過員工申訴專線

及電子信箱，收集員工意見。針對申訴案件，我們經內容分類後，責成專人受理、調查、回饋與再發防止，

建立多元且運作順暢的溝通管道，秉持誠信原則，營造勞資同心。

  薪酬政策
新東陽在薪酬方面採取透明的政策，固定薪酬與變動薪酬比在經理以上主管為 6:4、經理以下人員為 7:3。

整體薪資狀況，基層人員的起薪水準為 25,000，為我國基本薪資之 1.1 倍。所有員工薪資水準逐年成長，

2019 年中位數為 471,599 元，薪酬最高個人（總經理）相對其他員工年度總薪酬比率約在 8.5 至 9.2 間，

過去兩年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增加百分比之比率分別為 23.95、0.03。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0

10
8
6
4
2
0

440,975

8.5 9.2 8.6

442,419
471,559

2017 2018 2019
所有員工(不含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
最高個人相對其他員工年度總薪酬之比率

 員工關懷與福利

新東陽近年積極導入員工關懷系統，對員工之關懷涵蓋健康、保險、學習、生活、節慶、身後等六大面向，

所有的正職人員均同等享有人壽保險、醫療保險、傷殘保險、育嬰假、退休制度，並預計於 2020 年發布員

工關懷手冊。

育嬰假統計
2017 2018 2019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2019 年享有育嬰假的員工數 (A) 4 14 18 6 11 17 5 10 15

2019 年實際使用育嬰假的員工數 (B) 0 12 12 0 9 9 0 10 10

申請率 (B/A) 0% 86% 67% 0% 82% 53% 0% 100% 67%

請育嬰假者於 2019 年應復職人數 (C) 0 14 14 0 10 10 0 12 12

2019 年實際申請復職人數 (D) 0 9 9 0 7 7 0 4 4

復職率 (D/C) - 64% 64% - 70% 70% - 33% 33%

2018 年復職人數 (E) 0 4 4 0 9 9 0 7 7

2018 年復職滿一年人數 (F) 0 3 3 0 6 6 0 4 4

留任率 (F/E) - 75% 75% - 67% 67% - 57% 57%

  職業安全與健康
職場的安全衛生與健康是最不容輕忽的，新東陽總公司設立安全衛生室，大園廠於 2019 年取得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ISO 45001:2018 認證。職業安全委員會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工作者佔委員會總人數三分之一。

新東陽著重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經營、生產和通路單位皆配置具相關專業之人員，經教育訓練取得職安

衛證照者，包含所有通路和工廠共有甲級職業安全管理師 1 人、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 名、甲種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主管 17 名、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 名、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7 名。

對於工廠因各災害類型所可能引起之意外事故，我們事先規劃緊急應變計畫、每年進行演練，要求所有工廠

人員參加，以預防並消弭可能造成人員、設備及財產之損失。近三年職業傷害比率約介於 0.43 至 2.05 間，

主要職業傷害為車禍 ( 上下班通勤 ) 約占 62%、跌倒 / 摔傷 / 碰傷約占 25%、刀傷 / 燙傷約占 13%，2019

年未有嚴重的職業傷害。未來將加強總部、通路、工廠之現場巡檢，以避免環境設備帶來之危害。

近三年職業傷害統計

職業傷害統計 2017 2018 2019

工作總時數 2,246,032 2,297,292 2,327,632

1a.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0 0 0

1b. 嚴重的職業傷害數 ( 排除死亡人數 ) 1 2 0

1c.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 23 17 5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比率 0 0 0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排除死亡人數） 0.089 0.174 0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 2.048 1.480 0.430

2. 高風險職業事故數量 0 0 0

薪資水準此外，公司為借重退休高階管理者的經驗，會

視需要回聘擔當短期顧問或根據中高齡就業法，

改聘為定期勞僱關係。未來，我們將評估高階管

理者的薪酬跟公司永續發展績效連結的可行性

（如綠色食品研發、減塑及減少二次包裝、員工

敬業度等），以鼓勵主管及員工推動有益環境、

社會、治理的行動方案，強化公司在永續發展

ESG 各面向的組織動能。

學習關懷

健康關懷

生活關懷 節慶關懷

進修補助
教育獎學金

年度健檢
職護健康諮詢
員工屬醫療補助

旅遊補助
結婚/生育賀禮
員工住院傷病慰問金
員工宿舍

春節/中秋/端午節禮券
春酒聚餐及摸彩
生日禮券

身後關懷
保險關懷

勞健保
團體保險(含:定期壽險/
癌症險/傷害險/醫療險/
職災險)

員工傷病慰問金
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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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是企業的責任，除了每年舉辦年度員工體檢外，我們亦積極辨別職場和作業上常見的健康疾病和風

險，針對不同作業流程的員工，舉辦人因訪視、肌少症健康講座、癌症篩檢服務等活動。未來，也預計聘請

特約職護做臨場健康服務，與職護配合為公司逐步建立「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工作場所母性健

康保護計畫」、「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人因危害訪視
由專業醫療人員訪視各生產線

之員工，找出工作流程之安全

危害，防止重複性動作導致肌

肉骨骼之損傷。

  健康講座及篩檢
定期舉辦職業衛生健康活動，

如 2019 年規劃肌少症健康講

座，由專業職護帶領員工透過

肢體運動、練習肌力。此外，

亦與桃園醫院合作舉行癌症篩

檢活動。

5.3 社會參與
新東陽延續「美味」、「品味」、「人情味」的品牌價值，以及「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致力

投入社會參與，強化與各營運據點所在當地社區的夥伴關係，促進地方發展，並推廣台灣各鄉鎮特色。新東

陽針對「在地發展」、「人才培力」、「教育權益」、「弱勢關懷」四大議題，善用企業核心能力，以行動

帶來正面影響力。近三年來，新東陽公司於社區公益投入（物資及金錢）的總價值持續成長，2019 年總金

額價值已超過新台幣 800 萬元。

關注議題 推動方向 行動方案 歷年及 2019 年成果

在地發展

台灣在地小農
及青農培力、
農特產品開發
推廣，彰顯各
地文化特色

 在地採購及產品開發
 農青市集
 創意活動推廣
 支持農業青年培力
 季節刊物行銷宣傳
 區站人文推廣

 南投小農履歷「土旺來酥」銷售量近 24 萬盒
 國道服務區農青市集 2019 年總銷售額達 5,016 萬元
 「柚見新東陽」活動累計採購 7,000 個柚子，義賣金額
逾 59 萬元

 協助政府農青培力方案推動，投入金額近 16.5 萬元
 「國道遊購讚」刊物專欄 2019 年推廣超過 15 家在地小
農產品

 「好客竹好禮」展售超過 30 家在地客家及農村好物

人才培力
促進產業人才
培育、藝文才
能發展

 產學與建教合作計畫
 多元才藝與創意競賽

 來自 7 所學校共 456 位學生參與實習計畫
 連續 10 年舉辦新東陽魔術節，每年觸及超過萬人
 第 10 屆新東陽魔術節共 5 國 10 組選手參賽，總獎金達
30 萬元

教育權益

提升在地與弱
勢教育資源及
品質，推廣藝
術文化

 藝術文教推廣
 教育資源贊助
 支持教育公益

  ( 基金會 )

 舉辦《白蛇傳》紙風車劇活動，約 200 位弱勢孩童參與
 捐贈 200 萬予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小學
 贊助 31 個大專院校教育公益方案

弱勢關懷

減 少 弱 勢 飢
餓，支持失依
兒少及身心障
礙者等相關慈
善團體

 買一捐一愛傳承
 節慶物資捐贈
 公益團體資源支持

  ( 基金會 )

 新春及中秋愛傳承共捐贈 9,500 罐肉鬆，總價值近 265
萬元

 中秋節捐贈月餅禮盒給 16 個單位，受益人數達 2,852 人
 基金會捐助 60 個公益團體，總價值近 106 萬元，觸及
4,736 人

新東陽公司將社會議題推動的理念，結合在日常營運當中，將公益視為日常業務的一部份進行管理與落實。

各項公益活動及行動方案，視業務性質，由各事業部門合作推動；通路的社區服務、關懷弱勢等公益活動計

畫，也配合連鎖加盟協會（TCFA）傑出店長選拔活動，由參與同仁人員擬定、推動執行與傳承。

此外，新東陽在 1984 年創業早期即成立「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每年由專責部門編列預算，進行年度企業

慈善計畫，並由總經理定期向董事長報告執行狀況。用實際的行動，關懷這片土地的人，讓需要幫助的人獲

得協助，讓需要關懷的人獲得照顧，讓社會上的愛、溫暖以及美好，持續的轉動著。

新東陽公司及基金會社會公益資源投入之比例分配如下：

除了根據主軸進行例行的公益捐助外，新東陽基金會也在急難天災發生時，適時提供援助，例如於 2018 年

投入花蓮地震救災行動，送溫暖予災民，協助居民重建家園。

新東陽公司2019年社會公益投入分配 

9%

2%

57%33%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年度投入分配

弱勢資金捐助
在地農業推廣

弱勢物資捐助
教育資源捐款

國內獎助學金捐助
弱勢團體資源協助
大專院校教育公益

文教年度活動
節慶弱勢捐贈活動 30%

30%

2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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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方案一：在地採購及產品開發
新東陽積極開發在地特色產品，並以契作方式與小農採購，讓用心耕作的農民取得較穩定的收入。新東陽更

透過主管實地拜訪農民、食品技師協助輔導小農等，共同開發優質產品，並支持小農培力。結合在地農產品

素材的特色產品包含：南投鳳梨小農的產銷履歷「土旺來酥」、馬告／金桔

／三星蔥／大甲芋頭香腸、2019 年新推出 100% 台灣在地食材的「紅心芭

樂乾」、「愛文芒果乾」、「台灣檸檬王」果乾禮盒等。

  行動方案二：農青市集
為了促進台灣農業發展，鼓勵青農及有機自然農法，達到人與

土地環境的永續，新東陽除了積極使用台灣農產品作為素材，

開發各地特色食品之外，更於四個國道服務區皆設置「農民直

販所」等農青市集，並與「農甜味」、「碧綠農場」等外櫃合作，

讓在地的優良小農產品與市場接軌，促進曝光與銷售；2019 年

農青市集銷售總金額達 5,016 萬元。

 在地發展

新東陽深耕台灣數十年，長期致力於促進營運據點的在地經濟發展，達成在地與價值鏈合作夥伴共存共榮的

願景。以國道服務區據點為例，新東陽從開發初期到日常經營，皆不遺餘力推廣「在地農業」、「人文生態」，

讓在地特色被更多人看見；同時，亦優先聘任在地居民，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行動方案三：創意活動推廣
「柚見新東陽」在地有機客家柚

新東陽自 2016 年起，每年秋天認購關西農場、西湖水通伯柚子農莊，無

毒、無農藥的柚子，於國道服務區及機場商場通路舉辦創意活動，推廣

在地農產品、回饋社會，與在地鄉親緊密連結。4年來累計採購超過7,000

個柚子，義賣捐助金額達 592,500 元。各項活動亮點包含：

 小學採柚食農教育：邀請新竹東光國小師生一同前往關西農場採收柚

子，落實食農教育，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同時支持當地農業。

 客家寶柚義賣：進而於關西、西湖服務區舉辦「柚到關西作客」義賣，

所得全數捐贈當地社福基金會等弱勢團體；透過記者會及展售活動，

鼓勵消費者選購在地好物，同時做公益。

 剝柚子大賽：於桃園國際機場舉辦「柚香飄飄剝柚趣」活動，讓國內外

旅客比賽剝柚，體驗華人中秋熱鬧氛圍。

 彩繪柚子活動：於桃園及高雄國際機場舉辦「柚見中秋 創意柚時尚」，國內外旅客消費滿額就能體驗

柚子彩繪，創造親子歡樂時光，同時推廣台灣在地農產品。

  行動方案四：支持農業青年培力
響應政府推動方向，支持青年返鄉，為台灣在地農業注入

活力，新東陽積極參與產、官、學跨領域合作專案，透過通

路、物資、資金贊助等方式，近年每年以多元方案及活動，

協助農青培力方案推動，投入金額近 16.5 萬元。

「農甜味」

「農」是指農民自產自銷；「甜」意味著自

然回甘、倒吃甘蔗、苦盡甘來；「味」是指

產地到餐桌，保留食物的好味道，農甜味專

櫃有著真誠親切濃濃的人情味，秉持著日本

職人的精神，嚴選南投產地直送的新鮮蔬果。

「農民直販所」

農民直販所，有來自全台

各地品質優良的農產品，

當季新鮮產地直送，讓認

真經營農作的農民，得到

好的銷售平台與穩定的客

源，使得農民們的品牌有更多曝光機會。用路人

無須跑遍各地，就能夠在服務區買到品質優質多

樣、健康又美味的蔬果；提供消費者新鮮、安全、

安心的農產品。
「企業挺青農、青農拼食農」
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合作

捐贈4萬元給苗栗市農會，支持
「茶農代耕隊」返鄉茶農

於清水服務區舉辦推廣活動，搭
配鳳梨酥等茶點，讓大眾體驗瞭
解茶文化

「慶端午送香蕉 呷健康兼助農」
與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合作

因香蕉盛產，蕉價大跌時，以市價
每公斤24元採購5公噸南投上等蕉

配送至4個國道服務區，美食街消費
滿額贈送

「全國青農產品展售市集」
農委會指導，農業科技研究院主辦，
關西服務區協辦

邀請消費者親臨選購，藉面對面交
流，拉近青農與消費者的距離，鼓
勵大眾共同支持在地農業發展。

2017~2018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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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方案五：季節刊物行銷宣傳
新東陽也透過每季行銷刊物「國道遊購讚」，提供專欄介紹各服務區當地的農特展品，讓消費者多認識當地、

當季農特產品，以及背後的故事，鼓勵大家用購買行動支持在地農業好物。

【2019 年 1-3 月號】在地青農介紹－翔琪檸檬茶「將一顆顆活檸檬 裝進茶包」

青年農民詹翔欽，以無毒無籽檸檬、紅茶、甜菊葉調製成風味獨特的天然檸檬茶。

無籽檸檬不刺激胃，配合紅茶，加上用天然甘甜味的甜菊取代糖精，創造出充滿香氣的天然檸檬茶。詹

翔欽是身障者，在成長過程中不願放棄自己，努力成為游泳教練、街頭藝人。他未曾想過在社會歷練過

一圈後，會回到家重啟停擺已久的製茶事業，家中三代製茶，在新埔是非常有名的製茶廠。這是新埔歷

史的一部分，現在由他和妹妹一起重新出發，以虎克茶的品牌讓這老字號茶廠開始回甘！

2017 獲選新竹良品、新竹優秀青年楷模

2018 獲選台灣百大伴手禮、代表新竹到越南參展

2019 當選亞太金指獎

銷售據點：關西服務區、西湖服務區

  行動方案六：區站人文推廣
通路經營方面，新東陽塑造服務區「一站一特色」，將當地民族文化特點，藉由空間設計、餐飲美食、展覽

推廣、節慶活動等方式，讓來自四面八方的用路人，體驗當地的豐富文化內涵。

站名 當地特色 推廣活動

關西 客家文化
柚子農產

 「好客竹好禮」展售超過 30 家在地客家及農村好物
 「關西便當」及「臻好食客棧」推廣客家傳統美食
 「國道·綠廊道 - 從齊柏林看見國道建設」等展覽

西湖 苗栗人文
西湖瓜果

 「貓貍文化藝廊」與苗栗縣國際文化觀光局合作，做為沿海城市歷史沿革與創作品之藝文
展示空間

 「國道生態展」宣導石虎保育、紫斑蝶等生物廊道

清水 再生能源
文化保存

 「藝術銀行」保存並展出台灣優秀藝術家作品
 「牛罵頭文化光廊」與當地文化協進會合作，規劃「清水散步」文化造訪地圖等文化介紹

南投
原住民文
化、紫斑
蝶保育

 「LAMUNGAN 天招」、「布農射耳廣場」展現原民文化
 「南投創意遊購館」－展售信義、埔里、竹山當地特色商品及原住民手工藝品
 連辦 4 屆「原民月」－邀請原住民團體進行原民活動演出、原民工藝手作體驗

 人才培力

  行動方案一：產學與建教合作計畫
為了彌補餐飲食品業的產學落差，協助在校學生累積實務經驗，新東陽國道服務區及門市，1999 年起參與

建教合作、產學攜手合作、校外實習等計畫，提供大專院校學生見習機會，讓行銷、流通、企管、餐飲等相

關學系學生們能從做中學，瞭解理論的實務應用，累積職場經驗與能力。20 年來新東陽與中山工商、屏東

大學、景文科技大學等 7 所學校合作，共累積培訓 456 位學生。

針對表現優良的見習生，除了依據合作計畫，頒發優異或全勤獎學金外，更可於畢業後留任，原見習年資可

合併計算。2019 年新參與計畫之學生為 28 位，未來新東陽將持續參與相關計畫，協助學生職涯接軌，並為

食品產業人才培育盡一份心力。

【綠色新東陽 ‧ 環保袋著走】環保袋設計競賽

為了響應節能減碳、節約環境資源，並鼓勵大專院校學生發揮設計創意，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於 2018 年 4 月舉辦「綠色新東陽•環保袋著走 環保

袋設計競賽」。鼓勵學生運用創意及巧思，以綠色包裝理念為主軸，融

合多元素材及包裝再利用概念，發想環保包裝新提案。活動自 4 月中起

進行為期 60 天的徵件，共累積 500 件創意作品，歷經初選、複選後，

基金會於 8 月公布優勝作品，頒發總額 7 萬 5 仟元獎學金及 1 萬 5 仟元

提貨券以茲鼓勵。參賽學生藉此累積對外參賽經驗，並藉由提案實作，

對於永續概念有更深刻的認識；創意環保袋設計提案，日後也可做為新

東陽推動綠色包裝的參考。

國道服務區當地文化推廣

國道服務區「區站攝影之美」競賽與展覽

為了鼓勵台灣攝影創作，結合國道服務區「一站一特色」的推動，新東陽

聯合四個區站舉辦「2017 新東陽國道服務區 區站主題之美」攝影比賽，讓

大眾以不同的視角和心情來認識國道服務區。競賽提供共計 56 個獎項，總

獎金價值高達 20 萬，共徵得 1200 件各路好手

作品。經過激烈的審查與淘汰，最終由《彩霞之美》、《紫藤花》、

《海底世界真美》奪得金銀銅獎。為了延續及分享區站主題之美的精神，得獎

作品後續也在國道服務區聯合展出，開放用路人免費參觀。活動推廣區站特色

之成果，也受到交通部高公局的肯定。新東陽期望透過藝文活動，使服務區不

再只是中途休息站，更豐富國人及觀光旅客的遊玩體驗，成為休憩必訪的特色

景點。

  行動方案二：多元才藝與創意競賽
新東陽更透過舉辦設計、攝影、魔術等多元競賽，鼓勵青年學子發揮創意，增進多元藝文專業的實作經驗，

爭取曝光的舞台；同時促進藝文領域的人才培育。 

區站攝影之美 - 紫藤花

彩霞之美



96 97

1 2 4 53

愛與夢想藝起飛翔吧！紙風車劇《白蛇傳》

為了讓弱勢孩童也有機會欣賞戲劇表演，同時也推廣台灣

經典藝術文化，2019 年 11 月，麥氏新東陽基金會邀請「台

灣世界展望會」及「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兩個團

體合計約 200 位小朋友，欣賞紙風車舞台劇《白蛇傳》，

以古老傳說套入現代生活情境，帶孩子們一同參與白娘子

與許仙的浪漫愛情故事、與法海的糾葛鬥爭，在多次大鬥法之後，讓孩子體會到放下敵

對情緒，才能互相體諒，而心中有愛則能讓化解紛爭。劇組人員巧妙混搭中西文化，不

但以龐克與 Cosplay 元素服飾、超大型人偶捉住孩子們的目光，更與觀眾趣味互動，深

受小朋友的喜愛。表演結束後，新東陽也特別為小朋友、公益團體及紙風車劇組人員提

供炙燒蜜汁豬樂條、珍珠奶茶酥、鳳梨酥等精美餐點，讓小朋友有玩有吃的，玩到過癮

得不想回家。此次活動讓鮮少接觸表演藝術活動的孩子，可以感受到藝術及台灣經典文

化之美，內心世界更為繽紛豐沛，並培養豐富聯想力。

全台最大魔術盛事「新東陽魔術節」第十年舉辦

國道服務區，不僅是提供休憩的中繼

站，同時提供多樣化服務，是用路人感

受藝術文化的好去處。為了促進魔術圈

的發展，新東陽清水服務區連續 10 年

舉辦「新東陽魔術節」，讓台灣的優秀

魔術師能互相切磋，朝世界頂尖水準邁進；也為用路人帶來不一樣的驚奇體驗。2019 年魔術節擴大規

模為 3天的活動，高達 30萬元的總獎金更創下台灣魔術圈新高；參賽 10組選手來自台灣、香港、日本、

韓國、印度等，頒獎典禮更邀請世界魔術大賽總冠軍 Eric 表演，讓全場驚嘆。除了國際魔術競賽外，下

午還有 5 位參賽魔術師隨機在服務區與用路人互動，讓大眾近距離體驗魔術表演。透過 10 週年系列回

顧訪談影片，可看見台灣優秀的學生蛻變成為職業魔術師，並在魔術表演的路上堅持下去，令人十分感

動。如新東陽麥總經理所說，10年只是一個里程碑，

未來新東陽將繼續努力，期盼「新東陽魔術節」能

成為世界魔術冠軍的搖籃。

新東陽魔術節網站

 教育權益

  行動方案一：藝術文教推廣
新東陽舉辦藝術饗宴等活動，透過繪畫藝術美學賞析及美學體驗等研習，讓弱勢兒少與大眾感受生活美學的

應用，及培養「美感」的鑑賞力。

  行動方案二：教育資源贊助
新東陽國道服務區及機場商場，為了提升當地社區的教育品質，並促進在地夥伴關係，定期規劃公益贊助資

金，捐助當地小學，協助偏鄉或弱勢學童，彌補資金與教育資源的落差。如清水服務區每年編列預算，捐贈

給大台中地區小學需要幫助的學童。

此外，麥氏新東陽基金會為了鼓勵學子們能努力學習，讓經濟困難的學生能安心向學，自 1996 年起，透過

獎助學金，扶助台灣弱勢孩子們，保障他們擁有平等的教育學習權的機會。

  行動方案三：支持教育公益
為了鼓勵青年投入教育志工等公益活

動，麥氏新東陽基金會也對於大專院校

服務性社團，冬令、暑期的志工活動贊

助商品等物資，以供青年學子進行地方

服務活動之所需，也間接讓國內外孩童

得到更充實滿足的營隊體驗。

贊助清華大學肯亞志工團

新東陽感恩進駐桃機 40 週年 捐贈 200 萬資助偏鄉學童

新東陽於桃園國際機場啟用時即進駐服務，是唯一與桃機

40 年來一同攜手服務國際旅客的民間企業。有感於多年

來旅客和當地居民的支持和鼓勵，為了回饋在地，新東陽

2019 年特別捐贈 200 萬元，提供大園、蘆竹、觀音等三

個地區的 10 所偏鄉小學，作為仁愛基金、課後照護、社

團費用等。其中，與新東陽淵源極深的大園區，除了是食

品工廠所在地外，也是創辦人麥幸夫與董事長麥寬成的出

生地，他們同時也是受贈學校「溪海國小」的資深校友。

新東陽於 7 月舉辦「感恩 40 週年 傳遞溫暖 幸福啟航」活

動，邀請溪海、沙崙、潮音

國小社團分別進行太鼓、陶

笛及足球舞演出，向往來的

國際旅客展現孩子們極具潛

力的音樂及舞蹈表演能力。

新東陽總經理麥升陽表示：

「基於在地深耕與回饋，希

望透過此次的捐贈以具體行

動來實踐對於桃園國際機場

周邊孩童的關懷，讓孩子在學習的路程中能夠帶著滿滿的

力量，往成長之路邁進。」未來新東陽也將持續投入公益

付出心力，期待將幸福與溫暖傳遞給需要的孩童。

麥氏新東陽基金會

https://www.htymagic.com/
https://csr.hty.com.tw/found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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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關懷 

2019 年中秋－愛傳承公益款禮盒

台灣未來每 5 個人中，就有一位是高齡長者，三餐不繼、行動不便、孤獨終老，是許多長者晚年的

生活寫照，漫漫人生旅程中，「老」是必經的旅途，卻也是最艱難的一哩路。新東陽邀請消費者一起

關懷失依、失能、失智的「三失長者」，將溫暖送達長輩手中，讓「愛」能夠持續傳承至社會各個角落。

凡企業 / 個人每認購乙份「愛傳承禮盒」，新東陽就捐

出「養生肉鬆」乙罐，幫助三失長者營養補給。2019

年中秋節限量推出，銷售一空，新東陽共捐贈 5,200

罐養生肉鬆，總價值達 1,404,000 元。

2019 年春節愛傳承公益款禮盒

  行動方案一：買一捐一愛傳承
新東陽自 2015 年起，每年於新春、中秋等佳節推出「愛傳承」

公益禮盒，結合食品產銷的核心本業，實踐「買一捐一」的概

念，每售出一份禮盒，新東陽就捐贈一份養生肉鬆／純雞肉鬆

等健康好禮給弱勢族群，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消除飢餓，

並補充營養，促進弱勢族群的溫飽與健康福祉。新東陽透過

將商品結合公益，邀請消費者選購美食之時，不只享受美味，

更同時響應公益，連結社會的善心，傳承愛與希望。五年來，

新東陽已透過愛傳承禮盒，捐贈超過 3 萬 5 千罐營養肉鬆類

食品給身心障礙、長者、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

  行動方案二：節慶物資捐助
新東陽在春節、端午、中秋、聖誕節等節慶期間，透過捐贈禮盒等物資給予家

扶中心、養護之家、早療中心、育幼院等團體，為弱勢送上關懷，讓失依兒少、

身心障礙者、長者、低收入戶享受佳節美食，感受溫馨節慶的氣氛。

以 2019 年中秋節為例，新東陽全台門市、專櫃共捐贈 200 個廣式月餅等禮盒

給 16 個門市在地公益單位，捐助總價值新台幣 164,000 元，受益人數達 2,852

人。麥氏新東陽基金會歷年捐贈單位則達 18 個，包含：大光兒少之家、伯大

尼兒少家園、台北兒童福利中心、義光育幼院、聖道兒童之家、忠義育幼院、

華興育幼院、體惠育幼院、中和大同育幼院、新莊愛心育幼院、菩提之家、藍

迪兒童之家、睦祥育幼院、懷德風箏緣地育幼院、關愛之家協會、弘化懷幼院、

幸夫愛兒園、新店浸信會等。

關愛之家聖誕節禮盒捐贈

響應惜食分享「愛心餐飲協會義廚到雙溪長源社區服務」

秉持惜食精神，為了讓餘裕食材發

揮最大的價值，同時讓愛的力量擴

散到更多需要關懷的偏鄉弱勢，

2019 年 6 月，新東陽與台積電慈善

基金會聯合投入舉辦偏鄉惜食推廣

活動。愛心餐飲協會會長羅懷文帶

領現場 40 位各大飯店、餐廳的主廚，一早抵達新北市雙溪區長源社區，進行各式食材清洗及準

備，開始各道料理煎炒煮炸燉煨。每道菜都利用惜食材料料理，包括麥記脆皮烤鴨、蠔油鮮燴百

菇、桂花爆炒軟殼蟹、蒜泥蒸大草蝦、清蒸活海上鮮及香菇燉放山雞等 14 道菜餚，飄出陣陣菜

香，吸引附近阿公阿嬤陸續聚集在柑林威惠廟前，讓長者們食指大動，並觀賞由柑林國小學生

的吟詩朗誦，以及長源里長陳資郎帶領的舞蹈表演。當天活動約有 100 位在地長者參與。透過

各界夥伴合作，此次活動不僅串聯企業志工、社區長者及學童，更讓餘裕食材得到最好的利用，

讓偏鄉長者們得到溫飽與關懷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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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方案三：公益團體資源支持
1996 年起，新東陽定期捐贈物資或資金，用愛關懷需要照顧

的弱勢團體，以協助育幼院及弱勢團體之需求。捐助的團體

包含：世界和平會、家扶基金會、勵馨基金會、心路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華山基金會、安得烈食物銀行等。

勵馨基金會物資贊助

幸夫愛兒園 讓失去依靠的孩子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新東陽創辦人麥幸夫先生熱心於公益，除了平日的捐助活動外，更有願望能特別照顧孤苦無依的兒

童，在麥幸夫先生逝世後，當時麥總經理夫婦發願多為社會做些慈善工作，並希望能完成麥幸夫先生

的遺願。

幸夫愛兒園的創辦人達觀法師，1976 年起因托兒所辦學緣故，接觸到許多家庭不健全的孩子，而後

特別關注這些特殊的孩子，並收容家遭變故以及貧困無依的孩童，給其照顧與庇護，孩子日益增多但

所能容納的場地日益狹隘，達觀法師開始希望能提供較舒適的空間給孩子們成長。

為了紀念新東陽創辦人麥幸夫先生，並

希望讓這些小朋友能夠在愛心的教養下

長大成人，因而命名為幸夫愛兒園。現

在的幸夫愛兒園已有相當穩定的規模，

成為支持家變孩童的避風港，數十年來，

已經照顧過上千名孩子，更有學成的院

童回到愛兒園成為得力的義工，讓愛持

續流傳。

6 附錄

6.1 財務數據統計

 6-1 個體財務績效／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2017 2018 2019

淨銷售額 3,168,714 3,211,240 3,299,640

稅前淨利 177,804 149,149 153,009

稅後淨利 150,507 117,385 126,412

總資產 3,260,860 3,446,333 4,827,395

總負債 1,105,008 1,162,939 1,908,045

總股東權益 2,155,852 2,283,394 2,919,350

 6-2 直接經濟價值分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2017 2018 2019

營運成本 1,490,426 1,527,062 1,557,576

員工薪資與福利 596,850 618,789 631,398

支付給出資人者
股利 88,000 88,000 88,000

利息 2,398 2,001 1,941

國家別支付政府的款項 88,182 98,859 81,300

 6-3 響應政策之財務補助
（單位：新台幣仟元）

補助項目 政府單位 金額

ISO 45001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63.2

ISO 14001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28

全自動計量機 行政院農委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會 750

總計 1141.2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