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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各生產營運據點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秉持「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持續投入參與

社會公益領域，公司投入公益已超過

四十年，因此，社會參與已經內化為

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我們社會參與方

式可概分為兩種，一為透過各生產營

運據點回饋當地社區，利用本業核心

能力或資源為社會大眾做出貢獻 (如：
協助北投焚化廠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贊助世界海洋日路跑⋯等 )；另一形
式則是長期資助非營利組織 (如：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以下簡稱徐元智紀念基金會 )和「財
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以
下簡稱徐有庠紀念基金會 )，透過基
金會的運作，更廣泛及全面的回饋社

會，基金會投入涵蓋教育、醫療、體

育、環境保護、科技創新、藝術及文

化等面向，提供不同族群所需資源，

也期望透過多項活動，提升台灣民眾

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視野與競爭

力，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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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現金投入金額

遠東新世紀各生產營運據點長久以來與周邊居民相處融洽，不但積極與社區組織互動也主動提供資源，例如協助

鄰里維護環境清潔、道路認養維護以確保環境乾淨、設施美觀，並透過善款捐助、志工服務、關懷弱勢團體、舉辦捐

血活動，擔任警消顧問，提供廠區場地作為社區溝通或消防演練場地⋯等等，強化鄰里關係；此外，我們也以本業核

心能力出發，向社會大眾推廣綠色環保回收理念，喚起民眾環保意識；2015年各生產營運據點社會參與亮點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17,415 56,115 24,8772014

2015

103,095

116,813

3,000 1,688

18,922 71,434 17,588

5,798 3,071

合計

合計

0.6%

0.8%

佔稅後淨利比例

佔稅後淨利比例

● 教育類 ● 藝文類 ● 科技類 ● 急難、災難救助類 ● 弱勢關懷、社區睦鄰、當地回饋、其他類

註：社區參與現金投入金額統計包含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中主要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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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協助台北市北投焚化廠建置白鷺鷥學堂守護海洋　贊助世界海洋日路跑

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是海洋保育的棘手問題，

2015世界海洋日，《國家地理》雜誌號召
民眾，以路跑喚起對海洋的關心與重視。為

了減少汙染與塑膠廢棄物，並讓參與民眾成

為一個健康又環保的跑者，遠東新世紀特別

贊助提供跑者由寶特瓶回收抽絲特製的紀念

排汗衣，呼應世界海洋日的環保精神。活動

當天由遠東新世紀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

漁業署黃鴻燕副署長與《國家地理》雜誌李

永適執行長一同進行鳴槍起跑儀式，活動人

數超過 5,000人，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
馬拉松社 20位同仁也共襄盛舉，完成 10公
里賽程，藉此機會傳達遠東新世紀守護海

洋、珍惜地球資源的理念。

綠色腳印　公益環保系列活動

遠紡工業 (蘇州 )、中比啤酒 (蘇州 )於
2015年 5月舉辦「綠色腳印」公益環保系
列活動，宣導「每一個綠色腳印，都能帶

來環境的淨化」。每一位參與者都以「綠

色出行」的低碳方式抵達會場，例如搭乘

公共運輸、共乘、單車、徒步⋯等等，沿

途中，大家一面宣傳環保理念，一面以實際行動清理環境。並安排環保小衛士等

親子團體競賽，向家人、朋友介紹公司生產的綠色環保 PET啤酒瓶。

參與本次活動員工人數共 131人，扣除值班人員之參與率達 72%，員工親友參與
人數 72人，合計 203人。

2015年 3月北投垃圾焚化
廠來函說明將建置白鷺鷥

學堂，並於 5月份辦理環
境教育場所認證。該場所

設定以資源回收為主題，

向參觀人士介紹，以推動

環境教育工作。因此，北

投垃圾廠向本公司邀約提

供環保回收原料與產品。

本公司與該單位公關部門

深入探討後，認為若能以更完整之方式介紹聚酯寶特瓶回收流程，與展示各項綠色

回收產品，更能大大提高環境教育的深度與效果，於是著手設計製作，成品設置於

北投垃圾焚化廠行政中心 1樓白鷺鷥學堂。

為考量參觀民眾的屬性，特別規畫展品之設計，以中英文並列解說文字，並將展

示櫃下調高度，以便國小中高年級學生也可以輕鬆觀看，除展示三項主要產品 (聚
酯回收寶特瓶、環保回收足球衣與環保回收包裝材料 )之實品外，更提供聚酯回
收瓶片，讓參觀者可以親手摸到，以加深其印象。

2015年 4月 20日由本公司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代表將展示品捐贈予北投焚化
廠傅良枝廠長，截至年底，北投焚化廠環境教育學堂接待了美國、加拿大、墨西

哥、中國、日本、韓國、香港等地訪問團，以及台灣學校機構共計 19團 672人。

遠東新世紀藉由環保回收材料再製品之展示，加強民眾環保回收意識，鼓勵購買

相關產品，同時提升台灣綠色環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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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 Cavalia夢幻舞馬

2015年遠東集團贊助加拿大卡瓦利亞Cavalia劇團來
台灣演出，Cavalia劇團《夢幻舞馬》是結合馬術、
尖端科技、多媒體特效，以及特技、舞蹈、現場音

樂演奏的創新演出。創辦人諾曼拉圖雷勒 (Normand 
Latourelle)為太陽劇團創辦人之一，自 2003年創團
以來，Cavalia劇團已巡迴世界 64個城市，觀賞人次
超過 400萬人。

遠東新世紀提供近 200張門票邀請各廠區周邊居民免
費觀賞演出並參觀馬廄，展現敦親睦鄰、回饋鄉里的

精神，觀賞演出的居民無不被精湛的表演與盛大的場

面震撼。

2015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暨愛心募款

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舉辦之馬拉松路跑活動已邁入第七屆，2015年的賽事除了一般常見的 42K全馬、23K
超半馬，以及 9K休閒路跑之外，此次與伊甸基金會、關係企業鼎鼎聯合行銷 (HAPPY GO)舉辦了「9公里身障
體驗公益路跑」，參賽者必須在家人的陪同下，矇上眼睛或穿上義肢等，實際體驗視障或肢體障礙民眾從事跑步

活動的感受，過程中更搭配「你跑越多，HAPPY GO愛心捐點就越多」的活動，集結 6,062名報名參賽的跑者，
將集體跑出的總里程數換算出 HAPPY GO總點數後，再透過發卡單位轉贈現金給伊甸基金會，持續幫助身障朋
友，完美結合了「健康」與「公益」。本次活動共計捐款伊甸基金會 141,200元。

路跑網路平台「運動筆記」於2015年12月開放網友票選前十大優質賽事，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主辦之「2015
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榮獲第三名，足證此賽事之籌辦規劃深獲專業跑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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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教育類

遠東新世紀為培養人才，投入推動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我們設立豫章工商、亞

東技術學院及元智大學。此外，我們也經由學校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的資源整合，提

供優秀學生進行實務歷練，為社會培育產業技術人才。

5.2.2醫療類

1970年代，徐故創辦人有鑑於公司所在地的新北市板橋、土城一帶，無現代化大
型醫院，無法對於緊急傷患即時救援，因此我們參與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以自建醫院、急診援助、貧病義診及獎勵醫藥研究為宗旨，於 1981年
在板橋創設「亞東紀念醫院」。1999年「亞東紀念醫院」與「台大醫學中心」策略聯盟，
且分別於 2006年、2008年獲得「國家品質獎」個人獎及團體獎的肯定。亞東紀念醫
院多年來不斷以專業的醫療技術與醫護團隊，追求卓越醫療服務品質，讓民眾享有高

水準的醫療服務，目前為新北市唯一醫學中心。2014年 9月第二院區啟用後，總病床
數達 1,650床以上，持續朝向國際級醫學中心的目標邁進。

豫章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元智大學

亞東紀念醫院
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
 遠東聯合診所 

成立年份        1968                                                    1980                                                    1987

成立年份        1977                                                    1981                                                    1988

5.2 基金會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於 1970年代投入公益事業，積極推動相關社會參與行動。1976年設

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各項藝術文教活動及公益贊助。2001年
為紀念遠東集團創辦人而成立的「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以「科技創新」

為宗旨，獎勵及培育科技研發人才進行科技創新研究發展。一直以來，我們多方捐贈

予國內優良的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藉助受贈單位之專業資源，更有效率地從多元面

向回饋社會。

亞東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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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塵爆 亞東醫院救災總動員

八仙塵爆震撼全球，並造成五百多人受傷，病危人數多達二百多人。亞東醫院雖距離意外地點超過 30公里，但因災
情慘重，身為醫學中心責無旁貸，拚命收病人。

由於災情資訊不明，6月 27日當天晚上，急診接到第四個重傷病患之後，立即啟動大量傷患機制，多位醫療、醫事、
行政主管獲報後，立即趕回醫院調度，除了急診小夜班的醫護人力留下來和大夜班人力一起並肩作戰之外，護理部幾

乎所有核心主管都趕回來，從各病房調度人力，並透過醫護宿舍廣播、電話、各個 LINE工作群組管道，徵調醫師和
護理及行政人力，總計將近 150人到院支援。

「從事護理工作 10年以來，第一次同一時間看到這麼多燒燙傷者的場面，」回憶當天晚上的情景，心有餘悸的急診
張姓護理師說：「接到 119的通報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才看到病人，但一來就是三、四個體無完膚、全身燒燙傷面積
超過 60、70%的傷者。原以為重傷的全部都送來了，正忙著幫他們插管，傷者又一個一個送進來了。」最後，急診
一共湧進 24名輕重傷患，當場插管的有 8人，燒燙傷面積超過 50%的超過 10人。

在全國出現三例八仙死亡傷患之後，7月 7日亞東醫院傳出振奮全國的好消息，一位重症傷者因傷口癒合良好，沒有
感染，住院 11天就順利出院，成為八仙塵爆意外第一位出院的重症傷者。這個事件引起各界高度重視，各府會長官
都親訪亞東醫院，協助傷者和家屬面對問題。遠東集團的徐旭東董事長，亦數度來院關切醫療團隊運作情形。

亞東醫院在這次救援行動中，共收治 24名傷者，重傷
者超過一半。畢竟醫療有其極限，7月 10日一位傷重腦
死的八仙傷者，在本院完成器官捐贈，他的心、肝、胰、

腎、眼角膜、小腸、血管，造福超過 10位的病人，為這
場塵爆意外，留下一個感人的故事。他也是第一位腦死

器捐的八仙傷患。

燒燙傷患者的恢復之路漫長難行，後續的醫療就像在照顧

脆弱的嫩苗，每天在不斷的清創、換藥、復健、微量進食

和心理重建中匍匐前進。每次的換藥都像是一場爭戰，能

動的傷者疼痛哀嚎，換藥的醫護人員忙著換藥、還要忙著

安撫；不能動的傷者天天都在做性命搏鬥，醫護人員每次

換藥都像在開獎一樣，祈求傷口千萬不要感染。

而外界也很能體諒醫護人員在這過程中承受的壓力，許

多民眾寫下鼓勵的話語，送來點心、飲料、水果慰勞他

們，甚至有不少民眾寫信給醫院，要院方「一定要好好

照顧醫護人員」。有一次，我們在新聞稿中描述醫護人

員忙到無暇吃飯，也不想吃什麼營養品，只想喝珍珠奶

茶，隔天就有民眾送了幾十杯來，讓神經緊繃的醫護人

員好窩心。

八仙塵爆是個令人傷痛的事件；數百個傷者，數百個家

庭，以及整個國家社會都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一路走

到今天，看到這麼多醫療團隊的甘心付出，看到這麼多

傷者強旺的求生鬥志，還看到這麼多民眾的愛心與熱情，

感覺台灣仍舊是大有盼望的！相信傷者們在大家共同的

努力下，雖是浴火必能重生。

亞東紀念醫院 公關室 謝淑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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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水展覽「台灣之水‧生命之源」

遠東水展覽透過影像、聲音、互動等裝置，突顯水

之於生命的重要性，以極端氣候暴雨及乾旱的實境模擬

以及水體驗區域與參觀民眾互動，不僅能激起更多興趣，

親身體驗的震撼力遠遠大於僅用文字或是觀賞影片，更

具教育啟示的效果。

此外，水展覽打造「FE Talks」，建立全民思考、
改變用水習慣的互動平台，培養台灣在地水資源演說家，

以國際的觀點、精闢的見解、動人的演說，激起社會的

水資源革命！首場 FE Talks邀請台灣大學土木系李鴻源
教授，以部長級的實戰與觀念，演說「台灣的水資源藍

圖」，擊響惜水愛台灣第一鐘！

「台灣之水‧生命之源」展覽於每周五至周日開

放，自 2015年 8月 14日累積至 2016年 4月 17日止，
共開放 114天，參觀人次共達 207,339人。此外，惜水
愛台灣網路甄選活動也獲得許多民眾熱烈回響，共 853
件投稿，其中 YouTube影片瀏覽數以及活動總投票數達
9.5萬人次。

5.2.3藝文類

有鑑於聯合國將 2005-2015年訂為「生命之水」國際十年行動 (Water For Life Decade)，讓國際在水資源議題上
聚焦，聯合國於 2015年發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中也將乾淨的水資源管理列為永續管理方向之一；氣候變遷
導致降雨型態改變、極端氣候事件頻傳，而台灣也剛經歷 67年來的歷史大旱；遠東集團推出新穎且具教育意義的遠
東水展覽「台灣之水‧生命之源」，透過公益活動的模式，提供民眾免費參觀，邀約社會大眾共同珍惜水資源。

「台灣之水‧生命之源」水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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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建築獎 

遠東建築新人獎

2014年徐元智紀念基金會開始與日本知名建築師
團紀彥 (Norihiko Dan)及建築學者李暎一 (Youngil Lee)
等名家參與的「亞洲建築新人戰」(Shinjinsen, Asian 
Architecture Rookie Awards)合作，於遠東建築獎下增
設「遠東建築新人獎」，同時為「亞洲建築新人戰」台

灣選拔賽，希望鼓勵台灣建築新秀帶著結合台灣在地特

點的優質設計方案前進亞洲。「亞洲建築新人戰」希望

優秀的建築系學生透過公開評審、提問、講評的流程中

得到成長，評審與參賽學生間的充分討論是本獎的重點。

透過參與此國際賽事，加強台灣與亞洲各地建築院校學

生直接對話，建立亞洲建築教育交流平台。

2015年第二屆活動共有來自台灣各大學建築系大一
到大三的優秀學生，包含陸生、澳門及馬來西亞僑生共

139件作品參賽。經兩階段評審，將評選出「新人獎」
一名 (首獎 )與「佳作獎」四名，其他入圍決選者可獲
頒發「潛力獎」得獎證書。2名台灣得獎者於 10月 24
日參加於越南胡志明市舉辦的亞洲總決賽。最後由淡江

大學黃昱誠同學打敗 25位參賽者，榮獲第四名。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於 1999年創立「遠東建築獎」，以新台幣百萬元高額獎金獎勵傑出建築師，並於 2007年開
始將大陸建築設計納入獎勵範圍。「遠東建築獎」每二至三年舉辦一次，邀請國際評審團進行實地評選，為台灣獎金

最高的建築獎，廣受兩岸建築界關注。

第八屆「遠東建築獎」已於 2014年圓滿落幕，2015年舉行「舊屋改造特別獎」以及「遠東建築新人獎」兩項特
別獎項之徵選，第九屆「遠東建築獎」籌備工作將於 2016年展開。

遠東建築獎

舊屋改造特別獎

遠東建築獎為關懷建築文化的傳承與活化，期待由關懷老舊建築的新生，倡導本土環境的永續發展，藉此提升台

灣建築文化，並鼓勵台灣公部門與民間對於舊建築的活化再利用，2015年首度舉辦「舊屋改造特別獎」。

「舊屋改造特別獎」於 2015年 4-7月徵件，共有 30件作品參加徵選，分兩階段評審，評選出「首獎」一名與「佳
作獎」一名，獎金分別為新台幣五十萬元及三十萬元，另外還有現場人氣獎票選活動，共 47名建築觀察員隨行決選
評勘，以及網路票選活動選出之現場人氣獎，頒獎典禮暨建築新秀論壇於 2015年 9月 6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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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字大選

自 2008年起，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與聯合報共同合
作推出「台灣代表字大選」活動，獲得台灣民眾熱烈參

與和媒體關注，從 2008年的「亂」、2009年的「盼」、
2010年的「淡」、2011年的「讚」、2012年的「憂」、
2013年的「假」到 2014年的「黑」，越來越多人以選
字做為歲末沉澱心靈的儀式，藉以反省過去，期許未來。

經由民眾選出的年度代表字，反應台灣民眾的感受，也

可以讓台灣社會共同聚焦在過去一年的省思與對未來的

展望。

2015 選 字 活 動 期 間 24 天 (11/13-12/6) 內 累 積
90,530票，最終台灣民眾以 13,842票選出了 2015年度
代表字「換」字。第 2至 10名票選字則分別為變、騙、
祈、痛、選、茫、滯、欺及盼字。

5.2.4科技類

徐有庠紀念基金會以「科技與創新」為創立宗旨，由遠東新世紀擔任主要發起人之一，為第一間由科技部主管核

准成立的民間科技基金會，由遠東新世紀運作籌畫與執行會務。

有庠科技獎

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自 2002年起，每年定期舉辦「有庠科技獎」，以獎勵台灣學術界投入科技研發與創新。「有
庠科技獎」獎勵重點為五大新興科技領域：「奈米科技類」、「資通訊科技類」、「光電科技類」、「生技醫藥類」

及「綠色科技類」五個主題進行評選，並涵括多項活動及對應之獎項。

▲  

有庠科技獎項

有庠傑出教授獎
科技人文類

醫療技術類

評選主題

奈米科技類

資通訊科技類

光電科技類

生技醫藥類

綠色科技類

有庠科技講座

有庠科技論文獎

有庠科技發明獎

有庠元智講座

為持續推動科技人文知識及醫療技術之普及，表揚在元智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亞東紀念醫院及在台大醫院服務之傑出(副)教授

為持續提升元智大學競爭力，針對元智大學專任教授，於教學研究等領域表現優異者予以獎勵

表揚在新興科技領域有傑出貢獻之人士

鼓勵學術研究發表，提升國內科技水平

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之交流合作，促進科技應用

「第十三屆有庠科技獎」於 2014年 11月 -12月開
放徵選， 2015年 1-4月 138名專家學者參與同儕審查，
2015年 8月舉行頒獎典禮予以表揚。「第十三屆有庠科技
獎」總計共有 22位得獎人，頒發獎金合計 1,000萬元。
從 2002年開辦以來， 「有庠科技獎」總計頒發 259個獎
項，獎勵國內 207名頂尖學者，累計頒發獎金超過新台幣
1億元，已成為國內最主要的科技獎項之一。

〉 有庠科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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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庠盃－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 徐有庠盃－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自 2009年起，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合作舉辦「徐有庠盃－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
賽」，為國內首度針對高中生舉辦的英文物理辯論賽，同時也是台灣高中生獎額最高的科學競賽活動。推動科學教育

向下紮根，旨在培養台灣學生英語表達能力與物理邏輯思考能力。

每年透過國內賽選拔出優秀的高中生，邀集各大專院校十餘位教授培訓，組成台灣代表隊參與「國際青年學生物

理辯論競賽」(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IYPT)，提升台灣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國內賽選出金牌獎
1隊，獎金 30萬元；銀牌獎 2隊，每隊獎金 15萬元；銅牌獎 6隊，每隊獎金 6萬元；同時選出 10名個人獎，每人
獎金 4,000元，頒發獎金合計 100萬元。

「徐有庠盃─第七屆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賽」自 2015年 3月 13日起進行四天賽程，共有來自全省北、中、
南各地多所學校共 22隊報名參加。本屆由高雄中學囊括金銀銅牌獎，國內賽所選出的台灣代表隊，2015年 6月底在
泰國舉辦的 IYPT國際賽獲得銅牌佳績。

創建共榮社會   BUILDING ALTRUISTIC SOCIETY

94遠東新世紀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創建共榮社會   CREATING INCLUSIVE SOCIETY

http://yzhsu.feg.com.tw/tw/awards/index.aspx?ci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