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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遠東新世紀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 前身為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新

世紀 ) 成立於 1954 年，為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累積六十餘年的紡織產

業為根基，透過多元化的經營策略佈局，成功轉型為兼具石化、化纖、紡織、土

地開發以及轉投資事業等不同領域的多角化事業體。透過積極的策略佈局、多角

化與高效率的資產活化，持續追求經營獲利的增長。

遠東新世紀為遠東集團創業的第一個事業，是全球聚酯與紡織產品的主要製

造商，於創業初期時著重於紡織相關業務，憑藉穩健的經營腳步加上致力於創新

技術的研發，積極往上下游業務發展，成功拓展從石化、聚酯、化纖、紡紗、織

布、染整到成衣，上、中、下游一條龍的產銷體系，並於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

面向創下亮麗的成績。

於本報告書涵蓋期間，遠東新世紀在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上並

無重大變化。

◆ 2016年資產與營收結構

土地開發事業

30%

土地開發事業 

4%

轉投資事業

42%
轉投資事業 

47%

生產事業

28%

生產事業 

49%

資產

5,135
（億元）

營收

2,15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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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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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業精神與企業使命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以「誠信」作為事業經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凡事旦求確確實實，不作假、不隱瞞，並推而廣之，塑建「誠、勤、樸、慎」的

立業精神，董事長徐旭東先生再加入「創新」，期許集團面對快速變化的競爭環

境，創新求變。

立業精神

企業使命

1.1.1 財務績效

遠東新世紀營運策略以長期利益為重，不斷為顧客、股東創造永續經營的價

值。本公司每年均設定年度營業預算及資本支出預算，並向上呈報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每次董事會議由會計單位報告階段性財務績效，各事業總部總經理亦於董

事會議與每月召開之經營檢討會議報告營運狀況，讓最高治理階層確實掌握及監

督預算達成進度。

◆ 財務績效

◆ 分配給利害關係人的經濟價值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運用創新的思維、優異的技術與卓越的管理，

成為聚酯、紡纖材料領導者，

並為多元資產創造最大價值，

以引領社會發展，提昇人民福祉。

財務報告書

誠者，真誠也。

對顧客、對社會大眾、對同事都要真誠相待，彼此有信，才能合作無間。

勤者，勤奮也。

每個人都要勤奮工作，努力不懈，才能日新又新；以勤補拙，才可望克服

萬難。

樸者，儉樸也。

生活簡樸、愛福惜福，自然能夠清心寡欲，人生才會快樂。

慎者，審慎也。

做任何事情，事前都必須審慎評估，做好規劃，才容易成功。

不斷地為顧客、為股東創造新的價值，是遠東集團始終堅持的目標，而最

高理想是讓旗下的每一個事業體，都成為該產業第一流的公司。

項目

總資產

總負債

總股東權益

營業收入

稅後淨利
(分配後歸屬母公司)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420,341,223 472,999,472 496,604,290 518,765,122 513,460,158

172,023,425 213,362,255 233,119,979 258,368,119 261,267,506

248,317,798 259,637,217 263,484,311 260,397,003 252,192,652

236,792,347 238,840,657 235,506,639 217,948,202 215,855,921

4,917,568 13,215,754 10,853,091 8,034,691 6,307,786

項目

營業成本

員工
薪資與福利

支付出資人款項
(利息費用與現金股利)

支付政府款項
(所得稅)

社區投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92,499,242 192,237,386 187,774,546 167,464,920 164,684,799

16,837,191 17,255,894 18,626,313 19,595,339 20,434,107

16,343,735 15,696,985 16,592,460 16,681,544 15,549,867

2,226,494 2,935,346 4,409,757 5,014,304 3,257,420

107,664 140,430 103,095 116,813 122,664

http://investor.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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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生產事業簡介

◆ 主要產品與價值鏈

◆ 產業地位目標

◆ 2016年產品產銷量值

◆ 銷售狀況

成品售出 成品售出 成品售出

石化產品 化纖產品 應用領域

對苯二甲酸
(PTA)

乙二醇
(MEG)

聚酯
(Polyester
Polymer)

固聚酯粒
(PET Resi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Fiber)

原
料
供
應
商

食品包裝

非食品包裝

產業用途

家飾用途

服飾用途

全球 亞洲

Top 1 
環保回收聚酯 Recycled PET
Top 2
不織布聚酯棉 Nonwoven PSF

Top 1
聚酯膠片 Polyester Sheet
Top 3
固聚酯粒PET R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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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據點

生產事業市場環境與產業概況

本公司以聚酯產業為核心，向上游掌握關鍵原

料，向下游擴充應用領域，建構一條龍產銷架構，

不僅原料自給自足，同時提供客戶多元化產品，在

現今多變的全球競爭環境下，遠東新世紀垂直整合

的營運架構，不但大幅降低營運風險，更滿足客戶

一次性購足的需求，創造業界領先地位。

展望未來，PTA 產業非理性擴充獲得有效控制，

預計 2020 年全球 PTA 開工率將提升至 85%，聚

酯產業受惠於全球經濟成長以及人口持續增加，加

上應用領域不斷增加，預估 2020 年全球產量達到

8,246 萬公噸，2016-2020 年期間年均複合成長率

為 4.5%，成長速度快於同期間全球經濟平均成長率

3.5%，整體聚酯產業鏈發展向好。

面對變化快速的經營環境，遠東新世紀機動調

整各據點產銷結構，以全球化調度方式，創造最大

營運利潤，持續以差異化、高附加價值、以及環保

綠能產品，成為國際各大品牌的首選合作對象，朝

多面向產業及產品領域發展，創造產業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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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自 2015 年起，參加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評鑑，連續二年獲得上市公司前 20% 之成績。為使公司治理更趨完善，強化資訊透明，以保障公

司及股東權益，於 2016 年度執行下列工作項目：

1. 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並完成 2016 年度評估作業，評估結果本公司董事會績效獲得「超越標準」之成果。

2. 為使投資人更加了解審計委員會之運作，以及獨立董事之職權角色，2016 年本公司於公司網站上揭露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溝通情形。

3. 2016 年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舉行二次會議，三位委員均出席參與，確保各委員均能完整審視相關制度及提案，確實發揮功能性委員會之效能。 

4. 年報新增揭露項目，例如：近三年股利發放情形，提升資訊透明度。

2017 年本公司於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成績躍升至前 5%，顯示本公司治理實務品質顯著提升。

強化公司治理績效

1.2 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

1.2.1 卓越事蹟

1.2.2 董事會結構與薪酬

董事會成員、選舉制度與薪酬

遠東新世紀第 22 屆董事會由 13 位 ( 包含 2 位女性 ) 豐富經營及學術經驗

的董事組成。為確保有效管理及避免利益衝突，董事會具備完善獨立的監督機

制，設有 3 名獨立董事，依照《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 內含利益

迴避規定 ) 及相關法令行使職權。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採用候選人提名制，

除了評估提名人選之學經歷，亦參考獨立董事的意見，根據《董事選舉辦法》

及《公司治理守則》之相關規範，同時確保多元性、獨立性及納入利害關係人

意見綜合考量。2016 年舉行 4 次董事會。

為持續提升董事執行公司治理能力，2016 年邀請外部專家舉辦兩堂公司治

理相關課程，分別為「租稅變革之趨勢」及「董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

習班」，兩堂課程共有 16 人次董事出席。

遠東新世紀董事酬勞與績效評估涵蓋本公司經濟、社會、環境面向，如公

司經濟、社會、環境面向目標與營運參與程度。依現行公司章程規定，當年度

如有獲利，可提撥不高於 2.5% 為董事酬勞，實際分派比率及數額由薪酬委員

會進行評估建議，經董事會決議後於股東會通過。2016 年董事酬金占稅後純益

比例為 1.87%。

公司治理守則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70417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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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15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原監察人職

權，成員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且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常會。委

員會運作之目的為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

之選 ( 解 ) 任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與績效、公司內部控制之

有效實施、公司法令遵循情形、公司對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等。2016 年舉行 4 次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

董事會

議事規則

董事

選舉辦法

本公司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效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

會運作效率，參考證交所於 2014 年發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

同儕評鑑》範例，於 2016 年訂定《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

每年董事會成員及董事會議事單位需填寫「董事會績效考核自評問

卷」及「董事成員考核自評問卷」等自評問卷，以內部自評方式進行當年

度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評估結果共分為三個等級：超越標準、符合標準及

仍可加強。2016 年度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為「超越標準」。

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註：1. 董事會成員中並無少數族群  2. 詳細董事兼任職務情形、交叉持股狀況及關係人揭露請參閱年報

◆ 董事會成員
● 30-50 歲 ● 50 歲以上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五大衡量項目

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

提升董事會
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
與結構

董事之選任
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 董事酬金

註：包含董事酬金 ( 報酬、退職退休金、董事酬勞、業務執行費用 ) 以及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 薪資、獎金及特支費等、  

        退職退休金、員工酬勞 )

姓名 學歷 性別 年齡

徐旭東
交通大學管理學名譽博士
美國聖母大學碩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後經濟學研究

席家宜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碩士

徐旭平 美國史丹佛大學作業研究碩士
沈平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企管碩士

李鍾熙 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化學工程博士

胡勝正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博士

徐旭明 澳洲礦冶學院

王孝一 中興大學工商管理系
台灣大學管理研究學分班 

楊惠國 美國國際管理研究學院

徐國梅 美國莎拉勞倫斯學院

李光燾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
香港科技大學企管碩士

徐荷芳 美國西登學院零售業管理系

李冠軍 美國德州A&I大學企管碩士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獨立董事

董事

職稱

薪資報酬委員會

遠東新世紀於 2011 年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

協助董事會訂定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和結構。薪資

報酬委員會定期評估檢討績效考核、薪資、獎金、董事及員工酬勞發放方式等，

並將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2016 年舉行 2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

低於5,000,000元
徐有庠基金會代表人：李冠軍
沈平、李鍾熙、胡勝正

5,000,000元(含)-15,000,000元
遠東百貨代表人：楊惠國、徐國梅
裕民航運代表人：徐荷芳、李光燾

15,000,000元(含)-50,000,000元
徐旭東
亞洲水泥代表人：席家宜、徐旭明、徐旭平、王孝一

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1116001.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614005.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614003.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626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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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重點內容

1.2.3 股東權益

遠東新世紀重視每一位股東之權益，遵循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平等對待所有股東；股東可透過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以參與公司決策，股

東會中各項承認案、討論案及選舉案均採逐案表決，並將電子

投票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股東會中即時公開揭露表決結

果；此外，公司網站上提供投資人及股東聯絡資訊，強化平日

與股東溝通，回應股東們提出之各項建議，做為公司未來發展

策略之參考。

1.2.4 企業永續發展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遠東新世紀視「誠信」為事業經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以

《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等管理規範、薪酬制度、

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辦法 ( 含管理政策、授權制度及職能分工等

措施 )，並輔以內部稽核作業之實施，對所有部門確實進行誠信

經營風險控管。各部門每季進行「企業貪瀆自評檢核」，並將執

行情形每季提報董事會，以防止貪腐等弊端，使公司商譽及利益

關係人蒙受損失。

2016 年遠東新世紀對董事會所有成員以及台灣、大陸和越南全體正式員工

均完成反貪腐政策宣導，其中 83% 員工接受過反貪腐教育訓練。

本公司提供《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作為反貪腐的政策宣導，

並在新進員工訓練中，開設包含「企業倫理」課程三小時，對新進員工實施誠信

經營及反貪腐教育訓練。此外，針對與利益直接相關的採購單位單獨進行反貪腐

宣導及教育訓練，並於採購合約中明訂「防賄條款」，禁止人員收取回扣、手續

費或其他名目之財物。針對與政府官員往來之同仁，啟用反貪腐適用性及風險評

估機制，避免貪腐情事。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中規定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需提報至董事會，以確保事前監督。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遠東新世紀將企業永續發展作為公司的願景，並致力與核心

本業結合。本公司以董事會為永續治理最高層級，由上而下推動

全方面的企業永續治理，並訂定適用於遠東新世紀及生產事業各

子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顯現永續經營及兼顧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發展的決心。

股東會議事規則

經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亦公告子公司共同遵守
員工

宣傳方式

‧內部刊物

‧廠區標示

‧會議管道

‧到職訓練

員工規章辦法

道德行為準則 誠信經營守則

項目 重點內容 對應章節

推動公司
治理

˙董事會督促CSR實踐，包括檢討及持續改進

˙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兼)職單位 

˙建置有效之公司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

˙避免不公平競爭，並反賄賂貪瀆，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創設穩健治理

發展永續

環境

˙遵循環境相關法規

˙致力於提升各項能(資)源之利用效率

˙避免污染水、空氣與土地，及採行適當的污染防治措施

˙注重水資源管理、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環境綠化、

   綠色採購等措施

˙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可能產生的風險與機會，並進行溫

   室氣體排放盤查

創制永續環境

誠信經營守則

道德行為準則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http://investor.fenc.com/upload/ir/ir_20160714033.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714008.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714006.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714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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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召開 4 次董事會，四位總經理及主要部門主管在董事會上報告涵

蓋以下 CSR 議題：

◆ CSR委員會架構

CSR委員會

遠東新世紀 CSR 委員會以董事會為最高層級，四個總部轄下推行委員及委員

來自各主要部門，由董事長辦公室 3 位專責人員負責推動與統籌，推行委員及委

員則負責執行專案、回報永續績效以及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另設有跨不同總部的

能源小組，編制人數共 153 位。由於委員會規模龐大且分佈於不同工作地點，平

日溝通以電話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每年透過視訊方式舉辦年度 CSR 會議。

CSR 委員會架構依循公司組織架構建立，有助於將 CSR 議題整合至各部門，並由

CSR 委員會規劃 CSR 行動，由上而下推動 CSR 政策。

CSR委員會與董事會溝通

CSR 委員會由各事業總部總經理為代表，定期於董事會上對最高治理階層報

告 CSR 相關議題，包括安全健康環境 (SHE)、營運策略及績效、研究發展、風險

管理、財務狀況等。此外，各部門透過每月多次的定期會報 ( 每次均有二至三位

董事參與 ) 檢討各項議題對公司的影響及因應方方式。( 相關內容請參閱「1.3 風

險管理」章節 )

董事長辦公室

人力資源處

人力發展中心

採購處

原料小組

稽核處

會計處

財務處

法制室

秘書處

國際事務處

資訊中心

基金會

研究所

安全衛生處

遠東資源開發

業務

PTA

生產

亞東石化（台灣）

亞東石化（上海）

業務

固聚事業部

纖維事業部

生產

新埔化纖總廠

觀音化纖廠

遠東先進纖維

遠紡工業（上海）

武漢遠紡新材料

能源小組

業務

紡紗事業部

織染事業部

成衣事業部

工業纖維事業部

生產

湖口紡織廠

內壢紡織廠

觀音印染廠

亞東工業（蘇州）

遠紡工業（蘇州）

遠紡工業（無錫）

遠紡織染（蘇州）

遠東服裝（蘇州）

遠東服裝（越南）

行政 石化 化纖 紡織

董事會

總經理
行政 / 石化 / 化纖 / 紡織

推行委員

委員 委員

推行委員

委員

推行委員

委員

推行委員

1. 風險管理

2. 經營績效及市場狀況

3. 稽核報告

7. 財務狀況 
8. 業務狀況

9. 法令遵循制度執行情形

4. 重要人事異動 
5. 環安衛狀況

6. 社會捐助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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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報告書編制流程

遠東新世紀 CSR 報告書編制流程由各單位 CSR 委員提供年度資訊，經推行

委員蒐集彙整後繳交至董事長辦公室進行資料分析及統整，由董事長辦公室專責

人員進行資料內部稽核，並針對疏漏及異常之資料通知 CSR 委員進行補正及說

明，以確保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報告書完成並經過第三方外部機構保證後，由

總經理核准並呈報於董事會。

◆ CSR報告書編制流程

◆ CSR委員會成員與工作職掌內容

CSR 委員 CSR 推行委員

資料繳交 資料確認

董事長辦公室 總經理 董事會

成員 CSR工作職掌內容

業務單位
與客戶溝通並維持良好關係，透過客戶的意見回饋(如：客戶滿意度調
查)，持續提升與改善本公司產品品質。

確保產品生產品質符合客戶期望，打造綠色與循環生產製程，推動節
能減碳方案，改善能源、資源與物料使用效率，採取污染防治措施。

持續開發綠色環保材料、高機能材料、智能織物等新產品及新技術，
提升公司產品競爭力，推動公司邁向綠色、節能、循環及永續發展。

負責研擬、協調及督導各生產據點員工及承攬商安全衛生及健康相關
事項。

監管公司財務績效數據，控管重大投資項目資本支出。管理資金並降
低財務風險。

定期開會檢討各生產據點能源耗用情況，制訂節能執行方向，持續追
蹤節能專案績效。舉辦節能技術交流會議，發掘節能改善機會並導入
節能技術，持續精進各生產據點能源使用效率。

負責員工之招募、薪酬、績效評核、教育訓練等事項，訂定公司人權
、童工、道德行為與誠信經營等相關政策規範。確保勞資關係和諧，
溝通順暢。

確保供應商符合環境、勞動、人權、社會等規範，並要求供應商簽署
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全面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穩定原料供應並
降低價格波動風險。

生產單位

研究所

安全衛生處

人力資源處/
人力發展中心

採購單位/
原料小組

能源小組

會計處/財務處

成員 CSR工作職掌內容

負責公司進口、出口、運輸等事務，要求運輸商符合法令規範並朝綠
色低碳的目標努力。

保護資訊安全、整合資源、開發資訊系統，為各部門提供有效率的管
理工具。

負責不動產開發、租售以及經營管理等業務。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以
建設環保、綠化、節能、智慧的永續園區為設計方向。

三位專責人員統籌CSR委員會運作及推動CSR專案，整合各單位CSR相
關資訊，並定期向高階主管及董事會報告執行績效。

統籌董事成員與高階主管定期會議，確保公司治理階層訂定公司策略
與目標之流程順暢。制訂遠企大樓節能執行方向，持續追蹤節能專案
績效。

負責內部控制管理之監督以及持續評估，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
覆核及強化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推動與執行，以減少錯誤、防止弊端
、提高經營效率，進而增進公司之整體利益。

推動公司法令遵循制度，包含蒐集法令變動、提供法律諮詢、法律教
育訓練以及法令遵循實地查核。針對違規事件設置檢舉管道，並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對缺失提供輔導改善且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在教育、醫療、體育、環境保護、科技創新、藝術及文化等面向持續
投入資源，積極推動相關社會參與行動，為公司回饋社會、提倡公益
的推手。

秘書處

稽核處

法制室

國際事務處

資訊中心

基金會

遠東資源開發

董事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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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活動參與

受到如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意識提升，投資人開始將企

業永續績效作為選擇投資標的之參考。遠東新世紀以高於法規的標準致力於環

境、社會、治理面向的績效提升，除回覆外部機構調查，也積極參與相關 CSR 論

壇及 CSR 獎項，讓外部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永續治理績效，也藉此檢視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是否完善，並針對需提升項目提出具體規劃，提升公司永續經營

能力。

2016 年 9 月 30 日《 中 華

會計學刊》與 KPMG 安侯永續

發展顧問公司、台灣大學會計

系合作舉辦「企業永續發展與

社會責任報告論壇」。由於企

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報告書

已廣受利害關係人重視，為擴

大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學術深

度，論壇邀請實務界專家與企

業共同討論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揭露之議題，促進學界與業界對

此議題的交流。

遠東新世紀為唯一受邀之企業代表，由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出

席，發表本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的努力與執行成果，並與專家

學者共同討論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展現本公司永續

經營的企圖心。

本公司徐旭平副董事長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受邀至國立雲林科技大

樓管理學院，以「企業社會責任 (CSR)」為題演講，向管理學院的學生、

研究生與教授們分享遠東集團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理念。演講內容

從國際知名企業的案例開始，引導同學思考企業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營運

的意涵，並介紹遠東集團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將

企業社會責任內化至企業文化中。演講結束後，同學們踴躍發言提問，

反應熱烈，徐副董事長事後更以電子郵件方式深入回覆學生的提問。

遠東新世紀公司主要外國投資人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簡稱 NBIM) 過去曾以問卷詢問本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管理政策，並至本公司越南生產基地實地稽核，對本

公司永續營運表達肯定。

NBIM於2016年 12月在英國倫敦舉辦「聯合國指導原則研討會」，

鼓勵企業建立完整的人權管理系統，特別邀請本公司至倫敦參與此次

研討會，出席企業代表共 10 家，包含服裝業、鞋業、食品飲料業等國

際知名品牌。本公司在會議中針對避免勞工工作超時、降低離職率等

實務經驗進行分享，並與其他國際大廠就人權及勞工管理政策等議題

互相交流。

參加「企業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報告論壇」

參加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聯合國指導原則研討會」

參與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社會責任（CSR）」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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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卓越事蹟

遠紡織染 ( 蘇州 )2016 年獲得禾眾基金會「綜合優秀獎」且在環

境、創新等方面表現優異，因此被推薦為「社會責任體系合作中國顧

問委員會 (China 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Committee，簡稱 MAC)

會議」的合作單位，第八屆 MAC 會議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在遠紡織

染 ( 蘇州 ) 召開。

MAC 是 由 商 界 社 會 責 任 倡 議 (BSCI)、 中 國 紡 織 工 業 聯 合 會

(CNTAC) 、社會責任國際 (SAI)、禾眾基金會 (Solidaridad)、全球社會

責任認證組織 (WRAP)、供應商道德資訊交換平台 (SEDEX)、道德貿易

聯盟 (ETI) 與全球有機紡織品標準 (GOTS) 共同發起，致力於改善供應

鏈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第八屆 MAC 會議以「創建透明的環境」為主

題，遠紡織染 ( 蘇州 ) 以生產工廠典範參與論壇，針對中國工廠在加

強供應鏈透明度所面臨的挑戰等議題，與參與者共同討論策略和解決

方案。

第八屆「社會責任體系合作中國顧問委員會會議」
於遠紡織染（蘇州）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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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預警制度

遠東新世紀 2016 年於行政總部推動實施「風險預警制度」，由各行政單位

檢視所屬業務中涵蓋之風險項目，經風險排序後篩選出最為重要的風險項目 (53

項 )。完成風險辨識後，再依風險項目訂定具體且可追蹤的領先指標 (159 項 ) 與

對應措施 (215 項 )；每一項對應措施均設定檢核頻率，並指派主辦與協辦人員負

責，行政總部每月召開風險管理會議檢討執行績效，持續動態改善與優化。

「風險預警制度」可將各部門主要風險項目以共通的架構加以管理，也由系統

化定期檢視清查，確保防護機制全面且完整，並且可以經驗傳承提升同仁的能力。

◆ 遠東新世紀定期會報

◆ 風險預警制度流程

1.3 風險管理

風險是公司營運成長過程中無法逃避的環節，建立完善風險管理制度，才能

支援企業之營運及成長，實現公司永續經營。遠東新世紀於 2016 年起實施風險

預警制度，定期追蹤與檢視企業風險項目，並預先提出因應方式，以積極的作為

防範可能面臨之風險。此外，輔以行之有年的法令遵循制度有助於各單位事後檢

視遵循情形，透過持續的教育訓練與每季自評改善，強化員工守法意識，降低各

部門觸法風險。遠東新世紀將不斷擴大風險管理範圍的廣度及深度，強化公司治

理與永續發展的能力。

此外，遠東新世紀透過各部門暢通的溝通管道，確保各項風險議題獲得即時

及全面的管理。透過每月多次的定期會報 ( 每次均有二至三位董事參與 ) 檢討遠

東新世紀營運績效、關注整體產業及大環境的動向等，以便提早因應外部的變化，

並且掌握商機。

註：其他風險管理措施請參考本報告書各章節內容

對應面向 重要會議 頻率 最高參與階層

管理會報 每年一次

董事長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每年兩次

研發相關專題報告 每年一次

事業總部產業策略研討 每年兩次

預算審議 每年一次

節約能源 每年一次

經營檢討會 每月一次

銷售會議 每月兩次 石化、化纖、紡織之總經理

註： ● 環境 ● 社會 ● 治理

專題
會報

例行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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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重大違規事項統計

◆ 法令遵循制度涵蓋領域

法令遵循之政策與機制包含蒐集法令變動、提供法律諮詢、法律教育訓練以

及法令遵循實地查核，並針對違規事件設置多種檢舉管道，如法令遵循檢舉信箱、

審計委員會信箱以及稽核處信箱，訂定違規事件的標準處理程序。法制室輔導各

部門完成法令遵循自行評估及協同稽核單位實地查核，向董事會提出報告，並就

發現缺失輔導改善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為提升員工相關法令專業知識，法制室於 2016 年針對新進員工以及產學實

習專案學生舉辦共 2 場法令教育訓練，課程主題為勞動法令與智慧財產權。

註：係以台灣新台幣 10 萬元作為揭露標準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產安全，繼 2011 年風險評估專案後，遠東新世紀

於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委託外部專家進行為期 8 個月的海內外

廠區損防查勘專案，斥資 20 餘萬美元，評估對象包括遠東新世紀台灣、

大陸、越南、日本、馬來西亞共計 23 個廠區。

評估面向包含製程與流程風險、防護系統、建築結構、廠區配置、設

備保養、緊急應變計劃、人員管理…等等，由損防顧問對廠區風險評估、

檢視廠區風險因素並提出改善建議，以維護生產據點營運資產及員工工作

環境的安全性。

經檢視共發掘 229 項風險項目，管理單位每月追蹤改善進度，截至

2017 年 3 月已完成改善項目 179 項，完成率 78%。

遠東新世紀海內外廠區風險評估專案

風險評估主要內容

檢視2011年風險
評估後續改善情形

量化並辨別
廠區風險等級

評估廠區之
最大可能損失

提供風險分析
及改善建議

法令遵循制度

遠東新世紀「法令遵循制度」由行政總部總經理擔任總督導，整合各部門法

令遵循作業並建立查核機制，以達成有效管理及回應公司經營風險的目標。

法令遵循制度將涉及董監事及經理人之刑責、對企業形象或利益造成損害以

及重大民事及行政責任的法令篩選為優先實施的範圍，並針對過去較常出現缺失

的項目，列為年度查核的重點。

股東

公司證管
大陸投資

客戶與競爭者

公平交易
進出口貿易 

公司財產

商業會計
稅務管理
智財保護

員工

勞動法令
安全衛生

社會

環境保護
反貪瀆

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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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帳風險管理流程

◆ 放帳風險管理措施

若以融資期間來看，在考量資金成本及資金用途下，目前短 / 中期融資 (3 年

以內 ) 係以銀行借款及發行商業本票為主，中 / 長期融資 (3 年以上 ) 係以資本市

場商品如各類型公司債券為主。

放帳風險

遠東新世紀銷售市場遍佈全球，部分內、外銷客戶以信用放帳交易，因此，

需有良好的控制管理，強化公司資產品質。遠東新世紀國際事務處、會計處、稽

核處以及法制室共同成立任務編組的徵信小組，並由各業務及管理部門主管為放

帳委員會委員，共同監督控管公司營運的放帳風險，目前設有台北、上海、蘇州

等三個放帳委員會。

放帳風險管理以客戶個體面與國家總體面兩大面向，透過風險預警制度之實

施，輔以事前防範、事中嚴審以及事後控管三步驟，達成「零倒帳」的目標。

1.3.1 財務風險

財務管理風險

主要區分為四大風險：組合風險 ( 籌資管道多元 )、流動性風險 ( 長 / 短期配

置 )、利率風險 ( 固定 / 浮動兼顧 )、匯率風險 ( 外幣部位管理 )，操作方式及原則

如下：

遠東新世紀資金管理包括日常出納業務以及短期融資管理；出納工作在於彙

整預測公司每日各項資金收入與支出、執行各類款項收入與支付及股務作業等；

短期融資管理工作在於掌握每日新台幣、外幣收支餘額，考量市場利率與匯率等

因素後，向銀行或票券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融資或還款等操作，中長期融資管理

工作在於考量大額投資支出及一年內到期之長期負債下，視市場資金及利率狀況

擇機於資本市場進行籌資。

主要往來金融機構包括本地與外資銀行、票券公司、證券公司等，主要籌資

工具為銀行借款與商業本票、公司債，資金過剩時主要理財方式為定期存款、附

買回商業本票以及貨幣型基金等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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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專案執行流程

1.3.2 非財務風險

內部控制管理

遠東新世紀各單位均實施內部控制管理，並由稽核單位負責運作之監督以及

持續評估，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覆核及強化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推動與執

行，以減少錯誤、防止弊端、提高經營效率，進而增進公司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稽核作業分為採購稽核、營業稽核、會計財務行政稽核與電腦稽核四

組，稽核單位每年除了達到法定受訓時數外，亦舉辦業務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研

討會等，並參與內部稽核協會年會，藉以加強專業知識及風險管理意識。

1.3.3 氣候變遷風險

遠東新世紀重視企業長期營運績效，積極因應氣候變遷及環境污染所帶來的

風險，並積極將風險轉化為機會，致力開創新商機，彙整各部門與各生產據點面

對之氣候變遷項目及因應方式如下表所示：

資訊安全管理

有鑑於資訊安全的重要性，遠東新世紀於 2014 年起導入「ISO27001 資訊安

全管理制度」專案，建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強化資訊安全作業與防護能力、提

升資訊技術、加強人員資安技術專業能力。遠東新世紀於 2016 年 9 月順利通過

英國國家標準局 (BSi) 驗證，獲得資訊安全管理國際標準 ISO27001:2013 證書。

追蹤報告

每季報告專案

改善情形

受
查
單
位

稽
核
人
員

˙查核
˙針對內控缺失
   討論改善方案

電子公文

電子公文

電子郵件

口頭及書面報告
（高風險專案）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董事長辦公室

各事業總部總經理

稽核報告

專案結束後

於次月月底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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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性議題鑑別

1.4.1 利害關係人鑑別

2014 年遠東新世紀透過發放問卷，蒐集各階層員工意見與評分，並以此為

基礎鑑別遠東新世紀的利害關係人。問卷依據「AA1000 SES (2011) 利害關係人

議合標準」中五大原則：依賴性、責任、影響力、多元觀點、張力及關注做為標準。

受訪員工係來自台灣、蘇州、無錫、上海、武漢等地，為報告書邊界內企業不同

單位的 CSR 推行委員及委員等，共蒐集 135 份問卷。

1.4.2 重大性議題鑑別與回應

遠東新世紀參考 GRI G4 的重大考量面與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如世界經濟論

壇 (WEF)、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等

國際組織提出的永續議題分析，亦檢視國際標竿企業或國內同業列出的重大性議

題，以及社會事件或時事有關之議題，彙整出 27 項與本公司相關的永續議題。

本報告書與上本報告書的永續議題項目調整如下：

1. 有鑑於生產據點對於工作安全議題的重視程度有所提升，以及 2016 年遠東資   

   源開發於台北通訊園區和宜蘭休閒度假中心皆有大型工程執行，因此新增「承 

   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2. 為展現本公司於環境污染積極主動管理之精神，將「環境污染防治」調整為「環

   境污染管理」

3. 因應國際供應鏈管理之趨勢，擴大對於供應鏈管理之責任範疇，協助供應鏈之

   永續作為，故將「供應鏈管理」調整為「供應鏈永續發展」

4. 遠東新世紀以「誠信」為最高原則，在公司治理上亦秉持誠信精神，因此將「公

   司治理」及「誠信經營」兩個高度相關的議題合併為「公司治理」

為使報告書揭露的資訊更符合利害關係人期望，2016 年透過問卷調查，針

對 27 項永續議題對公司的衝擊程度 ( 財務衝擊、非財務衝擊、策略整合程度及

機會與競爭力 ) 以及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影響程度 ( 衝擊顯著程度、對回應和行

動期望及對透明度的期望 ) 設計兩份問卷，由利害關係人評分，以鑑別本公司之

重大性議題。

第一份問卷參考內部利害關係人意見，評估各項議題對公司的衝擊程度，以

CSR 委員會成員為調查對象，共回收 128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第二份問卷

評估各項議題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程度，發放對象為本公司八大利害關係人，分

別為客戶、合作夥伴 ( 供應商和承攬商 )、政府 / 主管機關、員工、股東 / 投資人、

生產營運據點鄰近居民、NGO、產業協會，共回收 288 份問卷，回收率為 98%。

遠東新世紀

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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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議題鑑別流程

本次重大性議題問卷調查共回收 416 份問卷，透過問卷結果分析，鑑別產生 22

項重大性議題。

根據本次重大性議題問卷調查結果，「完整溝通管道」由非重大議題變更為

本公司重大性議題；原為重大性議題的「童工及集體結社自由」和「土地利用管

理」變更為非重大性議題。

利害關係人
永續議題問卷

http://csr.fenc.com/question.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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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性議題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

本報告書將針對重大性議題做深入詳細之說明，有關重大性議題與 GRI G4 重大考量面內外部邊界、報告書章節之對應請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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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利害關係人議合

遠東新世紀持續與各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議合，溝通的方式包含 訪談 交流會議 問卷調查 各式申訴管道 舉辦各式活動與說明會 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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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保持良好的議合一直都是遠東新世紀主動承擔的責

任，也包含協助產業進行標準制訂。「浸膠芳綸直徑直緯帆布」為橡膠工

業重要的骨架材料，廣泛應用於水泥、鋼鐵、採礦等行業輸送帶，由於中

國大陸針對此項產品的技術並無統一的國家標準，為使國內生產商與國際

行業水準同步，由隸屬「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的「全國橡膠與橡膠製

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浸膠骨架材料分技術委員會」提出制訂《浸膠芳綸直

徑直緯帆布技術條件和評價方法》。

亞東工業 ( 蘇州 ) 研發技術發展完整、企業形象佳且生產經驗豐富，

因此委員會邀請亞東工業 ( 蘇州 ) 與青島科技大學等單位共同制訂《浸膠

芳綸直徑直緯帆布技術條件和評價方法》，並於 2015 年 10 月成立起草小

組。本標準規定了浸膠芳綸直徑直緯帆布的產品分類、技術條件、評價方

法、評價規則，以及包裝、標誌、儲存、運輸等項目，適用於使用浸膠芳

綸直徑直緯帆布技術之水泥、鋼鐵、採礦業輸送帶等橡膠製品的評價及品

質鑑定。透過制訂此技術之國家標準，能夠更準確的評價產品的技術水

準，提高產品競爭力。此產品標準草案已完稿送審，預計 2017 年底完成

國家標準審核並公布施行。

2016 年12 月 2 日本公司至倫敦與投資人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簡稱 NBIM)分享人權管理實務經驗，

相關內容詳見「1.2.4 企業永續發展」。

周建興 / 板橋區仁愛里 里長
非常高興遠東資源開發能在板橋區把原本的

工廠蛻變為生態環境，里民與市民都非常期待這

裡可以成為新北市板橋區的新地標。

 

王典芳 / 板橋區華東里 里長
遠東資源開發的團隊非常用心，結合現代

最高科技工法，包括雨水保留與水資源再利用等

等，非常感謝他們對里鄰的關懷與照顧，讓這個

地方更繁榮。

 

謝秀娥 / 板橋區鄉雲里 里長
這裡的環境是我們台灣最優秀、最好的地

方，感謝遠東資源開發的用心。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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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參與

遠東新世紀積極參與外部組織，2016 年在 55 家外部公、協會中擔任治理角色、參與公協會的專案或委員會、提供大額資助、及透過參與以獲得對公司重大且具策略性的幫助，

列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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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申訴管道

遠東新世紀設有多重溝通管道，以供利害關係人針對貪腐或社會衝擊、環境衝擊以及勞工和人權衝擊等不法行為提出申訴，並有獨立之調查機制進行調查與提報。

利害關係人
聯絡資訊

http://contact.fenc.com/index.aspx?lang=zh
mailto:auditcommittee@fenc.com
mailto:feaudit@fenc.com
mailto:legalcompliance@fen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