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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參與亮點
區域

公司 / 生產據點

遠東新世紀

台
灣
桃
園
市

遠東新世紀觀音化纖廠
和觀音印染廠

內容
整理過季童裝樣品，透過家扶中心捐助弱勢貧困兒童及育幼院，2013 至 2014 年共捐贈 1,300 件，價值
約新台幣 12 萬元

參與 2013 桃園海洋音樂祭活動，聯合捐款新台幣 12 萬元

遠東先進纖維

遠東新世紀觀音印染廠

• 持續協助維護廠區週邊環境整潔
• 協助廠區週邊每日上、下班交通安全維護
• 物資贊助觀音鄉草漯消防隊及相關活動
• 成立愛心服務隊，參與及協助社區活動
» 2013 年 11 月，10 位同仁參與尖石鄉部落警政「愛與關懷」活動
» 2013 年 11 月，參與橫山分局「寒冬送暖」冬令救濟活動，捐贈食品由橫山分局轉發
» 2014 年 2 月，30 位同仁參與「新埔花燈迎天穿 - 龍王再現」踩街活動，協助交管、環境衛生、安全

台
灣
新
竹
市

遠東新世紀新埔化纖總廠

• 辦理「2013 第五屆遠東新世紀盃全國馬拉松賽」和「2014 第六屆遠東新世紀盃全國馬拉松賽」，結合
路跑活動推展健康，促進運動健身風氣。2013 和 2014 年參加人數分別為 5,601 和 4,197 人

遠東新世紀湖口紡織廠
遠東新世紀自成立以來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參與方式可概分

► 社區參與投入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為兩種，一為透過各公司和生產據點回饋當地社區，包括利用本
業核心能力或資源對社會大眾做出貢獻；另一形式則是透過遠東
新世紀及捐助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如：遠東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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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現金捐贈的方式，更廣泛及全面地進行回饋，涵蓋環境保護、
科技、運動、教育及藝文等面向，每年均舉辦多項活動讓全民參
與，促進社會多面向發展，並給予需要的族群更多關注及資源。

社區參與經費

2013

2014

社會關懷（關懷弱勢）

1,967,600

60,595

社區睦鄰、當地回饋

376,758

464,950

體育活動

10,000

10,000

急難 / 災難救助

2,000

2,000

其他

223,160

1,062,990

現金捐贈

141,067,117

103,403,186

► 現金捐贈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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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對象

2013

捐助對象

2014

徐元智基金會、徐有庠基金會及元智大學

128,694,755

徐元智基金會、徐有庠基金會及元智大學

98,407,430

財團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1,000,000

4,000,000

財團法人季風文教基金會

10,000,000

政府單位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400,000

其他
（贊助新竹縣生命協會、盲人協會、消防之友會 ）

688,000

其他（贊助新竹縣生命協會、盲人協會、消防之友會）

335,000

蘇州市吳中區木瀆殘疾人善愛之家

122,975

中國預防性病愛滋病基金會（中國可樂慈善捐款）

386,320

社區及宗教

184,781

蘇州市吳中區木瀆殘疾人善愛之家

144,870

總額

103,403,186

社區及宗教

106,172

總額

141,06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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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工業（蘇州）
大
陸
蘇
州
市

維護任務，並獲得新竹縣長贈予感謝狀及新埔鎮長頒獎
» 2014 年 6 月，57 位同仁進行新埔文山社區掃街服務
» 2014 年 8 月，18 位同仁贊助及參與新埔義民節文化祭，並獲縣長頒發感謝牌

遠紡織染（蘇州）
遠東服裝（蘇州）

遠紡工業（蘇州）

• 2014 年社會救濟捐助湖口鄉新台幣 3.6 萬元
• 自 2011 年從事道路認養，確保環境乾淨、設施美觀，並透過裝置維修升級，提升行車安全。每年花費
約新台幣 4 萬元
• 舉辦運動會與民眾同樂
• 2013 及 2014 年共捐贈人民幣 5.5 萬元予吳中區木瀆殘疾人善愛之家
• 2014 年亞東工業（蘇州）及遠紡織染（蘇州）共同委託蘇州市吳中區慈善基金會，向吳中區郭巷街道
設立的“尹湖•圓夢愛心基金”捐贈人民幣 2 萬元。這些款項用於資助所轄學區之低保（貧困）家庭子
女完成學業，亞東工業（蘇州）及遠紡織染（蘇州）也因而獲得 2014 年捐資助學愛心企業之獎牌
• 亞東工業（蘇州）自 2010 年起與蘇州科技學院合作，選聘優秀畢業生，多年來提供實習崗位，涉及生產、
安環、管理、業務等。2013 年，學院正式授牌，在亞東工業（蘇州）設立大學生就業創業基地
• 每年進行捐血活動
• 2013 年舉辦「愛心捐助、綠色環保活動」，捐助蘇州市彩虹小學學童，活動包括發起內部員工捐贈物
品進行義賣，募得現金後購買學童文具、圖書及體育用品。總共捐贈 61 件文具及體育用品、190 冊圖書。
捐贈當天也安排學童前來廠內參觀，並請講解人員帶領老師、學生參觀綠色環保生產流程

大
陸
無
錫
市

• 針對重大災害，如：四川汶川地震、台灣莫拉克颱風及青海玉樹地震，透過紅十字會多次以公司及全廠

遠紡工業（無錫）

同仁募款名義支援災害重建工作

• 針對公司內部特別貧困家庭給與補助，員工部份由公司工會支出補助款，公司也同額補助。2013 年共
捐助人民幣 1.8 萬

亞東石化（上海）

• 2013 及 2014 年支援當地之奉賢區公安消防支隊建設，分別支援人民幣 4 萬元及 2 萬元
• 2014 年 6 月加入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TRCA），希望透過協會的定期活動，增強員工和
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提高組織效率、改善社區關係，促進企業的永續發展。從 2014 年 7 至 9 月連續三
個月參加 TRCA 研討會，且於 9 月時協助 TRCA 承辦了大陸的第三屆研討會，促進交流、學習及瞭解

遠紡工業（上海）

資訊部門（上海遠資）參與「少兒學生醫療保障資訊系統」（e-Care）的開發。e-Care 為上海市政府針
對 0-18 歲嬰幼兒童及在校學生的少兒基金醫療補助進行網上核算報銷之系統。少兒基金醫療補助適用於
200 多萬名在上海生活學習的孩子，且全市 17 個縣級行政區內共 400 多家醫院均接受該補助，每月資料
量達七八千筆。透過 e-Care，事業單位能提高辦公效率、降低成本，而醫院結算報支作業流程的統一和
透明化，也能提升少兒基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及時性。e-Care 至今已穩定運行 10 年，現已為上海市政
府電子政務的一環，也為上海市居民醫療保險（少年兒童人群）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部分，上海市少
兒住院基金管理辦公室亦特贈水晶盃以表謝意

大
陸
上
海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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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參與亮點
遠東新世紀世紀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持續投入及支持社會參與及公益領域。我們對社會

遠東新世紀期望透過教育、醫療、藝文及科技的多面向領

參與的承諾與策略，是根基於「誠、勤、樸、慎」的立業精神上，並以「創新」思維來推動公益活動。我們回饋社會有二個特質，第

域，投入資源來培養國家未來的優秀青年、建設良好之醫療體系

一、遠東新世紀創設時間超過 65 年，投入公益的時間超過 45 年，因此社會參與已經內化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第二、我們透過捐

回饋社區、提升台灣民眾與國際接軌的平臺，並提升其國際視野

贈成立的基金會、學校與醫療機構來推動各項公益活動，以實際的作為及資源投入發揮社會影響力。如：徐有庠紀念基金會成立時由

與競爭力。

16 家公司共同捐贈成立，其中遠東新世紀公司（原：遠東紡織公司）佔期初資本的 28%，為最主要的捐助人，一直以來，我們亦每
年編列預算捐贈予多個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利用各組織之專業及資源，更有效率地從多元面向回饋社會。

獲准改制升格為

元智大學
參與捐助設立
「元智工學院」

參與捐助設立
「亞東工業專科學校」

英國泰晤士報
「亞洲前 100 名最佳大學」

獲頒第十四屆「國家品質獎」

英國泰晤士報
「2011 全球 TOP 400 大學」

獲准改制升格為

亞東技術學院

教育
設立
「亞東紀念醫院」和
「臺大醫學中心」策略聯盟

亞東紀念醫院

9 月第二院區啟用後
總病床數達 1,650 床

獲得「國家品質獎」
團體獎

獲得「國家品質獎」
個人獎

成立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

醫療
●
1969

●
1976

●
1977

●
1981

●
1989

●
1997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4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1

●
2014

●
2015

成立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紀念基金會

★ 台灣代表字大選

★ 遠東建築獎

與聯合報每年共同推出

以高額獎金獎勵傑出建築師

多方合作，於「傑出建築設
計獎」外增設「2014 遠東
建築新人獎」

第六屆「遠東建築獎」開始跨
越海峽限制，並持續擴大獎勵
海峽兩岸優秀建築人才

藝文

成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
紀念基金會

★ 徐有庠盃 - 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合作，每年舉辦

★ 有庠科技獎
設立獎座及多樣獎項，每年舉辦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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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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係名列 2014 年英國泰晤士報公佈的「亞洲前 100 名最佳大
學」，為社會培育了無數的產業技術人才。

醫療類

第八屆遠東建築獎特色有三：

在 1970、80 年代，徐故創辦人有鑑於台北縣板橋、土

第一、因應年輕世代建築師正邁入成熟期，兩岸初選評審

城一帶無現代化大型醫院，對於緊急傷患無法即時救援，因此

陣容也加入不同世代的元素。經由不同世代的評審及建築師的參

我們參與捐助成立了「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選，期能使「遠東建築獎」成為兩岸建築設計的交流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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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持續以《兩岸菁英共築方圓》為主題，本屆頒獎典

念醫院」與「台大醫學中心」策略聯盟，且分別於 2006 年、

禮首度邀請到上海入圍決選的所有主建築師親自來台參加頒獎典

2008 年獲得「國家品質獎」個人獎及團體獎的肯定。2014

禮，並於頒獎典禮前與台灣入圍建築師共同舉辦座談會深入交

年 9 月第二院區啟用後，總病床數將達 1,650 床以上，持續

流，激盪出許多精彩火花。

朝向國際級醫學中心的目標邁進。

第三、舉辦「入圍作品現場人氣獎」及「網路人氣獎」票選
活動。「入圍作品現場人氣獎」由兩岸各 40 餘名觀察員擔任素
人評審，一同與決選評審團實地探訪兩地各五件的入圍作品，現

藝文類

場體驗建築實境，最後在律師見證下，每人投下一票。「網路人
氣獎」票選活動，則讓網友透過臉書及微博，用最簡單的方式支
持喜愛的建築作品或建築設計師。希望藉著人氣獎的舉辦，增加

遠東建築獎

兩岸民眾對建築的了解進而關注居住環境並提升文化視野。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以「突破與創新」為主題，於 1999 年創立「遠東建築獎」，並於 2007 年第六屆「遠東建築獎」開始跨越海
峽限制，將大陸建築設計納入獎勵範圍。《遠東建築獎》邀請國際評審團進行實地評選，為台灣獎金最高的建築獎，一直廣受兩岸建
築界關注。

2014 年「遠東建築獎」邁入第八屆，兩岸參賽作品皆為一時之選，初選審查會議於 2013 年底選出台灣、上海各 5 件作品，並
在 2014 年 4 月舉辦兩岸實地評勘，決選評審團對於兩岸作品表示極高的肯定，經過充分討論與交換意見後，兩岸分別評選出傑出
獎與佳作獎各一名，獎金各為新台幣一百萬元及五十萬元。「遠東建築獎」頒獎典禮暨國際大師論壇，特別邀請美國評審麥克史畢茲
（Michael Speaks）及日本評審小嶋一浩，分別以《The Shape and Speed of Architecture Innovation》及《21 世紀的建築》
為題展開「遠東國際建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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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建築新人獎

2014 年，徐元智紀念基金會首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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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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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設計方案前進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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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新人戰」是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獎項，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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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參與此國際獎項，加強台灣建築系學生與亞洲各地區建築院校學生間直接對話，共

► 有庠科技獎項
獎項

同建立亞洲建築教育交流平臺。
「遠東建築新人獎」暨「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地區首屆選拔之參賽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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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及澳門僑生等，共計 80 件作品，表現相當多元化，恰反映出台灣建築系教育面向的多樣化。評審皆肯定參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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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綠色科技類」
有庠科技講座

榕同學及東海大學鐘柏賢同學，則獲得日本主辦單位邀請至日本參展。

為表揚在新興科技領域有傑出貢獻之人士，聘任於國內大專院校任職之正教授出任有庠科技講座，獲聘者給予獎座乙座及榮
譽酬金新台幣 100 萬元，共計五名

有庠科技論文獎

為鼓勵學術研究發表，提升國內科技水平，得選者可獲得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共計十名

有庠科技發明獎

本獎每 2 年舉辦一次，為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之交流合作，促進科技應用，特針對國內各大專院校、育成中心或研究機構之
教師及研究員，就符合特定主題所開發出的產品或技術，已申請發明專利者予以獎勵。每位得獎者可獲獎座乙座及獎金新台
幣 20 萬元，共計五名

有庠元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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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可獲得獎牌乙面及獎
金新台幣 60 萬元，共計三名

品整體表現相當亮眼，在亞洲總決賽相當具有競爭力。經兩階段評審，台灣地區選拔結果由實踐大學陳佳瑜同學及成功大學蔡昀庭同
學獲得新人獎殊榮，並代表台灣赴中國大連參加「亞洲建築新人戰」總決賽。獲得第三至五名的淡江大學施懿真同學、逢甲大學黃子

內容

兩位台灣地區代表最終雖沒有在第三屆「亞洲建築新人戰」獲得前五名的殊榮，但在評選過程中與各國選手交流、互動，在評審

評選主題：「科技人文類」和「醫療技術類」

會議中與各國評審簡報、提問的過程中，不僅獲得學術上的知識共享，更促進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
有庠傑出教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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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可獲得獎牌乙面及獎金新台幣 40 萬元，共計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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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 2013
年的「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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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有庠科技獎」於 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間
開放徵選，在 2014 年 1 至 4 月間由近 200 人次的專家學
者參與同儕審查，並在 8 月舉行頒獎典禮予以表揚，總計
共有 25 位得獎人，頒發獎金合計新台幣 1,060 萬元。從

2002 年開辦以來，「有庠科技獎」總共獎勵了近 200 位國
內學術界的傑出科技人才，累計頒發獎金超過新台幣 9,500
萬元，已成為台灣最主要的科技獎項之一。

的省思與對未來的展望。

2014 選字活動期間的 22 天內，累積 62,607 通電話
參與票選，最終台灣民眾以 12,489 票選出了 2014 年度代
表字「黑」。第 2 至 12 名票選字則分別為餿、油、怒、食、
假、偽、混、怨、崩、誠及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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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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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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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庠科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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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自 2002 年起，每年定期舉辦「有庠科技獎」，以獎勵台灣學術界之優秀人才投入科技研發與創新。「有

「徐有庠盃－第六屆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賽」於

庠科技獎」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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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初進行為期四天的賽程，共有來自全台灣北、中、

括多項活動及對應之獎項。

南各地多所學校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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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 2014 年 7
月於英國舉辦的 IYPT 國際賽獲得銀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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