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資關係

遠東新世紀瞭解，

企業發展策略的推動，關鍵在於團隊與執行力，

而優秀的人才正是確保執行力的重要關鍵。

在產業積極擴張的同時，

必須要有優質的人力資源作為堅強的後盾，

才能緊扣經濟環境脈動，

帶動及支持企業多元的發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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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秉持「適才適所」、「人盡其才」合理公平的人事制度和健全公司內部

組織、發揮工作，在任用方面：做到專才專業、適才適所。薪資方面：做到同工

同酬，計值給俸。升遷方面：做到用人唯才，合理升遷，使員工間建立互信、互

愛、互助的團結精神以謀公司的業務發展。

針對未來產業發展的人力需求，我們也透過建立人力資源輪調制度、留才方

案、規劃接班人力，及強化中、高階主管人才培育等行動，並依據企業未來發展

方向，提供專業課程來強化組織運作效能，擴大人力資源綜效，確保遠東新世紀

擁有根基雄厚的人力資產。

藉由建構完善的人事制度，加上人性化的管理精神，遠東新世紀不僅嚴格遵

守各項勞動法規，更持續追蹤法規動態，據以調整內部管理制度。此外，我們亦

持續與員工進行法令說明與宣導，並定期實施員工安全健康等相關課程，確保員

工擁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

遠東新世紀明白，穩定及優秀的人力是企業發展及存續的重要資本，而為持

續保持產業領先地位，除了積極延攬專業優質生力軍，亦隨時掌握勞動市場資

訊，適度進行薪酬福利的調整，來吸引及留任優秀人才。

我們重視人員的薪資待遇，對於新進人員的敘薪標準，皆會考量物價水平、

求職者所學科系、工作內容相關性，及工作性質難易程度等條件，來進行綜合考

量，若是新進人員過去有相關工作經驗，或是本身具備與工作有相關的證照，在

薪資部分也會做調整。

遠東新世紀大學畢業無經驗起薪約高於市場水平37.3%，碩士畢業生起薪則

高於市場水平25.3%，博士畢業部份，則將另與市場相當工作及學歷的人員比較

後敘薪。

各營運地點的人員雇用，係由用人單位線上填寫職缺需求經核准後，由人事

單位運用網路徵才、校園徵才、人脈介紹及高階主管獵才等方式進行招募作業。

對於所雇用的員工，我們均一視員工，不會因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國藉或社

會背景不同而有差別待遇狀況。

我們定期參與國際知名薪資調查機構—台灣韜睿惠悅公司 (Towers 

Watson)舉辦的薪資調查，並掌握業界薪資動態，定期檢視遠東新世紀人員薪

資水準，以達人才留任的效益。勞委會統計我國2012年全年平均經常性薪資為

37,346元，遠東新世紀全年平均經常性薪資為46,215元，高於市場平均23.7%。

有關員工福利支出部分，遠東新世紀依法設立福利會，並由各廠工會及員工

自行由各廠福利分會決定各項支出分配項目；另外有關員工分紅部分，遠東新世

紀亦於公司章程中規定公司淨利的4%作為員工分紅支出。

薪資福利

2011-2012年遠東新世紀獲得人力資源獎項

獎項名稱 頒發單位

訓練品質評核系統企業機構版銀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企業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印
「優等印及「甲等印企業雙重認證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員工福利項目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福利相關支出 189,923 208,543 207,857 

員工分紅 470,346 421,266 325,428 

總計 660,269 629,809 533,285

單位：仟元

遠東新以尊敬的眼光、佩服的角度錄取合適且能勝任工作的

身心障礙者，以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態度及敬業精神去激勵一

般員工，並以擁有優秀的身心障礙員工為榮。

在工作環境及生活上，除了妥善安排工作訓練及環境介紹

外，另設置心理諮詢師，抒解身心障礙員工的心理壓力；專

屬停車位不以殘障車位命名，而以號碼編列專屬車位，此

外，我們也針對身心障礙員工運輸需求建置軟硬體設備，如

電動機車充電插座安置於廠區內，及安排交通車接送等。

針對聽力障礙員工，我們會用顏色標示區分工作流程，協

助其快速適應工作環境。員工也會到家中進行孩童課後輔

導，讓身心障礙員工能安心工作。針對表現傑出的身心障

礙員工，我們會進行模範勞工選拔及頒發，感謝這些員工

的付出。

榮獲台北市政府企業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認證「優等標章企業」

資料來源：

刊物名稱╱榮耀、因為有你     

出版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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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左｜王淑薇在東
森電視工作十年，負
責接聽觀眾來電，並
解答五花八門的問
題，她樂在其中，展
現自己的專長。

上圖右｜東森電視特
別設置按摩室，讓更
多視障朋友有工作機
會，也能服務工作壓
力相當大的同仁。

Enterprise

「我覺得自己的個性很適合這份工作，也能夠勝任愉快。」在客服室裡負責接聽來電、解答

觀眾詢問與意見的王淑薇，因小兒痲痺而行動較為不便。她來到東森電視已經第十年了，即使每

天接到的問題五花八門，就像是在考試般，她依然能夠樂在其中，展現自己的專長。

「天生我材必有用，尤其這裡的工作靠的是腦力與智慧，只要有能力和興趣，我們都非常願意

提供機會，更不會因為身心障礙而有所分別。」東森電視管理部協理沈世原也以幼教事業總部營

運長曹明驥為例，為推廣幼教事業，身體有所不便的他還必須經常在兩岸間奔波來回、拓展業務，

和一般同仁沒什麼差別，工作表現更是深受肯定。

完善貼心的照顧

「身心障礙同仁希望被重視的，是工作上的專業與能力。」東森電視人力資源室副理陳昱靜指

出，除了為照顧弱勢族群而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外，即使是同仁因意外或疾病造成身心障礙，

也會盡量給予輔導，依狀況適度調整工作職務或內容，讓他們能順利重回工作崗位。例如動畫室

有位同仁因車禍造成重度器官障礙，就調整為身心狀態較能負荷的動畫製作工作；另有位攝影記

者因罹患心血管疾病，公司便協助其改為從事剪輯工作，避免外出採訪奔波。

而在經過重新規劃的工作環境中，無論是安全坡道、無障礙廁所等，都一應俱全；甚至辦公

走道也變得更為寬敞，過去礙人的階梯亦不復見。行動較為不便的王淑薇，也透過公司方面主動

與大樓管委會協商，在地下室電梯旁挪出空間設置身心障礙停車位，不只進出方便，更能避免外

頭的風雨。

沈世原還說，有的身心障礙同仁因為住得較遠，或是需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往來時，也會協

助調整上下班時間。更特別的是，以位在市中心的有限辦公空間，東森電視特地編列預算設置按

摩室，並與社福團體合作紓壓按摩，也增加視障朋友的工作機會，可說是一舉兩得。

適才適所、展現專長即使是身心障礙員工，也能貢獻出專業與創意，因此無論是在軟硬體的設備與措施，

或是針對不同的照顧需求，東森電視都盡其可能提供，讓他們毫無顧慮地展現專長。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pters 2-3

上圖左｜湖口廠皮輥
間組長許家來，雖然
少了一隻手，但一點
也不影響他對工作的
投入。

上圖右｜任職觀音印
染廠廠務助理的劉復
永，也是靠著一隻手
成就美滿人生。

Enterprise

「少一隻手是老天爺對我開的玩笑，然而這個缺口卻是我追求幸福的動力。」擔任湖口廠皮輥間組長

的許家來，進公司已逾三十年，雖然少了一隻手，但對他而言不是殘障，只是殘缺，他工作盡心盡力、與人

相處圓融通達，深獲廠區同仁的喜愛。像許家來一樣，重度聲語障的蔡朝陽、雙腳都裝義肢的蔣光澤等，許

多身心障礙員工都很感謝遠東新世紀提供舞台，讓他們缺憾的人生依然美麗。全力協助適應工作環境

「我們不是以同情的心態，而是以尊重、佩服的角度，進用合適且能勝任工作的身心障礙者成為員工。」

遠東新世紀本著董事長徐旭東「誠勤樸慎創新」的經營理念看待所有員工，不只是要企業成長茁壯，更要員

工向上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態度及敬業精神，是一般員工值得學習的典範及教材。

對於身心障礙員工的工作適應方面，遠東新世紀盡全力協助，例如身障員工剛進入公司時，會安排訓

練班長介紹環境、教導相關工作事宜；也將電動機車充電插座安置於廠區內，以及安排交通車接送他們上下

班；針對聽障的員工，則在工作環境利用顏色標示工作區塊，便於他們能更快速熟悉工作流程。在生活上給予關懷

除了在工作方面的協助，公司也重視身心障礙員工的心理感受，不但有心理諮詢師，特別為身心障礙

員工規劃的專屬停車位，也均以號碼編列，而不以殘障車位命名。此外，公司經常舉辦烹飪、繪畫及桌球

等各項比賽，鼓勵他們參與，以發揮各項專才和興趣，還能與一般員工有更多相處及了解的機會；也曾派

員至身心障礙員工的家中，協助子女課業輔導；以及協助身心障礙員工申請福利津貼。

「他們只是身心不便，一點也不影響工作表現。」遠東新世紀表示，在公司定期舉辦的優良模範勞工

選拔活動中，經常都是由他們拿下獎項，成為公司所有同仁的楷模。在今年的勞工節，聲語障的蔡朝陽獲選

模範勞工並接受表揚，他的榮耀說明了：「只要努力，身心障礙並不是成功榮耀的絆腳石。」遠東新世紀很

感謝這些員工的付出，他們的榮耀就是公司的榮耀。

讓缺憾的人生依然美麗不僅在工作上的適應，包括生活及心理的感受等細節，遠東新世紀從多方面關懷身心

障礙員工，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規劃美麗人生。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chapters 2-4

註：行政院主計處統計100 年初任無經驗人員大學畢業起薪26,577 元，研究所以上學歷畢業起薪 32,321元。

■ 我國

■ 遠東新世紀

大學畢業起薪（元）            

26,577

33,000

40,000

~
+ 37.3%

碩士畢業起薪（元） 

32,321

38,000

43,000

~

+ 25.3%

平均經常性薪資（元） 

37,346
46,215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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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底止，遠東新世紀員工總數為4,906人，其中外籍員工為832

人。由於各廠區分佈在台灣不同縣市，我們廠區聘用的員工，亦多為設籍於該地

區的居民，如總公司位於台北市，住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居民約占70%，位於桃

竹苗地區的內壢、湖口、觀音、新埔等廠區，亦約有70%~80%的員工為當地居

民，宜蘭廠區更是有高達98%的員工為宜蘭居民。

除了善用在地人才，我們更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並提供優於業界的身心障

礙員工友善的工作環境，2012年獲得台北市政府頒發的企業足額進用身心障礙

者認證「優等標章企業」。2011年遠東新世紀身心障礙員工共計64人，2012年

為65人。

遠東新世紀營運係屬於製造業體系，且化纖產業從業人員多以化工科系為

主，因此主要以男性員工居多。但遠東新對於女性員工均一視同仁，不會因性別

而在工作、敘薪、福利及升遷上有所差異。

人力結構

201220102009 2011 年

員工總數

4,000

5,000

6,000

3,000

2,000

1,000

0

4,9064,6304,445 4,847

人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男性員工 73% 74% 74% 67%

           女性員工
27% 26% 26% 33%

本國員工詳職員、從業員)

說明：2012年女性員工比例大幅上升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男性員工 85% 84% 85% 82%

           女性員工
15% 16% 15% 18%

外籍員工詳外籍勞工)

說明：2012年外籍女性員工比例上升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30歲 3.7 2.5 3.6 3.7

             30~50歲 2.2 1.0 1.9 1.7

                 >50歲 2.3 0.5 0.6 1.3

             總流動率 8.2 4.0 6.1 6.7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30歲 2.7 2.0 1.6 0.8

             30~50歲 2.3 1.1 0.7 0.9

                 >50歲 1.4 0.3 0.3 0.2

             總流動率 6.4 3.4 2.6 1.9

男性員工流動率詳%) 女性員工流動率詳%)

說明：

2012年遠東新世紀男性員工整體流動率為6.7%，若以年齡來

看，以30歲以下年齡流動率稍高，30~50及以上歲數員工呈現穩

定之狀態。

說明：

2012年遠東新世紀女性員工整體流動率為1.9%，近年來在我們

致力女性員工關懷行動下，女性員工流動率比2009年大幅下降。

員工流動狀況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男性主管(%) 85% 84% 84% 84%

            女性主管(%) 15% 16% 16% 16%

            主管總人數 481 630 635 656

管理人員

2012年
員工國籍
分佈狀況

台灣 4,074人

菲律賓755人

越南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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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

我們重視員工的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利，透過「遠東新世紀工會」的成

立，維護勞工權益，保障勞工安全和工作條件。我們認為健全的工會是一個中介

的角色，在勞資議題上，可代表員工表達觀點與建議，爭取合理的工作環境、權

益與發展，協助勞、資雙方從內部推動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遠東新世紀工會成立36年，共有3,100人為工會成員。2012年遠東新世紀工

會定期舉辦理監事會議、臨時理監事會議、會員代表大會，並同時舉辦多項活

動，促進勞工身心健康和諧。 

活動 內容說明

舉辦勞工教育課程
為了使員工深入了解廠區福利事項、工會法新制等相關勞工安全法令宣導，舉辦二天一夜
勞工教育課程，總計舉行11梯次，共有471名員工參加

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新竹縣新埔鎮河濱公園」舉辦「2012遠東新世紀盃馬拉松競賽暨安全衛生季園遊會活
動」，總計參加人數5,500餘人

致贈慰問及互助金 慰問因病、公私傷住院員工及過世員工家屬，並致上慰問品

遴選模範勞工 2012年度共遴選出47位模範勞工，除了致贈獎牌，並舉辦聯誼餐會

團體保險 全廠員工含眷屬共有482人優惠加保

請求協助案件 按工會會員需求處理特別事件

2012年化學纖維總廠工會舉辦勞資活動

遠東新工會組織狀況

化學纖維總廠

成立36年

成員：2,240人

員工占比99.0%   

湖口紡織廠

成立23年

成員：500人

員工占比99.7%   

內壢紡織廠

成立36年

成員：250人

員工占比96.9%   

觀音印染廠

成立53年

成員：110人

(原板橋廠)

員工占比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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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措施

遠東新世紀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除依法提撥福利金，辦理員工各項福利活

動外，另提供三節、子女教育獎學金(每年2次)、生日、婚、喪、生育及年節禮

金、團體保險等福利。

針對員工身心健康部份，除了員工健康檢查，另每年也會定期舉辦員工旅遊

及運動會，針對單身員工，我們也提供免費員工單身宿舍，讓外地員工免除租屋

負擔。

活力社團

為增進員工身心健康，提供其鍛練及抒壓管道，我們成立了多元化的社團，

包括：韻律舞蹈社、瑜珈社、羽球社、壘球社、保齡球社、登山社、自行車社及

籃球社等，社團經費依個別預算需求補助3萬至10萬元不等，定期舉辦各項社團

活動，2011~2012年共補助了2775仟元，員工除了積極參與社團活動，也在政

府機關及勞工運動會中有傑出的表現，充份展現遠東新世紀的員工活力。

1. 文康及旅遊

2. 慶生活動

3. 年節慰問

4. 社團活動

5. 婚喪喜慶及贈品

6. 團體活動獎助

7. 職工子女獎學金

8. 教育訓練費

9. 勞動節活動

10. 傷病慰問急難救助

11. 其他慰問及補助

各廠區
職福會運作

總投入金額

46,107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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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女性員工

儘管因為產業屬性因素，遠東新世紀男性員工多於女性，但我們在工作制度

與環境中，致力建構對女性員工友善的軟、硬體環境。在硬體方面，為尊重女性

員工權益，我們依循《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精神，總公司與各廠區均設置哺乳

室；而在軟體部份，我們也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的內容，開辦相關教育訓練，對主

管及員工實施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來預防性騷擾事件發生；考量夜歸女性員工

之人身安全，提供夜間輪班女性員工宿舍使用；辦理女性癌症如乳癌及子宮頸癌

等篩檢，同時工會也補助懷孕生產之女性員工每胎3,000元。

退休措施

我們按勞基法規定來辦理員工退休事宜，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來審議及監督退休金的運用情形，並按月提撥退休金至退休金專戶，確保退休員

工權益，對於適用及選擇勞退新制的員工，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每月提繳退休

金至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

此外，針對退休員工，各廠區會舉辦退休員工的專屬活動，2012年化纖總

部舉辦老朋友回娘家的活動，邀請化纖廠區退休人員聚餐，並舉辦慶生活動、

老人健康保健講座、廠區擴建計劃介紹、廠區懷舊之旅等活動，獲得退休員工

好評及支持，2013年進一步規畫成立退休人員聯誼會，提升對退休人員之服務

與照顧。

育嬰留職停薪之復職率與留任率

2009 2010 2011 2012

    復職率(註1) 100% 100%   60% 45%

    留任率(註2) - 100% 100% n/a

註1：復職率指該年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於兩年內復職之人數比率；2012年尚有部分請假員工由於未達請假期限尚未復職。

註2：留任率指該年度復職員工中，留任一年以上之人數比率；2009年無復職員工，2012年留任率需待2014年統計。

為感念退休員工的貢獻，化纖總部於2013年成立「退休人員聯誼會印平台，期望藉由活動交流與互動，關懷退休員工

的生活及健康需求，讓他們在退休後，也能感受到公司的關懷。

「退休人員聯誼會印會員包括於化纖廠退休員工，以及曾在遠東新世紀任職並經本會邀請者，除了可使用新埔化纖廠

活動中心書報閱覽室、游泳池及健身器材外，亦享有咖啡屋餐點，及遠東聯合診所、亞東醫院就診等優惠措施。

會員若有婚喪喜慶等活動時，亦可申請廠區提供車輛的溫馨服務，參與化纖廠年終尾牙聚餐、運動會、及各項健康促

進活動，讓退休員工也能持續維持身心健康發展。

遠東新世紀化纖總部「退休人員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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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企七樓員工餐廳自1994年啟用，

經過十餘年的使用，設備、管線老

舊，地磚無法止滑、爐灶規格亦不符

現況使用。

為提供員工更優質的用餐環境與餐飲

品質，我們投入了1,565萬元，推動

了員工餐廳重新裝潢與設備汰舊更新

計畫。除了增加了用餐區座位，也新

增了多功能會議硬體設備，提升餐廳

食品衛生及環境舒適度。

總公司餐廳升級計畫

勞資關係

關心員工用餐

我們不僅關心員工的健康、安全與事業發展，也用心照顧員工的胃，我們

以追求員工滿意、降低經濟負擔為目標，在各廠區及總公司均設有員工餐廳，

員工只要負擔少部份餐費，其餘皆由公司提撥，讓員工擁有多元化、價格優惠

的用餐選擇。

以總公司為例，為了替員工節省寶貴的午休用餐時間，不需傷腦筋挑選主

菜、副菜，直接提供員工搭配妥善的營養套餐，整個月天天主菜不重複。

此外，為了響應健康概念，總公司從2011年3月起於菜單上標示熱量，讓員

工自行選擇所要攝取的熱量多寡，讓員工吃的開心沒煩惱。總公司員工餐廳餐

點乙份新台幣83元，員工自付新台幣33元，公司補貼50元，2009年∼2012年

總公司餐費補貼總金額總計為新台幣11,253仟元。

伙食津貼補助金額

取餐台 用餐區 用餐區廚房區

2012年

106,683仟元

2010年

100,586仟元

2009年

101,783仟元 104,835仟元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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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外籍勞工

遠東新世紀目前雇用了800多名外籍員工，對於這些離鄉背景到台灣工作的

外藉員工，我們特別關注他們在工作外的休閒壓力抒解，及遇到困難時，提供適

當的協助，期望他們能夠在台灣開心的工作。

我們響應國際勞工組織對外藉員工的規範，重視及保障廠區外籍勞工的人權

及生活狀況，除了針對其宗教信仰、身心健康、教育訓練、意見回饋等食、衣、

住、行、育、樂需求外，提供必要且適切的協助外，為了達到溝通無障礙，廠區

也設有外籍員工輔導員，讓外籍員工不論是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有任何問題，可

透過輔導員反應及時解決。（如輔導員亦會陪同就診。）

2012年我們為外勞舉辦八仙樂園烤肉一日遊、雀越活力喜越桃園、外勞聖

誕新年晚會、每月慶生會活動等豐富多樣性的活動。廠區亦設有廚房及烹調器

具，讓外勞可自行動手烹煮美味的家鄉菜。我們亦為外勞提供中文課程，協助其

更融入本地生活。

廠區設有越南、菲律賓籍輔導員，協助外籍員工在工廠的工作及生活。管理員

每週五針對外籍員工加菜，提供家鄉口味的菜餚，另設有福利社提供平價商品供外籍

員工選購。
餐廳

一年定期開兩次會議，協助外籍員工與勞方進行溝通。
定期

會議

針對外籍員工舉辦模範勞工選拔，針對年資、表現、宿舍管理等提供獎狀獎金，激勵

外籍員工工作士氣。
表揚

廠區設有24小時警衛值勤，並設置專責人員協助宿舍管理。

男、女生宿舍獨立分開，女宿舍在不影響個人隱私的情況下於

公共區域及入口設有監視系統，男生宿舍有巡邏點，以人性化

管理，宿舍環境都有空調。

住宿

外籍員工家中有人過世時，除了請輔導員先做心靈輔導外，廠

區亦致贈慰問金並儘速安排外籍員工返鄉。
慰問金

廠區設有網咖、健身器材、桌球、籃球場、壘球場、網球場

等，並每年舉辦籃球、撞球……等競賽活動，提供外籍員工正

當的休閒活動。

體育

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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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企業大學印成立於1998年，是整合遠東集團與元智大學各項教育資源

與實務個案研討，配合企業需求及員工生涯規劃，共同規劃具有整體性的終

身學習課程，充分建立良好的產學合作新模式。1999年正式開辦EMBA學位

班及學分班，2012年學位班已招生至第五屆，學位班畢業學生共計64人，

修習學分班共計408人次。

遠東企業大學不僅是遠東人「終身學習印的具體實踐，同時也兼顧知識性與

發展性的教育形態，使個人生涯規劃與公司發展策略能夠相互結合。未來，

希望透過遠企大學的模式，有效推動人才培育，落實知識管理，提升遠東集

團整體競爭優勢。

遠東企業大學

勞資關係

員工教育及培訓

面對未來大環境嚴峻的考驗下，「終身學習」是員工與組織確保創新活力的

不二法門。也因此，我們特別重視員工的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依據公司發展方

向，加強人才培育及主管進修，提供系統性及延續性課程訓練，積極協助提升員

工的能力及素質，以增強個人與企業競爭力。

為提昇企業整體人力素質、培育專業經營管理人才及滿足組織運作能力需

要，早在1972年「職業訓練金條例」公布施行前，遠東新世紀就已成立職業訓

練中心(簡稱職訓中心)，自2008年2月起正式更名為「人力發展中心」。

「遠東新世紀人力發展中心」除提供員工企業管理、工廠管理等相關管理才

能訓練外，因應各事業部門的急速擴張，亦積極開辦相關專業技術性課程，培育

所需的專業人才。

2012年遠東新世紀投入在員工教育訓練的總經費為19.4佰萬元，訓練總時數

91,244小時。由於2011年員工人數比2010年增加了200多人，導致人均訓練時

數略有下降，但我們隨即調整資源及機制，2012年人均訓練時數已回升至18.60

小時，未來我們仍會持續進行訓練資源優化調配，讓人力素質得以不斷提昇。

我們以「打造學習型組織」為核心目標，據此推動

六大體系的教育訓練，2013年除陸續規劃辦理遠東企

業大學EMBA第六屆學位班課程，及各項管理與專業課

程外，為聚焦組織需求，針對各部門辦理專案性訓練課

程，以支持遠東新世紀完成策略目標；並導入KPI與目

標管理訓練課程，支撐績效管理制度的改善；為早一步

培養跨領域的各級專業人才，增加跨能力訓練課程及制

度，以確保完成營運目標。

在「人才管理」方面，目前已完成各部門理級以上

主管人才戰力資料，未來則以該資料為基礎，從最關鍵

單位著手進行，盤點內部人力狀況、建置各職務成功藍

本及能力評估⋯⋯等，期使人才管理與策略發展能夠緊

密結合，提升企業管理效能與整體競爭力。

主管課程

績效管理

–KPI系列

新進人員

培訓課程

講座

個人

管理能力

提升課程

跨職能

課程
打造
學習型
組織

2012年各職級人員受訓狀況

新進
人員訓練

8.63
hr/人

主管
才能訓練

5.60
hr/人

通識
訓練

7.44
hr/人

專案令
委辦訓練

5.41
hr/人

員工平均訓練時數

25

20

15

10

5

0

2012

18.60

2010

19.76

2009

20.24 15.02

2011

小
時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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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教育訓練

新埔化纖廠

●  進行在職訓練(OJT)，並開辦夜間全民英檢課程。2012年2月合計開4班，參加人數58人。7月合計開2
班，參加人數39人。

●  新埔化纖廠總人數1,875人，2012總訓練人時為49,226小時，平均每人訓練時數為26.3小時（標準為
16小時/年）。

觀音化纖廠
除了政府規定證書的外，現場單位視屬性辦理考試，頒發工作認證。生產單位實施工作認證，考試通過
才可以擔任該項工作。

湖口紡織廠

●  職訓中心提供的課程(含勞安訓練）包括每年4∼6小時針對從業員技職及勞工安全衛生在職訓練；每
年依職務階級針對職員安排必修相關課程3∼14小時。另外並安排多元化課程供職員自主選修。

●  配合專案請外國機師來上課，並安排員工海外參訪行程。2012年總計投入398萬元。

內壢紡織廠

● 工廠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在職人員每年2次教育訓練。

●  補助取得工作職能證照：2012年鍋爐操作人員初訓4人、複訓1人，安衛主管人員複訓2人，防火管理
員初訓1人、複訓1人合計費用45,440元。

觀音印染廠

●  工廠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在職人員每年3次教育訓練、消防教育訓練及火災緊急演練。

●  補助取得工作職能證照：2012年派任3員參加1T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技術士檢定，順利取得技術士證
照。另外分別派任有機溶劑作業主管1員、保安監督人1員、防火管理人1員、勞工安全管理員1員共
計4員，分別順利取得證照資格。

潛力人才訓練

為了因應產業的快速變化，遠東新世紀持續進行高階人力接班計劃，藉由策

略性、階段性的培育人才，加速人才年輕化，來因應新的市場局勢變化。

針對具潛力、績效卓越的未來人才，我們會依據不同職級的需求，規畫一系

列管理才能提昇課程，讓人才需求能與企業的發展規劃緊密結合。

輪調制度

遠東新世紀認為，工作的輪調是一種有效的在職訓練，讓不同工作性質的人

員，透過輪調機制不斷地進行在職訓練，協助人員了解不同工作，並在工作中獲

得能力的增長。目前我們的輪調制度分外部輪調及內部輪調，部門依新組織架構

與人力需求，配合年度人員輪調，調整人力配置：

外部輪調
●  主管接洽相關單位，協調輪調人員

●  確認輪調的單位向部門員工發函公告，徵詢員工意願

內部輪調

●  以每位員工同質性工作的時間長短以及任務需要為考量，將組織人員編
制調整

●  同質性工作超過2年以上的員工，亦可提出輪調的請求。

2005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遠東集團高階主管AMP課程」，

 課程對象為協理級以上高階主管人員，

 開辦會計、網路行銷、財務報表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等四個模組。

延續MP（Mini MBA Program）課程，

開辦非財務主管應具備的財務知能、競爭分析與策略規劃、

銷售人員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集團資訊整合與數位行銷策略、

領導才能發展與組織創新等六個模組。

延續AMP課程，

開辦策略規劃、經理人必備的財務知能、

e-commerce、人力資源管理、國際財經暨產業分析、

行銷管理、組織效能與領導等七個模組。

針對不同階層主管規畫：

1.員工問題處理與衝突管理，

2.優質主管的角色認知與扮演，

3.變革管理，

4.策略規劃等課程，共478人參加。

延續AMP課程，

開辦會計決策與財報分析、策略規劃、

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

財務規劃與管理、組織效能與領導等六個模組。

開辦MP（Mini MBA Program）課程。

除一般授課外，並注入當代管理新思維，

將個案研究融入課程中，

以提升中階經理人必備的專業核心能力。

「企業個案實務研習系列」課程，希望藉由企業實際個案研習的形式，

 透過教授與學員互動的討論，能將管理知識實際應用在企業運作中，

 開辦領導力、財務管理與金融風險、消費者與行銷、競爭策略、

 策略行銷、企業營運與團隊建立等六個模組。

 為儲備未來BU或功能別主管，

 目前正著手規劃為期2年的

「新世紀領導人發展計畫」，

 培養對象為具潛力的經副理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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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與安全衛生

無論是在廠區或是辦公室的員工，遠東新世紀都期望他們能夠享有健康安全

衛生的工作環境，在工作中盡情發揮。對此，我們秉持著零傷害的核心原則，根

據員工的工作環境與狀況，採取適切的健康安全衛生促進行動。遠東新世紀針對

員工健康安全衛生的管理重點在於：

1. 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衛生條件

2. 員工身心健康

廠別 說明

新埔化纖廠 OHSAS18001、TOSHMS、ISO14001、ISO22000。

觀音化纖廠 OHSAS18001、TOSHMS、ISO 14001 

各廠導入環安衛管理系統一覽表

新埔化纖廠及觀音化纖廠於2011年2

月25日共同舉辦「高階主管安全衛生

研討會印，其中分析近十年的職業災

害及紅藥水事故統計，研討如何降低

職業災害，提升工安績效，各部門提

出其部門承諾與使用宣言，最後簽署

「安全衛生承諾書印。

為了讓安全衛生與健康風險值降到最低程度，遠東新各廠亦分別推動了勞安衛生計畫專案，在廣泛宣導及嚴格控管

下，讓所有的廠區員工都能夠更安心、放心在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 

安全衛生研討會 員工勞安衛生計畫專案

廠別 說明

新埔化纖廠
● 配置40位具備急救訓練證照人員
● 共281名員工完成CPR課程訓練

湖口紡織廠

● 針對所有員工(含外籍員工）進場工作做酒測，如有酒精反應則不得進廠上班
● 配置24位具備急救訓練證照人員
● 共60名三班制員工完成CPR課程訓練

觀音印染廠
● 規範所有員工(含外籍員工）騎乘機車/自行車進出廠區需穿著反光背心
● 宣導外籍員工於17：00過後夜間外出時須結伴，防止不肖人士之擾亂

訓練演練

勞安講習為新進員工必修課程，在職員工則定期安排複訓，並於課後舉辦評

量以求員工確實瞭解；每季更新防災及消防演練計畫(人員編組、狀況處置、疏

散動線等)，以及同時進行緊急狀況疏散演練，防患於未然。

安全管理

勞工安全列入每月會報議題檢討改進，各廠勞安人員主動發掘問題持續改善，

確保安全系統正常有效運作；另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增添其勞動保障。

1. 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

為打造勞資雙贏的安全工作環境，遠東新世紀採取下列措施，包括：

工作環境維護

自機具、物料採購端起，即進行嚴格安全衛生標準要求，在安裝機具時也施

以嚴格監督；依法定期進行各項作業環境測定，若遇不符標準情形則立即排除或

改善，並視作業場所的危險因素設置適當防護器材。

員工健康維護

除配合政府進行職業災害健康檢查外，定期為員工安排健康檢查，視其結果

與集團內醫院合作，進行健康管理；各廠並備有藥品、衛生材料、簡單醫療設備

等，部分廠區設置約聘醫師與護理人員定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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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身心健康

員工心理輔導

隨著產業競爭及環境快速變化下，工作壓力與員工健康已成為重點議題，若

員工心理壓力沒有得到適當抒發，很可能會影響身體健康，進而導致生產力下

降，甚至影響到工作行為而導致職業傷害。

為了讓員工有多元的宣洩管道，新埔化纖廠於每星期三上午10點至下午3點

安排心理諮商專家對有需要的員工進行心理輔導，不論是因工作壓力或家庭問題

等，須與人分享或傾吐心思，以減輕精神上負擔者，都可以找心理諮商專家溝

通，2012年度新埔化纖廠共安排63人次心理諮商，費用由公司全額負擔。

健康檢查

我們明白，唯有健康的員工，企業才能持續保有競爭力。因此，遠東新世紀

各廠區皆有明確制度，透過健康檢查，確保每位員工瞭解，並確實掌握自身的健

康狀況。除了提供一般員工優於法令要求的健檢項目外，針對管理級員工，另提

供整套式全身健檢，確保企業管理階層能在身心均衡健康的狀態下，帶領員工持

續前進。

此外，面對近年來相關新興傳染病所帶來的潛在威脅，包括季節性流感及

境外傳染病等風險，遠東新各廠區除了謹慎以對，進行基本防護及宣導外，亦

持續管控各種傳染病可能造成的風險，協助員工及其家屬具備基本的防疫知識

與能力。

健康促進行動

遠東新世紀各廠區皆以促進職場健康和提昇員工福利為宗旨，透過各項活動的

舉辦、軟硬體設施的建置，用心關懷、照顧及提昇每一位廠區員工的身心健康。

新埔化纖廠

●  每月舉辦三鐵活動，另外包括廠區馬拉松、運動會、園遊會活動
●  定期舉辦捐血活動，2012年捐血超過200人次
●  設置健身房、游泳池供廠區員工使用。

觀音化纖廠

●  設置廠護提供健康諮詢、定期舉辦健康講座

●  由於廠內員工平均年齡較高，各單位備有血壓計，要求量測血壓，承攬商進行高架作業前，也要求
必須量血壓

●  開辦登山、健走等體育性社團

湖口紡織廠
每年5月1日勞動節舉辦親子健行暨摸彩活動。2012年約有250人參加，透過活動增加親子互動及身體
健康。

內壢紡織廠
●  每年3月及9月實施噪音及CO2檢測

● 每週二、五12:00~13:30安排廠區醫護諮詢，相關費用全部由工廠支付

觀音印染廠
●  不定期免費簡易健檢

●  廠區設有籃球場、桌球桌、撞球室供員工使用，且不定期舉辦籃球賽與桌球賽

緊急應變演練

廠別 實施辦法

總公司
定期執行消防暨聯合防護團常年訓練，加強大樓人員自我防護觀念及災害搶救應變能力，減低損害確保
人員及財產的安全。

新埔化纖廠
編制義勇消防中隊，每半年一次選定一廠區消防演習，演習過程由本廠單位自衛消防編組及全廠義消
編組出動執行初期演練，後段由廠外消防隊進廠聯合演練。

觀音化纖廠
●  一季一次進行火災預防演練
●  一年至少一次與消防主管機關配合進行大型消防演練

湖口紡織廠

●  按單位區分頻率進行：全廠區共同辦理訓練，每年二次。
●  消防演練：每上、下半年度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委請當地消防機關派員與本廠員工教育訓練，並
配合消防機關人員車輛實地演練。

內壢紡織廠
●  消防與疏散演練
●  每半年實施一次，廠區聯合自衛消防演練

觀音印染廠
●  消防滅火與疏散演練
●  每半年實施一次自衛消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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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各廠區均設有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係勞資方代表投票推選

方式產生，負責研擬、協調及督導各廠環境/安全衛生/健康相關事項。

各廠安全衛生委員會，每3個月召開一次會議，與員工進行溝通，議題包括

了1.安全衛生：(1)職業災害概況、(2)教育訓練實施概況、(3)自動檢查實施概

況、(4)承攬管理、(5)作業環境測定概況、(6)衛生/健康促進，2.居民抱怨及環保

管理情形，3.消防管理，4.專題報告等等。

年度
職業傷害

(件數)
損失工作日

(天數)
工作
總時數

GRI工傷引致
損失工時比率

GRI損失工作
日比率

失能傷害頻率
(FR)

工作傷害總合
災害指數

2009 14 1,560 8,587,924 0.30 36.33 1.51 2,361.46

2010 9 615 8,350,454 0.22 14.73 1.08 662.84

2011 6 269 8,321,523 0.14 6.47 0.72 193.95

2012 7 106 5,631,622 0.25 3.75 1.24 131.13

工傷及損失工作比率數據

註： 

1. GRI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 = 職業傷害件數 / 工作總時數 × 200,000*

2. GRI損失工作日比率 = 損失工作日 / 工作總時數 × 200,000*

3. 失能傷害頻率（FR）＝職業傷害件數 × 1,000,000 / 工作總時數

4. 工作傷害總合災害指數＝（職業傷害件數 × 損失工作日）× 1,000,000 / 工作總時數

    (*：指按照每年 50 個星期，每星期 40 個工時計，每 100 名僱員的比率)

員工滿意度

為了讓遠東新世紀員工享受更優質的職場，遠東新世紀定期舉辦員工滿意度

調查，期望藉由科學化、系統性的統計，瞭解不同屬性特質員工的意見與看法，

作為相關員工措施推行及改進的參考，以期提高員工的滿意與信任度。

註： 根據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Creating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組織可以運用四項職場環境因素，激勵員工成為全效能

員工(thriving workforce)；四項職場環境因素分別為1.執行工作時給予一定的專業授權、2. 清楚明白個人的工作成果對組織效益的貢

獻程度、3. 相互信任與彼此尊重、4. 提供工作表現回饋。

2012

86%80%

2011

整體員工滿意度● 企業形象 

● 薪資待遇 

● 福利及激勵措施

● 主管能力及特質

● 團隊協作氛圍

● 專業發展 

● 績效管理 

● 輪調升遷 

● 組織溝通 

● 變革創新

遠東新世紀員工滿意度調查          構面10

安全衛生委員會勞方代表比例

2012年員工滿意度調查中新增「健康促進職場指標」，結果顯示員工認為遠

東新世紀具備培養全效能員工(thriving workforce)的職場環境(註)。另外，2012

年整體的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2011年。

針對2011年員工滿意度調查結果，我們分別與相關單位主管進行溝通，協助

讓單位充份了解員工的回饋意見，並採取相對應的提升及改善措施，2011年特

別針對薪資待遇、福利及激勵等進行提升措施，因此2012年在的員工滿意度調

查上，薪資待遇、福利及激勵等面向上，達到顯著的提升。

新埔
化纖廠

33%

觀音
化纖廠

33%

湖口
紡織廠

33%

內壢
紡織廠

33%

觀音
印染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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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改善制度

遠東新世紀從1984年起即開始藉由制度的設計，積極鼓勵員工「思考如何

讓工作更好」。我們設置了「提案改善促進會」積極推動全公司的提案改善活

動，期望培養員工積極提供建設性創意，建立並維持正式、連續、開放性的溝通

管道。

自提案改善制度實施以來，在各事業體及廠區的配合下，每年提案踴躍，為

公司創造實際的經濟效益。而為鼓勵員工提出對於提升企業營運績效有關的「創

意」及「構想」，我們也提撥了提案、實施、特別、專利、優良創意提案、發表

及個人累計提案等七種項目的提案獎金作為鼓勵。

2012年遠東新世紀頒發獎金共計212萬元，鼓勵公司每位成員有意願、系統

性地去思考，用心發掘可能隱藏的浪費，透過提案改善制度，將每個人的智慧與

潛力，做淋漓盡致的發揮。

績效評核

為落實人才發展與薪資差異化，遠東新世紀對員工績效考核、員工訓練及獎

懲皆訂有明確規範，此外，為兼顧公平性與員工發展，各級主管也會利用績效考

核期間，與員工溝通平日表現，成為勞資溝通的良好媒介。

遠東新世紀職員考核類別包括：試用考核、平時考核、專案考核及年度考績

等四種，職員到職滿一年者都須參加。考績將結合年度表現，包括出勤狀況、教

育訓練參與度、領導統御、自我進修、工作能力、工作績效等結果，綜合評量該

員工年度表現狀況，最後給予薪資調整的衡量。此外，若員工有重大功過時，得

隨時專案簽報總經理核定，在年度中給予表現優異的員工專案調薪的機會。

警衛大隊

遠東新世紀警衛大隊編製共119名執勤人員，均為專職，採三班制輪班，對

於這些維持廠區及辦公室安全的工作人員，我們提供比一般員工優厚的年節慰問

金，另外配合年度教育訓練，辦理健康養生講座等，確保其工作福利。

除了廠區維安外，警衛大隊也擔任睦鄰角色，配合廠區週邊社區居民的地區

巡守隊，由警衛人員駕駛本公司巡邏車共同執行地區聯合巡邏。每半年會進行一

次人員訓練，加強防身自衛與健身制暴實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