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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遠東新世紀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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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紡織事業起家，透過穩健的經營腳步及研發創新的技術，積

極往上下游業務發展，垂直整合成兼具石化、聚酯、化纖、紡紗、織布、染整到成衣

的一條龍產銷體系；透過多元化的經營策略布局、高效率的資產運用，水平延伸為兼

具土地開發及轉投資等不同事業的多角化公司。追求永續經營與長期利益，為利害關

係人創造多元價值，並持續在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三面向創下亮麗的成績。

為維持產業競爭力、活化資產並創造價值，2018年遠東新世紀持續擴充，包含
取得原 M&G公司位於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年產能 36萬公噸固聚酯粒（PET）廠及俄
亥俄州研發基地，成立子公司 APG Polytech；子公司亞東石化（台灣）第三條年產
能 150萬公噸對苯二甲酸（PTA）產線投產；子公司遠東紡纖（越南）年產能 40萬
公噸固聚酯粒生產線與織染廠二期投產；我們與兩家國際級企業共同取得在美國德州

聖體市（Corpus Christi），年產能 130萬公噸對苯二甲酸（PTA）及年產能 110萬
公噸固聚酯粒（PET）興建中專案，2018年底經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審查核準。為整合資源進行有效利用，內壢紡織廠紡紗生產線
遷移至湖口紡織廠；另因應當地都市發展規劃土地徵收，子公司遠紡工業（蘇州）、

中比啤酒（蘇州）、麥氏卡里萊啤酒貿易（上海）結束營運。

 2018年資產與營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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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確確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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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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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財務績效

良好的財務績效確保公司能夠順利推動各項永續專案，是公司永續經營的關鍵。

本公司每年均設定年度營業預算及資本支出預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由會計單位

於每次董事會議說明財務績效；各事業總部總經理於董事會議與每月召開之經營檢討

會議中提報營運狀況，讓最高治理階層充分掌握營運及監督預算達成進度。

本公司自 2007年起由中華信用評等機構（為標準普爾全球評級子公司）每年評
定信用評等，2018年被授予「twA+」，顯示本公司財務穩健，有充足的財務承諾履
行能力，深受投資人信任。

遠東新世紀據點遍及全球，各生產營運據點皆遵循所屬國家之稅法規

定申報納稅。為避免法律變動所造成之風險，我們已建立稅務風險辨識機

制，於稅法變動時快速評估、應變，綜合考量不同決策可能導致的稅負差

異，並設立稅務專責小組與各國稅捐稽徵機關溝通相關議題。

 財務績效

 分配給利害關係人的經濟價值

 繳納至各地政府稅金

 綠色債券資金運用情形

遠東新世紀發行

綠色債券資金運用情形

遠東新世紀於 2017年 12月 4日發行新台幣 30億元綠色
債券，為全台首檔獲第三方認證之綠色債券，該筆資金用於回

收再生聚酯粒、新批次聚酯 New Batch Polymer、無水染色
機與綠建築等四項綠色投資專案。發行後每年須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出具資金運用計劃報告，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已使用新台幣 19億元。

註：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

註：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包含台灣、大陸、越南、日本⋯等營運據點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財務報告書

綠色債券資金
運用情形報告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註：
1. 所列金額為所得稅費用
2. 2018年大陸與其他地區為所得稅利益，原因分別為迴轉過去提列之備抵遞延所得稅資產，以及增加遞延所得稅資產

單位：新台幣仟元

http://investor.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77
http://mops.twse.com.tw/nas/t198/t198sa011402107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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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生產事業簡介  銷售營收比例

生產事業市場環境與產業概況

本公司以聚酯產業為營運核心，建構整合上游原料及下游應用面的垂直生產架

構，奠定產業龍頭地位。上游石化掌握關鍵原料，新一代生產設備具備成本競爭力，

中游化纖居指標性產業地位，持續加大差異化產品銷售，2018年增設美國營運據點，
進一步將生產版圖從亞洲擴大至美洲，從區域型企業躍升為全球型企業，建構世界級

經營格局。下游紡織積極與國際品牌合作，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機能性產品揚名世

界各大運動賽事。

2018年全球對苯二甲酸（PTA）產量為 6,879萬噸，年成長率 9%，創下 2011
年以來新高。2018年受惠於油價上揚，不具競爭力產線陸續淘汰，加上下游聚酯新
增產能投產推升對苯二甲酸（PTA）需求，市場供需結構改善，全球對苯二甲酸（PTA）
產能利用率上揚至 80%，為 2013年以來新高。

2018年全球聚酯產量為 7,932萬噸，年成長率 9%，產能利用率增加至 81%，
創 2013年來新高。全球前五大聚酯生產國家為中國、印度、美國、南韓、台灣，合
計佔全球份額 81%。聚酯主要應用於製造固聚酯粒（PET）及聚酯纖維，其中聚酯纖
維約佔七成，固聚酯粒（PET）約佔三成。

展望 2019年，OPEC加大減產力度下，油價將獲得支撐。此外，中國對苯二甲
酸（PTA）產業停止盲目擴張，加上政府調降製造業增值稅的減稅利多下，有助推升
企業營運動能。本公司成立屆滿七十年，將持續擴大營運規模，擴充越南生產基地，

聚焦綠色環保商機，實踐「Bottle to Bottle」、「Bottle to Fiber」的環保概念，並透
過多項智能專案，全面建構從石化、化纖、紡織一體化的智慧製造供應鏈，發揮垂直

整合效益，創造永續成長的競爭力。

註：2018年產品產銷量值請參閱年報
遠東新世紀企業年報

 主要產品與價值鏈

 產業地位

http://investor.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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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

1.2.1 強化公司治理

健全的公司治理可降低營運風險，持續為利害關係人極大化永續價值。為不斷精

進本公司公司治理品質，2018年我們執行多項提升方案如下，2019年第五屆公司治
理評鑑成績再度晉升至前 5%。

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明訂具體股利政策
2.修訂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三年至少委外評估董事會績效一次
3.薪酬委員會增聘一位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比例由 1/3提升至 1/2 
4. 2017年年報新增揭露項目：董事會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連結、獨立董事出席董事   
    會詳細情形、員工進修訓練之參與人次及總時數、職業安全衛生查證及措施

公司治理守則 公司章程

 營運據點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513007.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80706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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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董事會結構與薪酬

董事會成員、選舉制度與薪酬

具備豐富實務與學術經驗的董事，能夠帶領遠東新世紀邁向更璀璨的未來。本公

司透過候選人提名制，進行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除評估提名人選之學經歷，亦

參考獨立董事意見，根據《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則》之相關規範，確保董

事成員具備多元性、獨立性。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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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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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2018年 6月股東會舉行第 23屆董事會改選，選任 13位董事，

包含 2位女性與 3位獨立董事。2018年 7月本公司獨立董事胡勝正先生逝世，公司
全體同仁同表哀悼，缺額將於 2019年股東會進行補選。2018年共舉行 5次董事會。

為持續提升董事全方位能力，2018
年邀請外部專家舉辦經濟與科技趨勢相關

課程，主題分別為「工業 3.5智慧製造戰
略和實證研究」及「全球經濟佈局策略及

風險管理」，共 13人次董事出席。2018
年所有董事皆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建議，每人進修時

數均達 6小時以上。

我們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對董事會與董事成員進行酬勞與績效評估，結果

分為「超越標準」、「符合標準」及「仍可加強」三級。2018年本公司評估結果為「超
越標準」。2018年 11月本公司修正《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規定每三年須委外評
估董事會績效一次。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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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建議，經董事會決議後於股東會報告。2018年董
事酬金佔稅後純益比例為 1.89%。

 董事會成員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面向註：
1. 董事會成員中並無少數族群；其餘多元化資訊請參閱《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政策 
    及落實執行》
2. 董事詳細兼任職務情形、交叉持股狀況及關係人揭露請參閱年報

遠東新世紀企業年報董事會成員組成
多元政策及落實執行

董事課程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110003.pdf
http://investor.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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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15年設置「審計委員會」，成員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每季至少召
開一次常會。委員會運作目的為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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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

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與績效等。2018年舉行 4次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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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薪資報酬委員會定期評估檢討員

工、經理人與董事之績效考核、薪資、獎金、酬勞發放方式等，與同業水準比較，將

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2018年共舉行 2次薪資報酬委員會。2018年 8月董事會增聘
一位獨立董事加入委員會，2019年 5月委員會 3位委員中 2位為獨立董事。

 董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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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投資人關係

專責人員，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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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企業永續發展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遠東新世紀以「誠信」為企業經營最高原則，透過《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

為準則》等管理規範，與薪酬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授權制度、職能分工等措施，配

合內部稽核作業，確保所有部門落實誠信經營，每季進行「企業貪瀆自評檢核」，將

執行情形每季提報董事會，防止貪腐等弊端。2018年本公司未發生任何貪腐事件。

本公司以《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宣導反貪腐政策並進行相關教育

訓練，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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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針對新進員工與貪腐風險較高的員工（如行政部門、稽核

處、採購處、研究所、業務人員與廠區管理人員等）每兩年至少進行 1次反貪腐教育
訓練，2017年與2018年接受反貪腐教育訓練員工比例分別為32%與19%，累計2,262
人次；2018年大陸與越南營運據點分別有 96%與 100%員工接受反貪腐教育訓練。
2018年有 2位董事接受反貪腐教育訓練，佔比 17%。

審計委員會
組織規程 

審計委員會與獨立
董事溝通情形

註：
1.董事酬金包含報酬、退職退休金、董事酬勞、業務執行費用
2. 胡勝正獨立董事於 2018年 7月 11日因辭世解任

薪資報酬委員會
組織規程

董事會議事規則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誠信經營守則

道德行為準則

股東會議事規則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111001.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614005.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513005.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513001.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71122001.pdf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90513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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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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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需提報

至董事會，確保事前監督；與政府官員往來之同仁，因具備反貪腐適用性，故啟用風

險評估機制；針對與利益直接相關的採購單位除進行反貪腐宣導與課程，並在採購合

約明訂「防賄條款」，禁止人員收取回扣、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財物；對供應商及承

攬商亦進行反貪腐宣導與課程，定期公告相關法規，建置完整的內部控制制度與作

業辦法，輔以稽核作業管理，防範貪腐弊端，降低營業風險，2018年本公司 100%
（10,078家）供應商及承攬商已接受反貪腐宣導或教育訓練，未發生供應商或承攬商
貪腐事件。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我們致力將企業永續發展與核心本業結合，以董事會為永續治理最高

層級，由上而下推動永續治理，訂定適用遠東新世紀及生產事業各子公司

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展現永續經營及兼顧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發

展的決心。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重點內容

 CSR委員會架構

CSR 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董事會制訂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成立 CSR委員會，編制人數共
149位，委員會架構依循公司組織建立，以董事會為最高層級，由董事長辦公室 3位
專責人員負責推動與統籌，四個總部轄下分設推行委員及委員，負責執行專案、回報

永續績效以及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確保永續政策可順利於公司各單位推展。另設有跨

總部的能源小組，負責規劃及管理能資源運用。委員會平日溝通多以電話

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並透過視訊方式舉辦年度 CSR會議。2017年由
CSR委員會成員共同完成「遠東新世紀永續策略藍圖」確立遠東新世紀永
續發展方向。（相關內容請參閱「遠東新世紀之永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CSR委員會成
員與工作職掌

http://cg.fenc.com/upload/cg/cg_20160714014.pdf
http://csr.fenc.com/csr_article.aspx?lang=zh&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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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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
關係人溝通等。此外，各部門透過每月多次的定期會報，向最高治理階層報告及檢討

各項議題對公司的影響與因應方式。（相關內容請參閱「1.3風險管理」）

四位總經理及主要部門主管在董事會與定期會報上報告涵蓋以下 CSR議題：

CSR 報告書編製流程

本公司 CSR報告書資料由各單位 CSR委員提供，經推行委員彙整後提供董事長
辦公室 3位專責人員進行資料分析、統整與內部稽核，並針對疏漏及異常之資料通知
CSR委員進行補正及說明，確保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報告書完成再經第三方外部機
構保證後，由總經理核准並於董事會呈報。

參與 CSR 議合活動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日益加劇，政府單位與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呼籲企業重視
環保與節能，各利害關係人將企業永續績效視為重要的參考指標，遠東新世紀以高標

準檢視自身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績效，藉由與利害關係人交流互動，回應外部機構

調查評比，並積極參與各項論壇與活動。藉此確認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是否完善，

針對需精進之項目提出具體規劃，提升公司永續經營能力。

 CSR報告書編製流程

加入「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協辦理事會議

遠東新世紀於 2018年加入「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CS）」成為會員企業，並由本公司 CSR委員
會總召集人 -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擔任理事，期許與其他標竿企業共創
永續發展。

CCS每季定期舉辦理事會議，向理事代表報告專案執行進度與最新
永續發展趨勢，並邀請專家學者及會員企業演講。遠東新世紀協辦 2018
年第四季CCS理事會議，
本次會議由時任遠傳電信

李彬總經理與台灣經濟研

究院林建甫院長擔任講

者，分享遠傳電信於永續

議題上的做法及最新經濟

情勢。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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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提升企業永續競爭力研習課程」

講者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與國泰金融控股公司舉辦「提升企業永續競爭

力研習課程」，以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與風險管理因應為主題，邀請本公

司擔任講者。

遠東新世紀寶特瓶回收再製技術享譽國際，以「寶特瓶回收再創新價

值」為題，分享 30年來摸索相關技術的歷程。包含 2016年透過海洋回
收紗，提供海洋廢棄塑料的解決方案；

2018年投入廢棄織物回收再製之研
發，期望協助紡織產業的循環經濟更

臻完善，現場與會人士反應熱烈，和

講者一同討論未來的可能方案，調適

氣候變遷衝擊。

擔任循環經濟技術交流論壇講者

本論壇由長庚大學、元智大學與暨南大學主辦，於 2018年 10月 23
日邀請國內外專家分享循環經濟經驗。遠東新世紀於會中分享循環經濟的

作為，包括透過寶特瓶回收再製、與 adidas合作開發海洋回收紗、以無
水染色技術減少耗水量等，並與其他與會專家交流。

加入「永續發展目標聯盟」 共建永續發展交流平台

「永續發展目標聯盟（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SDGs）」於 2018年由企業、政府
機關、學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等跨領域利害關係人發起，共同推廣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

A‧SDGs鼓勵聯盟成員致力 SDGs之積極作為，自願性設定環境、
社會及治理等面向目標，並訂定承諾事項，逐年執行與落實。遠東新世紀

積極發展多項 CSR專案，並設定相關目標，與 A‧SDGs創立初衷相符，
積極響應 CSR倡議，成為首批加入 A‧SDGs的企業之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擔任「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劃」講師

遠東新世紀 2018年 10月 27日受邀至中鼎教育基金會舉辦之「2018
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畫 -冬季行動」進行專題演講。

本活動由國內大專院校的本國籍與外

籍學生組隊參加，藉由企業代表專題演

講，讓學員們深入觀察台灣與國外企業發

展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情形，將企業社會

責任的種子植入即將邁入社會的莘莘學子

心中，更可將遠東新世紀的企業社會責任

表現由外籍學生分享至海外。

優質教育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贊助「CSR@天下」頻道 共創台灣新價值

2017年 3月天下雜誌創立「CSR@天下」網站，透過文章報導企業
與非營利組織的 CSR經驗，讓更多人關注 CSR議題。本公司於 2018年
贊助 CSR@天下，共同倡議企業社會責任精神，為台灣創造更好的未來。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A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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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卓越事蹟

我們透過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貫徹永續理念，將公司發展融入永續思維，2018
年以優異的永續表現入選多項指數及獲得多項獎項。

榮獲「2018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2018 GCSA全球
企業永續獎」共 8項大獎

遠東新世紀 2018年奪得「2018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2018 GCSA全球企業永續獎」共 8項大獎，本公司徐旭東董事長
另榮獲「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

8項大獎包含首度榮獲「十大永續典範」，三度蟬聯「年度
最佳報告」，以及首屆全球企業永

續獎企業永續報告獎（Reporting 
Awards），三重最高榮耀肯定本公司
永續作為；亮眼績效同時贏得四項單

項績效獎與首屆「英文報告獎」，獲

獎數創下新高。

獲得「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首獎

本公司 2018年獲得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CSR年度大調
查 -傳產製造組首獎」，由徐董事長旭東領獎，並擔任論壇與談人。

徐董事長向觀眾分享本公司 CSR的成功經驗，長期研發綠色產
品，提供循環回收、減少能資源耗用

的綠色解決方案。對於未來的方向，

徐董事長表示：「除了永續，需要更

多的創新，企業社會責任是永遠停不

了的、CSR是做不完的、必須靠每一
個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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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風險管理

遠東新世紀建立完善風險管理制度，以降低營運風險，支援公司成長，實現永續

經營。2013年建置法令遵循制度，協助各單位事後檢視法令遵循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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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以更積極

的態度預先避免風險事件發生，2015年由行政總部推動建置風險預警機制，透過定
期追蹤與檢視企業風險項目，評估公司未來可能面臨之風險，事先提出因應方式，防

患於未然。

為強化生產據點工作安全、追蹤風險管控成效，遠東新世紀每三年進行損防查勘

專案，於 2015年委託外部專家對海內外 23個廠區進行損防查勘專案，發掘 229項
風險項目，每月追蹤改善進度，2017年底已全數改善完成。2018年底再次啟動專案，
針對海內外 21個廠區進行損防查勘，評估面向包含廠區配置、機械安全特性、環境
監控、緊急應變計劃等 44個面向，藉由外部專家協助檢視風險弱點，強化公司體質，
預計於 2019年 7月完成。

遠東新世紀透過每月多次的定期會報，確保各項風險議題獲得最高治理階層的重

視與管理。

 遠東新世紀定期會報

註：本章節未提及之其他風險管理措施請參考本報告書各章節內容

 風險預警制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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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風險項目訂定具體且可追蹤的領先指標與對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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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檢討執行績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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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經由系統化定期檢視

清查，確保防護機制有效性，並傳承提升同仁能力。2018年底，行政部門於風險預
警架構下，擬定各項指標異常時應採取的處置對策，提高風險預警制度完整性。

 風險預警制度涵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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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外銷貿易風險管控 -建立預防資恐經濟制裁
風險管控制度

由於本公司貿易範圍擴及全球，以嚴謹的態度管控貿易風險，早於政

府法規訂定處理措施，於 2018年 4月建立「預防資恐經濟制裁風險管控
制度」，透過初期風險評估，訂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劃，定期進行查

核，並推動「貿易合規遵循及管控機制」，確立執行辦法，避免違反國際

經濟制裁相關規範而受到裁罰。

我們依循此執行辦法，定期更新受經濟制裁國家名單，並區分成「暫

緩交易」及「管制交易」兩種；列入「暫緩交易」國家之客戶將禁止交易；

列入「管制交易」

國家之客戶，必須

在正式交易前，填

覆本公司提供之客

戶盡職調查表單，

以確認本公司未與

任何潛在之經濟制

裁名單往來（含客

戶實體、金流及物

流等關係人），並

由本公司保存客戶

盡職調查相關文件

及交易往來記錄。

2019年，規劃
實施國際貿易合規

風險教育訓練，進

一步強化外銷貿易

風險控管。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法令遵循制度涵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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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遵循制度涵蓋蒐集法令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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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涉及董事及經理人之刑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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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較易出現缺失的項目，列為年度查核的重

點。法制室輔導各部門完成法令遵循自行評估及協同人力資源處、稽核處實地查核，

向董事會提出報告，輔導部門改善並持續追蹤。  外銷貿易風險管控制度

本公司自 2017年起透過「遠東新學堂」線上系統進行法律遵循相關教育訓練及
線上測驗，其中「刑法及企業貪瀆」、「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等三門課程為

所有新進員工、行政總部、稽核處、採購處及研究所人員必修課程；「反托拉斯法」、

「刑法及企業貪瀆」則為化纖及紡織總部業務人員必修課程；另有「信用風險管理認

知」供所有同仁自由選課，至 2018年底共有 1,873人次完成法令遵循課程與測驗。
我們將持續增加課程，以增進同仁對於法令之了解，降低公司法令遵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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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制室負責大陸生產據點法令遵循工作，包括法令通報、案例解析、教育訓

練、違規事件處理及建置線上法令遵循平台等，法規涵蓋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

行政法及程序法等，透過不定期發布最新法令通報，提供各大陸生產據點最新的法律

資訊及相關解讀，2018年法令通報包含海關、外商投資、電子商務等領域。

2018年上海法制室舉辦 9場次部門內部教育訓練，包含勞動法、反壟斷法等，
對生產據點員工舉辦 2場次培訓，分別為「銷售合同履行過程中法律風險及案例分
享」、「印章管理和風險控制」，共 80人次參加。此外，與大陸資訊部門合作開發
線上法令遵循平台「A-TEAM法遵平台」，透過平台發送法律通報、案例解析及培訓
訊息。2018年 9月向遠紡工業（上海）人資、安環、採購、業務、儲運等 8個部門
發放法規調查問卷，了解各部門潛在風險，即時提供法令諮詢與服務。

2018年為因應台灣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空氣污染防制法、刑法、
財團法人法及公司法等法令變動，遠東新世紀依循法令遵循政策與機制，透過法令蒐

集、法令宣導及管理制度調整以確保各生產營運據點符合法令規範，相關措施如下表：

 2018年重大違規事項統計

註：係以新台幣 10萬元作為揭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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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專案執行流程

 氣候變遷風險 -實體風險

新埔化纖總廠 2016年至 2017年因第一壓力容器未經檢查合格即使用而受到裁
罰，全面展開清查已使用然未按配套措施檢查合格之第一壓力容器。盤點後分為三類

改善方式：設備汰舊換新、備齊設備相關檢查文件送審及設備修正為非屬第一壓力容

器。每月召開改善專案會議追蹤進度，至 2018年 12月底全數完成缺失修正，已符合
法規。

內部控制制度之監督與管理

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及管理規章由稽核部門制訂與執行，公司內部各單位及子

公司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定期自我檢查，再由稽核單位出具內部控制制度工作報告，

協助董事及經理人檢查、覆核及強化其推動執行，減少錯誤、防止弊端、提高經營績

效，以增進公司整體利益。

本公司稽核部門共設有採購稽核、營業稽核、會計財務行政稽核與

電腦稽核四組，稽核單位人員每年依法受訓，舉辦教育訓練課程、研討

會等，同時參與內部稽核協會年會，加強專業知識及風險管理意識。

資訊安全管理

遠東新世紀重視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自 2014年起導入「ISO 27001資訊安全管
理制度」，持續加強資安人員專業能力，提升資訊處理技術。因應2017年6月大陸「網
路安全法」實施，遠東新世紀大陸資訊部門建立資訊安全管理團隊，整合大陸各生產

據點的資訊安全管理政策，針對網路安全法提出因應方案，並推動資訊安全宣導，提

升同仁相關意識。

內部稽核組織與
內部控制作法

1.3.1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遠東新世紀重視企業長期營運績效，積極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並

將風險轉化為機會，致力開創新商機。2018年遠東新世紀引用國際金融穩定
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發佈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CFD）架構，盤點氣候變遷對各部門與生產據點帶來的
風險、機會及因應方式。
註：部分風險及機會採取相同管理方法，扣除重複計算後，總管理成本約新台幣 30億元

：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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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風險 -轉型風險：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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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機會：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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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1.4.1 利害關係人鑑別

遠東新世紀依據「AA1000 SES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五大原則：依賴性、責任、
影響力、多元觀點、張力及關注設計問卷，透過問卷向全體 CSR委員徵詢意見，以
此為基礎鑑別遠東新世紀的利害關係人。

為確保遠東新世紀即時掌握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議題，本公司 2018年再次啟動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專案，預計於 2019年完成。

：公司（直接衝擊）  ：供應鏈（間接衝擊）  ：客戶（間接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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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重大主題鑑別與回應

遠東新世紀參考 GRI準則的主題與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如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
（UNCSD）、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世界經濟論壇（WEF）、永續
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等國際組織提出的永續議題分析，同時檢視國內外標竿企
業列出的重大主題，以及社會趨勢有關之議題，彙整 27項與本公司有關的永續議題。

2016年以問卷向利害關係人調查永續議題的影響程度以及對公司的衝擊程度，
共回收 416份問卷。2017年 CSR委員會將永續議題對外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
程度納入評估，經高階管理階層核可，共鑑別出 22項重大主題。

為使永續治理更精準聚焦，2018年 CSR委員會將 27項永續議題收斂為 16項，
聚焦核心議題、強化溝通。

調整後的永續議題若由多個永續議題整併，則依照原議題之「對公司永續經營與

外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程度」和「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程度」取其高者為原則，

完成重大主題矩陣調整。

  2016-2019年重大主題鑑別流程

 永續議題前後對照表 E：環境面　S：社會面　G：治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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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之永續發展

短中長期目標

1  建構穩健治理
      1.1 關於遠東新世紀
      1.2 公司治理與永續發展
      1.3 風險管理
      1.4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2  驅動無限創新

3  領航綠色未來

4  實現共融生活

5  串聯美好社會

6  開創共生園區

7  附錄

 重大主題矩陣

利害關係人
永續議題問卷

 重大主題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

註：藍色區塊為本公司之重大主題，白色區塊為相對之下衝擊或影響較低者

http://csr.fenc.com/question.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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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主題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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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議合

遠東新世紀透過多元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議合，強化與利害關係人之連結，並即時調整公司政策以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定期將與各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提報至董事會及定期會

議中。2018年我們針對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進行 9,300次以上各式溝通，統計超過 216,000人次參與。
 每年一次   每季一次   每月一次   每週一次    不定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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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合庫金控「循環經濟論壇」講者

近年循環經濟概念在世界各國方興未艾，全球產業積極發展循環經濟

商機，本公司參加合作金庫證券於 2018年 1月 9日舉辦的「循環經濟論
壇」與投資人溝通本公司於循環經濟之策略、做法與績效。

本次論壇主要面對利害關係人為投資人，經營團隊分享永續策略及研

發創新能量與成果，分享回收寶特瓶再製成食品級包裝材料、紡織品等各

類產品應用之過程，並說明與品牌大廠 adidas、環保團體 Parley獨家合
作「海洋回收紗專案」，將海洋廢棄垃圾再製成品牌鞋款與球衣，也提供

公司未來回收產業布局計劃，回應投資人對於公司未來發展之關注，提升

公司透明度，使投資人了解公司綠色永續使命與進程。

協助舉辦回收基金 20週年特展活動

環保署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自 1998年 7月成立，成立目的為加強資
源回收、暢通處理管道。2018年 7月 31日至 8月 25日舉辦回收基金 20
年特展，邀請許多國外政府官員及國內產官學者共同參展。

特展於花博流行館 -遠東環生方舟舉辦，遠東環生方舟為本公司協助
2010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利用 152萬支廢棄寶特瓶建造而成，實踐「循
環再生」概念，做為本次特展展場意義非凡。遠東新世紀於會場展示回收

再生產品成果，包括纖維產品、生活用品等，並舉辦循環經濟知性之旅講

座與民眾分享循環再生觀念及應用。遠東新世紀在回收產業的貢獻，受到

環保署肯定，獲環保署長李應元頒授感謝狀。

舉辦政治大學交流參訪活動

2018年 1月 2日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策略性風險管理」課程學生來
訪遠東新世紀，本堂課透過企業參訪，了解各公司風險管理執行方式。本

公司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以「從 CSR角度談公司治理 /經營風險」為
題進行演講，分享遠東新世紀以風險預警制度定期檢討追蹤風險指標，預

先提出因應措施，

降低營運風險，並

與同學探討企業社

會責任對於公司治

理、經營風險的意

涵。

參與歐盟創新週活動 展示綠色產品

歐盟成長總署副總署長 Antti Peltomaki 帶領逾 15國歐盟產業聚落代
表及歐商，與 2018年 6月來台舉辦「歐盟創新週」，以循環經濟、綠能
及環保產業為主題。

遠東新世紀擁有領先全球的回收聚酯技術，受到環保署邀請，於活動

現場展示本公司綠色環保產品，包括

回收聚酯製成的 IKEA收納盒及使用
海洋廢塑料製作的 adidas球鞋等，行
銷台灣產業綠色環保形象，也推廣本

公司回收聚酯，使政府與企業了解循

環經濟的商業模式與環境效益。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優質教育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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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參與

遠東新世紀積極參與各類外部組織，以期了解最新趨勢、獲得最新知識以維持公司領導地位。2018年於 67家外部組織中擔任治理角色、參與專案或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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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參加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CS）、永續發展目標聯盟（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SDGs）等永續倡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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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申訴管道

遠東新世紀設有多重溝通管道，供利害關係人針對公司各項衝擊或缺失提出申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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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