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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您身分的不同，我們建議您優先閱讀章節依序如下：

建構穩健治理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員工/工會

建構穩健治理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外部評鑑機構/
媒體

建構穩健治理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開創共生園區

政府

開創共生園區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股東/投資人/
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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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遠東新

世紀）自 2013 年 7 月首次出版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並於 2016 年起，每年 6 月定期出版。

本報告書為本公司第八本報告書，揭露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企業永續績

效。

編製依據

1. 企業永續績效：

   符合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Standard）全面（Comprehensive）選項。通過 AA1000 保證標準第

   一類型中度保證等級的第三方查證（相關內容請參閱「7.4 保證聲明書」 ）。

   另參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社會責任指引 ISO 26000》等規範。

2. 企業財務績效：

   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為單位。

報告主題及永續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

本報告書以「創．新世紀」（Inventing 

New Century）為主題，彰顯「創新」為遠東

新世紀維持永續發展的基石。

2020 年全球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

人們生活受到多重限制，本公司發揮核心能

力，與利害關係人攜手共渡疫情，生產優質的

防疫產品原料，協助社會大眾對抗疫情，為社

會環境永續發展作出正面貢獻。

聯絡方式

聯絡人：董事長辦公室 沙益民、趙家瑩

E-mail ： csr@fenc.com

電   話：+886-2-2733-8000 分機 8417、8419

地   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36 樓

網   址： http://csr.fenc.com/

章節 差異說明

領航綠色未來

1. 報告書揭露範疇擴大：

   章節 3.1、3.3 增加 2 個生產據點，追溯調整至 2018 年；章節 3.2 溫室氣體增加 6 個生產據點，自 2020 年開始統計

2. 更新歷史數據與參考係數：

   ‧ 2019 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更新為外部查證後資料  ‧ 更新轉換係數至最新版本  ‧ 將估計值更新為實際值

3. 上一版資訊誤植修正

實現共融生活
1. 報告書揭露範疇擴大：章節 4.4 增加 10 個採購單位，並追溯調整至 2018 年
2. 上一版資訊誤植修正：薪資與市場水準比較、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之供應商家數

開創共生園區
1. 報告書揭露範疇擴大：章節 6.1.3 增加 2 個興建中工程之生活廢棄物量；章節 6.2.2 增加 2 個大樓，皆追溯調整至
                                             2018 年
2. 上一版資訊誤植修正：園區戶外空間之能源耗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

資料說明

本報告書中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章節對應至生產事業，  開創共生園區章節對

應至土地開發事業，其餘章節涵蓋生產事業與土地開發事業。

遠東新世紀以嚴謹的態度撰寫報告書，不斷改善資料蒐集流程與範圍，逐年提升各項數據資料品質；本報告書部分歷

史資料和上一版報告書不同，差異原因說明如下：

點選  可前往網站閱讀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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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 總公司 ‧ 遠東企業研究發展中心 ‧ 新埔化纖總廠

                                  ‧ 觀音化纖廠 ‧ 觀音印染廠 ‧ 湖口紡織廠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一廠 ‧ 二廠 遠東服裝（蘇州）有限公司

遠東先進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紡纖（越南）有限公司 ‧ 化纖廠 ‧ 紡織廠

亞東綠材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服裝（越南）有限公司

亞東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遠東新服裝（越南）有限公司

遠紡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遠東石塚グリーンペット株式会社

武漢遠紡新材料有限公司 APG Polytech, LLC

亞東工業（蘇州）有限公司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遠紡工業（無錫）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遠紡織染（蘇州）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

     2020 年遠東新世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範疇邊界

點選LOGO
前往網站

註：1. 依各公司成立年度排序     2. 各公司企業永續網址若有異動，以各公司網頁資訊為準

     遠東集團主要公司企業永續網站

範疇邊界

遠東新世紀事業體包括生產事業、土地開發事業及轉投資事業，本報告書揭露範疇共

計 26 個生產營運據點，與上一版本相同。合計揭露比重達 2020 年合併營業收入 93%。

各事業體揭露範圍說明如下：

‧生產事業：

   基於重大性考量，報告書範疇訂為年營業額達新台幣 20 億元之生產事業營運公司

   （註）。此外，本公司長期深耕循環經濟，2019 年起納入 2 個回收再生聚酯生產據點 -

   亞東綠材與日本遠東石塚，以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合計揭露比重佔 2020 年生產事業

   營業收入 98%、佔合併營業收入 54%。

‧土地開發事業：

   揭露範疇為子公司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負責本公司所持有之投資性不動

   產開發與管理業務，於「開創共生園區」章節報導。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主要轉投資對象為遠東集團上市公司，皆已自行對外揭露永續績效，相關內容請

   參閱遠東集團主要公司企業永續網站。

註：為維持報告資料一致性，加入報告書範疇後，若該公司年營收減少至新台幣 20 億元以下者，亦不排除，倘績效涵蓋邊界不同，將
      於報告書中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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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2020 年史無前例的疫病席捲全球，疫情蔓延的外溢效應威脅全世界，遠東新世紀勇

於迎接多變嚴峻的挑戰，經營團隊帶領全體員工快速調整步伐，展現企業實力。

世界能源體系正加速轉型，供給與需求大變革，包括減碳政策、綠色能源等趨勢興

起。各國政府以實際行動因應氣候變遷、落實《巴黎協定》，相關政策如設定碳中和進程、

規劃實施碳邊境稅、能源轉型、推動循環經濟等，不但是國際趨勢，更攸關企業競爭力，

企業需加速轉型，在危機中掌握轉機。

挺進疫後新常態（The New Norm），企業需認清自己的定位、找到前進的方向，並

透過變革、轉型、創新，重新設定經營思維，適應新常態。三個思考方向如下：

‧ 重新構想（Reimagine）：必須在發展商業的同時，維護生態環境，並與社區共存共榮。

‧ 調整企業經營目的（Repurpose）：創造企業的正面價值，用新的指標衡量經營效益，

   不僅為股東，也為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價值。

‧ 重新改造企業（Reinvent）：包含探索新材料、新流程與新供應鏈，研發及應用綠色環

   保材料，打造綠色供應鏈及綠色製程。

遠東新世紀在永續發展的E（環境）、S（社會）、G（治理）面向均已建立完整的制度，

各項措施與執行績效均依照設定之目標持續前進中。追求長期、穩健的經營績效，並設

立高標準的治理制度。營運據點橫跨亞洲與美洲共 6 國，擁有靈活運籌彈性、產品結構

完整，因此，2020 年市場受到新冠肺炎重創困境下，遠東新世紀反而成為國際品牌客戶

爭相拉攏的優質供應商，突顯公司營運韌性。

身為全球最大醫療級複合纖維（PE/PP、PE/PET）供應商，本公司配合政府，組成國

家隊，疫情期間全力生產調度，供應全台 90%-100% 口罩內層原料。聚焦防疫功能性產

品研發，包含使用回收寶特瓶為原料的防霧面罩、符合醫用最高標準的防護衣布料以及

聚酯（PET）材質的採血管，在全球醫療與健康產業上提供最先進材料。

遠東新世紀帶領國內財務領域的創新，至 2020 年累積發行三檔永續金融商品，分別

為 2018 年發行台灣民間產業首檔「綠色債券」，2020 年發行亞洲首檔「永續指數連結

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以及台灣首檔「可持續發展債券」，推升遠東新世紀接軌國

際趨勢，邁向永續創新。

遠東新世紀深耕循環經濟已逾 30 年，是全球回收聚酯領先企業，賦予廢棄寶特瓶新

生命；為了擴大循環經濟效益，多年來積極投入研發「化學法」聚酯回收技術，於 2020

年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為長期以來廢棄服裝與紡織品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找到解方。另一

方面，遠東新世紀以獨步全球的海洋廢棄物回收生產技術，為維護海洋生態盡一份心力。

我們以循環經濟達成聚酯產業的永續發展，成為全球綠色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優秀的人才是公司發展的堅強後盾，遠東新世紀建置完善的人才培訓制度，一方面

為員工提升職能，打造永續經營的幸福職場，一方面培育國際化人才，為公司創造下一

波成長契機。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You 

can't use an old map to explore a new 

world.」，遠東新世紀有信心，與各方利

害關係人密切合作，期許共同創新突圍、

決 勝 新 常 態（Breakthrough with action, 

winning over new norm）。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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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策略藍圖

9 • 17

Inventing
New

Century

建構穩健治理
Fostering robust governance

  5 • 10
13 • 16

致力以誠信道德的行為

準則，建立管理機制，

降低營運風險，以追求

永續發展的目標。

驅動無限創新
Enabling unlimited innovation

  9 • 12
14 • 15

運用研發能力，轉型智

慧化的生產營運與產品

服務，以滿足人類發展

的需求。

領航綠色未來
Navigating a green future

3 • 6 • 7 • 12 
13 • 14 • 15

朝向清潔永續的營運方

式，極大化能資源使用

效率，以減少對於環境

生態的衝擊。

實現共融生活
Creating inclusive society

1 • 4 • 8

增進同仁競爭力、促進

供應鏈永續力，及提升

社會大眾福祉，以達成

共融成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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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防疫最佳原物料，應用產品守護全民健康 P.14
2. 公益基金會捐贈600萬元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P.14
3. 持續提升亞東紀念醫院醫療品質，每日服務超過5,000人次民眾改善身體健康 P.103
4. 舉辦第12屆「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3,000名跑者一起邁向健康 P.100
5. 促進員工健康照護與關懷，舉辦健康檢查與流感疫苗進廠接種活動 P.93
6. 遠東紡纖（越南）引入鏈板煤爐系統，降低處理過程產生之60%空氣污染物硫氧化物含量 P.68

良好
健康與福祉

1. 推展「國際化人才培訓計劃」，外語專班與國際名校線上課程共計培訓199位優秀主管及同仁 P.86
2. 推展新世代數位經營管理人才，共計培訓101位優秀主管及同仁 P.85
3. 擔任2場次永續教育講師，提供154位師生企業永續教育分享 P.99
4. 舉辦第12屆「徐有庠盃-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競賽」，提升台灣青年學子英語辯論、物理能力 P.102
5. 舉辦2場次「有庠創新論壇」，超過3萬名學生、社會人士共同參與 P.102
6. 持續提升元智大學、亞東技術學院與豫章工商教學品質 P.101

優質教育

1. 完善代理人及家庭照顧機制，提升女性育嬰假留任意願

，留任率達92% P.77
2. 重視性別平等，近10年女性主管人數成長64% P.77

性別平等

1. 優化生產據點水回收管理，總回收及再利用水量較上一年度成長2% P.60
2. 亞東石化（台灣）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再生水用水契約，投入使用再生水計劃 P.61
3. 亞東工業（蘇州）採用再生回用處理技術，南側廠區自來水用量大幅下降46% P.63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1. 執行97件節能減碳專案，避免

78,955 tCO2e P.57
2. 共10個生產據點建置太陽能發電站

，裝置容量共12.4 MW P.66
3. 新埔化纖總廠新建汽電共生廠，政

府認可為節能工廠 P.57

1. 台灣生產營運據點完成「移工零付費政策承諾聲明」，2021年全面移工不需負擔任何聘僱相關費用 

P.76
2. 啟動「國際人才庫」建置計劃，預計2021年完成，提升人才於跨國團隊之調動 P.77
3. 台灣「儲備人才培訓計劃」招募20名學生進入公司實習 P.78
4. 遠東先進纖維「精實智能管理人才培訓產學合作計劃」與30名學生與公司共同研發AIoT智能系統 P.78
5. COVID-19疫情期間駐外人員補助政策，感謝同仁辛苦駐外堅守崗位 P.82

體面工作和
經濟成長

1. 台灣總公司員工餐廳嚴格執行疫情防控措施，營造環

保健康飲食新文化，連續四年滿意度調查提升 P.80
2. 美國APG Polytech捐贈全新冰箱及食物逾135公斤予當

地NGO組織，協助有需要之家庭 P.100

零飢餓

1. 定期捐贈現金至各類公益機構，亦參與多項關懷弱勢活動 P.99
2. 遠東資源開發舉辦「耶誕公益市集」，邀請10家在地公益團體，創造近

9.4萬元收入 P.109

無貧窮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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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瞻研發投入經費7.4億元 P.45
2. 累計專利核准841件 P.45
3.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有庠科技獎」，獎

勵30位前瞻優秀學者，合計頒發1,140萬元，加速

科技研發與創新 P.103

產業、創新
和基礎建設

1. 遠東服裝（越南）取得美國公平

貿易認證（FTC USA） P.11
2. 執行全公司「人權盡職調查」，

涵蓋100%員工，依據調查結果提

出改善措施 P.76

減少不平等

1. 遠東紡纖（越南）與碼頭公司合作興建深水碼頭，改善原料運輸效率 P.96
2.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遠東建築講座」，關注社會議題對建築設計的影響 P.103
3. 遠東資源開發秉持「永續」之核心價值執行多元土地開發 P.107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1. 2020年綠色產品營收327.7億元 P.45
2. 賦予廢棄寶特瓶新生命，達成聚酯產業的永續發展 P.18
3. 多項產品均獲得高規格的綠色環保認證 P.48
4. 化學回收技術（TopGreen®ChemCycle）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循環經濟績優企業-績優二星級」 P.19
5. 日本遠東石塚第二條回收廢棄寶特瓶回收再製生產線完工 P.18
6. 日本遠東石塚成為當地唯一零棄標、完全消化廢棄瓶磚庫存之rPET廠商 P.9
7. 開發尼龍紗新製程，減少溫室空氣排放量60%及染色耗水量90% P.42
8. 發表第八本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P.2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1. 台灣第1家簽署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CFD）之化纖企業、第1家發表簽署宣言之傳產製造業企業 P.39
2. 啟動全面溫室氣體盤查計劃，進行重大間接排放源鑑別與盤查 P.65

氣候行動

1. 與台灣各縣市政府及NGO組織Parley for the Oceans合作，回收再製海洋廢棄寶特瓶 P.20
2. 強化位於水資源緊張區之生產據點水資源管理，取水量較上一年度減少23%、耗水量下降10%、放流水量減少29% P.63

水下生物

1. 設立「企業永續委員會」，企業永續進程大躍進 P.40
2. 發行兩檔永續金融商品，與投資人共同實現永續發展理念 P.22
3. 年度TITAS展增開虛擬展場，突破COVID-19疫情封鎖國界之限制 P.48
4. 觀音印染廠連續兩年通過社會勞工整合項目（SLCP）驗證 P.12
5. 積極回應遠東服裝（越南）當地政府「環保與經濟一齊發展」，投入各項環境保護活動，入選《平陽綠皮書》P.70
6. 與利害關係人共計進行135,031次以上各式溝通，統計超過753,297人次參與 P.9

促進目標實現
的夥伴關係

1. 賦予廢棄寶特瓶新生命，每年減廢貢獻210億支寶特瓶，可繞地球120.5圈 P.19
2. 亞東石化（台灣）開發超音波污泥減量技術，減量效率提升58%，2021年正式建置系統

3. 遠紡工業（上海）建置污泥乾燥系統，減少污泥含水率，使污泥減量50%

陸地生物

1. 連續12年達成「零倒帳」 P.37
2. 委託外部專業機構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P.34
3. 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健全風險管理 P.35
4. 訂定《稅務治理政策》透明化稅務管理實務 P.30
5.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強化反貪腐與賄賂管理 P.32

和平、正義
與強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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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年由「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鑑別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每 3-4 年透過

問卷蒐集外部意見，上一次執行為 2019 年，總計回收 576 份問卷。利害關係人與重大

主題由高階管理階層核可，確保永續經營方向與報告書報導內容符合利害關係人期待。

2020 年因應疫情影響，提高重大主題「健全風險管理」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程度與

對公司永續經營與外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程度。考量近年「媒體」對於企業經營

之影響層面日趨擴大，故將媒體增列為重大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遠東新世紀重大利害關係人

     遠東新世紀重大主題矩陣

員工/工會

外部評鑑
機構/媒體

政府

股東/投資人/
金融機構

鄰近居民與
地方團體

直接客戶 產業協會

合作夥伴(含供
應商/承攬商等)

註：
1. 重大主題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方針於各章節說明，永續議題對照表與衝擊邊界請參閱「7.1永續議題對照表」
2. 另有7項關注主題為「創造幸福職場」、「完善員工職涯規劃」、「促進展品行銷」、「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串聯美好社會」、「善用土地資源」、「營造永續聚落」，內容請參考各章節說明
3. 「善用土地資源」、「營造永續聚落」僅適用於遠東資源開發；「創造幸福職場」、「完善員工職涯規劃」、「強化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僅適用於生產事業

調整議題對公司永續經營與外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程度

履行永續發展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健全風險管理

穩健公司治理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防制環境污染

因應氣候變遷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維護客戶關係
提升企業形象

80%

80%

85%

85%

90%

90%75%

對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影
響
程
度

‧CSR報告書
‧研究報告
‧永續網站

利害關係人與
永續議題資料來源

蒐集
永續議題

蒐集
利害關係人

分析重大性

分析重大性

對象
企業永續推行
委員會委員

對象
重大利害關係人

鑑別
重大利害關係人

鑑別
重大主題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分析流程圖

利害關係人永續議題分析
過程與結果

利害關係人永續議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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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協會
溝通 235 次

總計 500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與產業協會互動交流，確保
公 司 發 展 方 向 符 合 市 場 趨
勢，同時透過產業協會與同
業共同研擬產業發展方向，
維持公司競爭力。

關注議題

‧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 履行永續發展

‧ 防制環境污染

‧ 健全風險管理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鄰近居民與
地方團體

溝通   142 次

總計 9,841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與鄰近居民及地方團體保持良

好溝通，聆聽民眾建議，研擬

並實施改善方案，降低生產活

動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關注議題

‧ 串聯美好社會

‧ 防制環境污染

‧ 因應氣候變遷

‧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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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
利害關係人
溝通

遠東新世紀秉持誠信、透明的原則，

透過多元管道揭露資訊，並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議合，強化彼此連結，溝通過程

均記錄利害關係人重視之議題，即時調

整公司政策以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定

期將各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提報至董事

會。

八類利害關係人

  溝通 135,031 次以上

753,297 人次

溝通頻率：

每年一次 每週一次

每季一次 不定期

每月一次 其他

溝通管道：

🅐 外部會議

🅑 內部會議

🅒 教育訓練 / 演習

     / 演練

🅓 宣導活動

🅔 訪問 / 交流

🅕 考核 / 評鑑 / 稽核

🅖 問卷 / 調查

🅗 申訴 / 意見信箱

🅘 公司網站

🅙 其他

COVID-19 疫情期間與 JCPRA

合作達成廢棄寶特瓶零棄標

日本遠東石塚公司為本公司於日本生產回收再生

聚酯（rPET）生產據點，該廠區位於茨城縣，當地瓶

磚投標買賣由日本容器包裝協會（The Japan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Recycling Association，JCPRA）統合，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日本當地食品級 rPET 產品銷售大

幅減少，同行多無足夠空間擺放瓶磚原料，進而放棄已

得標之瓶磚，造成當地廢棄瓶磚快速堆積。日本遠東石

塚公司積極與JCPRA溝通，開拓其他合法瓶磚保管區域，

達成「零棄標」，獲得 JCPRA 及市民之肯定。此外，我

們透過銷售管道積極與客戶溝通，成為日本當地唯一零

棄標、完全消化廢棄瓶磚庫存之 rPET 廠商。

大同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參訪本公司石化業生產據點

2020 年亞東石化（台灣）邀請大同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科

技學系師生，於 11 月 18 日到廠參訪，以「石化產業因應數位

時代的潮流」為主題，介紹亞東石化（台灣）以 AI 品質預測、

智慧巡檢及產品製程，達到有效監控品質變化以及提升設備可

靠度。

亞東石化（上海）則於 12 月 19 日邀請華東理工大學資源

與環境工程學院學生進廠參觀，亞東石化（上海）長期與華東

理工大學合作，提供實習平台，促進產學發展，本次邀請學生

進廠參觀廢水處理設施，幫助學生了解廢水處理運作方式、相

關知識、技術及在產業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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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 投資人 /
金融機構

   溝通      587 次

   總計 18,985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為公司重要資

金來源，優異的經營績效可展示公司價

值，獲得穩定資金來源，產生正向循環。

關注議題

‧ 健全風險管理

‧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 穩健公司治理

‧ 履行永續發展

‧ 防制環境污染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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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出版內部月刊，積極與員工溝通

與員工議合為公司內部重要議題，自1990年起，本公司每月出版《遠東人月刊》，

至今已 31 年，內容多元，除積極與員工溝通公司重大消息，另有健康、科技、旅遊…

等議題，2001 年線上化，使員工能夠在網路上輕易獲取公司第一手資訊，2019 年運

用 AI 即時翻譯，讓海外同仁也能掌握公司資訊，獲得正面回饋。

近年環境劇變，智慧製造轉型升級、新經濟時代來襲，化纖總部張丙秋營運長於

2019 年 6 月創辦《化纖月刊》，至 2020 年底已出版 19 期，每期月刊傳達化纖總部

重點工作推動方向，如智慧製造，同時宣導各項職業安全衛生觀念、勞動工作條件，

並分享廠區員工活動，舉凡捐血、社團、登山、旅遊等，使員工在工作上可以達到同

步溝通，在工作外可以享受樂活生活，發揮競爭優勢、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共同邁

向更美好的未來。

員工 / 工會
溝通    9,614 次

總計 375,319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員工是本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藉由

提升員工福利、健全職涯發展，凝

聚同仁向心力，共創永續未來。

關注議題

‧ 創造幸福職場

‧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 防制環境污染

‧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

🅖

🅗

🅙

首次採用線上視訊課程，與日本投資人共議回收產業大未來

2020 年 7 月日本知名銀行的責任投資部門來信，提及遠東新世紀的化

學回收技術（TopGreen®ChemCycle）被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特別詢問本公司

是否能開辦介紹課程，希望能進一步了解本公司回收再生聚酯（rPET）事業。

受 COIVD-19 疫情影響，本公司首次以線上視訊方式對投資人開設課程，

介紹回收再生聚酯（rPET）產業，同時邀請有興趣的日本投資人參加。該課

程以日文為主要語言、英文為輔助語言，由本公司事業單位主管說明，視訊

點包含台北、東京、香港，以深入淺出之方式闡述全球與日本當地回收再生

聚酯（rPET）產業概況，並搭配影片講解化學回收概念，會後日本投資人持

續詢問回收再生聚酯（rPET）及化學回收技術（TopGreen®ChemCycle）未來

藍圖，亦加深日本投資人對於本公司為日本第一、全球第二大回收聚酯公司

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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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牌商 prAna 合作，取得美國公平貿易認證

遠東服裝（越南）客戶 prAna，為知名品牌商 Columbia 旗下品牌之一，積極推動企業

永續相關作為，對於產品之來源永續性以高標準看待，prAna 自 2009 年起成為首家美國

公平貿易認證（Fair Trade Certified USA，FTC USA）的成衣品牌合作夥伴，該認證保障品

牌商以公平價格向供應商採購商品，同時供應商需遵從國際勞工組織規範、嚴守聯合國人

權宣言，確保員工賺取公平的薪資、擁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並於營運過程中保護自然環境，

prAna 積極推動其供應鏈取得公平貿易認證。

遠東服裝（越南）於 2020 年成為 prAna 於越南第二家通過 FTC USA 認證之成衣廠商，

未來 prAna 將提撥銷售自本公司產品的 2% 營收總額，交由廠內員工成立的組織，該基金

將與公司完全獨立，直接經員工共同決定如何運用該基金。同時我們建置公平貿易高級管

理團隊（Fair Trade Premium Management Team），該團隊由 16 位女性員工、3 位男性員

工組成，進行員工需求調查、員工工作條件精進計劃等，並協助處理年度稽核作業。此項

認證同時有助於和 prAna 之間的合作，未來更可望獲得更多品牌商的青睞與支持。

直接客戶
溝通 114,217 次

總計 291,155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直接客戶的信任，是創造銷售獲利的來源，本

公司要走在客戶前面，藉由創新產品替客戶創

造更高的品牌價值。

關注議題

‧ 經營客戶關係

‧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防制環境污染

‧ 促進產品行銷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

🅗

🅘

亞東石化（台灣）舉辦運輸供應商大會

亞東石化（台灣）主要原物料為對二甲苯（PX）、乙酸（AA），

石化原料運輸過程需避免交通事故及洩漏可能性，尤其司機於駕

駛途中若使用手機等通訊設備易造成運輸安全疑慮，因此亞東石

化（台灣）每季定期舉辦運輸供應商大會，檢討每季運輸作業情

形，並進行稽核作業，藉此達到運輸安全之目的。2020 年四場會

議合計共有 54 位運輸供應商人員參與，四場會議除檢討運輸安全

改善外，也進行對二甲苯（PX）槽車事故洩漏演習，確保運輸廠

商於事故發生時可以快速因應，減少可能的損害。2020 年運輸供

應商稽核結果均為 A 級，顯示各供應商均積極精進運輸品質。

合作夥伴
( 含供應商 / 承攬商等 )

溝通   9,421 次

總計 18,071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合作夥伴提供的原物料與服務，是本公

司創新產品與服務的基礎，與合作夥伴

共同落實永續發展，共創雙贏局面。

關注議題

‧ 健全風險管理

‧ 經營客戶關係 

‧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履行永續發展

‧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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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守護者聯盟，共同改善勞工工作安全

2017 年桃園市政府邀請多家廠商共同成立「觀新 E 家族」，觀音化纖廠積

極響應，擔任家族核心領導者，帶領「觀」音工業區邁入安全「新」領域。為展

現廠區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決心，2020 年 1 月擴大規模邀請新廠商成立「守

護者聯盟」，持續以大廠帶小廠運作方式，共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認知與文化。

2020 年守護者聯盟與桃園市政府合作舉辦多場職業安全衛生活動，包括至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學、南亞技術學院、桃園市農工高級中學、中原國小及青溪國

小舉辦體驗活動、職場安全健康週、演講等，使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得以向下紮根。

此外，我們協助聯盟夥伴診斷缺失方案，累計至 2020 年 12 月底，提出 99

件建議事項、協助完成 92 件改善事項，改善率超過 90%，我們與政府以不同的

合作方式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的觀念，並提升其他企業改善缺失之積極度及有效

性。

政府
溝通      342 次

總計 13,957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暢通與政府間溝通管道，掌握最

新法規趨勢，避免誤觸法網、確

保穩健營運。

關注議題

‧ 強化環境安全

    衛生管理

‧ 履行永續發展

‧ 防制環境污染

‧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健全風險管理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

🅙

觀音印染廠通過 SLCP 驗證

觀音印染廠於 2019 年開始導入「社會勞工整合項目（Social & Labor 

Convergence Program，SLCP）」， 連 續 兩 年 通 過 第 三 方 驗 證 機 構 -TÜV 

Rheinland 之準則查證。

全球永續意識興起，品牌商、製造商及各方利害關係人設置多樣評估標

準，確保供應鏈符合永續性，卻造成品牌商、製造商稽核疲勞的情況與日遽

增，因此數十家品牌商、製造商於 2015 年聯合創辦 SLCP，融合現有不同的

評估框架，減少資源消耗、降低雙方疲勞。SLCP主要驗證勞工職業安全衛生，

以期改善勞工工作條件。

觀音印染廠 2019 年導入 SLCP，連續兩年通過驗證，符合品牌客戶要求，

並有效減少稽核次數，同時將 SLCP 稽核報告分享予品牌客戶，將資源著重

於改善計劃。

外部評鑑機構 / 媒體
溝通      473 次

總計 25,469 人次

利害關係人
對遠東新世紀意義

透過外部評鑑機構驗證，

檢視政策完整度；並向媒

體溝通展示良好績效。

關注議題

‧ 防制環境污染

‧ 履行永續發展

‧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 健全風險管理

‧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溝通管道與頻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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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與申訴管道

永續是不斷進步的過程，我們歡迎利害關係人與我們聯絡或申訴，包括環境、法令遵循、反貪腐、勞工、人權、客戶與產品等議題均提供多重溝通管道，並依據不同議題有獨立之調

查機制。

     申訴管道與處理流程

     2020 年 4 件申訴案件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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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案 - 亞東石化（台灣）

民眾申訴廠區周邊飄散異味，經環保局人員到場勘查，確認相關

排放設備之操作程序及排放氣體均符合環保標準，確認非本廠區

所致，解釋後已銷案。

B 案 - 亞東石化（上海）

民眾申訴廠區排放刺激性氣味，造成鄰近居民頭暈、嘔吐，經內

部異味監測、巡檢後，再由當地政府確認異味非由本公司排放，

解釋後已銷案。

A 案 - 新埔化纖總廠

堆高機行進間因地面坑洞，易與周圍貨架撞擊產生聲響，經填補

坑洞後減少碰撞機會，獲得申訴者回覆滿意。

B 案 - 亞東石化（上海）

民眾申訴本廠區持續產生噪音，本廠區與協力廠商共同進行調

查，並由員工與政府單位測量夜間工廠聲響，確認噪音非來自本

廠區，解釋後已銷案。

2件

異味案

2件

噪音案

利害關係人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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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重大主題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經營客戶關係

提升企業形象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促進產品行銷

申訴管道

專門電子信箱（如：業務信箱等）

、口頭申訴、書面申訴

處理流程

‧接獲申訴後，依

據產品、客戶負責

人，責成處理人員，

並且逐級呈報，即時向申訴客戶回

覆處理結果。

對應重大主題

履行永續發展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健全風險管理

穩健公司治理

申訴管道

審計委員會信箱：

稽核處信箱：

法令遵循信箱：

處理流程

‧接獲申訴並判定屬實後，立即要求被

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依法令及公司相

關規定做出適當之處置。

‧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以書面文件或電子

方式留存五年。

‧對於確認之檢舉情事，有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

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

次發生。

對應重大主題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健全風險管理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創造幸福職場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申訴管道

勞工意見信箱、專門電子信箱（如：總

經理信箱、部門信箱等）、保密專線、

職工代表大會、口頭申訴、書面申訴

處理流程

‧對申訴案件進行調查且

逐級彙報，即時向申訴人

回覆處理結果，亦妥善保存

申訴及調查記錄。

申訴管道

各生產據點環境申訴負責單位、安環部門、

警衛處

處理流程

‧接獲申訴後，通報廠區相關單位

處理，  呈報公司管理階層，並

回覆申訴者處理狀況及後續結果。

對應重大主題

驅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健全風險管理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防制環境污染

因應氣候變遷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營造永續聚落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法令遵循
與反貪腐 勞工與人權 客戶與產品 環境

auditcommittee@fenc.com

feaudit@fenc.com

legalcompliance@fe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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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COVID-19）由亞洲擴散至全球，至

2021年5月底，感染人數已超過1.7億，逾350萬人不治。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均顯示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下滑超過4%，造成

全球供應鏈重組、消費習慣改變、居家辦公模式興起，疫情對本公

司營運產生實質影響，本公司在全球醫療與健康產業上提供最先進

材料，並對內擬定各項防疫措施，有效降低疫情對本公司衝擊。

遠東新世紀擁有生產專業醫療級防護用品技術，因應疫情，擴大開發優質產品應

用及原物料。

COVID-19疫情全球爆發，造成口罩及各類防疫用品供不應求，我們創新開發各

類原物料，與下游防疫用品製造商共創防疫新紀元，確保民眾、醫療人員均能使用到

最高品質的防疫產品，有效防堵疫情擴散、保障全民健康。

為對抗COVID-19疫情，本公司發揮核心能力開創防疫產品，提供民眾、醫療人

員高品質的防疫產品，保障全民健康。目前本公司醫療級口罩原物料於台灣與上海生

產，並行銷全球，在全球醫療與健康產業上提供最先進優質的材料。

此外，透過公益基金會捐贈600萬元現金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團隊，期望與

民眾疫同攜手向前行。

創新防疫最佳原物料 應用產品守護全民健康

PE/PP及PE/PET複合纖維-用於口罩內層親膚層

過去市面上口罩多以聚丙烯（PP）作為原料，本公司利用PET豐厚特性，可使接

觸的皮膚更為溫和舒適，且親水無味道，易吸收飛沫、低起毛、低過敏。

超細纖維-用於口罩中間層熔噴布

本公司開創研發全球第一「超細纖維預過濾

層」，可置於中間層熔噴布前面，利用次奈

米纖維作為主體，將大顆粒粉塵先行攔截。

其細菌過濾效果遠優於一般醫療級口罩，貼

近醫療級N95口罩的過濾規格，並對PM2.5

具有過濾效果，更可節省20%中間層熔噴布

使用量。該超細纖維可減少呼吸阻力2倍，

可使醫療人員呼吸順暢度提升，大幅減少不

適感，產品可重複水洗使用。

聚酯-用於採血管

COVID-19的檢驗，需要透過抽血、驗血，然

而有許多疑似病例，不僅造成檢驗能量需求

激增，採血管的安全性也格外受到重視。過

去傳統採血管原料為玻璃，本公司利用創新

聚酯作為採血管原料，透亮度可媲美玻璃，

比傳統玻璃材質的採血瓶更耐摔、易於運送

與保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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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爆發，全球經濟成長率十年來首次由正轉負，本公司各單位於疫期初期即積極應變，提出不同應變措施。2020年2月

起，各生產營運據點均依循公司防疫措施，守護全體同仁健康。

完善全公司防疫措施 守護同仁健康

由高階主管組成應變小組，
定期彙報各地疫情資訊

依循各地政府管制措施，
確保員工健康及防護措施
符合法令規定

外部人員非必要不得
進入辦公大樓或廠區

進出辦公大樓或廠區人員，
不論內外部人員，均需測量
體溫、噴灑酒精或消毒液

進入辦公場所及工作
期間全面配戴口罩

員工每日通報「健康關懷系
統」，追蹤同仁健康狀況

員工分流上班，
進行異地辦公

籌措防疫物資，確保出勤
同仁於上班期間有足夠防
疫用品可供使用

管制國內外公務出差

大陸生產營運據點於宿舍
開設隔離專區，提供給從
外地返工同仁使用

關鍵抗疫時刻，訂定有效防疫措施

防霧級聚酯膠片-用於防霧面罩

COVID-19的主要傳染途徑是透過眼睛、鼻

子與嘴巴傳遞，口罩對於一般民眾可達到

一定程度的防範，但對於醫療從業人員，

則仍暴露於飛沫傳染風險中。本公司利用

聚酯膠片，應用在防護面罩，加入親水技

術做為防霧配方，避免醫療面罩於使用中

起霧，保持醫療從業人員視線安全。

防護衣

一般醫療用防護服透氣性差，醫護人員使用十分

不適，且無法水洗，一次性使用後只能丟棄，無

法重複利用。本公司開發創新防護衣，利用淨味

纖維、透溼防水膜，添加撥水、抗菌等功能，使

本項產品達到有效去味、降低環境負荷、長效持

久可水洗的特性，防護衣布料達到最高規格PB 

70 Level 4，可做到血液及病毒不穿透的特性，

大幅提升防護衣的耐用性與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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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善用核心職能，推廣本公司防疫產品

2. 受各國封城影響，產品外銷不易，積極擴展內銷市場，同時拓展不

同性質客戶，分散客戶集中風險

3. 密切追蹤航運商、貨運商、銀行、快遞公司等，確保貨物順利寄達

客戶手中。（相關內容請參閱「4.4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加速推動數位轉型，包括雲
端系統升級、遠距視訊軟體
、業務電子化等

導入流程機器人（RPA），將原
需實體操作、重複性、系統化專
案，以RPA輔助執行，降低疫情
造成的各項人工作業困難度

短期減少非必要資本支出項目等現
金支出；中長期改善借款結構，降
低公司流動性風險及籌資風險

加強追蹤應收帳款及逾期帳款
催收，於疫情期間完成「零倒
帳」之目標（相關內容請參閱
「1.3健全風險管理」  )

建構客戶及產品獲利分析決
策系統，協助最佳化業務接
單（相關內容請參閱「2.2經
營客戶關係」  ）

武漢遠紡新材料為遠東新世紀位於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的生產據點，

首當其衝地受到COVID-19衝擊。

武漢市於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呂昇翰廠長身為當地最高主管，堅

持留守工廠，維持警衛隊值勤能力，保全公司財產，籌募防疫物資與補給品

。武漢市解封後，積極規劃復工申請，獲得武漢經濟開發區第一批復工企業

資格。復車後產量快速回升至疫情前水準。

呂廠長投入與堅持鼓舞同仁士氣，強化同仁的向心力，獲得2020年遠東

精神獎積極任事類優等獎表揚。

積極任事楷模  帶領武漢工廠走出疫情

優化工作流程，確保營運資金穩健 調整銷售產品與服務，維持公司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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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疫情後世界關鍵趨勢，2020年底舉辦之遠東集團高階主管年

會，除了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蒞臨分享疫情帶來的全球趨勢變化外，更

由Deloitte Taiwan團隊，安排將近一天的教育訓練課程，藉由Deloitte專

家群的經驗分享以及互動討論，研擬公司對於疫情的應變策略。

本次課程採用Deloitte Global為全球客戶設計，因應COVID-19疫情

衝擊的新方法論【Recovery and Beyond】，經客製化調整後，探討在疫

情衝擊下，對於企業重要營運活動影響，包括客戶需求改變、現金流管

理、供應鏈調整、人力資源優化、數位轉型等多項重要營運面向，藉由

對企業營運構面完整評估，幫助高階主管瞭解疫情後公司營運應思考的

方向，共同擬定未來應對方案，

當日針對遠東新世紀供應鏈、數位化與客戶等多面向進行深入討論

，在疫情對於供應鏈衝擊下，探討如何掌握關鍵原物料、避免生產中斷

，以及加速智慧工廠建立，降低員工因隔離政策無法返回公司工作的衝

擊等，並分析疫情對於客戶需求的改變，建構新常態下顧客關係。透過

本次教育訓練，不但幫助公司高階主管掌握疫情後的產業變化，更凝聚

大家共識，塑造COVID-19疫情後營運優勢的關鍵策略。

COVID-19後疫情時代
新常態 新戰略 凝聚共識課程

COVID-19疫情期間，蘇州當地政府獎勵完成線上平

台-「技能強國」培訓者，每人可獲人民幣300至500元不

等的補貼金，蘇州各生產營運據點擬定培訓計劃，為全

體同仁展開防疫培訓工作，課程包含疫情防控知識、安

全生產、法律法規等，鼓勵員工自主學習，加強防疫應

對技能，總計參訓人數3,957人，總時數73,088小時。

加強防疫培訓
獎勵員工線上自主學習

遠東新服裝（越南）於2020年4月6日獲得越南平

福省勞動聯合會頒發「COVID-19防疫推動傑出獎」，

該獎項獎勵遠東新服裝（越南）於COVID-19疫情期間

，積極推動各項防疫事項，經評定在全省預防和控制

COVID-19疫情的宣傳方面表現出色，是平福省唯二獲

得該獎項殊榮的企業。

優秀防疫措施榮獲
「COVID-19防疫推動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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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遠東新世紀是全球回收聚酯領先企業，賦予廢棄寶特瓶新生命；

為了擴大循環經濟效益，多年來積極投入研發「化學法」聚酯回收技

術，於2020年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進一步為廢棄服裝與紡織品找到回

收再製的解方。另一方面，遠東新世紀以獨步全球的海洋廢棄物回收

生產技術，為維護海洋生態盡一份心力。我們以循環經濟達成聚酯產

業的永續發展，成為全球綠色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遠東新世紀投資

興建台灣第一座

廢棄寶特瓶再生

工廠-台灣再生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啟廢棄物再

生利用的循環經

濟生產模式

遠東新世紀以廢棄寶特瓶

生產之機能布料被選為

2010、2014及2018年世

界盃足球賽指定材料，媒

體報導為台灣之光，讓台

灣站上世界盃的舞台

‧遠東新世紀與adidas®及海洋環保

   組織 Parley for the Oceans 共同展

   開海洋回收紗專案

‧台灣二廠正式投產，以挑瓶機設備大幅取代人工挑瓶，

產能提升後可處理台灣半數以上廢棄寶特瓶

‧收購美國回收再生聚酯企

   業 Phoenix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LC

‧鑒於綠色產品需求殷切，亞

東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事業群分割獨立為亞東

綠材股份有限公司

‧設立化學法回收實驗工廠

成立遠東石塚グリーンペット

株式會社，產能擴充至日本

精進回收技術，成功提升產能

遠東石塚グリーンペット株

式會社第二條生產線完工

本公司取得台灣

再生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100%股權

，併入亞東創新

發展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事業群

循環再生 前瞻佈局

1988

2006

2010

2012
2016

2017

2019

2020

中國大陸 日本
美國

台灣

菲律賓
馬來西亞

越南
現有生產據點

未來新增據點

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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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聚酯產能規模

產品認證 回收成分認證 環保標章食品安全認證

2020年各界肯定

桃園市政府
世界海洋日展覽

遠見雜誌
CSR傑出方案環境友善組-首獎

最高
等級

連續
四年

台灣企業永續獎
循環經濟領袖獎

最高
等級

回收聚酯產業地位

1全球NO.    回收聚酯
纖維級

2回收聚酯
全球NO.

1全球NO.

    回收聚酯
食品級

全球唯一
日本容器包裝回收利用協會

之海外認可
回收再製廠商

1全球NO.

回收聚酯
海洋

環境效益

廢棄物減量 溫室氣體減量

可繞地球120.5圈

遠東新世紀每年減廢貢獻    

21,000,000,000
支寶特瓶/年

以回收寶特瓶為原料製成的聚酯粒

，較傳統從石油而來的聚酯粒可減

少63%溫室氣體排放量。

900,000 tCO2e/年
約當2,300座大安森林公園吸碳量

遠東新世紀每年減碳貢獻

長期目標
（2030年）

1,500,000
公噸482,000

公噸

1,000,000
公噸

2020年
中期目標
（2025年）

全球第一
世界級領導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循環經濟績優企業-績優二星級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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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新解方 - 聚酯回收再製技術再突破

　　聚酯原料的下游應用產品中，寶特瓶只佔其中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聚

酯原料用於聚酯纖維，廣泛應用於服裝與紡織品。由於大部份紡織品服裝都由

兩種以上不同原料纖維混紡製成，還有如拉鍊、鈕扣等配件，再加上各種顏色

的染劑附著，增加了回收再製的難度。

　　遠東新世紀最新TopGreen®ChemCycle聚酯化學回收技術，除了可以回

收成分單純的聚酯寶特瓶，還可以將混摻其他成分的廢棄聚酯產品（如：服裝

、紡織品、包裝材料等）依化學法轉化為聚酯的主要原料之一對苯二甲酸（

PTA）。再生對苯二甲酸（rPTA）可以再次投入聚酯生產製程，可應用於生產

所有聚酯產品，其品質與石化原料生產的原生聚酯相當。

　　遠東新世紀TopGreen®ChemCycle聚酯化學回收

技術領先同業，已取得台灣、美國、澳洲等多國專利

，並設立實驗工廠小量量產中。此技術於2020年7月

獲得日本最大飲料製造商─可口可樂瓶裝日本公司（

CCBJI）採用，大規模商業化量產指日可待。

　　遠東新世紀為長期以來廢棄服裝與紡織品所造成

的環境問題找到解方，為聚酯回收產業打開新篇章。

　　寶特瓶上的塑膠膜
少部分為聚氯乙烯（P

VC）材質，寶特瓶蓋則

為聚丙烯和聚乙烯（P
P和PE）材質，因為材

質與寶特瓶本體不同，

無法進入寶特瓶回收流
程中一起回收再製。

　　遠東新世紀為了實
現生產製程零固體廢棄

物，投資興建

固體廢棄物處理鍋爐，
將塑膠膜燃燒轉換為熱

能，提供生產

所需，廢棄寶特瓶的瓶
蓋則回收再製為全新的

塑膠棧板。

　　廢棄塑膠為海洋生態保育的棘手問題。自2016年起，遠東新世紀與adidas®及海洋環

保組織Parley for the Oceans共同合作的「海洋回收紗專案」，致力解決廢棄塑料威脅海洋

，2020年擴大專案覆蓋範圍，攔截海洋廢棄塑料累計逾6,000公噸並轉換為全新商品。

　　由於海洋治理與藍色經濟是

台灣相當重視的議題。海洋委員

會海洋保育署於2020年國家海洋

日成立「海廢再生聯盟」，遠東

新世紀受邀加入，在聯盟中負責

聚酯類海洋廢棄物的再製工作。

　　環保署於2020年推動「海洋廢棄物高質化循

環利用示範推廣計劃」，完全使用台灣淨灘所得海

廢寶特瓶為原料，製成原料含量達96%海廢寶特瓶

製成的「潯寶衣」。不但挑戰台灣的回收與紡織技

術，更提出世界首創的驗證機制。遠東新世紀子公

司亞東綠材參與其中，與政府單位、業

者、國際級驗證機構聯手合作，完成海

洋廢棄物循環利用之典範。

　　2019年6月4日本公司與桃園市長鄭文燦共同簽署「海

洋廢棄寶特瓶回收再利用合作意向書」，自2019年6月起

，桃園市11個海岸巡護隊、永安、竹圍與中油環保艦隊等

志工團體進行淨灘、淨海所清出的廢棄寶特瓶，將交由本公司製作成環保慢跑衣或其他環

保產品，無償提供桃園市府回饋參與淨灘淨海的民眾及志工，落實減塑救海洋的美意。

　　2020年，本公司將回收的海洋廢棄寶特瓶再製為400件環保衣，回饋海岸巡護志工。

　　混紡紡織品中聚酯
以外的其他纖維無法以

化

學法還原為原料。遠東
新世紀與新創公司合作

，

研發將其他成分的廢棄
紡織品製成燃料棒，可

用

於鍋爐代替煤炭發電。

廢棄物回收再製也要零
廢棄物

循環經濟救海洋 - 海洋回收專案

廢棄寶特瓶塑膠膜與瓶
蓋

混紡紡織品中聚酯以外
的其他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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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新世紀建構的回收再製營運模式與精良的生產技術成為業界典範，不但是台灣推展循環經濟的模範廠商，也經常成為各國政府參訪的對象，或受邀至

論壇演講。2020年，COVID-19疫情導致實體交流活動大幅減少，但本公司仍積極對外溝通議合，透過經驗交流、參展推廣等方式，強化多方合作關係、擴大民

眾意識及社會關注。

6月8日
第一屆國家海洋日，本公司於海廢再生聯盟區展出；海委會主

任委員李仲威、海洋保育署署長黃

向文、副署長宋欣真以及貝里斯

駐華大使、帛琉共和國駐華大使

、諾魯共和國駐華大使、吐瓦魯

國駐華大使均至本公司攤位，並

留下深刻印象。

7月18-26日
受邀參與桃園市政府舉辦的世界

海洋日展覽活動，展示本公司海

洋廢棄物再利用的成果。

6月25-26日
本公司受邀擔任越南包裝材料

回 收 組 織 （ P a c k a g i n g 

Recycling Organization Vietnam

，PRO-Vietnam）講者，向越

南政府與上下游廠商分享成功

的環保回收經驗。

9月25日
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台

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胡憲倫特聘教授討論

回收廢塑膠產品建

立分級制度，提出

產業界的實務建議

供政府參考。

11月3日、11月10日
外交部、台灣海洋委員會、美國在台協會、日

本台灣交流協會、荷蘭在台辦事處，以及台灣

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運用循環經濟模式處理海洋廢棄物線

上研習營」。對海洋垃圾等複雜的廢棄物管理

問題進行交流，共吸引將近700名來自16個國

家的產官學界和非政府組織專家參與此線上研

習營。本公司受邀參加擔任講者。

7月16日
本公司受邀擔任紡織產業經貿發展研討會

「環保紡織品開發經驗分享-寶特瓶等回

收再生作法與應用」講者。

8月31日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舉辦「海廢資源循環平台交流」座談

會，本公司受邀分享透過創新研發，將海洋廢棄物轉化成機

能紡織品的成功案例。

2020年議合活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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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遠東新世紀自1990年代發行全國第一檔可轉換公司債（

Convertible Bond，CB）至今，持續在國內扮演財務創新的指標性企業

。2018年至今，已發行三檔國內首創的永續金融商品，其中兩檔商品

於2020年發行，永續金融提供企業持續投入永續發展的資金，讓企業

願意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永續轉型。

相較於一般金融商品1個月的發行作業時間，綠色及永續金融商品準備期及

查證期額外多出4-5個月，遠東新世紀期待藉由發行各類永續金融商品，以具體

作法建立參考範本，期以拋磚引玉帶動民營製造業發行潮流。

遠東新世紀近年發行之永續金融商品

3

遠東新世紀致力打造永續商業模式，與環境共生共存，

我們透過綠色投資貫徹本公司永續發展策略，並將籌得資金

連結本公司永續發展目標，串連資金來源及資金用途形成封

閉循環（Closed-loop），已成為台灣永續金融的創新標竿企

業，持續創造政府、企業、投資人的三贏局面。

遠東新世紀財務規劃重要目標

遠東新世紀財務永續宣言

Forward-looking：與世界金融趨勢接軌

DNA for innovation：台灣財務創新指標

Connect the dots：連結立業精神，誠、勤、樸、慎、創新，
                           一步一腳印

2018年

1月8日

為期五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0.95%

綠色債券

貫徹綠色環保
永續理念

響應政府推動
綠色&永續
籌資管道

推出創新產品
供投資人選擇

台灣民間產業首檔

投資人企業政府

永續金融，成為推升全球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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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年浮動計價。永續指數連結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將借款利率與遠東新世紀永續績效相結合，以實現本公司2030

年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願景。

為達成本公司短中長期環境績效指標所有之支出項目。

1. 遠東新世紀首檔永續指數融資額度，連結永續指數來保證及發行商業本票，若約定之永續指數達標，融資額度借款利率

可依約減碼。

2. 亞洲首見之創新融資設計，獲得數家外國媒體登載，包括ecosistent、Environmental Finance、The Asset、Bloomberg等。

3. 本創新永續融資額度榮獲《財資雜誌（The Asset）Triple A Country Awards 2020》-「台灣最佳永續融資（Best 

sustainability financing）」及《GTR Best Deals 2021》之肯定。

1. 2020年4-6月

邀請數家國際級綠色籌資領先銀行進行中期借款提案，提案內容需與永續相關，且結構設計須具備創新力。

2. 2020年9月21日

遠東新世紀簽署亞洲、台灣首檔永續指數連結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

特點

時程

資金用途

為期五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0.54%。將本公司「永續策略藍圖」結合永續金融邁向未來，期望藉由此良性循環與所有

利害關係人及政府共同創造台灣優良的永續發展環境，與國際趨勢無縫接軌。

綠色與社會效益投資計劃：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對環境產生之減廢效益。

‧溫室氣體減排效益。

‧綠建築（台北遠東通訊園區）：以環境永續為基石，開發智慧綠園區，作為永續發展之示範場域。

1. 國際發行可持續發展債券的企業，多為金融業、服務業或政府機構，遠東新世紀屬於民營製造業。

2. 法規頒布2個月內完成所有程序後迅速發行。

3. 依據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建立投資框架，並以國際資本市場協會之可持續發展債券指引標準評估資金使用。

1. 2020年10月6日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頒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

2. 2020年11月20日

遠東新世紀取得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之資格核可。

3. 2020年12月21日

遠東新世紀發行台灣企業首檔可持續發展債券。

特點

時程

資金用途

2020年

9月21日

2020年

12月21日

永續指數連結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

可持續發展債券

亞洲首檔

台灣企業首檔

GTR Best Deals 2021Triple A Country Awards 2020

30億元

3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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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分享

遠東新世紀  王健誠財務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于哲會計師

東方匯理銀行  盧建霖董事

東方匯理銀行  胡曉銘執行董事

中國信託銀行  廖淳霖資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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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損防查勘專案風險項目

100%改善完成
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及
        稅務治理政策

連續12年零倒帳

成立董事會下

   企業永續委員會
上市上櫃企業

公司治理評鑑成績前5%

委託外部專業機構執行

董事會績效評估獲得標竿成績

台灣第1家簽署支持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CFD）之化纖企業
台灣第1家發表簽署宣言之傳產製造業企業

MSCI永續領導者指數
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

SGS CSR Awards
人才發展卓越獎 

台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台灣永續指數
台灣永續價值指數

Climate Change - Management
Water Security - Leadership
Supplier Engagement Rating - Leadership

GCSA
Best Practice Award - 
Great Practice - World Class

2020
天下企業
公民獎

2020年亮點績效

2020年永續榮耀

台灣企業
永續獎
TCSA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
年度最佳企業永續報告獎、
英文報告書獎金獎、
循環經濟領袖獎、人才發展獎

遠見CSR
企業社會
責任獎

傑出方案-環境友善組

首獎
年度大調查-傳產製造組

楷模獎
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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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方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公司治理評鑑成績 產業領導地位風險管理制度 永續企業典範

每年執行3件風險管理專案

每年執行3件風險管理專案

每年執行3件風險管理專案

每年執行3件風險管理專案

・持續擴大各項風險管理制度執行範疇
・動態調整優化風險管理制度
・建置風險管理系統平台
・定期盤點重大風險項目，並追蹤改善

・訂定遠東新世紀風險管理政策
・委託外部專業機構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建立全公司疫情管控制度
・廠區損防查勘專案風險項目100%改善完成

・參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以及國內外
優良執行方案

・依據公司現行狀況持續調整改善

主要產品維持產業領導地位

主要產品維持產業領導地位

主要產品維持產業領導地位

主要產品維持產業領導地位

・擴充產能，建立多元生產基地
・研發創新產品
・提升員工職能

・醫療級複合纖維：產能全球第一
・環保回收聚酯：產能全球前二
・固聚酯粒：產能全球前三
・不織布聚酯棉：產能全球前三

每年執行3件永續專案，

參與3個企業永續會議或獎項

每年執行3件永續專案，

參與3個企業永續會議或獎項

每年執行3件永續專案，

參與3個企業永續會議或獎項

每年執行3件永續專案，

參與3個企業永續會議或獎項

・持續進行利害關係人溝通、議合與回應
・積極參與各類永續活動，掌握議題趨勢
・爭取國內外企業永續獎項獲獎

2020年執行內容
請參閱報告書各章節內容前5%

前5%

前5%

前5%

前5%

2020
達成

進度

2020
目標

2025
目標

2021
目標

2030
目標

達成 達成 達成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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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以
穩健的腳步精進產業策略，維持產
業領導地位、帶動產業升級，並促
進經濟發展。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持續擴充產能、建立多元生產基
地與產品

・定期召開經營檢討會議，追蹤經
營績效，要求相關單位改善

・每季召開董事會議，確保策略方
向延續性與合宜性

權責單位

・行政總部總經理
・石化總部總經理
・化纖總部總經理
・紡織總部總經理

穩健公司治理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以誠信為原則，健全公
司治理架構，確保公司治理在兼顧
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下，藉由加強
公司績效，強化企業經營體質，保
障股東權益。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設置公司治理專責人員與公司治
理工作小組，針對誠信經營、法
令遵循、會議議事及公開資訊等
項目落實公司治理

・訂定各項董事會規章，每年辦理
自評作業

・透過外部公司治理評鑑與內部控
制制度，評估作業程序有效性

權責單位

・公司治理主管
・公司治理工作小組

健全風險管理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辨識對營運活動有重大衝擊之風險項
目，建立管理機制或執行改善專案，
降低營運風險，避免公司財務與商譽
損失。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制訂風險管理政策，建立風險管理
制度，持續動態調整與優化，確保
機制有效性

・執行教育訓練，提高員工風險意識
・每月召開風險管理會報，監控各項
風險指標及法律遵循執行情形

・定期執行廠區風險查勘作業，降低
廠區營運風險

・透過每月多次定期會報，確保各項
風險議題獲得最高治理單位監督與
管理

權責單位

・行政總部
・各事業部

履行永續發展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以永續發展為願景，為利
害關係人創造多元價值，以不斷精進
改善、止於至善的精神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期許成為永續企業的典範。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成立董事會層級之企業永續委員會
・訂定《企業永續政策》與《永續策
略藍圖》，推展執行各類企業永續
專案，向上呈報至董事會

・參與國內外永續評比、論壇、會議
，與利害關係人交流互動，審視調
整永續方向

權責單位

・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

重大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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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產事業

26%
土地開發事業

43%
轉投資事業

41%
轉投資事業

4%
土地開發事業

55%
生產事業

營收

2,068
（億元）

資產

6,170
（億元）

1.1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遠東新世紀以誠、勤、樸、慎、創新為企業立業精神，以紡織事業為事業發展根基，

向上垂直整合，打造一條龍產銷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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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為台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續追求永續經營與長期利益，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多元價值，並致力打

造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三面向之價值典範。

     2020 年資產與營收結構

     財務績效

註：2020 年本公司各地生產營運據點均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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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選擇專業、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

公司之財務狀況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本公司定期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

性及適任性，連續七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情事

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計師之必要，並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twA
中華信評

（2020年）

2018 2019 2020
總資產 565,589,420 576,079,699 616,955,270
總負債 297,859,983 304,758,516 347,530,630
總股東權益 267,729,437 271,321,183 269,424,640
營業收入 228,661,933 250,146,590 206,769,281
稅後淨利 ( 分配後歸屬母公司 ) 12,028,294 10,732,669 8,062,699

註：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

誠者，
真誠也。

勤者，勤奮也。
樸者，儉樸也。

慎者，審慎也。

企業使命

立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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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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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給利害關係人的經濟價值

     繳納至各地政府稅金

     主要產品與價值鏈

     銷售營收比例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註 : 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 ; 包含台灣、大陸、越南、日本、美國 ... 等營運據點

為因應稅務治理之國際趨勢，貫徹稅務法規遵循，落實企業永續發展，遠東新世紀

於 2020 年規劃、制訂《稅務治理政策》，供本公司及所有子公司做為依循。內容涵蓋面

向包括法規遵循、資訊透明、風險控管、誠信溝通及專業培養。

本公司落實稅務治理政策，各生產營運據點皆須遵循所屬國家之稅法規定，確保各

生產營運據點間之交易依常規交易原則進行，不進行虛假或無經濟實質目的之複雜交易，

亦不以稅務規避之目的，將利潤轉往低稅負國家或免稅天堂，並於財務報告及企業永續

相關資訊等公開管道，揭露稅務資訊予利害關係人，以提高資訊透明性。

為避免法律變動所造成之風險，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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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地子

公司作業符合相關稅務法規。

註 :
1. 所列金額為所得稅費用
2. 其他地區包含越南、日本、美國、馬來西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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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生產事業簡介

2018 2019 2020
營業成本 184,261,821 205,396,660 166,373,605
員工薪資與福利 22,486,717 22,865,446 19,790,390
支付出資人款項 ( 利息費用與現金股利 ) 16,872,295 20,612,117 17,700,487
支付政府款項 ( 所得稅 ) 2,663,528 2,695,092 3,142,945
社區投資 73,878 139,578 238,392

2018 2019 2020
台灣 2,754,610 2,354,409 2,241,434
大陸 (59,382) 292,177 859,003
其他地區 (31,700) 48,506 42,508
所得稅合計 2,663,528 2,695,092 3,142,945
所得稅佔營業收入比率 1.16% 1.08% 1.52%

會計處為本公司稅務治理負責單位，重大交易及決策均經過稅務風險評估。依循租

稅法規、租稅優惠及租稅協定等進行租稅規劃，並透過內控機制，確保遵循租稅法規。

每年年底依規定申報前一年度國別報告及編製移轉訂價報告備查。

註：產品產銷量值請參閱年報

石化產品 化纖產品 應用產品領域

客戶 客戶 客戶

乙二醇
MEG

對苯二甲酸
PTA 聚酯

Polyester
Polymer

固聚酯粒
PET Resin

聚酯纖維
Polyester
Fiber

產業用途

家飾用途

服飾用途

食品包裝

非食品包裝
原料
供應商

● 台灣  ● 中國大陸  ● 其他

2018

2019

2020

 51%

48%

40%

32%

9%

20%

47% 31% 22%

● 石化  ● 化纖  ● 紡織

2018

2019

2020

 29%

32%

49%

47%

22%

21%

25% 54% 21%

企業年報 財務報告書 稅務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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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

臺灣

日本
美國

紡織
總
公司 研發 石化 化纖

報告書邊界內 報告書邊界外

生產事業市場環境與產業概況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下游需求減少，使全球聚酯產量衰退、進一步導致對

苯二甲酸（PTA）需求滑落，造成全球產業供應鏈中斷與重新布局。為迎向疫後新常態，

本公司持續創新衛材領域產品，包括醫療級口罩、隔離衣、防護面罩與採血管等防疫產

品材料研發，同時加速數位轉型，強化遠端工作模式並打造高效智能工廠。

2021 年受惠於 COVID-19 疫苗於全球各地陸續施打，全球景氣逐步復甦，加上產油

國持續推進減產、嚴寒氣候衝擊美國石化產業鏈，刺激油價與石化原料走升，對苯二甲

     營運據點

酸（PTA）價格迎來漲價態勢，進一步帶動聚酯價格上揚，各項紡織產品需求逐步回溫。

本公司擁有獨步全球垂直產銷體下，涵蓋上游石化、中游聚酯及下游紡織事業，提

供客戶從研發到銷售的一貫化整合服務，並於各地生產營運據點持續擴充對苯二甲酸

（PTA）、聚酯、循環經濟相關產品、紡織產品生產規模，同時我們積極轉型躍進、不斷

創新與突破，目標成為全球聚酯、紡纖材料領導者，使得企業影響力擴及社會大眾，為

產業注入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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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穩健公司治理

為落實企業經營責任，並保障遠

東新世紀股東的權益，同時兼顧其他

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本公司以「誠信」

作為經營最高原則，穩健公司治理，

協助企業管理運作、爭取全體股東最

大利益。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企業若以貪腐和不道德的手段營

運，將使商譽及利害相關人蒙受損失。

為降低企業貪腐風險，本公司誠信經

營與反貪腐政策及 2020 年執行成果如

下：

最高指導原則 誠信

行為準則 經董事會通過《誠信經營守則》與《道德行為準則》

制度

1. 於《董事會議事規則》訂有利益迴避規定，若有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應提報至董事會

2.《違反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之檢舉及懲戒辦法》

3.《預防資恐經濟制裁風險管控制度》訂有防制洗錢計劃

4. 薪酬制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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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與政府往來需啟用風險評估機制

7. 於採購合約中明訂「防賄條款」

涵蓋範圍
本公司反貪腐政策涵蓋所有貪腐行為，包括：貪污、洗錢、賄賂、回扣、佣金、疏通費、非法政治獻金、不當慈善捐贈、不合理禮物、

不正當利益、不公平交易等可能以不法手段侵害企業資產或股東權益之行為

稽核制度

1.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列為內部稽核制度之必要稽核項目

2. 每季依據反貪腐政策涵蓋範圍，進行「企業貪瀆自評檢核」，董事會每季檢視檢核結果，確保反貪腐政策之運行

3. 供應商及承攬商（含代理商與貿易商）若有違反誠信經營情事之可能性，將主動調查，屬實者移除名冊

教育訓練與宣導措施

1. 每年至少一次對董事會成員及全體正式員工實施「反貪腐教育訓練」，宣導本公司反貪腐政策之涵蓋範圍與可能對企業及個人之

    影響。2021 年規劃擴大實施範圍至非正式員工

2. 供應商及承攬商（含代理商與貿易商）納入本公司交易名冊前、與本公司交易前，均須接受反貪腐宣導或教育訓練

3. 內部刊物、會議管道、廠區標示

2020 年執行方案

1.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修訂重點如下：

    •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

    •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文件化並妥善保存

    •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之資源與人員，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2. 新增公告《違反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之檢舉及懲戒辦法》並每年更新《誠信經營執行情形》於官網

2020 年成果

1. 本公司未發生任何貪腐事件

2. 正式員工 97% 完成反貪腐教育訓練，董事會成員 100% 完成反貪腐教育訓練

3. 供應商及承攬商（含代理商與貿易商）100%、共 7,352 家完成反貪腐宣導或教育訓練

4. 誠信經營之內控相關條文納入內部稽核制度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政策及 2020 年執行情形

誠信經營守則 道德行為準則 違反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之檢舉及懲戒辦法 誠信經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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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屆獲得公司治理評鑑前 5%  受邀對外分享公司治理實務

遠東新世紀於2019-2021年連續三屆均獲得「公司治理評鑑」成績最優等級（前

5%），公司治理表現備受肯定。

本公司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於 2020 年 5 月接受知名 CSR 網路平台「CSR@ 天

下」採訪，歸納本公司落實公司治理之兩大核心重點：「風險管理」與「透明化」，

凡事「超前部署」，就能持續發揮應變能力與企業影響力，創造永續成長競爭力。

2020 年 6 月 17 日本公司受邀至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舉辦之「企業永續長沙

龍」，分享強化健全公司治理實務經驗。因應 COVID-19 疫情影響，本次會議以線

上方式舉辦，近 50 位各公司永續主管線上與會。

1.2.1 強化公司治理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2020 年本公司參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精進管理制度，執行重點專案包括：

1. 設置董事會層級之「企業永續委員會」，負責推動及強化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制度、

   推動及發展企業永續相關事項、督導其他經董事會決議之永續相關工作事項。

2. 經董事會通過訂定《風險管理政策》，達成強化公司治理、健全風險管理作業，以合

   理確保本公司各項目標之達成。

3. 經董事會通過訂定《智慧財產管理計劃》，以維護創新研發所得之先進技術成果，增

   加企業長期競爭力，並有效管理智慧財產權。

4. 委請外部專業機構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5.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經由稽核主管簽報董事長核定。

1.2.2 董事會結構與薪酬

董事會為遠東新世紀最高治理單位，2020 年共舉行 4 次董事會。我們擁有完善的機

制不斷提升董事會效能。

     董事會管理與績效評估機制

教育訓練
機制

每年邀請外部專家舉辦2次董事課程。2020年課程為「新冠

肺炎疫情後的全球經濟趨勢與企業競爭策略」及「世界經濟趨勢

與台灣的發展機會」，共18人次董事出席，所有董事每人進修時

數均達6小時以上。

候選人
提名機制

依據提名人選學經歷、獨立董事意見、《董事選舉辦法》及

《公司治理守則》等規範，由董事會審查後，經股東會投票選任

。另依據公司法，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本公司預計於

2021年股東會舉行第24屆董事會改選。

酬勞與績效
評估機制

依循《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對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會績效進行自評、每三年至少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

家學者團隊進行績效評估一次。2020年所有自評結果均為最優

級別「超越標準」。

獨立監督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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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執行董事權力及義務，

包含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

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

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

設定及督導環境面

相關目標，包含能

資源管理、溫室氣

體排放報導、污染

防制、永續性生產

流程的建置

設定及督導社會面相

關目標，包含社區救

助、社會公益、供應

鏈管理、職業安全衛

生、人力資源、員工

競爭力與福祉

設定及督導治理面相關目標

，包含覆核營運預算與計劃

、檢討公司會計、財務、產

品研發、生產銷售、誠信經

營、風險管理、內控制度及

相關報告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面向

核心職能 Core 環境 E 社會 S 治理 G

依據《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酬勞實際分派比率及數額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評估建議，

經董事會決議後於股東會報告。2020年董事酬金佔稅後純益比例為1.83%。 

從「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5% 
看企業該具備的必要條件

公司治理守則

董事會成員介紹 董事會組織與規則

公司章程

公司治理評鑑成績

遠東新世紀
（2019年、2020年、2021年）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1.1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1.2 穩健公司治理

1.3 健全風險管理

1.4 履行永續發展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驅動無限創新

實現共融生活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10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11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19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19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470


34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建構穩健治理

薪資報酬委員會
2011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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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共舉行 2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2015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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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舉行 4 次審計委員
會。

企業永續委員會
2020 年成立

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積極履行董事會賦予之相關職權包含：推動及強化公司治理與誠
信經營制度、推動及發展企業永續相關事項、督導其他經董事會決議之永續相關工作事項。
2020 年共舉行 1 次企業永續委員會。

委託外部專業機構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遠東新世紀於 2018 年修訂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新

增每三年至少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團隊評估董事會績效

評估一次之規定。2020 年委託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首度執行外部績效評估，該公司及團隊成員過去與本公司並無業務

往來，具備獨立性，其專業能力及經驗亦符合外部績效評估之要求。

整體董事會績效表現可分為三個層級「標竿」、「進階」、「基

礎」，本公司董事會依據架構（Structure）、成員（People）及流程

與資訊（Process and Information）三方面接受評估，分別獲得「標

竿」、「進階」及「標竿」的成績。該報告已於 2021 年 1 月完成，

並提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 2021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評估結果亦

將做為董事酬勞發放及提名續任之參考。報告中評估建議事項與因

應計劃列舉如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建議事項 因應計劃

增設非法定之功能性委員會
2020 年 11 月已設立「企業永續
委員會」，強化董事會架構。

強化董事成員多元性
董事改選將審慎評估董事候選人
名單，強化董事成員多元性

提升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之頻率 積極邀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

邀請非執行董事參與重要營運會
議

規劃非執行董事參與公司重大營
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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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股東依法擁有一股一票的權力，可透過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以參與公司決策，此外，董事選舉

依公司法規定，採行對小股東有利之累積投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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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委員會

NEW

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企業永續委員會

股東會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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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健全風險管理

「機會」與「風險」一體兩面，企業的發展機會，必定伴隨風險產生，2020 年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健全風險管理機制更顯重要，本公司亦提升重大主題矩陣中「健

全風險管理」之重要性，唯有透過管理機制，方能降低營運風險、掌握發展機會，以實

現永續經營。

為強化公司治理、建立健全之風險管理作業，以合理確保各項目標之達成，本公司

於 2020 年 11 月 12 日經董事會通過訂定遠東新世紀《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本公司

永續經營、降低損害及增進事業利益，於辦理各項業務時，應適當評估各項風險、機會，

有效辨識、衡量、監督與控制各項風險，將可能產生的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程度內，以

達成風險與報酬合理化之目標。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共分三層，依序為董事會、行政部門、各事業部門及相關

單位，相關權責明訂於風險管理政策，若遇有突發性之重大風險發生，應成立相關應變

小組，即時回應、處理各種風險狀況，確保遵循法令規定，將潛在損失與衝擊降至最低。

我們每月與最高治理階層召開各類定期會報，包括管理、銷售、產業經營、能源節約等

風險議題，確保最高治理階層的追蹤掌握與決策管理。

     遠東新世紀定期會報

     遠東新世紀風險管理原則與程序

遠東新世紀重大風險 

遠東新世紀依循各部門辨識其經管業務中可能面臨的風險來源及可能發生的風險，

相關因應措施可參考本報告書相關章節或遠東新世紀年報。

重要會議 頻率 對應面向 最高參與階層

董事會議

董事會 每年四次 ●   ●   ● 董事長

審計委員會 每年四次 ●

獨立董事及董事薪酬委員會 每年兩次 ●

企業永續委員會 每年一次 ●   ●   ●

專題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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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行會議

經營檢討會 每月一次 ●   ●   ●

銷售會議 每月兩次 ●

風險管理會報 每月一次 ●   ●   ● 行政總部總經理

● 環境  ● 社會  ● 治理

資訊揭露意識建立 目標設定 風險辨識 風險評估 風險應變 風險監控

1. 明確考量風險項目之不確定性，並取得最佳資

訊，研擬優先行動方案。

2. 有效地分配與使用資源。

3. 建立必要的防護機制與緊急應變計劃。

4. 持續地察覺及回應變化。

5. 遵循相關法令規範。

6. 加強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信任。

六項原則

七項程序

包含國內外利率、匯率波動、客戶信用等因素而造成對
財務目標影響之風險。

包含因經營策略、國內外市場競爭、產業合作、政策法
規變動等所造成之風險。

包含因自然、人為、或技術等因素對本公司資訊資產之
機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造成威脅之風險。

包含因全球氣候變遷、地理資源、政府能源及相關財稅
政策等所造成之風險。

包含因全球企業永續議題衍生之環境、社會、治理所造
成之風險。

財務風險

策略暨
營運風險

資訊安全風險

環境暨
能源風險

企業永續風險
（ESG風險）

風險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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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管理機制及運作說明 

1. 風險預警制度 : 定期追蹤風險項目，預先提出因 

   應措施

本公司於 2015 年建置風險預警制度，由行政

單位每月定期追蹤與檢視企業風險項目，2020 年

共召開 12 次風險管理會報，透過訂定領先指標與

對應措施，避免產生風險，並針對指標異常項目，

提出採取處置對策、改善與優化因應方式、防患未

然。2019 年起逐步系統化各項風險指標，打造風

險管理平台，例如信用風險及授信管理，導入信用

評等及額度即時運算平台，由系統自動試算信評水

準及授信額度合理區間，進一步提升授信決策品

質。

     風險預警制度流程

風險
預警

財務
會計

外部
環境

法律
事務

企業
資產

人力
資源

   辨識
重大風險

項目

評估
   具體且可追

         蹤領先指標
               與對應措施

改善   
動態調整
及優化

檢核
依不同頻率
定期檢視   

2. 法令遵循制度 : 定期執行法令遵循自評，降低觸法風險 

   2014 年由行政總部總經理擔任總督導，建置適用全公司之法令遵循制度 :

建置 
目的

•強化員工守法意識避免觸法  •保護公司利益及企業形象  •降低董事與管理團隊經營風險 • 促進公司經營效率

組
織 
規
劃

制
度 
內
容

項目 執行重點 各單位配合事項

建立
溝通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通報系統
•指派法令遵循專責人員
•即時通報違規及受罰情事

更新
規章

•建置公司內部法令遵循網頁專區
•定期追蹤最新修法訊息即時傳達各單位
•對各單位負責業務之違法風險進行預警

•將最新修法訊息傳達該單位相關人員
•配合法令異動適時更新相關內部規章

法規
訓練

•發布法令通報、提供案例分享及實施法令宣導
•針對重要法令異動舉辦員工教育訓練
•針對新進員工提供法令遵循實體與線上課程（智慧財產 /  
   著作權 / 刑法與企業貪瀆 / 勞動條件 / 營業秘密）

•指派適當人員參加相關教育訓練

法令
遵循
評估

•配合法規控制點擬定自評檢核項目
•進行法令遵循實地查核
•定期召開法令遵循會議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法令遵循執行情形

•定期執行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並回報結果
•配合實地查核提供相關佐證資訊

涵
蓋 
領
域

確認公司營運相關重要法規，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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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出現缺失的項目，則列為年度查核的重點，共計涵蓋 80 項法令、590 個查核點。

對象 遵循內容

股東 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取得處份資產、會議召開

客戶及競爭者 公平交易、進出口貿易

公司財產 商業會計、稅務管理、專利商標、著作權法、營業秘密、個資保護

員工 勞動條件、保險福利、勞資關係、勞工退休、安全衛生

社會 環境保護、企業貪瀆、政治獻金

實施 
方式

1. 各部門每季完成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並回覆法制室。
2. 法制室偕同人力資源處、安全衛生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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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針對違規事件訂定標準處理程序，並設置檢舉管道，如法令遵循檢舉信箱、審計委員會信箱以及稽核處信箱。

行政總部總經理 法令遵循主管

台灣法制室（2014年制度建置）

上海法制室（2016年制度建置）

蘇州法制室（2020年制度建置）

越南法制室（制度建置中）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1.1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1.2 穩健公司治理

1.3 健全風險管理

1.4 履行永續發展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驅動無限創新

實現共融生活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37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建構穩健治理

COVID-19 疫情加劇  放帳管控完整  達成連續十二年「零倒帳」

2020 年度 COVID-19 肆虐全球，重創全球經濟及產業供應鏈穩定性，導致停工減產及破產企業快速

增加，整體信用風險危機遽升。本公司於疫情初期（2020 年 2 月）即快速採取行動，減少可能的倒帳

危機，並成功達成連續十二年「零倒帳」目標。具體行動包括：

1. 每週彙報最新放帳曝險資訊及客戶營運動態。

2. 暫停保險轉核信用審議作業，爭取核保率提升至九成及拓展其他洽保管道。

3. 縮短應收帳款寬限期，加強逾期案件跟催力道及通報頻率。

4. 針對疫情嚴重國家，執行信用緊縮措施，提高無擔保放帳申請門檻。

5. 針對無擔保放帳額度使用率偏低客戶，下修額度，降低曝險部位。

6. 匡列嚴重逾期客戶清單，列入專案列管名單，限縮或暫緩信用交易。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2020 法令遵循實績

2020 年全球貿易衝突持續升溫，為避免貿易衝突對業務銷售的的風險，重點執行下列二項任務：

1. 反托拉斯遵法規劃

   根據不同單位違法風險程度高低，訂定「反托拉斯政策計劃書」，同時提供教育及訓練課程，建立內控、

   查核及通報機制。

   2020 年 6-7 月辨識國內外高風險之業務主管、高階經理人，進行四場「反托拉斯與競爭法專題講座」

   教育訓練，以遠距授課方式，要求全球據點同步參與，並將課程數位化，上傳本公司數位學習平台 -

   遠東新學堂，2020 年共計有 336 人完成訓練課程及通過考試。2020 年本公司未涉入反托拉斯案件。

2. 因應全球貿易壁壘

   近年國際上保護主義興起，貿易壁壘持續增強，各國持續增設制裁黑名單，遠東新世紀交易對象遍布

   全球，為避免受到不同政府制裁，各生產營運據點配合法制室執行專案調查，亦禁止與受制裁實體直

   （間）接交易，避免落入裁罰風險。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3. 廠區損防查勘

遠東新世紀生產據點橫跨台灣、大陸、越南、日本、美國、馬

來西亞等地，廠區資產安全為支援公司營運成長要點之一，為強化

生產據點工作安全，我們定期委託外部專家至海內外各廠區查勘風

險，並針對評估結果強化風險弱點，提升營運體質，降低風險隱憂。

2019 年度本公司委託外部專家對海內外 21 個廠區第三度執行

風險損防查勘專案，評估軟體設備、硬體設施、緊急應變措施三大

區塊，共計 44 項國際性風險指標。為落實風險預警制度，追蹤風

險管控成效，我們針對查勘結果進行缺失改善，依外部專家建議修

正弱點項目，每月定期追蹤回報改善狀況，至 2020 年底，第三次

風險查勘的 129 件風險項目以及第一、二次風險查勘後尚未改善完

成的 183 件風險項目，均已全數改善完成，未來將持續檢視維護狀

況，保障廠區資產及人員安全無虞。

4. 強化風險管理教育訓練

為確保公司永續經營、降低損害及增進事業利益，各單位依據

可能面臨的風險來源，對同仁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以降低風險發生

可能性，各類風險包括財務風險、策略暨營運風險、資訊安全風險、

環境暨能源風險，2020 年共開設 44 門課程，總計 3,594 人次完成

相關訓練，另有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相關教育訓練，請參閱「4.3 強

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

除針對特定風險進行教育訓練，本公司為增加員工法律知識、

降低業務執行過程觸法風險，在各生產據點不定期執行法律遵循教

育訓練，另於2017年建置「遠東新學堂」線上系統，目前可供台灣、

大陸各生產據點員工進行教育訓練與線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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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底共有2,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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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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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執行稽核專案 60 件，分別為主管機關規定稽核專案 31 件、公司重要項目稽

核專案 29 件，發現內部控制缺失計 131 項，多屬輕微疏失並已完成改善；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餘 14 項缺失之改善尚在進行中。

稽核單位人員每年依法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機構舉辦之內部稽核課程，進

修時數均符合規定，並定期參加公司自辦之教育訓練、國內管理顧問或學術機構及內部

自行舉辦研討會等，同時參與內部稽核協會年會，不斷提升專業技能及風險管理意識。

每年一月底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內部稽核人員名冊及所受進修訓練等資料。

資訊安全管理

1. 建立與遵循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2014 年本公司導入「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2016 年起持續取得外部驗證機

   構認證，落實 PDCA（Plan-Do-Check-Act）目標式管理循環推動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2. 確保資訊安全防護有效性

   為防範各類資訊安全威脅，除採多層式網路架構設計加強防禦縱深外，更建置各式資

   訊安全防護系統與威脅偵測應變機制，逐步體現情資分享、縱向溝通、回報與監控，

   提升整體資訊安全治理成熟度，以降低資訊安全風險。並於台灣、大陸均設置資訊安

   全管理團隊，整合各地資訊安全管理政策。

3. 落實人員安全管理及訓練

   本公司對員工不定期透過各種方式加強宣導資訊安全認知，強化資訊安全意識，並融

   入日常工作。鼓勵員工參加資訊安全課程教育訓練並取得證照，要求系統開發者及管

   理者擁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降低人為錯誤及濫用資訊資產的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遠東新世紀積極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並將風險轉化為機會，致力開創新商機。

2019 年本公司採用「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鑑別對本公司重大之關鍵氣候變遷風險與

機會，2020 年本公司各生產營運據點依據辨識結果執行相關因應方案。

     2020 年重大違規事項統計

缺失
罰鍰

( 新台幣 )
改善方案

遠紡工業
 ( 上海 )

維修機械過程造成
管線內殘餘化學物
洩 漏， 引 發 火 災
（無人員傷亡）

約 94 萬
元

1. 改善標準作業程序，避免化學物殘留
2. 定期清潔管線，提早發現異常
3. 增設消防設施，得以盡速處理化學物引起的火災

新埔化纖
總廠

未依規定於時限內
通報工安事件

30 萬元 檢討通報流程，加強宣導。

新埔化纖
總廠

設 備 / 勞 工 / 作 業
空間未依規定定期
檢查、安全防護措
施不合規定

30 萬元
由專責單位定期追蹤違法事項，並依規定通報檢查，
且透過網站 / 專責人員向各單位宣導。

新埔化纖
總廠

水煤漿鍋爐所屬泵
浦故障導致熱煤洩
漏，引發火災、異
味污染物逸散（無
人員傷亡）

（註 2）

1. 改善鍋爐硬體設備，增加緊急排放閥
2. 於鍋爐旁放置備品，器材故障造成事故無法及時 
    處理時，可快速更換備品，進行事故排除
3. 增設手持式滅火器以快速滅火，水霧式滅火器限
    縮異味污染物擴散
4. 修訂管理辦法，並採購手持式查漏計，增加巡檢  
    頻率，提早發現異常

亞東石化 
( 台灣 )

排放管道空氣異味
未符合法規標準

（註 3）

本公司對本案提起行政訴訟，原因如下：
1. 檢測抽查樣本之作業流程不符法令規定
2. 取樣袋水分過多，影響異味判定
3. 本公司另請其他經環保署認證之檢驗公司檢測同
    樣排放管道，空氣異味符合法規標準

註 :
1. 係以新台幣 10 萬元作為揭露標準，2020 年共 11 案，部分案件合併說明
2. 新竹縣政府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撤銷原處分，通知本公司再提陳述書
3. 罰單金額為 50 萬元，目前已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5. 內部控制制度之監督與管理

稽核單位每年除執行法令規定之稽核項目，亦考量公司各項作業風險評估結果，擬

定次年稽核計劃，並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准後實施。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

事項，與受查單位溝通後，要求提出具體改善措施，持續追蹤至改善為止。

稽核報告完成次月底前，均交付審計委員會核閱，按季將缺失改善情形提報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審議。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需立即作成報告

呈核至各總部總經理、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以此做為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依據，

申報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刊載於年報，以清楚揭示公司對內部控制有效性之承諾。

內部稽核組織與內部控制作法

TCFD氣候相關財務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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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氣候變遷挑戰 簽署支持 TCFD

遠東新世紀長期致力於企業永續行動，為與世界尖端企業看齊，鼓勵企業共

同為減緩氣候變遷尋找方法，本公司於 2020 年 8 月 21 日簽署支持「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

累計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球已有近 1,700 家企業簽署支持，本公司為全台第 26

家企業、第 1 家簽署支持之化纖企業，此外，我們同步發表簽署宣言，為全台第 1

家發表簽署宣言之傳統產業製造業企業。

遠東新世紀期許更多企業能夠一同善用 TCFD 框架，辨識氣候變遷帶來的財務

衝擊，進一步面對、改善企業策略，同時發展多元專案，協助減緩氣候變遷，為地

球創造永續未來。

簽署宣言 :

Far Eastern New Century Corporation

Climate change is the defining issue of our time with enormous impacts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FENC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pursuing the vis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hoping that it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rough bringing a diverse range of eco-friendly and low-carbon green 

products to the world.

The TCFD frameworks provided by FSB have been conducive to our clearer elaboration 

on how FENC has addressed and responded to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pos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thereby more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with all stakeholders. 

Based on such frameworks, FENC assessed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company and crafted our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strategy. 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more like-minded companies will join us in our effort to create a more circular, 

sustainable and promising future.

                          - Far Eastern New Century Corporation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

     關鍵氣候變遷風險 / 機會與因應方案

颱風 (颶風)

低碳科技轉型之
成本支出

溫室氣體相關法規
導致排放成本增加

‧以淹水防護為重點，加強生產據點颱風損防措施
‧設置緊急發電系統，重要設備設置不斷電系統
‧採購柴油發電機，預防臨時斷電事故
‧調整人力配置，確保災害發生時有足夠人力因應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與查驗證
‧投入低氮燃燒技術、揮發性有機物（VOC）技術改造，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
‧推動節能減碳方案
‧精進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投資提升能源效率設備 
‧投資太陽能發電
‧購買綠色電力

風   

險

能資源使用效率

能源來源

產品和服務

‧推動節能減碳方案
‧導入節水製程及專案
‧更換低能資源使用之設備

‧推動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選擇低碳排運輸運送產品

‧研發綠色/機能產品
‧取得綠色產品認證
‧取得綠建築/智慧建築標章

調適性

‧投資太陽能發電
‧開發綠色製程

市場

‧擴大再生聚酯應用領域

‧投資低碳能源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成立碳交易管理團隊

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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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履行永續發展

遠東新世紀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兼顧社會大眾對本公司的期待，隨著各類議題推陳

出新，我們隨時關注並適時調整公司政策，於 2017 年訂定「永續策略藍圖」，凝聚公司

永續向心力。2020 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遠東新

世紀參考後進一步將企業永續發展與公司策略結合，革新遠東新世紀企業永續組織架構

與管理方針。

設立「企業永續委員會」企業永續進程大躍進

2020 年遠東新世紀展現積極落實永續經營的決心，設立董事會下「企業永續

委員會」、制訂《企業永續委員會組織規程》，同時改制公司內部永續組織架構及

永續管理政策。

永續管理政策

本公司配合國際趨勢、政府規定及公司永續推動方針，訂有《企業永續政策》，

2020 年修訂第二版，重點如下：

1. 應設立董事會下「企業永續委員會」及公司內部推動永續之單位「企業永續推行 

委員會」。

2. 規範企業永續對外揭露資訊之範疇。

3. 依重大性原則進行利害關係人與永續議題風險評估，以管理經濟、環境及社會之

風險與影響。

4.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溝通永續績效

1. 企業永續委員會會議

由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總召集人行政總部總經理、企業永續小組成員及其他企

業永續委員會委員指定人員於會議上報告上一年度績效及提報隔年度目標計劃。

2. 年度永續績效對外溝通

每年編製並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由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推行委員與委員

提報年度永續績效，董事長辦公室企業永續小組負責資料分析、統整與內部稽

核，報告書完成後經由第三方外部機構保證，彰顯其可信度。呈報至高階主管

與董事會核可。

3. 日常業務對外溝通           

由各單位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永續方針與績效。 

  

     推動組織架構
工作職掌概述

董事會 
( 獨立董事：3 人、
董事：10 人 )

監督各單位及檢討下列各項議題對公司的影響與因應方式：

1. 經營績效及市場狀況
2. 產業策略
3. 財務狀況
4. 業務狀況

5.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6. 風險管理
7. 法令遵循制度執行情形
8. 內控稽核

  9. 環安衛狀況 
10. 能資源管理 
11. 研究發展 
12. 公益活動

企業永續委員會
 ( 獨立董事：2 人、
董事：1 人 )

1. 推動及強化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制度。 
2. 推動及發展企業永續相關事項。
3. 督導其他經董事會決議之永續相關工作事項。

企業
永續
推行

委員會

專責人員： 
企業永續
小組 3 人 1. 企業永續資訊彙整與揭露，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編製。

2. 企業永續專案之規劃與推行。
3. 企業永續外部評鑑事宜之資料統籌與提交。兼職人員： 

各單位主管 
212 人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企業永續委員會
組織規程

企業永續組織架構
成員與工作職掌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企業永續報告書編製流程

企業永續政策

企業永續
推行委員會

董事會企業永續委員會

紡織總部
推行委員/委員

行政總部
推行委員/委員

石化總部
推行委員/委員

化纖總部
推行委員/委員

行政 / 石化 / 化纖 / 紡織
總經理

董事長辦公室
企業永續小組

能源小組

董事長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1.1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1.2 穩健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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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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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美好社會

驅動無限創新

實現共融生活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21
http://csr.fenc.com/Sustainability-Implementation-Committee?lang=zh
http://cg.fenc.com/report.aspx?lang=zh&id=21
http://csr.fenc.com/Stakeholder-Dialogues?lang=zh
http://csr.fenc.com/Sustainability-Implementation-Committee?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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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無限創新
Enabling Unlimited Innovation

優先閱讀對象

□ 員工/工會     

■ 直接客戶      

□ 政府

■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攬商等）

□ 外部評鑑機構/媒體  

■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

■ 產業協會

□ 鄰近居民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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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亮點績效

開發
低碳排放尼龍紗
較原製程減少

60%溫室氣體排放

90%用水

累計專利核准

841件
開發
聚酯加工絲新製程
較原製程減少

50%溫室氣體排放

65%用水

60%酸性氣體排放

綠色產品銷售營收

327.7億元
新產品銷售營收

     126億元

開發
TopGreen®ChemCycle
      聚酯化學回收技術

遠東新世紀TITAS展

開創7大主題線上虛擬展覽
開發

客戶及產品獲利
分析決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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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目標

2020
達成

進度

行動

方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2020
目標

2025
目標

2021
目標

綠色產品營收成長

成長50%

成長55%

成長80%

成長100%

・加速綠色產品研發
・擴大生產能力
・強化客戶銷售

・加速綠色產品研發
・擴大生產能力
・強化客戶銷售

327.7億元

成長50%

新產品營收成長

成長20倍

成長15倍

成長11倍

成長10倍

・加速新產品研發
・研發人才教育訓練
・研發單位與事業單位密切合作

・加速新產品研發
・研發人才教育訓練
・研發單位與事業單位密切合作

126億元

成長10倍

導入創新製程

每年導入5個
創新製程

每年導入5個
創新製程

每年導入5個
創新製程

建置

智慧化示範工廠

・持續NIKE現代化夥伴計劃
・生產線持續導入AI、工業4.0
等應用

・持續NIKE現代化夥伴計劃
・生產線持續導入AI、工業4.0
等應用

相關內容請參閱「2.1驅動製程
與產品創新」

提升客戶滿意度

每年執行3件
提升客戶滿意度專案

每年執行3件
提升客戶滿意度專案

每年執行3件
提升客戶滿意度專案

每年執行3件
提升客戶滿意度專案

・藉由客戶會議、訪廠掌握需求
・即時回應客戶要求，檢討改善客
戶回饋

・藉由客戶會議、訪廠掌握需求
・即時回應客戶要求，檢討改善客
戶回饋

・運用多式聯運確保準時交貨
・通過社會勞工整合項目驗證（相關內容
請參閱「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取得美國公平貿易認證（相關內容請參
閱「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

達成達成 達成 達成

註：綠色產品營收成長與新產品營收成長以2015年為基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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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客戶關係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我們與客戶積極建立溝通橋樑，協助其達成永續
發展目標，提供客戶多元、創新、優質的產品，
並給予最好的售後服務，經營客戶關係，為公司
創造營收與永續經營的良好聲譽。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訂有《客戶關係管理辦法》，作為經營客戶關
係準則

・每月舉辦二次全公司業務銷售會議，掌握市場
趨勢、檢討銷售狀況

・事業單位主管定期追蹤業務與客戶互動關係，
且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擴大市場佔有率

權責單位

・石化總部
・化纖總部
・紡織總部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以創新為立業精神，運用強大的研發
能力，開發前瞻未來產品，轉型智慧化的生產營
運與產品服務。透過創新落實永續發展，以循環
經濟思維打造綠色商機。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成立研究發展中心，持續投入資源，研發創新
產品與製程

・以差異化、高附加價值以及綠色產品優勢，開
創產業商機

權責單位

・生產單位
・研究發展中心

促進產品行銷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我們透過多元的行銷方式，吸引客戶購買公司商品
，並追蹤客戶需求，因應市場需求推出新產品，強
化業務銷售力道，提升企業與產品形象。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積極參與各項展覽，展出最新產品，記錄參展成
效（包含客戶資料、簽約訂單量，以及業務開發
狀況等），確保行銷方向正確

・產品取得標章認證，確保產品符合國際標準要求

權責單位

・石化總部
・化纖總部
・紡織總部

重大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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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遠東新世紀為全球聚酯紡纖產業領導者，除持續在現有事業上精進及擴充外，並竭

力增加企業長期競爭力，對創新研發之提升不遺餘力，以循環經濟思維打造綠色商機，

並確保所有產品研發均無對人體、動物進行實驗測試。

2.1.1 綠色產品

氣候變遷系列

以 Replace（取代石油原料）、Recycle（回收循環再生）、Reduce（減少能資源耗用）

為核心，開發減緩氣候變遷相關產品

環保無毒系列

開發各類 Eco-friendly（環保無毒）產品，如使用無毒原料、輔料、觸媒與助劑，或

減少製程污染物排放，降低產品對環境之負面衝擊。

2020 年本公司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公司營收下滑，綠色產品銷售也受到波及，

然而本公司綠色產品具有市場競爭力，2020 年綠色產品營收跌幅小於公司整體營收跌

幅，顯見本公司積極推廣綠色產品之成效。

     綠色產品銷售營收

     前瞻研發投入經費與新產品銷售營收     前瞻研發及創新活動績效

註：新產品營收為使用或技轉研究所技術

註：
1. 研究所 2001 年成立
2. 遠東新世紀 2018 年併購美國研究發展中心（Sharon Center），專
   利所有權移轉程序持續進行中。美國研究發展中心（Sharon 
   Center）專利核准總數 524 件，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已完成其中
   434 件所有權移轉程序

單位：件數 單位：億元

2.1.2 創新產品

本公司透過以下兩種模式開發創新產品：

1. 獨立單位研發新產品，透過生產與業務單位協助產品商品化與行銷，包括台灣的遠東

   企業研究發展中心（簡稱研究所）及美國的研究發展中心（Sharon Center）

2. 於事業單位內建置產品開發部門，例如創新研發中心（IDM），透過與客戶的密切溝通，

   開發客戶所需產品。

研究所、Sharon Center 掌握世界脈動，開發創新產品

透過不斷突破、創新及積極研發，結合集團內研發人力與資源，加速開發高附加價

值新產品，並且強化競爭優勢及創造企業新價值，推動遠東新世紀成為高科技聚酯、紡

纖企業，並朝向成為全球紡纖領導者的使命前進。

2018 2019 2020

2001-2018 2001-2019 2001-2020

專利申請

專利核准

1,060
1,134 1,163

794 841754

94

157

126

7

2018 2019 2020
前瞻研發投入經費 新產品銷售營收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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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sr.fenc.com/Green-Products?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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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中心（IDM）   對接客戶先端開發，加速產品商業化

世界脈動快速變化，品牌商為搶奪商機，積極推出創新產品，吸引終端消費者購買，

本公司為掌握品牌客戶需求，整合集團研究資源與核心專長，建構以七大技術平台為核

心的創新研發中心（IDM），由中游化纖產業延伸至下游紡織成衣業，並透過商品設計中

心（COLAB），加速推動創新產品商業化。

     遠東新世紀客戶經營概念圖

     創新研發中心（IDM）介紹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多式聯運解決北美西岸塞港問題 準時提交產品予客戶

COVID-19 疫情導致全球海陸運缺櫃情形嚴重，部份港口卻因封城因素導致船

隻停泊後無法卸貨，引發塞港，本公司產品主要運送地點中，以美國西部港口塞港

情形最為嚴重，過去產品運抵港口後，先暫存於港口倉庫，再配合客戶需求以陸運

運送。然而受塞港因素影響，本公司快速應變，調整相關產品運抵之港口，並改變

產品包裝後以鐵路運輸，透過多式聯運方式運送產品，自 2020 年 11 月爆發塞港

情形以來，100% 產品均依約順利送達客戶指定地點，使命必達的精神獲得客戶肯

定，保持與客戶良好關係。

發掘客戶 銷售產品 售後服務

2.2 經營客戶關係

遠東新世紀產品橫跨上中下游，產業鏈包含石化、化纖、紡織，具備一站式購物（One 

Stop Shopping）優勢，一方面提升客戶採購便利性與選擇性，二方面透過客戶的產品選

擇，可協助我們擬定產品研發策略，同步分享產品訊息，創造高附加價值。

為了解各項產品品質與服務是否符合客戶需求，本公司依據產品特性，由相關業務

單位每半年至一年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作為參考。

七大技術平台

核心價值 Speed、Smart、Scale、Sustainability、Innovation

組織範圍 台灣、大陸、越南、日本的16個廠區，並有6套試驗設備

     聚酯（Polyester）及環保彈性體（PU）的聚合技術

   開發生質、減碳或特殊功能性的單體，用於合成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

   高分子。

 染料改質與合成技術

   改質分散性染料，提高染料的分散性、熱穩定性與染色性。

 聚酯（Polyester）及尼龍（Nylon）共混技術

   將特殊功能性粉體，混摻於纖維中，可兼顧特殊功能與耐洗性。

 新紗線加工技術

   在紗線表面進行塗佈特殊功能性材料，其效用表現明顯且具有耐洗性。

 織物分析設計技術

   以親水、撥水或其它功能性紗線與彈性纖維搭配，經由電腦緹花設計織物圖樣，

   可呈現出獨特效果。

 織物塗佈貼合技術

   應用無氟無溶劑的膠料，用於紡織品塗佈貼合加工。

 加工助劑設計合成技術

   開發生質或特殊功能性紡織加工助劑。 IDM產品研發與製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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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綠色倡議

我們追求環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積極加入綠色倡議，透過會議、論壇等溝通平台

與客戶凝聚未來共同發展目標，現有參與綠色倡議組織列舉如下：

•台灣循環經濟大聯盟（Taiwan Circular Economy 100，TCE100）

•越南包裝材料回收組織（Packaging Recycling Organization Vietnam，PRO-Vietnam）

•北美聚酯包裝材料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ET Container Resources，

   NAPCOR）

•北美回收塑膠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Plastic Recyclers，APR）

•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計劃（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ZDHC）

•永續成衣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SAC）

•紡織交易所（Textile Exchange，TE）

•遵守品牌客戶道德規範，通過會員道  

   德貿易審核（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s，SMETA）

•遵守品牌客戶安全合規準則

•遵守無使用衝突礦產

•綠色供應鏈管理

 •禁止強迫勞動

 •性別平等

•道德招聘

•勞動法規遵循

遵守客戶規範

我們與品牌客戶簽署協議，力行遵守客戶所制訂的道德、安全、採購準則，督促自

我提升。

參加客戶勞工人權會議

本公司客戶除注重產品品質、產品原物料對環境之衝擊，同時也十分重視供應商的

勞工人權議題，因此本公司積極參加客戶召開之勞工人權會議。2020 年參加 6 場次會議。

人權相關議題包括：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開發客戶及產品獲利分析決策系統有效創造企業利潤

遠東新世紀為掌握關鍵客戶及提升企業永續價值，2020 年整合 Power BI 與大

數據分析，開發完成「客戶及產品獲利分析決策系統」。

由於資源有限，企業集中資源投入關鍵客戶，可創造更大效益，該系統能夠快

速、精確的鎖定關鍵客戶，並分析帶來的利潤，協助決策者即時反應市場變化，然

而，若僅依賴關鍵客戶，將造成客戶群過度集中的潛在風險，因此，系統亦能提前

預警是否有客戶過度集中之風險，得以隨時調整銷售策略。

此外，本系統藉由客戶面、產品面等不同面向的比較，發掘潛在客戶，並檢視

產品訂價，進而擬定策略，以達利潤最大化。

後疫情時代的市場變遷及競爭更加快速、激烈，本公司將持續精進系統，結合

人工智慧，進一步提升資訊的即時性及精確度，為公司創造更大的利潤及價值。

2.3 促進產品行銷

遠東新世紀銷售對象為企業客戶，生產產品主要做為其他企業之原料，行銷產品方

式多透過各類會議、展覽，與其他企業進行交流，同時宣傳本公司產品、建立品牌價值，

以提高公司銷售業績。

產品品質與安全認證

ISO9001
品質管理
系統

IATF16949
汽車業品質
管理系統

FSSC22000
食物安全
管理系統

ISO22000
食物安全
管理系統

HACCP
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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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遠東新世紀 TITAS 展 -

Together Let Us All Make Earth Cool Again

2020 年台北紡織展（Taipei Innovative Textile Application 

Show，TITAS）於 10 月 13-15 日在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隆重登場，超過 400 家頂尖紡纖產業廠商齊聚一堂，展示各項

創新成果，為疫情期間全球少數舉辦的大型實體展覽活動。

本公司產業鏈綿長且產品多元，於 TITAS 展前，本公司

特舉辦新聞媒體發佈會，由紡織總部胡正隆總經理主持，邀請

十餘家媒體參與，針對展覽產品進行說明，配合 COVID-19 疫

情時事，強化防疫產品推出，獲得參與媒體正面肯定，使整體

報導數量及深度有效提升，媒體露出數量較 2019 年大幅提升

30%，提及產品技術的報導也較上一年度增加近 30 個百分點。

為滿足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無法親臨現場的國際相關

產業人士，遠東新世紀本次虛實整合，除了現場展覽外，首次

開創線上虛擬展覽，並將線上展期拉長至一年，虛實展場設計

均以 7 大主題呈現，並另設有多功能應用主舞台，作為新產品

發表，及針對學生訪客的環保教育宣導演講。

遠東新世紀身為頂尖的紡織巨擘，以貫徹垂直整合、全球運籌的概念，展區結合不同事業單

位的產品，突顯「一條龍」優勢，未來遠東新世紀將持續與國際品牌結合，打造綠色供應鏈，希

望以創新力、永續力，提高品牌價值並捍衛地球環境，與客戶、消費者攜手共創三贏新世紀！

綠色產品認證

隨著全球永續意識抬頭，下游客戶傾向選擇對環境衝擊較低之原物料，

遠東新世紀積極尋求高規格綠色產品認證，藉以增加下游客戶支持本公司產

品，提高購買意願。現有綠色產品認證列舉如下，並定期更新認證以確保產

品確實符合規範。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2020 遠東新世紀 TITAS 實體展場

2020 遠東新世紀 TITAS 虛擬展場

全球回收標準
（Global Recycled 

Standard, GRS）
Version 4.0

SCS生態標章
回收成分認證
（Recycled Content
Certification）

Version 7.0

再生聲明標準標章
（Recycled Claim
Standard, RCS） 

Version 2.0

德國萊因
（TÜV Rheinland）
再生材質認證
（Recycled Material

Verified）

台灣環保標章

OEKO-TEX® Standard 100
信心紡織品認證
（通過有害物質檢測）

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ISO 14040:2006
ISO 14044:2006

藍色製程標準
（bluesign® Standard）

有機含量標準標章
（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OCS）

Version 2.0

全球有機紡織品標準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

GOTS-NL）
Version 5.0

暢銷產品 (Best Sellers)

工業用纖維與面料 (Industry Fabric)

經典時尚 (Classics)

智慧紡織 (Smart Textile)

個人防護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永續環保 (Sustainability)

創新研發 (Innovation)

大產品主題

遠東新世紀TITAS虛擬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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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54

3.2 因應氣候變遷    63

3.3 防制環境污染    67

領航綠色未來
Navigating a Green Future

優先閱讀對象

■ 員工/工會     

■ 直接客戶      

■ 政府

□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攬商等）

■ 外部評鑑機構/媒體  

■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

□ 產業協會

■ 鄰近居民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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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亮點績效

太陽能發電站發電量

1,315萬度

節水專案節水量

佔取水量比例 6%
回收水率 98%耗水量減少幅度9%

節能專案 97件 避免溫室氣體排放

78,955 tCO2e

單位產量空氣污染排放量

減少幅度 18%
單位產量取水量

減少幅度 6%

新建汽電共生廠榮獲
經濟部認可節能工廠
遠東節能獎優良專案

獲得2020FinanceAsia

最佳環境管理獎
(Best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太陽能發電站

裝置容量12.4MW

單位產量廢棄物(非再利用及回收處理)減少幅度 4%
再利用及回收處理佔比88%

遠東服裝(越南)
入選平陽綠皮書
獲得LEED綠建築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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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達成

進度

行動

方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註：前四項目標以2017年為基期計算，目標設定範疇含17個生產據點，與本報告書統計範疇不同

提高再生能源
使用量

新增1個越南、

1個台灣太陽能
發電站

精進溫室氣體
排放管理

完成

16個據點
之員工差旅、廢
棄物清運盤查

空氣污染排放
總量減量

減少

29%

廢棄物減量
（非再利用及回收處理）

減少

45%

單位產量
取水減量

節水專案
持續進行中

單位產量
能源耗用減量

 7%
減少

2020
目標

設置越南
太陽能發電站 

推動所有生產據點 

鑑別重大間接
排放來源 

減少20%減少10%減少10%減少5%

2025
目標

提高太陽能

發電量 減碳目標通過SBTi審核減少30%減少20%減少20%減少15%

2021
目標

提高太陽能發電量
及規劃廢水處理

沼氣發電

推動所有生產據點
依新版ISO 14064-1

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22%減少12%減少12%減少7%

2030
目標

增加其他
再生能源

供應來源 

落實溫室氣體排放

持續減量 減少35%減少30%減少30%減少25%

・製程與設備優化
・創新管理方法導入

・建置太陽能發電站
・與其他再生能源供應者
合作

・建置太陽能發電站
・與其他再生能源供應者
合作

・擴大間接排放來源盤查項目
與範疇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擴大間接排放來源盤查項目
與範疇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空氣污染排放監測與控管
・設備汰舊換新
・空氣污染排放監測與控管
・設備汰舊換新

・廢棄物分類回收優化
・加強廢棄物回收利用
・廢棄物分類回收優化
・加強廢棄物回收利用

・持續推動源頭減少用水量
・提高回收水使用比例
・持續推動源頭減少用水量
・提高回收水使用比例

・製程與設備優化
・創新管理方法導入

達成 達成 達成 達成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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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將自然資源視為共享資源，我們以提
高能資源使用效率為目標，避免使用過度造成自
然資源耗竭。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制訂能資源減量目標
・編列執行預算並成立跨公司權責單位
・推動各項減量專案並定期追蹤績效
・取得ISO 14001及ISO 50001等國際標準查驗證

權責單位

・能源小組
・各生產據點

因應氣候變遷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評估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與機會，提出
因應策略，並推動各項避免溫室氣體排放方案，減
緩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速度。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研發氣候變遷產品
・持續擴大溫室氣體盤查項目及範圍
・提高再生能源使用量
・取得ISO 14064-1國際標準查驗證

權責單位

・能源小組
・各生產據點

防制環境污染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重視地球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避免污
染排放造成周圍生態與資源破壞，以來自陸地與海
洋廢棄物回收再製產品，以保障生物資源的永續利
用及維護整體的生物多樣性，永續自然環境。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制訂污染減量目標
・導入創新製程與設備
・設廠環境評估
・成立跨公司權責單位追蹤達成進度

權責單位

・能源小組
・各生產據點

重大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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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永續策略及管理方法

     組織架構

環境數據總覽

遠東新世紀長期深耕環境永續以源頭減量及循環回收兩大策略開展，力求提高能資

源使用效率、緩解氣候變遷與環境污染問題，承諾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山川河流。

環境暨能源專責管理組織 - 能源小組

遠東新世紀自 2010 年起設立跨公

司及跨部門之「能源小組」。「能源

小組」逐年跨大管理範圍，由「能源

管理」擴大增加「水資源管理」、「空

氣污染管理」、「廢棄物管理」、「溫

室氣體管理」及「再生能源管理」等

項目。為了定期追蹤考核管理績效，

遠東新世紀建置「節能減排循環經濟

管理平台」線上資料庫，並於 2018 年

設定全公司各項環境減量目標。「能

源小組」管理的生產據點也隨著公司

版圖不斷擴張，橫跨台灣、大陸、越

南、日本、美國與馬來西亞。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制訂管理目標並
追蹤達成率

‧優化管理制度
‧教育訓練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人工智慧技術應
用於生產管理

‧製程優化及設備
改善

價值鏈合作

‧影響供應商、運
輸商及客戶共同
保護環境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響應政府政策推
動管理方案

源頭減量 循環回收

董事長
辦公室

電能
願問群

董事長

副董事長

各廠區推行/執行委員

石化‧化纖‧紡織

節能推動小組委員

節能推動小組召集人

石化‧化纖‧紡織

總經理

3%

溫室氣體排放量2,432（kt-CO2e）

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79（kt-CO2e）

避免溫室氣體排放
量佔總排放量比例

能源耗用量 22,872（TJ）

節約能源 557（TJ）

節約能源佔能
源耗用量比例 2%

取水量 22,173（仟公秉）

節水量 1,385（仟公秉）

節水量佔取水量比例6%
回收水量 1,261,441（仟公秉）

水回收率 98%
放流水量12,017（仟公秉）

2020 年營運使用資源

2020 年避免環境衝擊

2020 年營運環境衝擊

廢棄物總量 173,302（公噸）

再利用及回收處理比例 88%

能源
水資源

廢棄物

溫室氣體

空氣污染
排放量

（公噸）1,659

空氣污染

註：詳細數據請參考本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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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節能環保特別預算

遠東新世紀為了推動節能環保專案，實現環境永續的理念。繼 2010 年提撥新台幣

20 億元節約能源特別預算後，2017 年再次通過新台幣 20 億元節約能源特別預算，給予

各生產據點提出創新專案的機會與空間。第二波節能特別預算案自 2018 年起總案件數達

212 件，提撥預算為新台幣 19.4 億元。關於節約能源特別預算執行績效請參閱「3.1.1 能

源管理 - 節能減碳措施與績效」 。

內部節能激勵制度

遠東新世紀為追求節能管理進一步的突破，需要

增加集團內關係企業交流，觀摩參考其他企業的節能

方法，以啟發節能技術精進，俾以提高節約能源效益。

遠東集團自 2005 年開始舉辦「遠東節能獎」，鼓勵

內部持續精進節能技術與作法，針對績優專案予以表

揚，持續進行節約能源計劃，有效控制能源成本。

2020 年遠東節能獎「優良專案」由新埔化纖總廠以

「新建汽電廠專案」奪下，榮獲集團肯定。

3.1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3.1.1 能源管理

2020 年單位產量能源耗用量較 2019 年增加 6%，因部份生產據點受到疫情影響導致

產量減少，另外新增之生產據點因試車過程中，能源耗用尚未趨穩，使整體單位產量能

源耗用量增加。整體能源耗用量較 2019 年增加 9%，主要原因為化纖事業新增產能。

     單位產量能源耗用量

     2020 年能源耗用量

     能源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單位：GJ/ 公噸產品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擴大ISO 14001及
   ISO 50001管理系統
‧優化管理制度及節能
   績效納入獎勵制度
‧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AI人工智慧應用於能
   源管理
‧新設汽電共生廠
‧節能減碳專案推動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優於法令達成每年節
   電率1%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綠電設置與購買規範

2.94 3.01 3.20

2018 2019 2020

2.39 2.30 2.40

2018 2019 2020

2.59 2.85 3.11

2018 2019 2020

6.91
7.52 7.86

2018 2019 2020

全公司 石化 化纖 紡織

石化  25%

化纖  58%

紡織  17%

事業別

能源總耗
用量 (TJ)

22,872
其他       2%

蒸氣       5%

水煤漿  10%

煤        23%

電力     29%

天然氣  31%
能源別

能源總耗
用量 (TJ)

2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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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耗用量

     各生產營運據點通過環境管理驗證

單位：太焦耳（TJ）

 管理制度與系統建置

隨著公司版圖擴張，我們逐步擴大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及 ISO 50001 能源管理

系統標準涵蓋範圍。持續優化管理制度，節能減碳。部份生產據點訂立「節能績效獎勵管理

辦法」，鼓勵全員參與節能活動。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電力

外購電力 875 1,234 1,274 3,048 3,488 3,890 1,971 1,919 1,697 5,894 6,641 6,861
外購綠色電力 0 0 0 1 1 1 0 0 0 1 1 1
自產綠色電力 0 2 3 4 5 11 30 29 32 34 36 46
電力總量 875 1,236 1,277 3,053 3,494 3,902 2,001 1,948 1,729 5,929 6,678 6,908

天然氣 3,264 4,645 4,398 1,366 1,694 2,226 810 789 688 5,440 7,128 7,312
重油 0 0 0 397 240 266 72 60 43 469 300 309
柴油 0 0 0 0 1 3 0 0 0 0 1 3
煤 0 0 0 1,071 2,924 4,364 338 975 1,100 1,409 3,899 5,464
水煤漿 11 0 0 2285 2257 2246 106 125 103 2,402 2,382 2,349
蒸汽 0 0 0 337 341 323 400 277 204 737 618 527
總耗用量 4,150 5,881 5,675 8,509 10,951 13,330 3,727 4,174 3,867 16,386 21,006 22,872

通過驗證據點
生產營運

據點涵蓋率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

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亞東綠材、觀音印染廠、亞東石化（上

海）、遠紡工業（上海）、武漢遠紡新材料、日本遠東石塚 、遠

紡織染（蘇州）、遠東服裝（越南）、遠東新服裝（越南）、遠東紡
纖（越南）- 化纖廠、遠東紡纖（越南）- 紡織廠、總公司

64%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標準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新埔化纖總廠 、觀音化纖廠 、觀音印

染廠 、湖口紡織廠、亞東石化（上海）、遠紡工業（上海） 、

遠紡工業（無錫）、總公司

41%

註：1. 僅統計製程耗用能源    2. 熱值依據各生產據點熱值係數   3. 未統計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4. 美國 APG Polytech 能源消耗量自 2019 年 7 月開始統計

     台灣生產據點節電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節電率 1.9% 2.3% 2.0% 2.0% 2.1% 1.4%

 創新技術與設備導入

面對人工智慧蓬勃發展的時代，我們積極投入相關開發與應用。亞東石化（台灣）

因應數位轉型的策略，在二廠建廠期間即執行工業 4.0 系統的建置，以智能化系統平

台為核心，延伸 VR 教育訓練、Smart 電子化巡檢、智慧化物流管理、安全及能源電

子看板、製程現場電視牆監控系統等，建構全新的智能化工廠，並且進一步導入 AI

於製程應用，提升品質預測與能源管理的效率。

 積極支持政府政策

台灣生產據點依循經濟部能源局用電大戶節電 1% 政策定期申報節電率，此政策

已延長至 2024 年。回顧過去六年，各生產據點節電率表現每年皆優於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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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能源管控 主動出擊

亞東石化（台灣）以 AI 技術開發主動式

能源管理的應用是業界的創舉，與工研院合

作，共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收集大量

能源相關的操作資料，並做適當的數據處理，

再以 Rapidminer 建立 AI 能源基線，確定模型

的準確度符合要求後，將數據轉予工研院，

進行 AI 演算法的程式碼編寫，和建立 AI 能

源基線模型（AI Energy Baseline，EBL）。

歷經多方且深入的釐清、溝通討論，專案團隊不厭其煩讓系統更完善。亞東石

化（台灣）不僅在 AI 領域初試啼聲便有好成績，更保有 AI 原始程式碼與相關技術

資訊，等於擁有自主的 AI 技術能力，未來還可延伸應用於製程高階控制、優化操

作條件，以及設備故障預警系統等，持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營運成本。

公用 AI 節能助理開發

遠東先進纖維藉由與元智大學產學合作進行公用冷卻水塔操作數據擷取，建立

AI 模組，開發出協助公用操作人員進行設備運轉配置的決策助理，減少人員判斷

錯誤造成之能耗損失。2020 年較 2019 年冷卻水塔風扇及泵浦操作耗電量減少約

79,710 度電，每日冷卻水塔補水量約少 16.3 公秉，節約金額 225,924 元，達成節

水及節電雙重效益。

紡紗製程數位化

遠紡工業（無錫）歷經長達一年半的專案時程，結合紡紗領域中有關能源管理、

數位監控、智慧化生產等製程進化，達到提升產品品質、節省人力、降低能源成本

等效益。申請各級政府單位的技術開發鼓勵政策，提交專案計劃，2020 年總計獲

得新台幣 556 萬元之獎勵補助金。此專案除符合國際紡織領域的智慧製造與綠色製

造潮流，也同時呼應紡織產業逐步邁向技術導向之全球趨勢。

 AI 人工智慧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氣候行動

氣候行動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節能減碳措施與績效

遠東新世紀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措施，2020 年共執行 97 件節能減碳專案，主要

節約能源項目為外購電力。

     2020 年節能減碳專案

製程改善

28件

製程參數值改變，如：溫度、
壓力、運行時間等

設備改善

46件

空調、空壓、鍋爐、發電設
備、馬達、照明及製程設備
之優化、升級及更新，如：
增設低浴比染機、單軸改雙
軸壓出機案等

能源管理

23件

空壓機變頻改造、改善冷
凍系統、設備運轉時數調
整及停用等

 智慧把關品質與耗能 亞東石化開創AI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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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能減碳專案績效

 電

汽電廠汰舊效率提升專案

新埔化纖總廠舊有汽電廠自 1985 年運轉以

來，歷經 34 年連續運轉，設備已老舊，鍋爐效率

僅有 86%，已不符合運作效益。為確保供應生產

單位電力品質，採用歐美日最佳節能設備並導入

即時可視化模組及控制系統，輔以全面生產管理

（TPM）系統，提高全廠能源使用效率，增加運轉

可靠度，建設為高效能、低能耗、低排放的智慧

化生產工廠。新汽電廠於 2019 年完工，鍋爐效率

提升至 92.5%。2020 年 3 月通過經濟部合格汽電共生系統，於 7 月通過經濟部實

地查核，成為政府認可之節能工廠。

增設風冷式熱交換器專案

遠紡工業（上海）原先使用水冷式熱交換器進

行冷卻。2020 年新增一台風冷式熱交換器，配載

四個風扇。風冷式熱交換器與水冷式熱交換器並

聯，兩者互為備台，風冷式機組採用空氣流動降

溫冷卻方式的技術，省去了冷卻水系統的冷卻塔、

冷卻水泵和管道系統，設備耗材低、省水、省電

又高效率，年度節能效益達新台幣 2,709 萬元。

冷卻水塔補水泵節能專案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與工研院和其協力廠商合作，檢視製程區冷卻水泵運轉

狀態及實際需求，經分析後，對流量計進行校正，又進一步觀察到冷卻水總流量高

於設計量，因此產生節能空間。為節省電力耗用，依據水力系統分析和節能計算，

進一步採用高效率泵浦，更換三台冷卻水泵浦並增設馬達變頻裝置以調節泵浦運

轉。完成改善後，每小時可節電 124 度，每年節省 99 萬度電，節約 248 萬元。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新設汽電廠外觀圖

2018 2019 2020
實際投資金額（新台幣仟元） 454,498 127,361 61,959
節約效益金額（新台幣仟元） 143,379 50,078 40,958
節約能源（TJ） 659 498 557
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89,195 74,151 78,955

     2020 年節能減碳專案績效

註：
1. 節約效益係預估與專案執行前原設備、原製程耗能量相比
2. 熱值計算依據各生產據點熱值係數
3.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台灣電力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和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 版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依 0.509 tCO2e/
   仟度計算，重油排放係數為 3.02468 tCO2e/t；大陸電力排放係數依據當地電網 0.7035 tCO2e/ 仟度計算
4. 範疇一排放來源為重油，範疇二排放來源為外購電力
5. 溫室氣體包含 CO2、CH4、N2O、PFCs、HFCs、SF6 和 NF3

能源節約（TJ）
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範疇一 範疇二

專案別

製程改善 316 366 43,945
設備改善 145 0 21,124
能源管理 96 0 13,520

事業別

石化 6 0 909
化纖 503 366 70,803
紡織 48 0 6,877

合計 557 366 78,589

新增粉漿預熱器以回收冷凝液熱能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純化段對苯二甲酸粉漿（TA 

Slurry）先經多段預熱器加熱，加熱來源主要為純化結

晶罐產生的驟沸蒸汽及其冷凝水，透過有效改善回收

約 160℃冷凝液的餘熱，可將 TA Slurry 於管側先加熱

至 125℃再送至粉漿預熱器將粉漿溫度推高至 136℃，

有效提升 TA Slurry 約 6℃的預熱溫度，因此可減少純

化預熱後段高壓蒸汽耗用量，進一步減少鍋爐天然氣的耗用量。評估每年節省約

18,363 公噸高壓蒸氣，每年淨節省費用約 1,460 萬元。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蒸汽

現場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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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原物料管理

遠東新世紀持續掌握原物料使用情形，致力改善生產流程與製造技術，引進創新技

術及系統，以提高原物料使用率及回收率，並確保管理方法安全無虞。此外，我們擴大

影響力，積極結合供應商及客戶的力量，一同以環保回收的理念優化包裝方法。

     原物料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我們重視產品使用的包材，盡可能優先選擇環保素材，並回收再利用及避免過度包

裝；除自行回收包材再利用外，也與回收廠商合作，由合格簽約回收廠商向內銷客戶回

收包材，整理後將狀況良好的包材售回生產據點。2020 年並無發生油料、燃料、廢棄物

化學品等洩漏事件。長久以來，我們提供產品優惠誘因，或透過不斷溝通協調向客戶回

收棧板、紙管、洞板等包材，建立良好回收管理機制，2020 年各生產據點整體包材平均

回收率為 69%，較去年提升 5 個百分點。

此外，為了減少包材使用，亞東綠材自 2019 年起出貨使用太空袋包，並鼓勵回收，

不堪再使用之廢太空袋，單獨區隔擺放，委請廠商回收再製，循環經濟再生再利用，同

時達到不再使用棧板，增加槽車運輸量，以減少袋裝成品包材使用量。遠紡工業（上海）

除回收棧板，更將破損棧板於廠內維修，2020 年未採購新棧板。遠東紡纖（越南）- 紡

織廠針對現場人員全員教育訓練如何避免覆蓋布車上之 PE 膜在運送過程遺失，並指派專

責人員執行回收作業，2020 年達成回收率 81.4%。

回收再回收 將包材及棧板價值極大化

武漢遠紡新材料將膠片成品內銷出貨包裝棧板改以回收棧板代替，對於原料隨

貨入廠的棧板經維修和改製後供出貨使用，同時與回收廠商合作，由合格簽約回收

廠商向內銷客戶回收包材，整理後將狀況良好的包材回收二次使用。2020 年累計

木質棧板回收使用率達 60%，年度節省成本約 231 萬元。而原料外包裝 PP 袋經回

收後返還至遠紡工業（上海）使用，新包裝袋均周轉使用兩次以上，使用原料包裝

回收率達 82%。

攜手供應商一同提升包材回收

為減少浪費和樹木砍伐，保護生態環境，遠紡工業（上海）2020 年針對供應

商提供稽核輔導，提升包裝材料品質，鼓勵供應商將小包裝改為大包裝，減少包材

的使用，特別是木棧板、PP袋的回收利用。在產品的包裝材料使用上，遠紡工業（上

海）盡可能優先選擇環保素材，回收再利用並避免過度包裝，按月統計包材回收量、

回收率及達成率，並檢討未達目標的項目，透過包材回收管理機制，延長包材的使

用週期，降低包材使用量及成本，同時減少廢棄物產生。並與合格簽約回收廠商合

作，向內銷客戶回收包材，在不影響品質和客戶滿意度的情況下，與客戶溝通發

貨使用整理後且狀況良好的回收袋。效益方面，短纖單位之棧板回收率從 60% 提

升至 70%；透過自行修復使用後之損壞 PP 袋，使 PP 袋包材回收率從 98% 提升至

100%。長纖單位則從客戶處回收紙箱與棧板使用，並經由產銷協調，避免帶棧板

發貨，減少棧板使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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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實施原物料管理教育訓練
‧針對危害性物料制訂
   安全管理制度
‧制訂包材回收目標並
   定期統計達成率
‧針對原物料使用設立
   提案改善制度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導入智慧排產系統，
   運用最佳生產排程降
   低耗損
‧建立人工智慧品質預
   測模型，降低不良率

價值鏈合作

‧實施供應商評核，提升原物料
   品質
‧改良包材使用素材與包裝方法
‧與客戶協議簡化產品包裝方法
‧與客戶及供應商分享優良包材
   回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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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水資源管理

     單位產量取水量

     取水量與耗水量

     水資源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2020 年取水量

單位：公秉 / 公噸產品

單位：仟公秉

註：
1. 耗水量為取水量與放流水排放量之差異，主要來自冷卻塔蒸發逸散造成損失，另外亦有少部分於製程中消耗
2. 各項取水類別水質檢測總溶解固體皆 ≤1,000 mg/L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河水、湖水
及溪水

3,467 7,526 6,690 1,280 1,404 2,013 3,095 3,124 2,406 7,842 12,054 11,109

自來水 6,340 6,292 6,077 1,882 1,793 1,855 1,475 1,191 1,169 9,697 9,276 9,101

井水及地下水 15 0 2 1,733 1,919 1,848 152 121 68 1,900 2,040 1,918

雨水 22 13 13 0 0 0 137 68 32 159 81 45

總取水量 9,844 13,831 12,782 4,895 5,116 5,716 4,859 4,504 3,675 19,598 23,451 22,173

總耗水量 5,357 7,483 6,737 2,351 2,481 2,841 1,626 1,226 578 9,334 11,190 10,156

遠東新世紀將水視為共享資源，重視各生產據點所在地區的水資源環境，因此，我

們設定單位產量取水減量目標，持續降低生產用水單位耗量，並與客戶合作一同減少水

資源使用。我們規劃取用水資源時，考量政府政策、公司發展、產業變革，也顧及周邊

居民水資源的需求，合理有效地管理調度及分配使用水資源，力圖減少資源耗用。取水

量及取水方式均不會對水源地生態及附近居民造成顯著負面影響。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1.38

全公司 石化 化纖 紡織

2018 2019 20202018 2019 2020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3.40 3.26 3.07

5.67 5.41 5.41

1.24 1.30

11.55
10.17

9.28

2020 年總取水量較 2019 年整體下降 5%，總耗水量亦下降 9%，主要因為石化事業

與紡織事業生產產量減少，製程用水需求下降。單位產量取水量較 2019 年減少 6%，其

中紡織總部遠紡織染（蘇州）替換 31 台低浴比染機以及其他節水措施，節水成效顯著，

2020 年紡織事業取水量下降達 18%。

石化  58%

化纖  26%

紡織  16%
雨水             0.2%

井水及地下水    9%

自來水           41%

河水、湖水及  50%
溪水  

總取水量
(仟公秉)

22,173

事業別

總取水量
(仟公秉)

22,173

取水來源別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價值鏈合作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水逐級回收再利用
‧雨水儲存回收再利用
‧水質監測與溢漏防制
‧放流水處理回收再利用
‧耗水減量及回收
‧水源風險管理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節水型設備導入
  （如：低浴比染機）

‧與品牌客戶合作
   追蹤節水績效

‧承諾將民生再生水
   列為取水來源
‧改採智能水表即時
   監測水資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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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回收利用專案

2020年遠東服裝（越南）

依照廠房之洗手間與餐廳地

區分開佈置儲水桶位置。每

一個儲水桶有兩個水管，分

別連接清水與雨水，並優先

使用雨水回收水源，使用於

馬桶沖水、綠化澆水與沖洗

餐廳地板等，雨水使用完畢

才使用自來水，以節省自來水用量。2020 年下半年用水量

較上半年減少 25%，2021 年將繼續增設雨水儲水桶，預計

未來全廠雨水回收利用可達 43 公秉 / 天。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雨水儲水桶

     2020 年節水專案績效

註：節水量係預估與專案執行前原設備、原製程耗水量相比

節水措施與績效

遠東新世紀節水重點在減少冷卻水塔蒸發、風吹損失；在製程管控下，盡量提高冷卻循環水濃縮比例致力減

少耗水量。例如遠紡織染（蘇州）安裝冷卻水塔節水裝置，將熱回水從 55℃降溫至 35℃，在未降溫前，每天約

有 1 仟公秉熱回水作為放流水排出，現在降溫後便無熱回水排放，效益顯著。

實際投入金額
（新台幣仟元）

節水量
（公秉 / 年）

節水量佔取水量比例

石化 26,856 711,360 6%

化纖 10,906 237,041 4%

紡織 10,658 436,142 12%

全公司 48,420 1,384,543 6%

     回收及再利用水量

註：
1. 循環水為用水單元使用後，無排放出原用水單元，直接於同一用水單元循環再利用之用水
2. 回收水為用水單元使用後，排放出原用水單元，再次回收利用之用水
3. 其他循環水包含鍋爐循環水、製程循環水、透平凝液量及低壓凝液量。鍋爐循環水來自新埔化纖總廠及亞東石化（台灣）；製程循環水來自亞東石化（台灣）及武漢
   遠紡新材料；透平凝液量及低壓凝液量來自亞東石化（上海）
4. 其他類別包含製程氧化自主水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循
環
水

冷卻
循環水

568,526 774,541 728,309 398,736 403,432 476,094 36,155 34,732 34,858 1,003,417 1,212,705 1,239,261

其他 12,853 7,527 10,994 1,237 974 893 0 0 0 14,090 8,501 11,887

回
收
水

循環
回收

376 4,956 4,943 788 725 896 3,134 1,865 997 4,298 7,546 6,836

中水
回收

1,377 1,988 2,083 186 182 154 2,249 1,322 928 3,812 3,492 3,165

其他 433 667 292 0 85 0 0 0 0 433 752 292
總回收及
再利用水量

583,565 789,679 746,621 400,947 405,398 478,037 41,538 37,919 36,783 1,026,050 1,232,996 1,261,441

水回收及再利用

2020 年回收及再利用水量增加 2%，水回收率維持 98%；不含循環水量之水回收率為 32%，較前一年度上

升 1 個百分點。

單位：仟公秉

     水回收率

     水回收率（不含循環水量）

註：水回收率 = 總回收及再利用水量 ÷（總取水量 + 總回收及再利用水量）×100%

註：水回收率（不含循環水量）=（總回收及再利用水量 - 循環水量）÷（總取水量 + 總回收及再
      利用水量 - 循環水量）×100%

2018 2019 2020
石化 98% 98% 98%
化纖 99% 99% 99%
紡織 90% 89% 91%
全公司 98% 98% 98%

2018 2019 2020
石化 18% 35% 36%
化纖 17% 16% 16%
紡織 33% 31% 34%
全公司 22%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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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流水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遠東新世紀對於放流水管理分三個構面：

1. 放流水源頭管理：透過製程調整與優化，減少油劑、介面活性劑的排放。

2. 處理效能管理：逐步汰換老舊設備，並且建置智慧化操控系統。

3. 環境影響管理：持續建置完整的低噪音、低氣味、低污染的放流水處理設施，全面提

   升放流水回收量，落實資源循環再利用。

對於最終仍需排放的放流水則設有完備的處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經由污染物處理程

序，定期檢測放流水水質，確保排放水質符合政府規範，並依規定取得事業放流水排放

許可證後排放至合法之水體。遠東新世紀放流水未被其他組織再利用。

 創新科技與設備導入

遠東新世紀持續導入創新放流水處理設備，降低放流水排放量。例如增設上流式厭

氣污泥床，厭氧系統可提升高濃度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放流水

處理量，降低後段好氧系統處理負荷，達到穩定放流水水質與提升回收量的效果。2020

年遠紡工業（上海）新增設上流式厭氣污泥床，改善廢水厭氧處理效果，汰換好氧曝氣

系統，增加膜生物反應器（Membrance Bioreactor，MBR），並利用除銻技術，改善放流

水處理效果，降低中水濁度以提高中水回收量，落實水資源循環再利用。

亞東石化（台灣）承諾還水於民 簽訂再生水用水契約

2020 年石門水庫蓄水量降至有史以來同期

最低點，面對水情嚴峻，桃園市政府將推動桃

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計劃工程。亞東

石化（台灣）響應政府計劃，承諾使用成本較

高的再生水，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與桃園市

政府簽訂再生水用水契約，響應循環經濟理念。

第一期預計2024年完工，屆時亞東石化（台灣）

每日約可使用 15,000 公秉再生水。

亞東石化（台灣）闕盟昌總經理指出，亞東石化（台灣）長期以來重視環保及

工安，而再生水是進步的象徵，為了達到循環經濟、永續環保等目標，亞東石化（台

灣）十分樂意投入使用再生水計劃，即使用水成本進而增加，但對珍貴的水資源保

育，彌足重要。希望未來持續透過與桃園市政府密切合作，讓桃園用水情況有更大

改善，進而減輕自來水源的供應壓力，並帶動環境保育朝正向發展。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純水回收提升技改專案

新埔化纖總廠短纖單位 2020 年新設一回收槽，修改原管路將溢流排放管和第

一延伸機擠壓輪盛水盤排放管接入回收槽，用以控制製程水質和廢水排放量。原前

洗槽使用水量每日約 170 公秉，改善後每日用量可降為 128 公秉，每日可節水 42

公秉。預估節約金額為 71 萬元 / 年。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放流水管理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 制訂廢水管理制度
‧ 定期檢測廢水排放水質並申報主管機關
‧ 水污染防制宣導
‧ 管理人員定期培訓並取得相關證照

‧設備定期維護保養
‧導入厭氧式放流水處理設備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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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流水排放量     放流水排放地點 單位：仟公秉

註：
1. 放流水排放對水體及相關棲息地無顯著衝擊
2. 亞東石化（上海）放流水包括製程放流水、生活放流水、實驗室放流水及冷卻水塔放流水；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遠東先進
   纖維及遠紡工業（上海）放流水包括製程放流水、生活放流水、冷卻水塔放流水及清潔用水；亞東綠材、武漢遠紡新材料、遠紡織
   染（蘇州）、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及美國 APG Polytech 放流水包括製程放流水、生活放流水及實驗室放流水；觀音印染廠、
   亞東工業（蘇州）及遠東新服裝（越南）放流水包括製程放流水及生活放流水；亞東石化（台灣）放流水包括製程放流水及冷卻水
   塔放流水；湖口紡織廠、遠紡工業（無錫）、遠東服裝（蘇州）及遠東服裝（越南）僅有生活放流水；遠東紡纖（越南）- 紡織廠
   及日本遠東石塚僅有製程放流水
3. 排放總量含生活放流水排放量。2018 年生活放流水 494 仟公秉；2019 年生活放流水 638 仟公秉；2020 年生活放流水 636 仟公秉
4. 湖口紡織廠放流水統計範疇包含亞東創新生醫事業群
5. 各生產據點皆依循當地法規與行業特性訂定放流水水質排放標準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淡水
（總溶解固體
≤1,000 mg/L）

0 0 0 1,368 1,416 1,385 1,134 869 720 2,502 2,285 2,105

其他
（總溶解固體
>1,000 mg/L）

4,487 6,348 6,045 1,176 1,219 1,490 2,099 2,409 2,377 7,762 9,976 9,912

總放流水量 4,487 6,348 6,045 2,544 2,635 2,875 3,233 3,278 3,097 10,264 12,261 12,017

生產據點 放流水處理方式與排放地點

石
化

亞東石化（台灣） 經廠內生物處理（超深層曝氣和厭氧處理）達排放標準後排入樹林溪及大崛溪

亞東石化（上海）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後，再由奉賢區東部污水處理廠處
理，最終排放至杭州灣

化
纖

新埔化纖總廠 經廠內生物處理達排放標準後排入鳳山溪

觀音化纖廠 經廠內生物處理達排放標準後排入樹林溪

遠東先進纖維
製程放流水、生活放流水經廠內生物處理（接觸氧化）及沉澱法等處理達排放標準
後排入樹林溪

亞東綠材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放流標準後排入工業區管理中心，最終排放至樹林溪與大崛溪

遠紡工業（上海）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再由奉賢區東部污水處理廠處理，
最終排放至杭州灣

武漢遠紡新材料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站處理後排放至市立放流水處理廠處理，最終排放至長江

遠東紡纖（越南）
經廠內廢水處理設施處理達排放標準後（線上監測），排入寶鵬工業區 1 號生態池，
最終排放至氏信（Thị Tính）河

日本遠東石塚 經廠內放流水廠處理設備處理後，達排放標準排入利根川

美國 APG Polytech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設備處理後，達排放標準排入 Ohio River

紡
織

觀音印染廠 經廠內放流水廠處理後，再排至工業區的污水處理廠，最終排放至樹林溪

湖口紡織廠 經廠內生物處理（曝氣氧化）後排入德盛溪

亞東工業（蘇州）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後，再由河東污水處理廠處理，最
終排放至京杭大運河。2019 年起由估算改為實際測量

遠紡工業（無錫） 排入無錫市放流水管網後，再由放流水處理廠處理，最終排放至京杭大運河

遠紡織染（蘇州）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後，再由河東污水處理廠處理，最
終排放至京杭大運河

遠東服裝（蘇州）
經廠內放流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管道後，再由城南污水處理廠處理，最終排
放至京杭大運河

遠東服裝（越南） 排放至工業區污水處理中心處理，最終排放至西貢河

遠東新服裝（越南）排放至工業區污水處理中心處理，最終排放至松貝（Sông Bé）河

遠東紡纖（越南）
經廠內廢水處理設施處理達排放標準後（線上監測），排入寶鵬工業區 1 號生態池，
最終排放至氏信（Thị Tính）河

2020 年放流水總量較 2019 年減少 2%，單位產量放流水排放量亦減少 2%。因本公

司各生產據點積極提高水資源循環利用率，其中，遠東服裝（越南）針對供水系統加強

管理，補足水錶重劃線路，實施各區城水用量控管，排放水量較前一年度下降 34%。亞

東工業（蘇州）製程廢水全部作為廠內循環使用，2020 年起只有生活廢水外排，放流水

減少 65%。

水資源緊張區管理

氣候變遷改變了水資源條件，使水量和水質成為全球性迫切解決的重要議題。遠東

新世紀優先盤點位處水資源緊張區之據點；根據評估水資源緊張區公開可取得且可信任

之工具 -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水道水風險工具（Aqueduct Water Risk Atlas）；本公司亞東

工業（蘇州）、遠紡織染（蘇州）及遠東服裝（蘇州）位處水資源緊張區。因此，遠東

新世紀針對水資源緊張區加強管理並設定水資源管理目標，積極瞭解與回應當地社會及

環境衝擊，共同維護珍貴的水資源。

     單位產量放流水排放量 單位：公秉 / 公噸產品

0.72
1.77 1.70 1.66

2.59 2.48 2.56

0.64 0.65

7.62 7.43 7.87

全公司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石化 化纖 紡織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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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緊張區取水量與耗水量

     水資源緊張區放流水量

單位：仟公秉

單位：仟公秉

註：統計範疇為大陸蘇州共 3 個生產據點，各項取水類別水質檢測總溶解固體皆 ≤1,000 mg/L

註：統計範疇為大陸蘇州共 3 個生產據點，處理方式皆經由廠內廢水處理達排放標準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後，再由污水處理廠處理，最
      終排放至京杭大運河

提高冷卻水濃縮倍數以降低軟水系統再生頻率

亞東工業（蘇州）為降低自來水及軟化水用量；針對自來水部分進行系統查漏，

將埋地管改為明管，以利檢查及維修，並安排專人每月匯總及統計廠區各項取水用

量，按月檢討，對現場重點用水設備管理優化；軟化水方面則提高冷卻水濃縮倍數，

降低軟水系統再生頻率，採用 RO 逆滲透濃水再生回用處理技術增加回用水水量，

使得 2020 年南側廠區自來水用量較 2019 年下降 46%，軟化水用量下降 8%，節

水效果顯著。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2018 2019 2020
河水、湖水及溪水 1,802 1,054 647
自來水 487 291 414
雨水 131 65 24
總取水量 2,420 1,410 1,085
總耗水量 469 456 411

2018 2019 2020
淡水（總溶解固體 ≤1,000 mg/L） 452 189 134
其他（總溶解固體 >1,000 mg/L） 1,498 764 540
總放流水量 1,950 953 674

加強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共同維護水資源

遠東新世紀非常重視水資源議題，位於

水資源緊張區的三個生產據點，除了對水基

礎設施的投資，提高用水效率。更採取實際

行動，加強與利害關係人議合，一齊為水資

源的永續性打下堅實基礎。

2020年遠紡織染（蘇州）、遠東服裝（蘇州）與客戶Nike偕同政府節水辦事處，

一同召開會議並與其他企業分享節水技術，互相交流學習參考。

蘇州政府各級部門（區級、市級、省級等政府部門）則對企業進行考核評比活

動，亞東工業（蘇州）分別於2019年獲得「省級節水型企業」、2020年被評選為「蘇

州市水效領跑者」稱號，兩項稱號共計獲得政府獎勵金額新台幣 90 萬元，使亞東

工業（蘇州）更加積極進行節水技改。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召開視訊會議分享節水技術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水下生物

3.2 因應氣候變遷

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的影響日益明顯，為減緩及調適氣候變遷的危機，遠東新

世紀自 2019 年推動「TCFD 氣候相關財務衝擊評估」，採用「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

議（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架構

評估氣候變遷對各事業部與生產據點產生的財務衝擊，相關內容請參閱「1.3 健全風險管

理 -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

遠東新世紀長期致力於企業永續行動，積極推動全面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及管制、制

訂因地制宜的減量目標，並逐步增加再生能源使用，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之全球

暖化，維護全球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

2020 年水資源緊張區取水量較前一年度下降 23%，耗水量下降 10%，已見對水資

源管理的投入之成效。遠東新世紀將持續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促進水資源的合理配置

和利用，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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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tCO2e/ 公噸產品

3.2.1 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ktCO2e

註：
1. 統計範疇：2018 年數據包內壢紡織廠；6 個新增生產據點自 2020 年開始統計
2. 範疇一：直接排放量，包含 CO2、CH4、N2O、PFCs、HFCs、SF6 和 NF3；範疇二：間接排放量，包含 CO2、CH4、N2O；排放總量不
   包括生質燃料中 CO2 排放量
3. 亞東石化（上海）和遠紡工業（上海）依循 SH/MRV-004-2012，均只計算 CO2 排放
4. 2018 年排放數據完成 ISO 14064-1 等盤查標準查證之生產據點包含：亞東石化（台灣）、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遠東先進
   纖維、湖口紡織廠、亞東石化（上海）、遠紡工業（上海）和武漢遠紡新材料
5. 2019 年及 2020 年排放數據完成 ISO 14064-1 等盤查標準查證之生產據點包含：亞東石化（台灣）、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
   亞東石化（上海）和遠紡工業（上海）
6. 2020 年遠東新世紀公司台灣 4 個生產據點排放量為 791 ktCO2e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範疇一 221 391 364 427 470 771 48 45 137 696 906 1,272
範疇二 149 203 195 610 570 655 337 288 310 1,096 1,061 1,160
生質燃料 CO2 排放量 14 15 15 0 0 0 0 0 0 14 15 15
排放總量 370 594 559 1,037 1,040 1,426 385 333 447 1,792 1,967 2,432

0.96
0.84

1.19

2018 2019 2020
紡織

0.21 0.23 0.24

2018 2019 2020
石化

0.31 0.33 0.32

2018 2019 2020
化纖

0.32 0.32 0.34

2018 2019 2020
全公司

     溫室氣體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依據不同產業類型及當地法規，遠東新世紀各生產據點分別制訂減量目標。遠紡工

業（無錫）以每年 1% 為減排目標；新埔化纖總廠及觀音化纖廠以每年 2% 為減排目標；

觀音印染廠以每年 2.5% 為減碳目標；武漢遠紡新材料以每年 1.5% 為減排目標；遠紡工

業（上海）訂定 2015 年為基準年，以 2020 年減少 15% 及 2030 年減少 35% 為減碳目標，

2020 年已超前目標減少 21%，將繼續朝 2030 年目標邁進。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石化  23%

化纖  59%

紡織  18%

範疇一  52%

範疇二  48%

事業別 排放類別

排放總量
（ktCO2e）

2,432

排放總量
（ktCO2e）

2,432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 遵循ISO 14064-1或當地政府標
    準執行溫室氣體盤查
‧ 定期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並申報
    主管機關
‧ 持續推動間接溫室氣體盤查
‧ 持續推動制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建置太陽能發電站 ‧增加使用再生能源
‧遵循台灣《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及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配合《上海市碳排放
   管理試行辦法》碳配
   額管制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24%（465 ktCO2e），主要因為統計範疇增加 6 個生產

據點，其中 4 個據點屬於化纖事業、2 個據點屬於紡織事業，該 6 個生產據點合計排放

量為 488 ktCO2e。單位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前一年度增加 6%，其中紡織事業由於加入

統計遠東紡纖（越南）- 紡織廠，產品結構改變導致單位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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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與系統建置

遠東新世紀各生產據點皆須遵循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或所在地官方標準執

行溫室氣體盤查與計算，且每三年至少需完成第三方查證一次，台灣、大陸、越南共 15

個生產據點已完成溫室氣體排放第三方查證。2020 年我們更積極展現對溫室氣體議題之

關注與重視，啟動全面溫室氣體盤查計劃，涵蓋台灣、大陸、越南、日本及美國共 20 個

生產據點，皆依據最新版 ISO 14064-1：2018（溫室氣體盤查）規範與世界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發布之範疇三

分類項目進行間接排放源鑑別，預計於 2022 年完成第三方查證。

遠東新世紀間接溫室氣體目前統計項目為員工差旅及廢棄物清運。員工差旅統計範

圍包含台灣與大陸生產據點的員工航空差旅，統計員工差旅飛行起迄航點後，以聯合國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建置的航空碳排計算器

加總員工航空差旅之碳排放量。2020 年員工航空差旅碳排放量為 164 tCO2e，較前一年

度減少 85%。廢棄物清運碳排放統計範疇，包含台灣、大陸、越南共 16 個生產據點。台

灣生產據點廢棄物清運延噸公里以環保署碳足跡排放係數計算，大陸及越南生產據點則

以大陸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碳排放交易網之碳足跡排放係數計算。2020 年度廢棄物清運碳

排放量為 2,946 tCO2e。

數位升級 齊力減碳

1. 採用視訊會議

   遠東新世紀生產據點分布於全球，為降低環境衝擊並提升溝通效率，採用視訊會

   議已行之有年，但為提升會議品質，持續優化視訊會議系統與介面。2020 年公

   司層級會議、跨廠區及對外客戶會議皆優先採用視訊會議，不僅達到減碳目的，

   也正好因應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的管制措施。

2. 降低交通差旅

   以網路取代馬路，減少非必要的差旅行程，善用數位化工具強化生產據點管理，

   降低各人員出差次數。

氣候行動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廠區周遭照明設備替換為太陽能路燈系統

遠東服裝（越南）將工廠周圍 48 盞路燈替換

成太陽能路燈，雖太陽能燈設備成本遠高於原0.25 

kW 燈泡，但比較過往舊式路燈用電成本與安裝太

陽能燈系統成本，在安裝完成後約 10 個月可以回

收成本。並在此之後每年約可節省電費新台幣 14

萬元，最重要的是實踐使用再生能源的氣侯行動

策略。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創新科技與設備導入

全面導入 舉辦 ISO 14064-1：2018 教育訓練

遠東新世紀推動 20 個生產據點新版 ISO 14064-

1：2018 盤查，驗證範圍新增涵蓋供應鏈上下游之重

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對此，已於 2020 年展開輔

導計劃，6 月份首先舉辦 ISO 14064-1：2018 溫室氣

體盤查改版教育訓練，培訓對象為各生產據點溫室氣

體管理成員，課程為期兩天，採實體及線上視訊兩種

方式並行，15 個視訊連線點，共 90 人參與。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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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再生能源使用

遠東新世紀以實際行動支持使用再生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生產活動對環

境產生的衝擊。自 2016 年起，我們從大陸生產據點開始設置太陽能發電站，2020 年合

計台灣、大陸及越南太陽能發電量為 1,315 萬度電，其中 84% 太陽能發電量為遠東新世

紀自用。新埔化纖總廠、湖口紡織廠、觀音印染廠及越南其他尚未建置之生產據點皆已

開始評估設置太陽能發電站。

     太陽能發電站建置據點與裝置容量

遠紡織染（蘇州）

1,538 kW
亞東工業（蘇州）

3,406 kW
遠紡工業（上海）

1,473 kW

遠紡工業（無錫）

3,428 kW
亞東石化（上海）

300 kW
亞東石化（台灣）

499 kW
遠東先進纖維

434 kW
觀音化纖廠

488 kW

  總計12,417kW
遠東服裝（越南）

360 kW
New亞東綠材

491 kW
New

智慧綠能工廠

遠東服裝（越南）為保持企業競爭力、環境

永續及改善員工作業環境，打造智慧綠能工廠，

廠區於 2019 年 10 月獲得美國 LEED 銀級綠建築

認證，2020 年 1 月智能化工廠正式啟用，是越南

第一家台灣綠色智能服裝廠。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於屋頂加裝太陽能板，面積共 2 千 8 百平方米，

每月可生產 40 kW，可供 72 條產線約 23% 能源。

綠色設計包含水濂降溫中控智能化管理，使用水濂降溫系統及感應器讓室內環

境舒適，溫度及濕度控制在合理範圍；使用生態建築及環保建材，屋頂綠化降低熱

島效應 3-10 度；雨水與污水回收再利用，回收率達 91%；多種植能夠適應乾旱氣

候樹林，設計自動澆水設備，節省水資源，恢復生態環境。

智能化設計包含智能物聯，將數據可視化並即時監視；智能物流，透過自動化

搬運及快捷存儲輔料並靈活分揀，將包材存儲直接送到工作區；智能製造，3D打版、

半自動排程及工票系統提升效率，年省 591 萬元。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用電大戶必須使用 10% 綠色電力，遠東新世紀自

2015 年起開始認購綠色電力，未來除了持續增設太陽能發電設施外，亦評估外購再生能

源。除此之外，亞東石化（台灣）則將使用廢水處理沼氣發綠電。

遠東新世紀 2015 年起向台灣電力公司自願認購綠色電力，2018 年台灣開放再生能

源憑證交易後，2019 年向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六甲院區購買 138 張再生能源憑證，

2020 年向澎湖科技大學購買 150 張再生能源憑證，購買之再生能源累計達 119 萬度電。

 積極支持政府政策

亞東石化（上海）及遠紡工業（上海）2013 年起受到《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試行辦法》

碳配額管制，透過各項減排專案與監管措施確保符合政府規範，每年底制訂年度節能目

標及減碳量，每月節能會議追蹤檢討能耗與碳排放量，並提出改善方案、確定行動部門，

成立碳排放管理組、碳交易決策組、碳交易資金交易組及碳交易確認組，每日追蹤碳價

格變化並於每月節能會議上報告，全盤掌握碳交易的所有流程。

     亞東石化（上海）及遠紡工業（上海）碳配額及排放量統計 單位：ktCO2e

註：亞東石化（上海）2019 年碳配額量更正為政府實際配額量，實際排放量更正為查證後排放量；遠紡工業（上海）2019 年實際排
      放量更正為查證後排放量

2018 2019 2020

亞東石化（上海）
配額量 173 166 162
實際排放量 159 161 150

遠紡工業（上海）
配額量 344 324 326
實際排放量 331 325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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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防制環境污染

3.3.1 空氣污染排放管理

     單位產量空氣污染排放量 單位：公斤 / 公噸產品

0.32 0.28 0.23

2018 2019 2020
全公司

0.17 0.13 0.16

2018 2019 2020
石化

0.38 0.34

0.25

2018 2019 2020
化纖

0.40

0.52
0.45

2018 2019 2020
紡織

2020 年空氣污染排放總量較前一年減少 16%，單位產量空氣污染排放量減少 18%，

顯見本公司透過設備更新與源頭管理降低空氣污染排放量已有顯著成效。其中石化事業

單位產量空氣污染排放量較 2019 年增加 23%，主因亞東石化（上海）用於氧化廢氣處

理的觸媒壽命已到達五年週期之末期，觸媒活性降低使得氧化廢氣中污染物濃度增加，

已採購新觸媒，按計劃將在 2021 年 6 月工廠停車檢修時更換。另外，亦投資新建廢氣處

理裝置，預計 2021 年 9 月完成建置並運行，將進一步的污染物濃度；化纖事業單位產量

空氣污染排放量較 2019 年減少 26%，因新埔化纖總廠將重油鍋爐改為天然氣鍋爐、遠

東先進纖維生產產品減少蒸氣製程，以及遠紡工業（上海）製程進行低氮改造。

     空氣污染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2020 年空氣污染排放量

     空氣污染排放量 單位：公噸

註：
1. 僅列出有排放的氣體類型
2. 粒狀污染物包含懸浮微粒（PM）、粉塵、煙塵
3. 數據包含四種類型：測量實際值、抽查值年化、估算值、核准排放量。2020 年測量實際值來自新埔化纖總廠（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粒狀污染物）、觀音化纖廠（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粒狀污染物）、遠東先進纖維（氮氧化物、硫氧化物）、遠東紡纖（越南）-化纖廠、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亞東石化（上海）（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武漢遠紡新材料、觀音印染廠、遠紡工業（無錫）、遠紡織
   染（蘇州）、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抽查值年化來自亞東石化（上海）（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遠紡工業（上海）、及遠東紡纖（越南）- 紡織廠；估算值來自亞東石化（台灣）一廠、新埔化纖總廠（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觀音化纖廠（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亞東綠材、遠東先進纖維（粒狀污染物）、湖口紡織廠、美國 APG Polytech 及日本遠東石塚；
   核准排放量來自亞東工業（蘇州）
4. 有害空氣污染物（HAP）排放量數值來源為美國 APG Polytech 及日本遠東石塚，美國 APG Polytech 三項 HAP 物質為乙二醇（Ethylene 
   glycol）、乙醛（Acetaldehyde）及 1,4 二氧六環等三項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規範之 HAP；日本遠東石塚 HAP 物質為乙醛
   （Acetaldehyde），依照日本有害大氣污染物質清單規範為 HAP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氮氧化物（NOx） 131 143 156 727 655 418 104 121 108 962 919 682

硫氧化物（SOx） 56 74 70 163 286 231 65 76 71 284 436 372

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VOC）

108 96 141 368 361 352 6 7 11 482 464 504

有害空氣污染物
（HAP）

0 0 0 8 24 26 0 0 0 8 24 26

粒狀污染物 3 7 12 47 53 37 37 80 26 87 140 75

排放總量 298 320 379 1,313 1,379 1,064 212 284 216 1,823 1,983 1,659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制訂空氣污染管理目標
‧定期檢測空氣污染排放
   並申報主管機關
‧空氣污染防制宣導
‧管理人員定期培訓並取
   得相關證照

‧投資選擇性觸媒還
   原法脫硝設備
‧改用天然氣鍋爐
‧裝置定型機煙氣淨
   化裝置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配合政府公布空氣
   品質採取應變措施

石化  23%

化纖  64%

紡織  13%

排放類別

粒狀         5%
污染物 

HAP          2%

VOC        30%

SOx        22%

NOx        41%

事業別

排放總量
（公噸）

1,659

排放總量
（公噸）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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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與系統建置

遠東新世紀持續導入空氣污染防制技術，定期檢討現有設施及生產流程，並定期針

對鍋爐設備與排放管道檢測，確保各項排放符合法規規範，並以此達成減量目標。亞東

石化（台灣）2020 年將全廠空污防制設備各項操作參數之訊號接回主控制室數據收集系

統，並另建置獨立控管介面，藉以即早發現問題並改善。

2019 年 8 月 6 日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

人員及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公私場所》，亞東石化（台灣）從事純對苯二甲酸（PTA）

之生產，為第一批列管要求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業人員之企業。2020 年進行人員招募及

訓練，2021 年人員取得證照後將依法設置專責人員。此外，廠區設置氣體排放監測（視）

即時資訊系統（CEMS），每季執行相對誤差查核（RATA）。制訂廠內異常通報機制，廠

內氣體排放異常可立即通報處理，積極強化防制污染措施。

 積極支持政府政策

受到季節性氣候條件影響，秋冬季節空氣品質容易轉差，因此，我們配合政府採取

污染防制措施。新埔化纖總廠於環保局通知環境空氣品質惡化時，依據嚴重程度採取分

級應變措施，檢查鍋爐與防制設備運作、減少生產進料，避免空氣品質惡化。冬季霧霾

高發期，政府嚴格管控企業空氣污染排放，因應政府政策亞東石化（上海）與遠紡工業（上

海）將歲修安排在 11 月，並減少易產生揚塵的施工及車輛運輸；亞東綠材向桃園市政府

申請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劃，申請變更補助天然氣管路、減壓站設置及鍋爐燃燒機更換

請購，相關工程已於 2020 年完工啟用，目前皆使用天然氣鍋爐。

     2020 年單位產量空氣污染排放量

註：紡織總部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石化 化纖 紡織 全公司

氮氧化物（NOx） 0.06 0.10 0.22 0.10
硫氧化物（SOx） 0.03 0.05 0.15 0.05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0.06 0.08 0.02 0.07
有害空氣污染物（HAP） 0.00 0.01 0.00 0.00
粒狀污染物 0.01 0.01 0.06 0.01
合計 0.16 0.25 0.45 0.23

 創新科技與設備導入

為了減少空氣污染排放，新埔化纖總廠及觀音化纖廠增設選擇性觸媒還原法脫硝設

備，利用觸媒讓氮氧化物（NOx）與氨氣混合後，還原反應產生無害的氮氣與水，可減少

70% 水煤漿鍋爐之氮氧化物，觀音化纖廠 4 套設備已完工，新埔化纖總廠 6 套設備預計

2022 年完工。另外，新埔化纖總廠將重油鍋爐替換為天然氣，降低硫氧化物（SOx）排

放 96%、氮氧化物（NOx）排放 86% 及粒狀污染物排放 93%。2020 年亞東工業（蘇州）

增設 5 套蓄熱式焚燒爐處理廢氣，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去除率約 90%。遠

紡工業（上海）藉由改造短纖乾燥機，加大抽風車的冷卻區排風量，大幅降低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VOC）達 16%。

鏈板煤爐系統改造案

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採用鏈板煤爐是遠東新世紀第一個使用此系統的生

產據點。依據生產規模，評估採用鏈板煤爐作為導熱油加熱方式，不論是投資或運

行效益均為最佳，但引進這項新製程有幾個重大挑戰，因煤炭來源的差異，容易產

生爐膛結焦，連帶影響生產穩定性，而原本配套的脫硫設施效率也有改善空間，因

此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成立跨部門小組，經過近一年多的努力改造系統，不

僅將鏈板煤爐的妥善率、操作穩定性大幅提升，改善原先脫硫設計造成脫硫塔經常

性堵塞問題，大幅提高脫硫除塵效率，降低硫氧化物（SOx）含量達 60%，並減少

乾灰處理費用每年約 213 萬元，更建立起煤爐操作與維修經驗，可將技術傳承至其

他生產單位。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氣候行動

改善前：煤炭細顆粒多，造成爐膛結焦 改善後：加強管理煤炭規格，使煤爐運
            行順暢

新設計的脫硫塔

單位：公斤 / 公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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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廢棄物管理

2020 年廢棄物總量較 2019 年增加 19%，主因整體產量增加。然而本公司勵行資源

回收再利用，積極透過廠內自行回收使用或委外處理方式將廢棄物轉化為可再利用的資

源，因此，雖然廢棄物總量增加，但其中再利用及回收處理廢棄物數量減少 4%，再利用

及回收處理廢棄物佔比由 85% 增加為 88%。單位產量產生之廢棄物總量較 2019 年增加

19% 主因製程調整、新產線試車以及意外事故造成的廢棄物增加。

遠東新世紀各生產據點持續優化廢棄物管理，從源頭減量並積極宣導廢棄物分類回

收，達到資源循環之觀念，選擇合格廢棄物處理商，確保有價廢棄物得以回收再利用，

無價廢棄物能獲得妥善處理，避免環境污染。

亞東綠材主要廢棄物產生來自脫標籤製程所產生之廢標籤，佔全廠比例 81%。因台

灣現況廢棄物處理廠能執行去化之焚化廠爐有限，造成清運及處理速度緩慢。對此，亞

東綠材主動規劃事業廢棄物自行焚化處理「廢棄物焚化爐熱回收案」，目前已取得固定

污染源設置許可證，於 2020 年 6 月開始動工，預計 2021 年 9 月增設完成，並申請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正式試車運轉，將廢標籤轉化為熱能。

     廢棄物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單位產量產生廢棄物類別與佔比

單位：公斤 / 公噸產品

註：不包含遠東服裝（蘇州）、遠東服裝（越南）及遠東新服裝（越南）

     廢棄物統計 單位：公噸

註：再利用及回收處理包含廠內自行回收使用、出售及委託合格廠商回收處理

2018 2019 2020

再利用及
回收處理

一般事業廢棄物
製程廢棄物 83,152 114,277 145,980
生活廢棄物 3,159 1,743 1,344

有害事業廢棄物 3,828 8,203 5,363
總量 90,139 124,223 152,687

非再利用及
回收處理

一般事業廢棄物

製程
廢棄物

能源用途 5,939 3,998 1,293
焚化處理 6,910 9,747 8,999
掩埋處理 1,089 797 228
其它方式處理 1,581 1,036 2,265

生活
廢棄物

能源用途 368 367 373
焚化處理 1,294 1,089 1,175
掩埋處理 439 390 601
其它方式處理 111 125 111

有害事業廢棄物

能源用途 414 132 0
焚化處理 774 3,692 5,483
掩埋處理 0 2 2
其它方式處理 22 36 85

總量 18,941 21,411 20,615
廢棄物總量 109,080 145,634 173,302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創新科技與
設備導入

價值鏈合作

‧廢棄物源頭減量
‧廢棄物分類與分級及回收再利用
‧有價廢棄物售出予外部業者回收利用
‧無價廢棄物委託合格廠商處理清運

‧導入廢棄物智慧管
   理系統
‧導入廢棄物轉製能
   源技術
‧裝設污泥處理設備

‧嚴格審查廢棄物處
   理廠商資
‧搭配GPS追蹤廢棄
   物處理軌跡
‧不定期抽查廢棄物
   清運處理狀況 2020

2019

2018

 21.11  2.88 

 17.07  3.01

 15.31  3.26

23.99

20.08

82%

85%

88%

5%

8%

6%

合計

18.57

● 再利用及回收處理廢棄物    ● 非再利用及回收處理廢棄物

再利用及
回收處理

佔比

有害廢棄物
佔比

 22.47  1.52 

 18.40  1.68

 17.69  0.88

● 一般事業廢棄物    ● 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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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服裝（蘇州）2020 年在有害廢棄物倉庫內新增聯網監控，並與警衛室連線，即

時監控。遠東服裝（蘇州） 每年 2 次對廢棄物處理廠商進行現場追蹤。遠紡工業（上海） 

每年舉辦一次廢棄物處理廠商及下游廠商教育訓練，說明管理制度與持續優化的方針，

2020 年共有 8 家廠商參加。

廢棄物轉製能源再利用

遠東新服裝（越南）自 2020 年 7 月起，將

原先不可回收再利用之製程廢棄物交由客戶指定

之水泥廠商，以協同處理（Co-Processing）方式，

利用水泥窯穩定持續的高溫將廢棄物轉製能源

（waste-to-energy，WTE），統計 2020 年下半年

回收再利用比率自 75% 提升達到 100%。根據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的研究報告，水泥窯平均超過 1,300 度高溫，

可分解焚化爐無法處理的戴奧辛（dioxins），將大多數人類生產之廢棄物無害化，

成為再生資源。

利用水泥窯進行協同處理（Co-Processing）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陸地生物

響應環保措施 減塑愛地球

遠東服裝（越南） 對於廢棄物的管理原則為「人

人做分類、垃圾自然少；無價變有價、有價變高價」，

除了新進員工與舊員工培訓廢棄物分類以外，於廠內、

外在廢棄物集合點佈置「全廠廢棄物分類看板」，提醒

員工記得落實資源回收。

1. 伙食供應商更換塑膠袋裝點心為布袋，2020 年度估計減少塑膠袋 312 公斤。

2. 辦公室人員個人垃圾桶改為公用垃圾桶（一個紙類，一個生活廢棄物），共減少  

   233 個垃圾桶，每月減少塑膠垃圾袋 1,860 卷。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3.3.3 生態保護

遠東新世紀所有生產據點在規劃前期即已針對相關環境法規進行多方評估，所選擇

生產據點均位於當地政府允許之工業開發區域，非屬當地受保護或保留的生物棲息區域，

也無存在被列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

我們承諾，針對所有生產行為，應盡可能避免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環境造成影響與衝

擊。亞東石化（台灣）為降低生產過程所造成之環境衝擊，除落實相關污染防制設備操

作提升處理效率，每年定期進行環境檢測掌握實際對於環境之影響。每月召集各單位主

管進行環境衝擊會議，針對現存及潛在之影響環境議題討論改善及應變方式，降低對環

境及鄰近生態之負面影響。 

     生物多樣性管理方法與實施方案

入選越南《平陽綠皮書》

2020 年遠東服裝（越南）獲得由越南平

陽省人民委員會頒發的《平陽綠皮書》獎。

入選條件為對平陽省環境保護發揮重要作用

的企業，才能獲得此項殊榮，所列出之企業

除了代表具備良好的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

同時表示，遠東服裝（越南）在環境保護上

的投入與承擔責任，並且在環境衝擊上所採取之預防措施，對平陽省環境維護做出

相當的貢獻，更呼應當地政府推動「環保與經濟一齊發展」之方針，因此受到肯定。

氣候行動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管理制度與
系統建置

價值鏈合作 積極支持
政府政策

‧設廠環境評估 ‧使用陸地與海洋廢
   棄物回收再製為全
   新產品

‧空氣污染、放流水皆符合政府法規
‧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增加回收再利用
‧支持海洋生態維護倡議

生態保護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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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共融生活
Creating Inclusive Society

優先閱讀對象

■ 員工/工會     

□ 直接客戶      

■ 政府

■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攬商等）

■ 外部評鑑機構/媒體  

□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

■ 產業協會

■ 鄰近居民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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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亮點績效

5,174家
供應商簽署

《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國際人才培訓及遠東企業大學計畫

已207人次取得認證
專案培訓費用共15,997,561元

連續5年獲得
台北市政府環保局頒發

綠色採購計劃標竿單位

平均經常性薪資高於市場水準

台灣43%、越南23%、美國24%

台灣生產據點

國際移民勞工零付費政策
承諾聲明簽署

COVID-19疫情期間

駐外人員補助政策96%
正式員工
參與工會比例

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及
SGS CSR Awards
人才發展獎項肯定

安全衛生培訓
總時數成長

18%
遠東新世紀通過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章
第二次展延成功

遠東新世紀獲頒
台北市
績優健康職場佳獎

大陸SHEF小組開發
安衛管理智慧平台

遠東服裝（越南）獲
越南平陽省人民委員會表揚

外資企業職安衛推動第一名

900萬安全工時
遠東先進纖維營運迄今23年
未發生職業災害失能傷害損失工時

安衛推動績優
觀音化纖廠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署
及桃園市政府頒贈獎項

新竹縣政府民防團訓練競賽
新埔化纖總廠獲特優第一名
湖口紡織廠獲優等第三名

連續4年獲得
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綠色採購感謝狀

累計綠色採購金額
超過

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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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達成

進度

行動

方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2020
目標

2025
目標

2021
目標

2030
目標

建立全球人才
發展資料庫

・結合各地營運據點人才資料
・導入新進人員資料，並加入個人專業培訓紀
錄、專業證照記錄、專案成果、年度管理績
效等資料

・用於重要幹部輪調，連結長期個人發展計劃

加入

新進人員
人才庫

加入

海外各地人員
資料

加入

考績、專案等
績優表現

完成

全球人才庫系統
第一階段導入

規劃人才庫內容，
初步完成人員名冊產出

達成

降低派外人員離職率

・完善派駐行前說明、協助當地語言訓練及
文化適應培訓，縮短適應期

・提供優於業界的薪資福利，改善派駐地生
活條件與品質

・提供派外人員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

8.8%

8%

8%

7.5%

7%

提升員工滿意度

・提供同仁多元發聲管道，接納員工建議並進行改善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建置友善孕育職場環境， 
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及馬上關懷急難救助方案

・員工滿意度調查每三年進行一次，2020年因受疫
情影響，延至2021年進行

85% - 90%

85% - 90%

90% - 95%

95%以上

近年滿意度調查結果84.43%
（員工趨於滿意）

培養國際人才

・導入組織機構人力資源計劃
(OHRP)系統

・LinkedIn平台線上課程
・國際名校線上課程

・管理英語能力：國際名校線上課
程38人參加

・語言訓練：英文課程61人、西
班牙文8人、日文15人

34人參加
國際名校線上課程

61人參加英文課程

國際化運營人才80名
推動組織轉型人才80名

打造數位轉型組織梯隊
推動產、銷、人、發、財

全面啟動種子隊員50名

建立人才評鑑系統

培養國際化本職專業能力150人
培養國際化管理職能60人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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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達成

進度

行動

方案

2020
目標

2025
目標

2021
目標

2030
目標

零職業災害

・實施安全衛生輔導稽核
・落實採購安全管理執行規範
・加強辦理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宣導活動
・落實ISO 45001系統化管理
・建構安全衛生智慧化管理
・強化安全衛生稽核人員能力
・推動工作前預知危險

每營運據點

件數：4

每營運據點

件數：3

每營運據點

件數：1

每營運據點

件數：0

・每營運據點件數：5
・較2019年減少2件

零職業病

・避免員工因執行職務暴露於化學性、物
理性、人體工學性等危害因子中

・辦理員工一般及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之健康檢查

・辦理員工臨場健康服務
・推動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零火災及化學品
洩漏事故

・增列可燃物清單，作為施工預防標準
・全面檢討承攬商相關管理辦法
・加強管制作業檢查
・辦理危害因子辨識及防範訓練
・加強化學品洩漏及消防演練
・檢視消防設備及防護裝置之設置

發生件數：4

建構永續供應鏈

・促進供應商溝通，提高供應商永續意識
・以《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做為選商
條件之一

・舉辦供應商大會，溝通本公司企業永續
目標

第一階段供應商簽署
《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比率：85%

第一階段供應商簽署
《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比率：75%

第一及第二階段供應商
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比率：75%

・重大供應商ESG表現符合本公司企
業永續目標
・整體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會責
任承諾書》比率：90%

・整體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
承諾書》比率：100%

達成 達成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發生件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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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說明

創造幸福職場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遠東新世紀致力於促進人權，以實際行
動保護我們的員工，維持公司競爭力，
全球營運據點設定人力資源制度首重勞
工權益事項。疫情期間促使各地員工了
解公司未來方向，與同事一起分享績效
成果，照顧同仁身心，聘用在地勞工，
並提供透明的升遷管道。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定期分析薪資市場定位，確保薪資水
準具備競爭力

・檢視重點人才離職因素，縮短接任人
員銜接時間

・檢視員工滿意度，加強弱點項目
・確保人權教育普及率100%

權責單位

・各事業部人力資源單位
・各事業部最高主管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秉持永續經營之理念，重視人才培養，完
善規劃各項課程，滿足各階段能力養成。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依專案個別規劃管理方法，採用
Kirkpatrick學習評估模式，作為評估機制

・Level 1反應層次：採用課後滿意度問卷
、跟課紀錄評量訓練課程滿意度

・Level 2學習層次：透過測驗、工作應用
報告、心得報告等形式，驗證訓後學習
成效

・Level 3行為層次：透過行動計劃、主管
追蹤問卷、個人發展計劃（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IDP）等機制，確認
知識技能運用程度

・Level 4成果層次：藉由個人或組織績效
，驗收受訓者行為改變後，對績效產生
的影響

權責單位

・ 人力發展中心
・ 各事業部人力資源單位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為保障員工及承攬商的安全與健康，致力
降低工作環境風險，維護生命安全與身體
健康，達到零工安事故、零傷害之目標。
且將營運活動對鄰近社區的負面衝擊降到
最低，避免營運管理不當造成意外災害。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對員工作業環境或作業程序之危害進行
辨識、評估及控制

・加強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提供員工個人防護裝備
・對於化學品之採購、使用及儲存採取有
效的管理措施

・安排勞工定期健康檢查，進行健康促進
及健康管理專案

・職業災害事故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要求承攬商相關作業符合本公司安全衛
生標準，提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權責單位

・ 安全衛生處
・ 各營運據點之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對遠東新世紀的意義與管理目的

與供應鏈夥伴偕手前進，確保供應
商提供之服務與產品符合品質、環
境、勞工權益等要求，共同回應客
戶永續目標，建構永續供應鏈。

管理方法與有效性評估機制

・要求合作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
會責任承諾書》

・透過良好的溝通管道與定期會議
，掌控及監督供應商行為及工作
狀況

・評估供應商於環境、勞工、人權
及社會面向衝擊，若發現重大衝
擊，視情節予以協助改善或終止
合約

權責單位

・聯合採購中心
・各生產營運據點採購部門
・各大宗原料採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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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創造幸福職場

4.1.1 人權維護

遠東新世紀人力資源制度首重勞工權益，我們遵守及認同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之原則與精神，並設有人權申訴管道，若有違反情事，員工可向各生產營運

據點人力資源處申訴。

1. 2018 年

   因應各生產營運據點不同文化、規範，完成《遠東新世紀人權政策》。

2. 2019 年

   《遠東新世紀人權政策》均確實向各生產營運據點負責主管完成宣導、並簽署遵循，

   同時向員工透過各類方式宣導各項人權政策內容，協助員工認識自身權力。

3. 2020 年

   本公司對各生產營運據點進行人權盡職調查，以本公司人權政策作為風險評估依據，  

   共計 8 類人權風險，並以「風險發生可能性」及「風險發生時對公司影響程度」作為

   兩大調查面向，製作人權風險鑑別問卷、進行調查，辨識各類人權風險對本公司之影

   響，調查範圍涵蓋各生產營運據點 100% 員工。各生產營運據點人力資源主管依據調

   查結果提出改善措施，保障員工人權。

遠東新世紀致力於各項勞動標準相關之遵照與實踐，透過參與包括兒童、性別、強

迫勞動、歧視、女性保護、貧窮、職業安全衛生等勞動標準相關研討會與倡議組織，獲

取最新國際勞動組織與勞動標準資訊，藉以檢視及遵循，使員工及家屬得以獲得合宜的

保障。

2020 年本公司均未發生人權申訴，亦無違反員工人權承諾的事件。各生產據點通過

客戶對於人權、童工與勞動條件的相關審查。

2020 年底完成「移工零付費政策承諾聲明」簽署

遠東新世紀致力維護員工基本人權，遵守

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民組織以及各項國際公

約與國內勞動基準法等相關適用法規，為維護

國際移民勞工（簡稱移工）勞動權益，本公司

研擬方案，不收取聘僱過程所產生的相關費用，

改善移工生活。

遠東新世紀台灣生產營運據點，於 2020 年底完成簽署「移工零付費政策承諾

聲明」，自 2021 年起，相關生產營運據點全面執行移工零付費政策。該政策在招

聘、僱用、到崗、續聘或安全返回等階段，確切要求執行移工零付費要求，嚴格監

督台灣及國外仲介公司的道德招聘，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保障移工人權、生命安

全。

實施後，移工將不需負擔聘僱相關費用，包括醫療費用、培訓費用、仲介費用

等，本公司同時承諾移工權益在招聘及僱用過程中獲得尊重。本政策執行後預計對

移工留任與人力穩定有極大助益。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減少不平等

遠東新世紀
人權政策

反對歧視
及騷擾

禁用童工
工作及
休息時間

員工集會
結社自由

落實
平等尊重

母性保護

不強迫
勞動

符合
基本工資

人權政策說明、風險對象與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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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遠東新世紀重視性別平等，積極建構性別友善的工作制度與環境。本公司產業鏈涵

蓋上、中、下游，其中上、中游產業集中於化學相關技術，男性員工人數比例較高，下

游則為紡織業，女性員工人數比例較高。整體而言，主管職女性員工人數約為男性員工

人數 4 成，符合本公司產業鏈特性。配合公司擴充腳步，近十年主管人數成長 52%，其

中女性主管成長 64%，足見本公司公平看待女性主管的努力，積極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

企業組織文化與系統。

     2020 年女男人數比較      台灣育嬰假申請與復職留任統計

2020 年台灣育嬰假留任率達 92%，較 2019 年大幅成長 12 個百分點，主因本公司

有完善的代理人及家庭照顧假機制，並建立友善照顧家庭的環境，促進家庭生活的平衡，

使員工可以兼顧家庭與職場。

遠東新世紀各營運據點皆重視性別平等制度，各地依循法令，遵守台灣《性別工作

平等法》以及中國《女員工特殊勞動保護規定》精神，設置哺乳室，給予育嬰假，保障

女性員工權益，限制加班或禁止從事對母嬰有潛在危險的相關工作，休產假的員工復職

後同工同酬等。同時提供懷孕同事合適的工作環境，避免其操作可能影響健康的工作、

設置特殊座椅以降低工作不適。越南女性同事懷孕第七個月後，同仁每天工時減少一小

時，仍可享有全薪，給予五次產檢假及六個月產假，工廠設置哺乳、擠乳與保存母乳之

專用區域。

2018 2019 2020

實際申請
人數

男 3 4 2
女 22 22 48
總數 25 26 50

應復職人數

男 3 1 0
女 24 19 41
總數 27 20 41

復職率

男 100% 0% -
女 71% 100% 85%
總數 74% 95% 85%

留任率

男 0% 33% -
女 90% 88% 92%
總數 69% 80% 92%

註 :
1. 復職率 = 實際復職人數 ÷ 應復職人數 ×100%
2. 留任率 = 當年度復職滿一年人數 ÷ 上一年度復職人數 ×100%

我們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制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申訴人得向部門主管或人力

資源處提出申訴，受理單位應於五日內成立調查小組展開調查，其中女性委員應達二分

之一以上，二個月內完成調查，相關資料絕對保密，且提供被申訴人說明機會。我們對

全體員工定期實施教育訓練，預防性騷擾事件發生。

4.1.2 招募政策

遠東新世紀致力於創造友善職場，吸引優秀人才，依循本公司訂定僱用政策，不因

員工任何個人特質予以歧視。我們定期召開會議確保各項制度符合法令。此外，為延攬

並培養優秀人才，擬建置跨國籍別人才庫，使各地生產營運據點人才資料可相互流通，

未來對於人才在跨國子公司中調動，將有相當大的助益，預計 2021 年完成人才庫建置。

同時我們也將推廣專屬遠東文化的性向測驗系統，建置內部優秀人才資料庫，配合在地

化政策，讓各地區性向測驗能融入當地人才的人格特質。

     招募方式一般員工

全公司

0.43     :       1
1.18     :       1
1.08     :       1

主任/科長級

      以上主管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104人力銀行、1111人力銀行、LinkedIn、校園招募等

政府政策合作、勞務仲介、微博、Twitter、員工推薦、校園招募等

Zalo社群軟體、Facebook、職業介紹中心、廣播電台、發送傳單等

員工介紹、Mynavi人力網站、Hello Work官方職業介紹所、LinkedIn等

員工介紹、Indeed求職網、實習計劃等

註：比較方式為該職級女性正式員工人數比男性正式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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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實習

本公司提供產學實習機會，自 2012 年起，實施「儲備人才培訓計劃」，協助集團元

智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優秀學生進行實務歷練，招募學生至公司實習，本計劃 2020 年共

計提供 32 名實習機會，並透過媒合錄取 20 名同學進入公司實習，協助優秀學生進行實

務歷練，培育公司未來所需之人才。2020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海外地區暫停實習

生計劃；惟台灣疫情尚在可控範圍，因此在發揮集團綜效及培育未來骨幹的基礎上，仍

持續招募實習生，給予優秀學生學習機會。

2020 年度智慧機械產學接軌計劃 -
精實智能管理人才培訓產學合作計劃

遠東先進

纖 維 繼 2019

年「智慧機械

人 才 培 育 計

劃」，持續與

元智大學工業

工程與管理學系合作，進行「精實智能管理人才培訓產學合作計劃」，參與學程學

生人數 30 人，男性 14 人，女性 16 人。邀請學校及業界講師共 13 名參與此次專

案授課。公司依照學生上課出席率、專題報告、專題成果及個人表現等四項，進行

評比，並頒發獎學金共新台幣 14.8 萬元予此次參與的學生。本次計劃以精實管理

為目標，共同研發 AIoT 智能系統，同時讓學生了解企業運作，接觸學習現有技術，

思考如何將系統整合，學以致用。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優質教育

人力結構

遠東新世紀長期秉持「適才適所」及「人盡其才」的用人理念，並透過完善的內部

組織與人事制度貫徹落實。遠東新世紀 92% 職位均由正式員工擔任，且提供內部員工教

育訓練及輪調機會，致力於從內部拔擢人才，展現本公司內部完善多元的升遷制度及機

會。

     2020 年人力結構

2020 年台灣正式員工離職人數中有 25% 為退休人員，整體離職率 10%，低於台灣

製造業離職率 15.5%。大陸持續改善留才制度，著重內部推薦、提高工作價值，2020 年

離職人數較 2019 年下降 783 名、離職率下降 7 個百分點。越南以高於市場平均的薪資

水準，配合內外部招募與良好工作環境，強化招募能量，滿足本公司於越南擴張階段所

需人力，其中 30 歲以下新進人員佔整體新進人員 71%，顯見公司致力於組織年輕化。

日本及美國據點之人員流動相對較為穩定，2020 年離職率分別為 5% 及 4%。透過

完善健全的福利制度，員工能兼顧工作與家庭、激發向心力，進而提高工作產出效能，

達到雇主員工雙贏。

遠東新世紀於 2018 年 10 月獲全球財經雜誌《Forbes》（富比士雜誌）公布為第 149

名「世界最佳雇主」、2019年11月獲台灣知名人力招募網站1111人力銀行票選為「2019

幸福企業大賞」，顯見本公司善待員工、為許多員工之首選企業。

全體員工 20,486 人

美國

日本

越南

大陸

台灣   25%

26%

47%

1%

1%

地區別
女

男 50%

50%
性別

非正式員工

正式員工 92%

8%
僱用別 51歲以上

31-50歲

30歲以下 40%

51%

9%年齡別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實現共融生活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4.1 創造幸福職場

4.2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4.3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4.4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79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實現共融生活

     性別人數比例

註 :
1. 非正式員工 : 台灣為國際移民勞工，大陸為派遣工或外包工，越南為尚在試用期者，日本為外包工，美國為短期約聘人員
2. 年齡分布統計不含非正式員工
3. 各生產營運據點均無聘用兼職員工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正式員工

男（%） 73% 73% 73% 52% 51% 54% 31% 34% 33% 80% 80% 84% 84% 86% 82% 47% 47% 48%
女（%） 27% 27% 27% 48% 49% 46% 69% 66% 67% 20% 20% 16% 16% 14% 18% 53% 53% 52%
人數 4,393 4,371 4,162 5,934 5,795 4,808 9,910 11,748 9,482 85 104 142 141 158 163 20,463 22,176 18,757

非正式員工

男（%） 86% 88% 88% 62% 57% 59% 28% 36% 38% 0% 80% 87% 83% 50% 100% 71% 75% 72%
女（%） 14% 12% 12% 38% 43% 41% 72% 64% 62% 100% 20% 13% 17% 50% 0% 29% 25% 28%
人數 1,143 1,108 950 817 543 600 247 136 162 1 5 15 6 4 2 2,214 1,796 1,729

全體員工

男（%） 75% 76% 76% 53% 52% 54% 31% 34% 33% 79% 80% 84% 84% 85% 82% 49% 49% 50%
女（%） 25% 24% 24% 47% 48% 46% 69% 66% 67% 21% 20% 16% 16% 15% 18% 51% 51% 50%
人數 5,536 5,479 5,112 6,751 6,338 5,408 10,157 11,884 9,644 86 109 157 147 162 165 22,677 23,972 20,486

     2020 年新進員工數與比例      2020 年離職員工數與比例

註：
1. 離職員工數為離開該地區公司的正式員工數
2. 比例計算方式為該年齡層離職員工數除以該年齡層員工數

註：
1. 新進員工數為新進該地區公司的正式員工數
2. 比例計算方式為該年齡層新進員工數除以該年齡層員工數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合計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30 歲
以下

男 78 20% 475 76% 1,013 52% 20 59% 3 17% 1,589 53%
女 38 28% 168 38% 1,823 48% 2 33% 1 100% 2,032 46%
小計 116 22% 643 61% 2,836 49% 22 55% 4 21% 3,621 49%

31-50
歲

男 78 5% 310 17% 284 26% 18 24% 2 4% 692 15%
女 25 4% 197 11% 842 33% 1 7% 0 0% 1,065 22%
小計 103 4% 507 14% 1,126 31% 19 21% 2 3% 1,757 18%

51 歲
以上

男 7 1% 9 5% 7 13% 0 0% 1 2% 24 2%
女 0 0% 0 0% 3 13% 0 0% 0 0% 3 1%
小計 7 1% 9 5% 10 13% 0 0% 1 1% 27 2%

合計 226 5% 1,159 24% 3,972 42% 41 29% 7 4% 5,405 29%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合計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30 歲
以下

男 66 17% 572 92% 1,832 94% 2 6% 1 6% 2,473 82%
女 32 24% 345 78% 2,956 77% 2 33% 0 0% 3,335 76%
小計 98 19% 917 86% 4,788 83% 4 10% 1 5% 5,808 78%

31-50
歲

男 105 6% 523 29% 593 54% 3 4% 1 2% 1,225 26%
女 57 9% 568 32% 1,439 57% 0 0% 0 0% 2,064 42%
小計 162 7% 1,091 31% 2,032 56% 3 3% 1 2% 3,289 34%

51 歲
以上

男 119 12% 23 12% 17 31% 0 0% 4 6% 163 13%
女 45 14% 18 257% 20 83% 0 0% 0 0% 83 22%
小計 164 12% 41 21% 37 47% 0 0% 4 5% 246 15%

合計 424 10% 2,049 43% 6,857 72% 7 5% 6 4% 9,343 50%

近三年統計資料近三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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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聘用福利

對員工來說，公司除了提供良善的硬體設備，打造友善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外，建置

完善的薪資政策及福利待遇，更是能支持員工在公司持續發展無後顧之憂的重要關鍵。

2020 年亞東石化（台灣）員工辦公區域升級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自 2018 年 7 月

投產，持續營造舒適、安全的新工作環境。

為響應政府綠能政策、接軌新能源時代，於

入口處設有裝置太陽能遮陽棚的員工停車

場，並有 6 座嶄新節能的免費電動車充電

站，供電動車使用。新辦公大樓會客室中設

置全工廠智能化電子觸控螢幕，可與員工、

貴賓共同發掘遠東精神，以及原料、製程、

產品、在地關係等各種公司永續發展方向。

生產產線則積極建構為工業 4.0 模範廠區，

各式大型石化設備運轉出貨皆結合數位化專

業儀表盤控設施，完善智慧化生產流程。

此外，員工每日用餐的地下室員工餐

廳，改以簡約桌椅與工業風裝飾，伴隨黃光

系氛圍，突破石化廠的硬調刻板印象，兼顧

照護員工的溫暖。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的落成，見證一

個傳統石化廠區的蛻變，更是石化業者智能

科技廠區的全新里程碑，持續發揚遠東創新

精神！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優質教育

薪資待遇

本公司以個人及組織績效為基礎，訂定具長期激勵性之變動薪酬制度，一般員工與

高階主管績效評核制度請參閱「4.1.5 績效評核」 。依公司章程規定，如有獲利，應提

撥 2-3.5% 為員工酬勞。

我們針對一般員工不發放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也未採行遞延或既得股份的政策。

高階主管則可參與公司持股信託計劃（ESOP），公司提撥部份補助，定期定額購買公司

股票，並交付受託銀行管理其公司股票及核計信託財產權益；待勞動契約終止時，返還

累積之股票或現金，不但替高階主管設立了長期獎酬，更可獲取長期投資收益，以公司

員工餐廳持續營造環保健康飲食新文化  滿意度調查連續四年提升

遠東新世紀台灣總公司員工餐廳，長期以來秉持「安全、衛生、平價、美味、

方便」的理念服務用餐同仁，餐廳每月用餐約 12,000 人次，其中訂便當 9,000 人

次（75%），於員工餐廳用餐3,000人次（25%），同仁可自行選擇用餐日數及場所。

由於用餐人數眾多，持續提升用餐品質是餐廳的重點目標，因此每年透過員工

滿意度調查，獲知同仁建議，並持續進行改善。

2018 年為維護用餐同仁健康並響應政府政策、提升公司環保形象，全面改用

不鏽鋼餐具，配合客製化外送餐盒保溫袋，加強餐盒溫度，達到雙層保溫作用。

2020 年疫情期間，廚房作業流程更嚴格執行防控措施，包括座位間隔用餐、減少

員工餐廳用餐人數、製作餐點防護用具確實配戴等，確保同仁均能享用美味健康的

飲食，同時為加速問題溝通與排除，本公司於各單位均設有伙食委員，建立共同群

組，可隨時進行溝通。

優異的表現獲得同仁的肯定，員工餐廳滿意度調查結果自 2017 年的 73.9 分，

連續四年持續提高至 2020 年的 91.8 分，肯定我們為員工營造環保健康飲食新文

化之努力。

良好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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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男薪資比較

     薪資與市場水準比較

     2020 年薪資收入比較      2020 年調薪比率比較

註 : 比較方式為該職級女性平均薪資比男性平均薪資

註：台灣市場薪資資料來源為主計處公布之製造業平均薪資及台灣基本工資；大陸為上海及蘇州市政府公布之平均工資及最低工資；越南為越南統計局公布之平均工資資料及越南第一區
      基本工資；日本為茨城縣勞動局；美國為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各項數據均係比較當年度之結果

註 : 以有調薪之生產營運據點平均值計算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主任 / 科長級
以上主管

(女 : 男） 0.90:1 0.89:1 0.94:1 0.94:1 0.91:1 0.88:1 1.38:1 1.28:1 1.35:1 0.92:1 1.02:1 0.99:1 0.96:1 0.96:1 0.98:1

職員 (女 : 男） 1.01:1 1.01:1 1.01:1 0.82:1 0.83:1 0.78:1 1.05:1 1.01:1 1.04:1 0.91:1 0.95:1 0.68:1 0.99:1 0.93:1 1.00:1

從業員 (女 : 男） 1.20:1 1.24:1 1.21:1 0.95:1 0.93:1 0.92:1 0.98:1 0.93:1 0.96:1 0.97:1 0.81:1 0.84:1 1.00:1 1.00:1 0.97:1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全年平均經常性薪資
高於市場比率

47% 41% 43% 8% 6% 8% 43% 46% 23% -8% 1% 1% 33% 25% 24%

基層人員敘薪高於
基本薪資比率

25% 27% 25% 102% 126% 127% 13% 11% 12% 111% 105% 140% 143% 143% 143%

台灣 大陸 越南 日本 美國

薪資最高個人：其他員工中位數 6.60：1 4.44：1 8.19：1 5.60：1 2.20：1

全公司

薪資最高個人：其他員工中位數 0.28：1

長遠發展規劃公司目標達成。此外，我們未針對高階主

管與一般員工訂定簽約或招聘獎勵金。

副總經理以上之經理人薪資報酬除依據公司經營績

效給付及參考同業水準，並考量績效評估及依未來營運

風險關聯因素彈性合理調整。其餘同仁酬金則由公司視

總體及各事業部門之營運績效，調查上市公司之薪資報

酬水準，參酌專業顧問公司出具之市場薪資行情調查報

告，考量整體財務及經營環境風險後發放。董事及經理

人薪酬制度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後提報至董事會，

委員會召集人由獨立董事擔任，相關內容請參閱「1.2.2

董事會結構與薪酬」 。

本公司產業鏈人才性別組成依產業特性存在差異，

然敘薪結果均符合性別特色，足見公司內部教育訓練機

制及績效評估機制實為公平。

台灣、大陸、日本、美國生產營運據點側重中、上

游事業，集中於化學相關技術，男性員工薪資普遍較女

性高。越南生產營運據點主要為下游成衣產業，女性員

工薪資則普遍較男性高。

     非主管職年薪平均數及中位數 單位 : 新台幣元

註 :
1. 上表係統計遠東新世紀單一個體公司
2. (A) 為不含協理級以上員工，(B) 為不含協理級以上及國際移民勞工

非主管職
年薪平均數

非主管職
年薪中位數

非主管職
員工人數

A
B

A
B

A
B

2018
916,594

1,049,689

803,835
911,907

4,649
3,678

2019
921,334

1,062,430

817,361
912,955

4,788
3,732

2020
919,034

1,046,562

807,948
907,452

4,423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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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

員工健康生活及壓力紓解不僅可讓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更能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我們在各地舉辦員工活動，藉由員工旅遊、家庭日、健康檢查、生日會活動等，全方位

照顧同仁的食衣住行，並持續檢驗成效、進行改善，持續提升公司管理績效指標。

此外，遠東新世紀依循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精神，支持本公司員工子女有機會

發展其潛能，並為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除提供員工各項友善孕育福利，本公司針

對幼兒托育提供特約機構，使兒童得以獲得安心且妥善的照顧，另提供員工子女就學期

間獎助學金，支持及鼓勵兒童獲得教育的權利。

COVID-19 疫情期間駐外人員補助政策

COVID-19 疫情促使各國管制邊境、建立檢疫隔離政策以防止疫情擴散，遠東

新世紀生產營運據點遍布全球，員工往返派駐地的旅途風險與時間成本因此大增，

派外人員無法如常休假探親，為嘉勉駐外人員辛勞，本公司特別制訂 COVID-19 疫

情期間相應政策與補助措施。

首先，公司協助製作防疫須知懶人包，包含世界各國邊境管制與疫情警戒、

COVID-19 篩檢申請流程及特約醫院、居家檢疫 / 隔離相關規範等資訊供同仁參考，

緩解同仁不安情緒並善盡雇主照顧員工健康的職責。

另外，外派人員因公往返台灣與其他地區的隔離期間及相關費用，均由本公司

全額負擔，若為非因公往返，則隔離期間，本公司核給半數公假，防疫旅館費用提

供高額補助，減輕同仁負擔，採檢費用與檢疫計程車亦可向公司全額報支。最後，

感念同仁在疫情期間辛苦駐外堅守崗位，並感謝家屬的體諒與對公司的愛護，公司

致贈駐外人員抗疫慰勞禮券，表達誠摯的問候與感謝。走過 2020 年，期許同仁在

尚未平息的疫情中心連心，持續陪伴公司成長與發展。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國際移民勞工照顧

遠東新世紀台灣國際移民勞工人數佔台灣員工人數 18%，薪資均依法辦理，定期進

行交流溝通了解其生活是否適應，每年規劃團體活動及旅遊，舉辦籃球比賽，進行宿舍

評鑑，確定居住環境舒適，此外，本公司國際移民勞工多為菲律賓籍，宗教信仰主要是

天主教，因此每年於聖誕節期間舉行聖誕彌撒及年末感恩餐會，讓國際移民勞工有回到

家的感覺。

4.1.4 溝通管道

企業透過多元管道持續與員工溝通，凝聚雙方共識，進而強化員工工作績效。不定

期執行員工滿意度調查，並委由外部顧問協助，可了解勞動市場趨勢、幫助公司掌握員

工需求。

依照本公司人權政策，每年均定期召開勞資會議並公告會議紀錄，重大決策相關單

位主管均列席與工會充分溝通，確保勞工權益，員工亦可透過內部管道向管理階層表達

意見，如：意見信箱、主管會議等，我們積極發展勞資合作的良好關係，避免勞資爭議

事件。報告期間無違反結社自由和集體協商之情事。

遠東新世紀於各生產營運據點總計設有 15 個正式工會，除美國外，在各地除代表雇

主決策的經理人，正式員工皆可以參加，美國時薪員工正式任用後皆須參加工會，雇主

不可以於工廠內僱用非工會員工。所有生產據點工會參與比例達 96%。另有 4 個生產營

運據點雖未設置正式工會，但勞資和諧，且每季正常召開勞資會議並公告會議記錄。勞

資會議所達成的協約保障對象，涵蓋 100% 參與工會之正式員工，未設置正式工會之據

點，則涵蓋所有正式員工。

4.1.5 績效評核

為協助員工改善工作能力與績效，發掘成長機會、發揮員工潛能，本公司訂有明確

的績效考核作業辦法，依據不同職位之員工，涵蓋不同面向的企業永續績效考核指標，

例如節約能源績效、推廣綠色業務績效、研發綠色產品績效、推動公司治理績效、優化

人力資源績效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員工績效評核，檢視工作績效及勝任能力，再依據

評核結果調整薪資、獎金、升遷與淘汰。

資遣預告期規範

工會組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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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年度績效評核制度

     高階經理人績效評核制度

台灣國際移民勞工績效考核由主管每月依據出勤狀況、A 級品達成率等績效評分，

核發獎勵金。除工讀生、到職未滿一年或留職停薪的員工外，績效評核制度涵蓋 100%

正式員工，2020 年員工績效評核完成率為 99.6%。

4.1.6 退休規劃

我們支持員工於退休後展開新的里程，協助員工在退休前妥善規劃財務、社交、休

閒等生活轉變。公司依循法令制訂相關退休制度，以達成退休金制度涵蓋 100% 員工為

目標。退休金年度提撥金額請參閱《財務報告書》二三、退職後福利計劃。

4.2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優秀的人才是公司關鍵的競爭優勢，我們堅信人才與企業應當一同成長，規劃設計

完整的培訓計畫，自核心理念與組織策略，展開培訓藍圖，秉持不斷精進的精神，持續

優化培訓方法，並提供多元學習管道，面對 2020 年疫情的衝擊，實體課程因疫情管控而

大幅取消，整體員工平均訓練時數雖略為減少，但主管階層訓練不減反增，敏捷升級培

訓方法，積極推動線上課程、直播同步學習，讓分流與跨區辦公的同仁保有學習機會。

近年連獲人才訓練品質（TTQS）頒發銀牌獎項、三度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企

業卓越案例 - 人才發展獎以及國際驗證機構 SGS 2020 CSR Awards- 人才發展卓越獎，人

才培育的品質和成效皆有目共睹。

每位新進人員的培訓方針，皆以遠東新世紀的立業精神（誠、勤、樸、慎、創新）

出發。透過新人訓練傳遞公司的組織文化，瞭解遠東新世紀發展策略，銜接各事業群的

組織目標。透過在職訓練（On-Job Training），建立個別工作崗位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同時內化各部門的工作流程，進而參與各項專案，協助流程改善與創新，持續傳承組織

文化。

工作績效 勝任能力對全體員工實施
KPI績效評核

直屬主管評定工作中
所表現的勝任程度

     新進人員循環式訓練方針

年度
管理績效
與成果

永續經營
與發展

‧ 以「誠信」為經營發展最高指導原則

‧ 針對經營環境快速劇烈變動，能穩健創新應變策略，兼顧企業擴充機會

及成長動能，追求企業成長及財務績效

‧ 進行營業成本控管，對於內控、風險控制進行管理

‧ 運用創新思維、優異技術與卓越管理，成為產業領導者，追求永續經營

與長期利益

‧ 持續增加新產品開發及新領域投資，並發展綠色產品與製程，減少價值

鏈對於環境生態的衝擊

‧ 提供高品質產品及完善服務

‧ 迎向全球化挑戰，重視跨國管理人才培養，完善員工照顧

‧ 持續與各類利害關係人溝通，並投入參與社會公益

退休規劃

策  略

核心
價值

組織文化作為新人訓練的基礎，
傳達公司核心理念，並
藉由輔導員機制，傳承
企業組織文化

專業能力流  程

協助新人瞭解經營策略
及目標，同時讓核心價
值深植心中，協助新人
快速融入

進行一對一的師徒制
(mentoring)或在職訓練
(OJT)，使新人熟稔其
崗位的知識與要領，更
快勝任工作

經由專案任務、工作輪
調，熟悉工作業務流程
，累積工作成就，發掘
組織創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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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各訓練別開課班次與上課人次

     員工訓練平均時數 單位 : 小時 / 人

2018 2019 2020

主任 / 科長級以上

男 31.73 34.57 36.86
女 32.70 31.16 28.74
總數 32.00 33.54 34.54

職員

男 26.59 29.55 23.76
女 21.87 21.27 15.06
總數 24.85 26.34 20.41

從業員

男 25.73 30.33 23.53
女 16.47 19.45 19.83
總數 19.80 23.42 21.33

全體員工

男 26.72 30.43 24.84
女 18.23 20.34 18.62
總數 22.21 25.07 21.80

     2020 年訓練對象課程分類

總計：6,010 班次；106,368 人次

熟識遠東企業文化，
強化基礎工作技巧

2,415班次
32,348人次

授課
上課

授課
上課

授課
上課

培養工作中必備的
知識與技能

1,765班次
33,434人次

確保工作
符合規範

1,425班次
31,267人次

授課
上課

授課
上課

法律
規範

客製化課程，
回應組織發展需求

381班次
8,773人次

專案
訓練

入職
新進人員
訓練

工作崗位
專業別
訓練

晉升
主管職務
勝任能力

增強管理技巧與工作
技巧，提升組織效能

24班次
546人次

依在職成長階段

依新法或修法 依策略

近三年各訓練別開課班次與上課人次 近三年依地區別員工訓練平均數

基層員工 / 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專業
職能

管理
能力

‧遠東企業大學數位創新EMBA（與元智大學合作）

‧勝任能力課程

國際化
能力

‧語言（英語、日語、
   西班牙語）

‧文化

‧歷史文化

‧地理

‧政經環境

‧法律（PESTEL
   大環境分析）

新進
基礎

‧組織文化、管理理念、產品知識

‧通識管理

‧人力資源、法令規範、環境安全衛生法規

經營
管理

MIT史隆管理學院

線上
學習

工程 / 生產
技術人員

‧產品知識

‧製程介紹

‧遠東企業大學工業工程管理

管理 / 貿易
人員

‧各職種專長

‧知識

‧技術

‧流程

研究發展
人員

‧新產品趨勢

‧研究發展機構專業課程

‧外部研討會

華頓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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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釐之爭 技贏未來

2020 年我報名參加公司舉辦的「叉車技能大賽」，賽事在廠務處陳俊欽資深經

理的主持下正式展開。本次以「實幹練兵展技能、交流經驗促提升」為主題，希望

加強廠內技術交流，提升同仁的操作技能，營造在工作中「比、學、競、優」的學

習氛圍，凝聚「安全第一」的精神，建設與培養高素質、高技能的團隊，豐富公司

儲運團隊安全、高效、和諧的文化內涵。

為了表示慎重，公司特別邀請了 Mitsubishi & Linde 的專業技師為我們授課

指導，吳謨吉總經理也蒞臨現場。我全神貫注的聆聽，並勤加筆記，畢竟這些都是

確保安全行駛的基本要義。

學習了新知識、新技能之後，緊接著是實際操作的部分。由於賽道間距有限， 

選手們對於叉車的控制能力、平穩性和精準度備受考驗。我摩拳擦掌，先以一段儲 

運的班前操作為暖身，緊接著在指揮、監督、裁判、計分和其他參賽人員的注視 

下，坐上叉車，深吸一口氣，嫺熟的轉動鑰匙，啟動油門，鳴喇叭、鬆手剎 ...。

一氣呵成的演練完畢那些早在腦中模擬了千百遍的步驟後，耳邊響起陣陣掌聲。我

長舒一口氣，這才發現手心早已汗濕。

接著上場的同事們也各個身懷絕技，穩重的前行、準確的停靠、安全的搬運，

展現「千回百轉」的專業，精準地完成任務，贏得陣陣喝彩。

這次比賽兼具競技性、觀賞性和趣味性，不僅是一場精彩競技的視覺盛宴，更

是一個展示精湛技藝的舞台，一個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相信也將成為亞東工

業 (蘇州 )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推力 !

 加速數位轉型與創新培育新世代經營管理人才

面對數位浪潮的來襲，企業經營模式

不斷受到挑戰，新一代的管理者必須與時

俱進，培養新的管理技能，本公司攜手元

智大學於台灣開辦遠東企業大學「數位創

新 EMBA 班」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專

班」，透過產學合作教學相長，規劃兩年

內強化人才對於數位科技的運用與創新。

「數位創新 EMBA 班」客製化設計八

大課程模組，涵蓋經營管理的各層面向，

建構多角度的管理專業。每個模組皆將「數

位思維與科技應用」融入課程設計，並網

羅產學研等各界專業外部講師，培育學員

具備數位思維，以及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則貼近生

產事業需求，精選規劃十大課程模組，除

了重新建構工廠管理基礎，運用方法學診

斷工廠問題，更進一步運用新興數位工具，接軌最新產業技術及趨勢，加速推動「智

慧生產與營運」。

遠東企業大學 2020 年度已辦理五個課程模組，總計取得學分證明達 101 人次，

並於 2021 年持續開辦新模組。學員如修習達到規範學分數並完成論文，將頒予遠

東企業大學學位。為善用公司培訓資源，讓更多同仁有機會參與課程，兩專班的第

二門課程模組亦開放遠距視訊方式上課，加入大陸、越南等海外學員。

透過課程引領學員創新突破，增加跨界交流學習機會，過程中更因此誕生不少

創新提案，經由主管支持與持續追蹤下，落實推動公司創新轉型。

優質教育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數位創新 EMBA 班 - 開學典禮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 - 巨量資料分析授課

亞東工業 ( 蘇州 )

李國強先生

毫釐之爭 技贏未來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實現共融生活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4.1 創造幸福職場

4.2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4.3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4.4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https://magazine.feg.com.tw/magazine/tw/magazine_detail.aspx?id=12590


86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實現共融生活

 推展國際化培訓計畫 為全球化佈局儲備人才

因應公司全球化佈局策略，海外據點持續擴增，「國際化人才」的培育刻不容緩。

其中，國際化人才不僅須有優秀的語言能力，更要具備跨文化思維，以及國際化的領

導與管理能力。因此，我們以語言為核心，建立跨文化職能，展開「國際化人才發展

計劃」，打造接軌國際的人才庫。

1. 開立外語專班：

   由各單位推派人選，經多益官方機構實施英語能力測驗，根據學員程度，客製化一

   年期的商務英語課程，內容聚焦在常見的職場情境，主題包含如「國際社交禮儀」、

   「書信寫作」、「會議及簡報技巧」等，讓所學得以實際運用；課程每進行約 3 個月，

   即搭配 16 小時工作坊（workshop），讓學員間能彼此互動練習，2020 年起累計台

   灣 61 位學員，大陸 32 位學員參加訓練。

   此外，為培養多元的外語能力，公司也提供其他語言的基礎班課程。2020 年度累

   計「日語專班」15 位，「西班牙語專班」8 位學員參加，為國際業務溝通奠定基礎。

2. 國際名校線上課程：

   為培育足以應付全球化職場、與外國專業人士交涉的「國際領導菁英」，公司甄選出 38 位優秀的主管及同仁，參

   加全英授課的國際名校管理課程（線上社群學習）。課程規劃自 2020 年起為期兩年，共六大課程模組，以史隆管

   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及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兩大國際名校的線上課程為主。課程

   設計以成為「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ader」為目標，讓學員從國際觀點學習「領導」、「策略」、「流程」、「組

   織」、「人力資本」等知識領域，接軌全球商管趨勢，培育國際性的管理與領導才能。

   為幫助參訓學員提升學習成效，特別規劃每週五集中共學機制，一同完成每週學習進度，並安排元智大學專業師資，

   引導學員互動與討論，啟發在工作上的應用。2020 年課程已進行至第三個模組，累計完成通過學程認證 106 人次，

   此外，學員更可自主利用「GetSmarter」國外線上教學平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交流，增進國際視野，培植學員

   成為海外佈局上不可或缺的國際化人才。

優質教育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外語專班學習國際社交禮儀

與國際名校教授視訊 數位讓學習零距離

蘇州創新敏捷變革計劃

受 全 球 疫 情

爆 發 影 響， 各 國

均嚴格管制跨境

交流與人群流動

等 措 施， 為 能 突

破疫情隔離與創

新 發 展 條 件 下，

2020 年度遠東集

團關係企業聯席

會 議 活 動， 選 擇

蘇州進行第二分

會 場 同 步 視 訊，

活動中的培訓課程由蘇州人力資源部門負責承

辦，以「創新突圍決勝新常態」為主軸，就如

何打造敏捷團隊與如何創新破局而出，課程獲

得高度評價與認同，受訓人數共 120 人，課後

問卷滿意度達 97%。

由百年培訓機構卡內基四位講師以及高階

主管等 11 位評審團帶領會眾，分為四組進行敏

捷創新、推動變革，以團隊方式進行變革計劃

比賽，在四組中選出此次的推動變革之冠、亞

軍，並頒發了獎盃及獎金，以此鼓勵，作為幫

助與會主管走在變革的前端，決勝新常態。課

程最後請參與主管將成果帶回事業單位持續推

動，設定行動計劃，引領遠東開創新世代。

優質教育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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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4.3.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目標

遠東新世紀建立安全健康、舒適勞動的工作環境及持續降低職業災害率，制訂「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為安全衛生管理最高指導原則。我們以安全作業為首要考量，以「風

險管理」及「持續改善」的管理準則，積極改善工作場所、製造設備及作業方法，保障

工作者及利害相關者的安全與健康。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持續運行

截至 2020 年底，遠東新世紀共 16 個生產營運據點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如

OHSAS 18001：2007、ISO 45001 等）相關驗證，員工涵蓋人數佔比高達 86%，其中有

12 個生產營運據點完成新版 ISO 45001 認證；觀音化纖廠更取得勞動部核發「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績效認可」3年的殊榮。對於各生產營運據點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者參與、

諮商與溝通，及預防和減輕與業務直接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衝擊等，皆依職安衛管理系

統之章節條文規定辦理，且每年皆通過第三方驗證機構之稽核查證，證書持續有效。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落實風險管控

遠東新世紀各生產據點之風險管理政策特別針對有關的原物料、產品、活動與服務

等作業，進行可能造成人員傷害或設備損失的危害鑑別，並評估其風險程度，依風險程

度及資源分布建立改善目標，優先以硬體工程設施為主，後再輔以行政管理（訂定方案

或作業規範）等控制措施予以執行，並嚴格監督執行控制措施的落實度，有效降低危害

的發生。管理機制的運作方式依據各廠區「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管理辦法」辦理；

針對風險管理各生產據點皆安排相關培訓課程，2020年總計開辦29個班次、總受訓2,216

人次，總受訓時數為 4,226 小時。

勞資參與，共建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遠東新世紀於各生產營運據點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安全及衛生管理的

最高審議、研議組織，每季定期召開會議，負責研擬、協調及督導各廠安全衛生及健康

相關事項，以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各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情形請參閱公司網站。

透過教育訓練深化安全衛生觀念

為確保每位同仁能夠熟知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以及公司安全衛生管理機制，

遠東新世紀定期提供同仁安全衛生培訓

課程。2020 年遠東新世紀安全衛生培訓

課程之訓練總時數為 215,598 小時，較

2019 年成長 18%。

2020 年 9 月由總公司安全衛生處統籌規劃符合遠東新世紀各廠安衛管理實務之稽核

系列訓練課程，召集各廠實施安全衛生稽核之人員參訓，課程內容包含：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安全衛生稽核重點、安全衛生稽核實務及 ISO 45001 的條文說明，聘請前職安署

官員及具有安衛檢查實務經驗的專家授課，總計遠東新世紀各廠有 90 位職安衛內部稽核

人員完成培訓並經學習成果評量及格。

     2020 年安全衛生人員培訓統計

班次 受訓人次 受訓時數

安全衛生在職訓練 699 17,488 131,095
健康管理訓練 179 7,011 14,153
危害性化學品訓練 152 4,293 17,199
輻射防護人員訓練 15 184 416
緊急應變及個人防護具訓練 268 12,148 45,316
安全衛生內部稽核員訓練 26 377 3,193
風險管理訓練 29 2,216 4,226
總計 1,368 43,717 215,598

化學品安全管理

近年來，化學品相關事故頻傳，不僅對企業及環境造成巨大的損失，更引發媒體與

民眾對此議題的高度關注；自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以來，各項化學品列管法規不斷修訂，

管理亦日趨複雜，化學品管理儼然已成為政府單位與勞動檢查的核心重點，遠東新世紀

各生產據點均參照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制訂危害化學品管理辦法與化學品清單。

目前各生產據點對於化學品管理重點著重於源頭管制，請購危害化學品時，必定要

求製造、輸入或供應者，提供危害標示及安全資料表（SDS），資料異動時亦同。化學品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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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廠驗收時，現場或使用單位，須依標示、SDS 及相關規定進行驗收。採用化學品分級

管理（Chemical Control Banding，CCB）評估潛在暴露的程度（如使用量、散布狀況），

進而採取相關風險減緩或控制措施來加以改善，若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

有變更，須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重新實施暴露評估。

強化自衛消防編組能力暨災害應變演練

為了確保緊急應變的演練成效，遠東新世紀每年執行多次不同災害情境的防災演練，

藉此檢視員工於意外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處置能力、各項防護器具操作技巧及熟悉度。

演習內容包含發生火災之通報及初期作為、火災發生及啟動自衛消防編組機制、滅

火搶救演練、避難引導演練、緊急救護演練及救護處置等自衛消防應變作為，2020 年度

演練對象更擴及國際移民勞工。

大陸安全衛生環保消防小組

為深化大陸生產據點安全衛生環保管理，自 2018 年起成立大陸安全衛生環保消防小

組（簡稱 SHEF 小組），每季召開領導小組會議，隨時掌握法規動態並負責宣導安全衛生

觀念。2020 年持續協助大陸生產據點提升安全衛生績效，重點工作如下：

1. SHEF 小組參與損失工作日事故（Lost Time Injury，LTI）事件調查，對各廠區發生的意

   外事件進行統計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議；對各廠區發生的意外事件統計分析，製作分

   享資料提供各廠區學習。

2. 鼓勵各廠區推行轄區負責制，協助亞東工業（蘇州）上線安全工作許可證系統（Permit 

   to Work System，PTWs）；推動遠東服裝（蘇州）上線隱患排查系統，提高現場作業安

   全管理。

3. 每年 1 月份向各廠區收集 SHEF 培訓需求，根據培訓需求制訂本年度培訓計劃，共同分

   享各廠區的培訓資源，同時發掘各廠區講師資源，向各廠區提供培訓。

4. 製作 SHEF 雜誌，宣傳安全文化，分享管理經驗；2020 年持續編製 SHEF 雜誌（季刊），

   由各廠區供稿，以提升內容專業度及參考性，包括各廠區優秀的管理經驗，職業安全

   衛生活動內容，工作感悟以及外部平台文章。

 職安衛管理智慧化

1. 安全衛生戰情室

   遠東先進纖維導入安全衛生視覺化儀表板（戰情室），經由資料整合，擷取安全

   衛生作業數據，透過視覺化工具來完成資料篩選與處理，產生安全衛生管理的

   KPI（安全工時及安全指數） 以儀表板方式視覺化展現提供即時管理資訊，為職

   安衛管理智能化邁開第一步。

2. 建置 SHEF 智慧平台

   SHEF 智慧平台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遠資（上海）有限公司合作進行系統開發，

   將原先紙本作業變更為電子化作業，利用系統收集各項生產數據，對數據進行整

   合統計及分析。SHEF 智慧平台涵蓋工廠運營的各項 SHEF 管理內容，現階段已完

   成框架建設，逐步推進各項子系統的建設，平台子系統包括：培訓、意外事件、

   應急、巡檢、人員/車輛定位、承包商管理、目標管理、文件制度管理、風險管理、

   變更管理、設備設施管理等等。持續優化完善 SHEF 智慧平台，並逐步推行至各

   廠區。

優質教育良好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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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埔化纖職業安全強化創新」專案

新埔化纖總廠自 2020 年起推動職業安全管理升級專案，本專案從職安衛組織修

正開始一直深化至檢查方案、獎懲規範進而到安衛文化的養成塑造。

1. 優化職安衛組織

   新埔化纖總廠安衛人員原本配置於總廠，自 2020 年 6 月起改由各群部配屬專任「安

   衛督導」人員，專責執行各群部職安衛業務，以各群部自主管理為導向之設計方案，

   同時將各安衛組織人員任務更明確化。

2. 強化職業安全查核能力、密度、力度

   重新調整職安衛查核方案，2020 年 6-8 月完成實地查核 14 個單位、17 個承攬商、

   51 個工程場次，特別針對動火、用電、高架、吊掛、侷限空間、土木等高潛在風險

   工程項目查核。

3. 建立承攬商施工管理制度

   (1) 承攬商施工人員的職業安全訓練擴及新埔化纖總廠相關承攬商負責人、承攬商監

       工人員暨工地現場施工工人等。

  

   (2) 施工機具設備必須於施工前檢查合乎職業安全規定。

   (3) 加強查核施工時之作業安全：例如施工人員防護裝備、安全行為之遵守等。

4. 重新檢討違反職安之獎懲規範，重獎重懲並與年度考績相結合

   懲處部分：新埔廠於 2018 年制訂安衛規範獎懲辦法，修正後將加重罰責，也規劃  

   增加罰款之外的其他配套處罰方式，如增加上課時數或與考績相結合等。

   獎勵部分：在職安衛激勵的部分依各單位零災害工時統計資料，並依單位性質 / 人

   數核發對等之獎勵金額，2020 年度新埔及觀音化纖廠共核發 115 萬元，以鼓勵各

   單位在安全衛生工作上的努力。

5. 加強各階層主管（工作場所負責人）教育訓練，建立優良職安文化

   過往職安教育訓練對象著重於職安人員，現規劃對工作場所負責人（群部主管、廠

   主管、科主管）實施完整之訓練計劃，課程重點為正確觀念的傳達，以樹立職安文

   化。

6. 專案整體績效

   經本專案推動後，事故件數（含虛驚事件 / 輕傷害及職災事件）由 2019 年的 46 件

   減少至 2020 年的 25 件。從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外部職安中心依加強高職災及高

   危險廠場檢查及指導執行計劃蒞場檢查（共 9 次）已無發現缺失與罰款。

良好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科級
安衛幹事

廠處
安衛督導

群部
安衛督導

總廠
安衛部

協助科級主管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衛管理事項
（依現場作業環境與工作條件，安排所屬單位據以執行）

協助廠處主管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衛管理事項
（監督、確認、檢討各科之實施進度與執行績效）

協助群部主管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衛管理事項
（追蹤、查核所轄單位，協助群部主管掌握整體進度）

擬訂、規劃、督導及職安衛管理，指導各部門實施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實現共融生活

2020年亮點績效

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重大主題說明

4.1 創造幸福職場

4.2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4.3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4.4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90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實現共融生活

 2020 年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事蹟

1. 推動安全衛生公益，榮獲「安衛推動績優」獎項

   觀音化纖廠自 2017 年成立「觀新 E 家族」以來，積極協助家族夥伴診斷職業安全

   衛生問題與提出缺失改善方案，2020 年觀音化纖廠診斷共計 77 件建議事項，並已

   有 70 件完成改善事項，改善率達 90.9%；桃園市政府勞動局邀請本廠參與「核心

   家族交流觀摩會暨十週年慶祝活動」，並分享在安衛家族中所擔任角色及如何與政

   府或外部單位互動等，桃園市政府為感謝觀音化纖對安全衛生管理上之貢獻，由桃

   園市政府勞動局吳宏國局長親自致贈安全衛生貢獻感謝獎。

2. 無災害工時紀錄

   遠東新世紀職業安全衛生以「安全零災害」為目標，重視每位員工安全及健康，並   

   藉由推行風險評估、危害辨識、安全衛生教育宣導及公告、工作前工具箱會議及安

   衛主題月的推動，以提高員工的風險意識與安全知識，遠東先進纖維自 1997 年 4

   月營運迄今 23 年未發生職業災害之失能傷害損失日數，經中華民國職業安全衛生

   協會審核後發給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累計至 2020 年 12 月達成 900 萬無損工安全

   工時記錄。同期間參加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無災害工時紀錄活動」審核後

   發給紀錄證明。

3. 遠東新世紀獲職安署聘為「TOSHMS 北區促進會核心幹部」

   遠東新世紀自 2013 年起連續四屆擔任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署

   TOSHMS 北區促進會核心幹部，2020 年獲聘為「技術推展組」

   委員，協助職業安全衛生署編纂安全衛生技術手冊及文宣，

   供業界參考使用。

4. 遠東服裝（越南）連續三年獲得外資企業保護公司安寧及員

   工安全優秀成績第一名

   遠東服裝（越南）組成開拓者團隊（Pioneering Workers Team），成員為各部門代

   表幹部共 60 位同仁，一同負責提高工作場所安全性，確保員工的安全、健康，打

   造幸福職場。團隊第一個專案任務就是改善工作環境，在專案中，員工可直接向團

   隊提出改善意見，不僅讓員工對公司發展付出貢獻，更增進員工敬業度。並透過舉

   辦各項勞資關係活動、安全培訓和宣傳，提高員工的滿意度和職業安全衛生意識，

   發揮團結性，創造更好工作效率。

   2020 年經由平陽省人民委員會決選由遠東服裝（越南）榮獲第一名，三連霸奪得優

   秀第一名，在越南創造良好的企業名譽，吸引更多人才加入遠東服裝（越南）這個

   大家庭。

5. 民防團常年教育訓練

   民防系統為有效運用民力，發揮民間自衛自救的功能，共同防

   護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2020 年新埔化廠總廠榮獲新竹縣政府

   頒發「公司、廠場防護團組」特優第一名，湖口紡織廠則榮獲

   優等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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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設備完整性」專案

機 械 設 備 完 整 性（Mechanical 

Integrity，MI）是工業界預防事故和保

持生產的有效方法，其做法為確保機

械設備、相關附屬設施之功能及技術

資料之完整性，使其於建造、組裝、

檢查及測試、維修保養等各階段中，

均能維持正常運轉，防止設備發生異

常或故障引發職業災害之情形。實施

完善的 MI 管理制度，是企業安全體

質改善的良方。新埔化纖總廠於 2020

年 11 月推動 MI 專案，成立 MI 委員

會。首先組成熱媒系統優化小組，推

動全廠區熱媒系統之危害鑑別與風險

評估、檢查及測試、設備缺失矯正 ... 等

作業，此專案於遠紡工業（上海）同

步推動中。

優質教育良好
健康與福祉

4.3.2 工傷統計

經統計分析 2020 年遠東新世紀各生產營運據點之職業災害概況及發生原因，發現以

員工人數最多（佔比 73%）的紡織總部發生職業災害件數最高。

職業災害類型以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50 件（佔比 42%）最高，分析其造成原因以設

備異常處理時員工安全意識不足、不清楚或輕忽危害因子為發生主因。

為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遠東新世紀將針對其災害原因提出預防對策，如：加強辦

理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安全衛生動態查核、落實推動工作前預知危險、推動職

安衛 E 化或 AI 智能化、落實作業環境及主要機械、設備及器具認養人制度，及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等管理措施，以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

     2020 年員工工傷事故統計

     設備完整性專案流程

22020 年 4 月 2 日新埔化纖總廠發生一件重大職業災害事故，事由為人員進行酯粒

回收作業時進入吊車下方，因吊掛酯粒包之吊耳斷裂發生物體飛落事故，致臉部遭衝撞，

送醫院治療後返家療養，但後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不幸離世（判定屬職災），職災事故

原因及改善對策如下：

‧ 不安全行為-探頭於酯粒袋下方

‧ 此酯粒包裝袋為回收袋，放置已

約一年，袋子本身老舊

‧ 此作業操作程序中未提及有關加

料作業的方式，工作安全分析單

中雖有提到禁止進入護欄內，但

無法防止人員之不正常行為

‧ 人員教育訓練未落實

‧ 重新辨識與評估高風險工作場所

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 檢討並修訂酯粒回收作業之吊掛

SOP並加強檢查加料袋使用狀況

‧ 於加料作業現場四周張貼吊舉物

下方禁止人員進入之告示，以提

醒員工避免誤入吊舉物下方

‧ 加強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要求班主管進行行為觀察，並確

認作業符合性，科主管加強動態

查核

事故原因 改善對策

人員之教育訓練及職能培訓

設備完整性持續改善

檢查與
測試

設備缺失
矯正

品質保證
計畫

新建工程與
設備安裝作業

確立組織規劃及人員職責

建立設備清單

建立書面作業程序

關鍵設備分類

石化     3%

化纖   36%

紡織   61%

其他
（包含車禍）       

與高低溫接觸       

被切 / 割 /
擦 / 刺傷  

被捲 / 被夾        

衝撞 / 被撞     

墜落  
事業別 類別

3%

9%

20%

42%

1%

25%

總件數

118
總件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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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工傷統計      承攬商於公司生產據點工傷統計

註：
1. IR= 工傷事故總計 ÷ 工作總時數 ×200,000
2. AR（%）= 缺勤天數 ÷ 工作總天數 ×100%
3. LDR= 誤工天數 ÷ 工作總時數 ×200,000，誤工天數不包括受傷當日及恢復工作當日
4. 因公死亡比率 = 因公死亡人數 ÷ 工作總時數 ×200,000
5. IR、LDR、因公死亡比率為每年 50 個星期，每星期 40 個工時計算每 100 名僱員的比率
6. 工傷事故件數包含死亡、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暫時全失能與紅藥水事件，不包含員工上下班交通意外事故
7. 2018-2020 年無職業病事件
8. 遠東紡纖（越南）- 紡織廠自 2019 年開始統計

2020 年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發生承攬商人員在從事塔吊安裝作業，突然發生

大風，導致塔吊倒塌，造成 3 人死亡。

石化 化纖 紡織 合計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工傷
事故

（件數）

男 9 6 4 15 22 35 34 87 37 58 115 76

女 0 0 0 3 2 7 18 45 35 21 47 42

總數 9 6 4 18 24 42 52 132 72 79 162 118

傷害率
（IR）

男 0.34 0.26 0.16 0.26 0.40 0.62 0.25 0.45 0.16 0.26 0.43 0.24

女 0.00 0.00 0.00 0.05 0.04 0.12 0.13 0.24 0.15 0.10 0.17 0.13

總數 0.34 0.26 0.16 0.31 0.44 0.74 0.38 0.69 0.31 0.36 0.60 0.37

缺勤
率 %

（AR%）

男 0.29 0.08 0.08 0.26 0.22 0.11 0.08 0.13 0.16 0.15 0.14 0.14

女 0.18 0.01 0.01 0.06 0.12 0.03 0.10 0.20 0.30 0.10 0.17 0.23

總數 0.47 0.09 0.09 0.32 0.34 0.14 0.18 0.33 0.46 0.25 0.31 0.37

誤工率
（LDR）

男 1.03 0.61 0.00 5.73 6.97 16.17 8.56 7.43 2.99 6.92 6.75 5.10

女 0.00 0.00 0.00 0.47 0.63 2.03 0.73 5.27 3.21 0.57 3.87 2.75

總數 1.03 0.61 0.00 6.20 7.60 18.20 9.29 12.70 6.20 7.49 10.62 7.85

因公死
亡人數

男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數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因公死
亡比率

男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31

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總數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31

石化 化纖 紡織 全公司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工傷
事故

（件數）

男 0 0 0 0 1 1 0 0 0 0 1 1
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數 0 0 0 0 1 1 0 0 0 0 1 1

因公死
亡人數

男 0 0 0 0 1 3 0 0 0 0 1 3
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數 0 0 0 0 1 3 0 0 0 0 1 3

落實安全與衛生管理為遠東新世紀重要承諾，對於不幸發生職業災害事故甚感遺憾，

將完善各項作業 SOP 及督導同仁落實遵守，列為 2021 年安全衛生管理重點，以避免事

故再次發生。

4.3.3 健康職場 - 員工健康照護與關懷

員工是本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所以在員工身心健康的照護方面，公司總是主動投入

許多資源，而在關心職場健康促進的相關事項，除了法令規定事項外，永遠願意多想一

點，不斷創造一個安全、舒適且友善的工作環境給員工。

在健康職場促進上，遠東新世紀總公司、新埔化纖總廠及觀音化纖廠設有專屬健康

管理系統，同仁可以隨時查閱個人歷年健檢報告，以掌控自己的健康狀況，並可於線上

報名參加健康促進活動，健康管理系統亦提供健康醫學常識供同仁參閱，以強化同仁自

主健康管理之能力。

‧ 承包商必須在施工區域內安裝警告裝置和風速測試設備，當風速超過規
定時，必須停止施工。

‧ 要求承攬商請工檢機關入廠辦理塔吊安裝前檢查（人員資格、塔吊安全
檢查、施工方案審核）及塔吊安裝進行全時監工。

改善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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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據法規訂定完整之健康促進計劃（包含母性健

康保護、工作促進心血管疾病之預防、人因危害評估等）

外，透過健康管理系統分析比對歷年健檢後之結果，依

異常類別及程度進行完整健康管控機制：分級、追蹤及

醫療諮詢等，達到有效性、系統性且持續性的管理。執

行過程中經由職醫及職護全方位的健康風險評估與管控，

讓員工健康得到更完善的照護。

台灣各生產營運據點於第四季安排流感疫苗注射活

動，化纖總部台灣廠區更協助未滿 50 歲無公費疫苗接種

資格的同仁，與當地衛生所、醫院合作協助同仁完成接

種，總計有 1,107 位完成接種，接種率高達 40%；今年

也將實施對象擴及至國際移民勞工。

亞東石化（上海）及遠紡工業（上海）職業健康體檢率達 100%；職業病檢查適崗合

格率 100%；作業場所工業衛生檢測達成率 100%；足見企業對員工健康照顧的用心。

台北市健康職場佳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促進標章」展延成功

堅持信念 - 鬼門關前的生命拔河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點 30 分左右，亞東石化（台灣）二廠曾韻潔護理師接

獲通知有一位保全人員（以下簡稱當事人）在二號門保全室昏倒，立即請保全組長

通報 119，通知主控制室急救人員將自動電擊去顫器（以下簡稱 AED）送至二號門

保全室，在廠區護士到二號門保全室後，先對當事人進行簡易身體評估：觀察當事

人臉部發黑，雙眼球上吊，口吐食物碎渣，再以呼喊與觸摸等確定當事人無意識、

無頸動脈跳動及無呼吸等重要生理徵象，情況相當危急。廠區護理師隨即對當事人

施行胸外心臟按摩與 CPR，當 AED 送達後，立即施予三次電擊，並持續給予胸外心

臟按摩，在救護車抵達送醫治療後，經急診醫師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該員經術後

休養約半個月，恢復正常工作。

陪同就醫人員返廠後轉述急診醫師稱讚因當事人得到即時正確的急救，挽回當

事人寶貴生命。當事人於回到正常工作後，親自拜訪感謝廠區護理師。

曾護理師冷靜判斷，即時正確的急救，挽回當事人寶貴生命，亦受到醫院急診

醫師的專業肯定，實為典範，也因此獲得 2020 年遠東精神獎「積極任事」類佳作，

由遠東集團公開表揚。此外，曾護理師在培養員工急救能力與辦理健康促進活動上

更是不遺餘力，其中最為顯著成績為經曾護理師訓練 CPR 和 AED 的同仁代表亞東石

化（台灣）在觀音工業區2020年度廠商消防競技大賽的CPR和AED競賽榮獲第二名。

亞東石化 ( 台灣）

曾韻潔護理師

現場急救監視器畫面 亞東石化（台灣）同仁參與觀音工業區 CPR
和 AED 觀摩

2020 健康促進優良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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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遠東新世紀產業橫跨石化、化纖、紡織等上中下游產業鏈，原物料品項眾多並由各

採購單位負責供應商評估、篩選、管理與採購。

供應商管理政策

本公司各生產營運據點依據當地法規、生產需求，訂有供應商管理規範，原則如下：

1. 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為協同供應鏈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本公司第一步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  

   諾書》，分階段實施：

     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之供應商家數與佔比

     2020 年供應商評估面向與數量

註：
1. 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之供應商家數佔比 = 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之家數 ÷ 供應商總數 x100%
2. 每年度交易供應商總數不同
3. 2020 年亞東石化（台灣）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之供應商家數佔比為 68%

2. 依循「採購作業規範」、「廠商評鑑作業辦法」等相關標準程序

   本公司針對不同類型採購案件設定額外評估標準，於合約中訂定相關條款，確保供應

   商符合要求。

   採購單位對新供應商進行書面或實地評鑑，將供應商分級作為選商標準。並偕同用料

   單位每年針對重大供應商進行評估，評估結果作為隔年度是否繼續採購之標準。2020

   年新供應商家數為 1,231 家，經過評估的家數為 1,105 家，評估比例為 90%。

   2020 年對供應商於環境、勞工實務、人權評估及社會評估的統計彙整如下表，若評估

   發現重大衝擊，視情節予以協助改善或終止合約。2020 年未發現具負面衝擊之供應商。

註：環境評估包括預防污染、廢棄物處理及能資源耗用、化學品使用管理等；勞工實務評估包括員工職安、平等及訓練教育等；人權
      評估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及原住民權利等；社會評估包括貪腐、壟斷及詐騙等

第一階段

2018 2019 2020
家數 家數佔比 金額佔比 家數 家數佔比 金額佔比 家數 家數佔比 金額佔比

2,035 46% 56% 2,860 65% 67% 3,452 85% 76%

第二階段

2020

家數 家數佔比 金額佔比

1,722 65% 63%

第一及第二階段合計

2020

家數 家數佔比 金額佔比

5,174 77% 73%

環境 勞工實務 人權 社會

被篩選供應商總數 4,506 4,306 4,643 4,882
鑑別出具有（或可能有）
負面衝擊供應商數量

0 0 0 0

已改善供應商數量 0 0 0 0
終止合作供應商數量 0 0 0 0

 榮獲綠色採購肯定

行政院環保署為推動「全民綠生活」，自 1992 年起推動「環保標章」制度，

自 2002 年起由政府帶頭執行綠色採購，2007 年進一步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

綠色採購計劃」，凡採購相關綠色標章之產品，均可申報成果，本公司為循環經濟

產業領航者，在綠色採購上的推動不遺餘力。

自 2016 年起，遠東新世紀每年申報前一年度綠色採購金額，綠色採購金額至

2019 年底已累計超過 100 億元，每年均為當年度前二名企業，連續四年獲環保署

頒發「綠色採購感謝狀」。2016 年起連續五年獲得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間

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計劃」標竿單位榮譽。我們將持續推廣綠色採購，往節能、環

保的方向前進。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與原料小組、

聯合採購中心、

亞東石化（台灣

）採購部門、上

海採購總部及蘇

州採購總部合作

之供應商。

與日本遠東石塚

及美國APG Polytech

採購單位合作之供

應商。

與遠東先進纖維採購單位、亞東綠

材採購單位、遠紡織染（蘇州）主原

料採購、遠東服裝（蘇州）主原料採

購、遠紡工業（無錫）主原料採購、

遠東服裝（越南）採購單位、遠東新

服裝（越南）採購單位、遠東紡纖（

越南）採購單位合作之供應商。

實施
對象

第一階段
(2016年起)

1
第二階段
(2020年起)

2
第三階段
(2021年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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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當地供應商採購金額佔比      大宗原料採購量

註：
1. 台灣、大陸、越南部分主原料無當地供應商。當地供應商定義為國內供應商
2. 向當地供應商採購金額佔比 = 向當地供應商採購金額 ÷ 總採購金額 x100%
3. 數據統計範疇較前一版本新增 10 個採購單位；其中遠東先進纖維、亞東綠材、遠紡織染（蘇州）主原料採購、遠東服裝（蘇州）
   主原料採購、遠紡工業（無錫）主原料採購、遠東新服裝（越南）、日本遠東石塚、APG Polytech 數據回溯至 2018 年；遠東紡纖（越
   南）數據回溯至 2019 年；遠東服裝（越南）僅統計 2020 年
4. 台灣 2020 年不含主原料當地採購佔比下滑，主因聯合採購中心當地採購金額減少 20 個百分點
5. 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自 2019 年 1 月投產，該廠主原料包括對苯二甲酸（PTA）與乙二醇（MEG），兩項主原料均無當地供應
   商，使 2019 年起越南當地採購佔比下滑；2020 年遠東紡纖（越南）自海外採購大型設備，加上遠東服裝（越南）採購多需自海外
   進口，使 2020 年不含主原料當地採購佔比下滑
6. 2019 年日本遠東石塚自海外採購大型設備，使該年度當地採購佔比下滑

大宗原料採購管理

遠東新世紀主原料採購品項可分為一般主原料與大宗原料，其中大宗原料為遠東新

世紀最大成本項目，也是確保產品品質的重要因素。

為回應利害關係人對大宗原料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本公司以高於業界的嚴格標準，

依循內部採購管理流程及採購作業規範，選擇符合法規及 ESG 規範之大宗原料供應商，

並委任外部獨立的檢驗公司進行檢測。

1. 對二甲苯（PX）、對苯二甲酸（PTA）、乙二醇（MEG）：

   須符合歐盟 REACH 法規（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REACH）及清真認證（Halal Certification）。

2. 棉花：

   依循國際棉花協會（ICA）交易慣例及規定進行棉花交易，並積極採購受認證之棉花。

單位：仟公噸

註：
1. 對苯二甲酸（PTA）含外部採購量與內部調撥
2. 2020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本公司紡織產品需求降低，使棉花採購量下滑
3. 數據統計範疇較前一版本新增遠東紡纖（越南）- 化纖廠，該廠自 2019 年 1 月投產，採購大宗原料包括對苯二甲酸（PTA）與乙二
   醇（MEG），數據回溯至 2019 年

總採購金額當地採購佔比 不含主原料採購金額當地採購佔比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台灣 47% 47% 51% 83% 90% 75%
大陸 49% 56% 64% 78% 86% 81%
越南 45% 31% 23% 50% 77% 56%
日本 94% 78% 96% 77% 71% 90%
美國 97% 97% 97% 93% 93% 93%
合計 53% 56% 60% 80% 85% 77%

來源 2018 2019 2020

對二甲苯（PX）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
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阿曼

1,520 1,690 1,555

對苯二甲酸（PTA） 台灣、中國大陸、日本 1,301 1,393 1,512

乙二醇（MEG）和
生質乙二醇（Bio-MEG）

沙烏地阿拉伯、台灣、印度、中國大陸 512 534 585

棉花（包括再生棉）
中國大陸、美國、巴西、布吉納法索、
馬利、象牙海岸、南非

65 62 39

     大宗原料採購風險與因應方式

考量信用良好，具一定規模廠商，並採購不同生產方式的供應商，

達到供應商多元化目標。

採購棉花以高智能化耕種之產區為主，透過科技控制棉花品質，同

時達到節約天然資源、增加耕作效率及降低成長過程中作物及化學

藥劑損耗的目標。本公司也積極尋找開發可處理下腳料之供應商，

提供品質優良的再生棉。

預測價格走勢，靈活應變市場變化，選擇適當採購時機，期貨、現

貨交互運用，並因應市場價格調控原料庫存量，減少價格變動帶來

的影響。

篩選信用良好、符合國際法規、國際棉花協會（ICA）會員之供應商

，確保廠商依據合約提供符合標準之原料。

斷貨
風險

品質
風險

價格
風險

信用
風險

運輸
風險

運輸過程均進行足額保險，要求提供完整運輸資訊，以利追蹤，確

保原物料與運輸商之安全。

風險項目 因應方式

3. 優先採用當地供應商

   本公司優先向當地供應商採購，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並獲得更有效率的售後服務。

我們支持使用再生材料及對環境友善的原料，同時開發及使用生質材質與環保塑料，

如：生質乙二醇（Bio-MEG）、生質對苯二甲酸（Bio-PTA）、100% 生質聚酯（Bio-PET）、

聚乳酸（PL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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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紡纖（越南）與碼頭公司合作興建深水碼頭 
有效降低運輸成本

遠東紡纖（越南）廠區臨近化學碼頭水深不足，無法停泊較大噸位之乙二醇（MEG）化學船。2015 年起評估鄰

近地區合適開發之港口，並說服當地碼頭公司於 2018 年開始建置新深水碼頭。

遠東紡纖（越南）生產食品級酯粒，若原料受污染將影響產品品質，為確保原料到港後，運輸過程不受污染，

遠東紡纖（越南）同時承租專用碳鋼儲存槽 2 座，並打造自有槽罐車 16 台，以保證專桶專用不受污染，且全年安

全庫存量無虞。2020 年 4 月新深水碼頭完工，6 月第一船順利到港，較原淺水碼頭，可停泊 3 倍噸位之化學船，經

越南通用驗證公司（SGS）檢驗，乙二醇（MEG）純度大於99.97%，有效保證本公司原物料品質。新深水碼頭完工後，

每年節省逾 1 億元原物料採購規劃與運輸成本，創造運輸過程溫室氣體減量的效益。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因應 2020 年全球海運缺櫃確保產銷穩定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造成全球生活型態驟變，上半年全球貿易急凍，海運貨櫃淘汰潮湧現，下半年卻因封城、

囤貨、宅經濟、居家辦公等因素，創造大量商品需求，意外導致全球海運缺櫃。本公司產品受惠下半年客戶訂單緩

步復甦，卻適逢海運缺櫃，負責統籌公司產品貨運業務的國際事務處提出各項因應方案，降低缺櫃衝擊，減少公司

成本增加的幅度：

1. 維持與主要貨櫃航運商良好關係，取得艙位優先，並提前一個月以上預定艙位。

2. 尋找散裝航運商，並將部分產品改以冷凍貨櫃運送做配套。

3. 配合出貨地點當地交通，使用不同運輸方式運送。

4. 每週掌握海 / 空運市場動態及運費，即時反應運價成本。

5. 與航運商積極議價，確保以合理運價運送，保持優勢競爭力。

6.與國內各產業公會合作，尋求政府單位出面成立「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要求航運商採取更積極作為，如：

   增加艙位供給、增開加班船、增加空櫃供給等。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供應商議合

為確實掌控及監督供應商運行狀況，遠東新世紀透

過各種形式管道與供應商進行溝通。

1. 於公司網站設置供應商意見反應信箱

2. 每月收集供應商與承攬商狀況，進行溝通會議

3. 每季舉辦供應商大會，表揚優秀供應商並進行交流

4. 不定期舉辦供應商技術交流會議

蘇州採購總部支持永續
供應鏈強化供應商管理

蘇州採購總部配合全球數位化浪潮，推動多

樣專案。包含 2018 年成立「供應商管理小組」，

2019 年制訂各類供應商評審表格，2020 年配合

COVID-19 疫情，調整設計各類供應商現場評鑑

表，實地考察 18 家供應商，綜合評鑑結果為 83

分，表現優異。

2020 年上線「供應商管理系統」及「供應商

來料檢測系統」，該二系統有助蘇州採購總部可

更容易分析廠商品質，即時有效追蹤管理。前者

使供應商資料準確快速的管理，後者檢測內容包

括原輔料及包材，

此外，蘇州採購總部優先考慮取得環境管

理系統（ISO 14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ISO 45001）等證書的廠商，並

積極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共建永續供應鏈。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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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美好社會
Cultivating
Compassionate Bonds

優先閱讀對象

□ 員工/工會     

□ 直接客戶      

□ 政府

□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攬商等）

□ 外部評鑑機構/媒體  

□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

□ 產業協會

■ 鄰近居民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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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亮點績效

第12屆

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
超過3萬人
有庠創新論壇線上直播

亞東醫院榮獲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醫院HSR永續方案銅獎

2.4億元
社會參與投入金額成長71%

遠東建築講座-「藝術．重構．設計」國際論壇
參加人數逾 400 人

基隆太平社區山海工作營活動

600 人參與

有庠科技獎累計頒發獎金1.6億元

新北市政府

表揚亞東醫院
抗疫奉獻

國際青年學家物理辯論錦標賽
台灣代表隊累積獲頒1面金牌獎 5面銀牌獎 5面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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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現金投入金額與佔稅後淨利比例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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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遠傳電信自行揭露
2. 2019 年投入金額較 2018 年大幅成長 89%，因捐贈元智大學成立醫（護）學院基金 65,350 仟元
3. 2020 年投入金額較 2019 年大幅成長 71%，因捐贈成立元智國際會議中心 118,751 仟元

遠東新世紀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投

入公益 50 年，透過本業核心能力或資金挹注等方式增進人民

福祉、擴大國際視野，全面提升社會群眾的競爭力，共創新世

紀。

5.1 各營運據點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長久以來與營運據點周邊居民相處融洽，積極

與社區組織互動，主動提供資源，如出借場地作為社區居民集

會或消防演練活動之用，另亦協助校園及鄰里清潔環境、協助

弱勢民眾、淨灘活動…等；此外，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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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環保教育；2020 年各生產營運據點志工時數共 4,151 小時。

2020 年各廠區參與多項社區活動，如：新埔化纖總廠參

加新埔花燈迎天穿；湖口紡織廠參加新竹縣歲末公益活動；遠

東服裝（蘇州）捐贈口罩給長年支持的吳中福利院對抗疫情；

遠紡織染（蘇州）至殘疾人善愛之家包餃子共樂；遠東紡纖（越

南）捐贈物資與捐款給當地孤兒院；遠東新服裝（越南）於春

節、中秋贈送貧窮學生禮物。

擔任永續發展教育講師

遠東新世紀2020年8月13日受邀擔任「2020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永續發展教育專業教師培訓班」講師。

本活動由中鼎教育基金會主辦，教育部氣候變遷教育計劃協辦，邀請全國各級學校、40 餘位教師共同參與為

期兩天的課程。遠東新世紀長期深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以此發展本公司永續策略藍圖，遠東新

世紀以「綠色永續商業模式」為題，分享在 SDGs 上的努力，讓學員們深入觀察台灣企業發展及落實 SDGs 情形，

再藉由遊戲體驗學習 SDGs 實際案例及基本知識，讓各級教師能夠將 SDGs 的概念帶回學校、向下紮根。

此外，2020 年 6 月 5 日本公司受邀擔任真理大學專題講師，向百餘位真理大學學生「解密企業社會責任」，

課堂中與同學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對全球、對企業的重要性，並分享本公司循環經濟的作為。

兩場活動將企業永續思維深紮教師與青年學子思維，為永續播下希望的種子。

亞東石化 ( 台灣 ) 重視水資源 參與多項水活動

亞東石化（台灣）十分重視水資源使用方式，積極回收及再利用水資源，

提高水回收率，同時參與多樣水資源保護社會活動，善盡企業永續責任。

2020 年 11 月亞東石化（台灣）參加由桃園市政府舉辦的「2020 年草

漯沙丘生態淨灘暨節能減碳及珍惜水資源宣導活動」，參與人員包含員工及

家屬，並協助環境宣導、舉辦有獎徵答，希望能以「關懷大地、潔淨地球」

之口號，讓參加的民眾能對海岸線環境之維護實際付諸行動，藉由活動交流

傳達企業為沿岸生態永續生存之理念，並且落實環境教育推廣的目的。

2020 年亞東石化（台灣）亦支援環保團體及學術單位對藻礁之研究，一同保護新屋溪出海口。同時與桃

園市政府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簽訂再生水用水契約，承諾支持水資源再利用，各項活動均展現本公司對於水

資源的重視。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優質教育

水下生物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2018

2019

2020

佔稅後淨利比例

0.61%

1.30%

73,878

139,578

2.96%

社會參與現金投入金額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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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元智大學廢棄布料 參展桃園地景藝術節

遠東新世紀捐贈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相

當於 250 件 T 恤的廢棄布料，由老師、學生及社

區居民製成藝術品，於 2020 年桃園地景藝術節

展出。

桃園地景藝術節自 2013 年開始舉辦，每年

在桃園市內挑選特殊地景作為活動藝術品的展出

空間，廣邀海內外知名藝術家、國內相關學系學生參展。

遠東新邀您一起重新邁開腳步，開心呼吸

「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2020 年正式踏向第 12 個年頭，雖然 COVID-19 疫

情尚未完全解除，但仍不減參賽者報名意

願，10 月 24 日於本公司新埔化纖總廠再

度登場，輕裝上場，將群聚感染風險減至

最低。會場也安排拔河賽、籃球友誼賽及

趣味競賽，促進關係企業同仁的友誼。活

動與新竹縣新埔鎮的愛心團體「新埔華山

基金會」結合，發動公益募捐，幫助鎮內

孤獨老人。

本活動擁有最優質的跑衣，採用回收廢棄寶特瓶作為原料，結合「淨味環保纖

維」及「抑菌環保纖維」，有效消除汗臭味，並達到抑菌防護效果，讓大家跑得健

康、跑得舒服。我們戮力成為健康幸福馬拉松的代表，在後疫情時代，一起「邁開

腳步、開心呼吸、重啟防疫新生活」！

藝術品名稱 : 漣圈 (Water Connection Circle)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水下生物

良好
健康與福祉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美國 APG Polytech 長期耕耘鄰里活動

2018 年本公司收購美國 APG Polytech，該廠

坐落於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已建廠達 61 年，長期

回饋鄉里居民。

APG Polytech 長期支持當地孩童一圓農夫夢

想，協助當地孩童照顧農作物、販售所生產之蔬菜

肉類，並且能夠利用賺來的錢繼續升學。

APG Polytech 不定期捐贈食物給當地 NGO 組織「Crosslight of Hope」，協助

當地有需要之家庭，2020 年捐贈食物逾 135 公斤，以及一台全新冰箱，同時捐款、

運動服裝、玩具給予當地學校、運動隊伍及孩童，並發放每人 1,000 美元獎學金予

8 位大學生，共創美好鄰里。

優質教育零飢餓無貧窮

5.2 成立公益組織推動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自 1960 年代起關注教育、文化、藝術、醫療與科技等領域，並結合集團

力量成立公益事業回饋社會，溫暖在地情懷，期望透過長期資源挹注，積極發展社會公

益事業，溫暖社會上每一個有需要的角落。

     社會參與方針與遠景

青年
培力

產業
升級

社會
發展

到2030年，確保所有男女平
等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
、職業和高等教育，包括大
學教育

通過多樣化經營、技術升級和
創新，包括重點發展高附加價
值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實現更
高水準的經濟生產力

到2030年，在所有國家加強
包容和可持續的城市建設，
加強參與性、綜合性、可持
續的人類住區規劃和管理能
力

SDG 4.3 SDG 8.2 SDG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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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公益事業

財團法人徐有庠
先生紀念基金會
2001年成立

財團法人徐元智
先生紀念基金會
1976年成立

亞東技術學院
1968年成立

豫章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1980年成立

元智大學
1987年成立

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
1977年成立

亞東紀念醫院
1981年成立

遠東聯合診所
1988年成立

科技類 藝文類

教育類

醫療類

點選LOGO前往網站

5.2.1 青年培力

成立教育機構，實現多元適性發展 - 亞東技術學院 / 豫章工商 / 元智大學

遠東新世紀尊重多元適性發展，鼓勵學生發揮所長、實現自我，先後設立亞東技術

學院、豫章工商及元智大學，使學生依生涯規劃選擇適合的優質教育環境。為了縮短學

用落差，自 2012 年起，遠東集團關係企業擴大提供優秀學生進行實務歷練，迄今累計有

759 位在學學生於寒暑假期間參與產學實習計劃，進而於畢業後進入企業服務，創造學

生、企業與社會多贏的局面（相關內容請參閱「4.1.2 招募政策」 ）。

亞東技術學院長期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進行產學

合作，提供教師實務專題產學計劃及學生優良的實習

環境。2020 年配合校慶活動，亞東技術學院同時舉

辦遠東集團產學合作成果展，透過「方城 3D VR 導

覽系統」的實際體驗，積極培養優秀的基礎研究人

才，朝各領域全面提升發展。

豫章工商秉持多元學習、適性發展、技能本位、

快樂學藝的治校方針，深化與遠東集團各關係企業

合作，為企業培育人才。2020 年歡慶 50 歲，全校

二年級師生一起回到創校發源地 - 平溪十分寮，讓

學生認識學校的發展歷程，尋找世代的記憶及認同

感。此外，豫章工商也藉此機會前往十分國小和公

共托老中心進行公益演出，訓練有素的儀隊和熱舞

社，為樸實的小鎮增添無比活力。

元智大學因應數位時代趨勢，人工智慧來臨，

發展數位跨域學程，推動全校必修程式語言課程，

以奠定數位學習的基礎，再依各學院需求發展特色

數位應用課程與學程，做為數位跨域學習之基石。

徐旭東董事長參與亞東技術學院產學合作成果展

豫章工商培育務實致用的跨域人才

元智大學培育 AI 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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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交流平台，啟發新世代迎向新興領域-有庠創新論壇

2013年起，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有庠創新論壇」，鼓勵青年投入科技領域，

為下個世代開創嶄新的未來。2020年有庠創新論壇向下扎根，首次將論壇帶進高中校園，

分別前往台北市大同高中及北一女中舉辦，讓高中學生接觸更多元豐富的科技領域。論

壇邀請「有庠科技獎」獲獎的優秀學者擔任演講者及與談人，透過成果分享及經驗傳承，

啟發年輕學子勇於迎向新興科技產業。依據現場回收問卷統計結果，演講滿意度高。

2020 年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與桃園市政府青年事

務局共同舉辦第二屆「深耕地方、永續實踐」USR 跨校

研討會，全國共有 24 所大專院校 USR 夥伴參加。活動

內容包含精彩的專題演講以及由 7所大學 USR 團隊分

享計劃亮點，希望透過深度交流與觀摩，匯集各校深耕

地方的服務能量，樹立社會責任典範。

舉辦公開競賽，將台灣推向國際舞台 -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為了推動科學教育向下扎根，自 2009 年起，徐有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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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全國高中學生組隊

參加。競賽中表現優異的同學由師範大學教授培訓後組成台灣代表隊參加「國際青年物

理學家辯論錦標賽」（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IYPT）競賽。

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每年競賽題目由 IYPT 公布的 17 道競賽題目

中選出 12 題，參賽同學賽前要針對每道題目進行實驗或模擬，在比賽中報告研究結果並

與對手討論攻防，每年皆吸引全國明星高中組隊參賽。至 2020 年止已舉辦 12 屆，累計

參賽人次 1,685 人，頒發獎金 1,191 萬元。2020 年台灣代表隊獲得 IYPT 銅牌（註）。自

2010 年至今，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台灣代表隊參加 IYPT 參賽同學的食宿、交通

費用，台灣代表隊累積獲得 1面金牌獎、5面銀牌獎及 5面銅牌獎的優異表現。

註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改採線上賽事建立交流平台

     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 參賽隊伍指導教師回饋

     2020 年有庠創新論壇舉辦成果

大同高中 北一女中

時間 2020年 9月 21日 (一 ) 2020年 10月 15日 (四 )

主題 AI 與運動 -資料的含金量 智慧資訊的新時代 -你可能沒注意到的資
訊應用領域

講者
曾煜棋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工系 
《有庠科技講座 -通訊光電類得主》

吳家麟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有庠科技講座 -資通訊科技類得主》

影響力 參與人數兩校總計 280 人，線上直播觸及人數超過 3 萬人

大同高中現場實況 北一女中現場實況曾煜棋教授與 cheers 雜誌劉鳳珍社長座談
賴奕帆 

建國中學/

參賽隊伍指導教師

「這個比賽非常不錯，

學生可以在這

個過程中探究

物理。」

盧政良 

高雄中學/

參賽隊伍指導教師

「每一年都跟學生

一起作研究，

提升更多能

力。」

何世明 

協同中學/

參賽隊伍指導教師

「在這個過程這麼

多年帶下來，

我發現很多孩

子都超乎你

的想像。」

元智大學 USR 計劃舉辦跨校研討會

有庠創新論壇 2020年有庠創新論壇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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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產業升級

獎勵學術研究成果，加速科技研發與創新 - 有庠科技獎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以「科技與創新」為

創立宗旨。自 2002 年起，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

會舉辦「有庠科技獎」獎勵台灣學術界投入科技

研發與創新，經過長期耕耘與資源投入，現今已

成為台灣科研界年度重要獎項之一。2020 年有

庠科技獎邁入第十八屆，本屆報名角逐件數達

241 件，參與同儕審查作業的學者專家高達 363

人次，頒發「有庠科技貢獻獎」、「有庠科技講

座」、「有庠科技論文獎」、「有庠元智講座」

與「有庠傑出教授獎」等五個獎項，共有 30 位

得獎人，合計頒發獎金新台幣 1,140 萬元。本獎

項舉辦十八屆以來，已累計頒發 388 個獎項，累

計頒發獎金近新台幣 1.6 億元，成果卓著。

徐旭東董事長與第十八屆有庠科技講座得主合影

     有庠科技獎獎項類別

成立醫療機構，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 亞東紀念醫院 / 遠東聯合診所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有鑑於 1970 年代，

當時的新北市未有任何一家大型現代化醫院，每有重

大傷患或急症病人，均須轉送台北巿，卻因路途遙遠，

延誤就醫之憾事時有所聞。因此，秉持「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理念，捐款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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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於台北市成立遠東聯合診所。

如今，亞東醫院不但是新北市唯一一家醫學中

心，並且獲得了國家品質獎的殊榮，已成長為 64 個

醫療科目、2 個中心及 1,174 張病床的大型醫學中心，

每月手術約 3,200 人次，每日門診就診更是超過 5,000

人次。持續提升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發展人工智慧

醫療研究，打造智慧化醫院。提供智慧照護模式、智

慧服務流程，提升病患就醫體驗。亦透過數據分析輔助機動決策提升門診領藥服務效能，

因此獲得 2020 年國家醫療品質獎 - 智慧醫療類競賽「門急診服務領域標章」。遠東聯合

診所則是成為台大醫院醫療聯盟機構，不斷提升醫療品質，善盡醫療社會責任。

5.2.3 社會發展

跨域對話，塑造永續包容的宜居環境 - 遠東建築講座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遠東建築講座」，致力於由不同的議題角度來談建築。

2020 年「藝術．重構．設計」國際論壇，面對疫情存在許多未知狀況的世態，未來的任

何變化和趨勢是值得深思的課題，期望藉由這場論壇，討論「藝術」與「設計」兩種原

已界線清楚各自獨立的學門，在邊界模糊的現在與未來，是否會對人類未來的社會與生

活，承載更重要的使命或任務，彼此交織產生更深刻並巨大的影響。未來仍將持續透過

論壇形式關注社會議題對建築設計的影響。

徐旭東董事長一同慶祝亞東醫院 39 週年院慶

亞東醫院善盡醫學中心的責任 持續提升醫療品質

有庠科技講座

有庠科技論文獎

有庠科技發明獎

有庠傑出教授獎

有庠元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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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文類

醫療技術類

表揚在新興科技領域有傑出貢獻之人士
，為本獎項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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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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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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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教授與副教授

有庠科技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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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遠東建築講座 -「藝術．重構．設計」國際論壇主講人

遠東國際建築論壇重磅邀請 10 位日本以及台灣的建築學者與藝術家進行對談，對應

日漸多元與碎化的社會狀態，探討「藝術」與「設計」在邊界模糊後的現在與未來。來

自日本的秋元雄史館長雖無法來台，仍精心透過錄影方式參與講座，藉著豐富精彩的相

互激盪，開拓參與學生的視野、提升民眾對於建築設計的重視及文化素養，為後疫情時

代的台灣帶來精彩花火，而熱愛藝術的徐旭東董事長更對於現場年輕藝術工作者們的優

異表現表示肯定。

城鄉共榮，地方創生行動 - 山海工作營

為尋找海港山城產業創生契機，並關注邁入高度高齡化的社區居民，徐元智先生紀

念基金會自 2019 年開始投入資源與元智大學、基隆市府合辦「基隆太平社區山海工作

營」。邁入第五屆的山海工作營，除了延續過往的「空間再生」、「產業創新」及「社

區長照」等主題，2020 年加入「地方創生行動」議題，以基隆太平國小及太平社區為地

方創生實驗場域，從駐地與深度訪談開始，邀請社區居民、達人師傅一起工作與創作，

找出一條連結小學與港口市區的「中山一路 113 巷」，定位「上山的路，回家的路」，

進行公共設施、廢墟空屋的活化改造實驗，與社區居民、業者共創市集活動，同時推廣

銀髮議題。山海小市集提供手工絹印 250 件山海 T 恤，作為鼓勵民眾走進太平社區探索

地方創生成果的獎勵。設計製作 250 份集章地圖摺頁，邀請民眾尋找集章點，集滿就送

一件手工絹印山海 T 恤。現場招攤 70 組攤位，聚集 60 組基隆特色店家、10 組太平社區

居民，媒合業者和居民合作共創市集攤位與商品體驗。除擺設攤位外，更聯手打造主題

式展覽、走秀、表演、體驗工坊。走秀以「環保」為訴求，利用二手漁網、布料、海洋

廢棄物（浮球）作為走秀服裝的材料，而模特兒正是在地的資深居民。舉辦八場講座課程，

邀請如台灣知名建築師夫妻檔郭旭原、黃惠美，共同分享對景觀建築和空間再生議題的

觀點和實踐案例。整體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600 人。

透過持續性的駐地行動深入居民日常生活攜手社區資深居民帶動地方文化

社區 113 巷山海小市集活化空間美學 市集提供現場表演舞台凝聚地方創生能量

王澤教授

實踐大學建築系 
教授 

老夫子哈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

王明蘅教授 

成功大學建築系 
教授

秋元雄史館長

日本 
東京藝術大學
美術館館長

曾志偉先生 

自然洋行
建築團隊 
主持人

陶亞倫教授 

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 教授

張耿華先生

豪華朗機工
藝術團隊

林昆穎先生

豪華朗機工
藝術團隊

范承宗設計師 

考工記工作室 
設計師

賴依欣館長 

嘉義市立美術館 
館長

陳怡潔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藝設系 
助理教授

遠東建築講座

遠東集團攜手基隆市府
舉辦山海工作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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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 合作夥伴
   （含供應商/承攬商等）

□ 外部評鑑機構/媒體  

■ 股東/投資人/金融機構

□ 產業協會

■ 鄰近居民與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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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ing Balanced 
Coexistence

產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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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亮點績效

TPKC及TPKD研發大樓取得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TPKD研發大樓取得美國LEED黃金級綠建築標章

導入全新

FM (Facility Management) 系統
加速樓宇管理速率與品質

與客戶合辦自費流感疫苗接種活動

受惠200人

連續6年達零工傷事故目標

TPKC及 TPKD
        研發大樓正式啟用

Tpark
新版官網上線

舉辦Tpark 耶誕公益市集
                          新北市在地10家公益團體參與

                          創造94,000元收入 500次以上交易

執行路燈汰換LED計劃
              2020年共汰換128盞

       每年減少14,894 kgCO2e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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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KP停車塔      準備動工，預計2022年Q1完工

停車場專用地

TPKA 
2010年完工
2020年出租率99%
綠建築標章-合格級

TPKC 
2020年1月21日
取得使用執照

綠建築標章-鑽石級

TPKD 
2020年1月21日
取得使用執照

綠建築標章-鑽石級
LEED Green Building-
GOLD

TPKE 
興建中
預計2021年Q4完工

候選綠建築證書-黃金級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銅級

研發辦公大樓專區

專二B 
興建中，預計2021年Q4完工 候選綠建築證書-銀級

專二C 
規劃設計中，預計2021年Q2取得建照

住宅區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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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善用土地資源

6.1.1 關於遠東資源開發

因應台灣產業結構變遷，為創造土地資源再利用，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率與投資績效，

於 2003 年整合台灣旗下近 20 萬坪土地資產，成立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遠

資），由遠資負責不動產開發、租售以及經營管理等業務。遠資秉持「永續」之核心價

值執行多元開發，除分析國內外產業發展趨勢，精進開發設計規劃外，更堅持良好的建

築施工品質，致力於將土地資源注入全新價值，為台灣產業貢獻一份心力。

遠資各項行政管理、內部控制、風險因應均參照母公司之規範與措施執行，於報告

期間內其組織、結構、所有權、供應鏈、員工人數上並無重大改變。2020 年遠資員工人

數為 33 人（男性 19 人、女性 14 人），包括正式員工 30 人、約聘人員 3人。2020 年

支付政府房屋稅 4,244 萬元及地價稅 3.3 億元。

6.1.2 重大開發案進度

Tpark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之台北遠東通訊園區

（Taipei Far Eastern Telecom Park，Tpark）為台

灣首座由民間開發的通訊專業園區，佔地 24 公

頃，是一智慧綠園區，提供進駐者產業群聚的研

發優勢，以及優質的工作與生活空間。台北遠東

通訊園區規劃成為五大產業匯聚平台，包括資訊

通訊、數位內容、雲端、綠能研發及智慧科技。

Tpark 新版官網上線

Tpark 新版官網於 2020 年 5 月上線，以互動式網站取代舊有靜態、單向提供資料的

網頁模式，可提供租戶等使用者線上預訂會議室、報名活動課程、申請大樓車位及依需

求於對應頁面發問。各種加值功能得以更有效率的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此外，隨著技

術更新，新版官網可隨不同瀏覽器、設備，呈現最佳瀏覽畫面，更完整且友善的傳遞園

區訊息與提供服務。

遠東礁溪渡假酒店

位於宜蘭縣礁溪鄉，面積約 10 公頃，目前已取得計劃變更許可、通過交通影響評估

備查及都市設計審查，辦理申請建築執照作業中。

遠東國際會議中心

位於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的開闊腹地上，由素有「結構詩人」之稱的西班牙建築師

Santiago Calatrava 設計，遠東國際會議中心結合了紀念、展覽、藝文表演等功能，2021

年 4月 12 日動土。
Tpark官網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2020年亮點績效

6.1 善用土地資源

6.2 營造永續聚落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實現共融生活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https://www.tpark.com.tw/


108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開創共生園區

6.1.3 工程類承攬商管理及園區維運管理

職業健康與安全

遠資致力於打造健康與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以零災害、零事故為首要目標，2020

年無發生工傷事故、職業病及虛驚事件等。所有承攬商須符合企業社會責任條款，拒用

童工、遵守勞基法，並須提出安全衛生計劃等遴選條件。

遠資的工程類承攬商類別分為設計團隊與營建團隊兩類，設計團隊包含建築師、景

觀設計師及機電技師等，營建團隊則有建築經理公司、工程顧問與營建公司。 

     2020 年承攬商員工資訊

     營建廢棄物數量

     生活廢棄物數量與處理方式

註：
1. 2020 年承攬商員工為參與 TPKE 辦公大樓、專二 B 住宅興建工程者
2. 執行業務員工均為中華民國國籍，依工程進度、種類由承攬商自行安排執行業務人員進場，故出缺勤及請假方式由承攬商依各公司
   之認定自行辦理

註：2020 年營建廢棄物為 TPKE 大樓、專二 B 住宅之營建混合物；因 2020 年 TPKC/D 研發大樓工程已結束，故營建廢棄物量下降

註：
1. TPKE 大樓及專二 B 住宅為興建中工程，其廢棄物為施工期間產生之生活垃圾
2. 2018 年 TPKE 大樓工程尚未展開，故無數據，2019 年 TPKE 大樓工程處連續壁、開挖階段，2020 年起正式進入鋼樑施作，故
   2020 年整體生活廢棄物量增加
3. 2020 年專二 B 住宅施工人數較 2019 年增加，故整體生活廢棄物增加
4. TPKC/D 研發大樓於 2020 年完工後進行室內裝修，其生活廢棄物將於 2021 年起登錄

不斷精進的維運管理品質

隨著園區發展逐漸成熟，群樓管理成為一項重要課題。遠資致力於提升維運管

理績效、發展更創新的應用與管理方式，2020 年起整合建築資訊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於全新設施管理FM（Facility Management）系統，大樓內各項管線、

機電設備，以電子化、視覺化方式整合，各設備的修繕與維護紀錄、異常狀況可一目了然，

提升團隊維運管理效率。

     智慧化管理項目

單位：公噸

單位：立方公尺

廢棄物管理

遠資重視施工中之空氣污染防制，例如：出入工地車輛清洗措施、工地污泥沉澱過

濾處理、工地車行路面防塵等，同時執行施工廢棄物的減量，做好回收及分類，確保施

工期間對環境影響降到最低。

2018 2019 2020

營建廢棄物 166,713 50,391 2,146

TPKA 大樓 TPKE 大樓 專二 B 住宅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焚化處理類 173.9 197.2 191.5 0 2.4 165.5 52.8 89.1 139.1
資源回收類 16.1 25.1 27.3 0 0 0 0 0 0
合計 190.0 222.3 218.8 0 2.4 165.5 52.8 89.1 139.1

僱用別

總數 (人)

277

全職     76%
兼職     24%

性別

總數 (人)

277

男     90%
女     10%

資料
視覺化

歷史紀錄
查詢故障

排除

快速
歸檔

即時
報修

BIM
+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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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 BIM+FM 系統

   大樓設施管理（FM）系統在營建期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IM），

   達到資料平台共享以協作方式提高生產力，並有助於建築維

   護和提升管理效率

2. 檢視各設備位置

   在 3D 虛擬環境查看問題發生點，再到現場搭配手持行動裝

   置，進行設備維護

3. 查看設備履歷

   即時查看設備歷史紀錄（設備簡介、保養 / 巡檢紀錄、異常

   紀錄、操作保養手冊等），縮短修繕、備料時間

4. 產出報表

   交叉比對設備異常率、巡檢率等，改善管理流程

6.2 營造永續聚落

6.2.1 實踐社會共榮

註：
1. 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包含園區植栽景觀養護工程、生態池運轉、道路（人行、車道）維護、交通號誌維修等
2. 現金捐贈與非現金捐贈包含社會關懷、社區睦鄰等項目

     社會參與投入金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與亞東醫院合辦「護眼健康講座」與「三高檢測保健諮詢」

Tpark 與亞東醫院於 12 月 4 日攜手舉辦護眼健康講

座，邀請亞東醫院眼科部兼社區健康發展中心主任 - 王

嘉康部長，針對常見眼科疾病如乾眼症、過敏、青光眼、

黃斑部病變等議題，提供給在園區的上班族們專業的眼

科保健知識，近百位租戶熱情參與。而在演講廳外也安

排醫療檢測站，由亞東醫院專業醫師與護理師現場為租

戶提供血壓、血糖、膽固醇檢測並提供諮詢服務。

2020 Tpark 耶誕公益市集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壟罩，許多公益團

體面臨財源緊縮和營運困難等窘境。Tpark 在板橋

地區深耕，希望發揮正面社會影響力，期許透過舉

辦「2020 Tpark 耶誕公益市集」為需要幫助的族群

伸出援手。市集於 12 月 22 日舉辦，共邀請 10 家

公益單位和 6 家餐飲攤位，獲得許多正向回饋。

6.2.2 生態保育與友善環境

維護生物多樣性

Tpark 內保留許多具歷史價值之樹木，園區的

土地開發規劃以生態池、植栽計劃等方式保留綠化

面積。2020 年園區內停車場用地將規劃興建「立

體停車塔」，基地內 6 棵樹木依《新北市樹木保護

自治條例》規定，提送移植計劃書審查；其中 1 棵

榕樹因其樹胸徑達 96 公分，遠資依法提列，經新

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同意核定為編號 1085 號

珍貴樹木。2021 年 3 月嚴謹執行樹木移植，未來

將持續觀察其健康狀況，愛護園區內每一株自然資

產。

協辦「2020 亞東元智智慧生技醫療創客平台成果發表會」

與亞東紀念醫院與元智大學擴大產學合作，

打造「智慧醫療生技創客平台」，讓智慧醫療

研發與應用發揮最大綜效。Tpark 無償提供場地

及演講廳設備，透過關係企業間互相合作，期

許帶動智慧醫療的產業發展。

2020

2019

2018

12,615

12,226

合計

3,002

● 自願性基礎建設投資    ● 現金捐贈與非現金捐贈

 763 

 3,737

 11,852

 8,489

 2,894  108

目錄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開創共生園區

2020年亮點績效

6.1 善用土地資源

6.2 營造永續聚落

附錄

串聯美好社會

實現共融生活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110
遠東新世紀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開創共生園區

2020 年節能新作為

為落實節能，園區主動汰換舊有複金屬路燈，改為 LED 節能燈具，截至 2020 年底

共汰換 128 盞，估每年減少 14,894 kgCO2e 排放。

     園區路燈替換專案

     能源耗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面積能源耗用量及單位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吉焦耳（GJ）

單位：tCO2e

註：
1. 面積取每年實際使用及出租面積
2. 僅計算開始營運的 TPKA、TPKC/D 研發大樓
3. TPKC/D 研發大樓自 2020 年起完工登錄，但因人員尚未進駐，單位面積能源耗用量及單位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較低

2018 2019 2020
TPKA 大樓 21,882 32,303 37,984
TPKC 大樓 － － 7,430
TPKD 大樓 － － 7,711
園區戶外空間 596 578 584
興建工程 － 2,351 1,735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總計 22,478 35,232 55,444

2018 2019 2020
TPKA 大樓 3,367 4,783 5,624
TPKC 大樓 － － 1,100
TPKD 大樓 － － 1,142
園區戶外空間 92 86 86
興建工程 － 348 257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總計 3,459 5,217 8,209

註：
1. 能源耗用均為電力
2. 2019 年興建工程包括 TPKC/D 研發大樓、TPKE 研發大樓、專二 B 住宅，2020 年興建工程之範圍為 TPKE 研發大樓、專二 B 住宅
3. 根據中央氣象局歷史資料顯示，夏季均溫 2020 年（7 至 9 月）37.4 度比 2019 年高 1.2 度，故 TPKA 大樓夏季用電量提升，整體能
   源耗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亦較 2019 年提升

單位：tCO2e/ 平方公尺單位：GJ/ 平方公尺

水資源管理

     取水量與回收及再利用水量 單位：公秉

註：
1. 取水來源為自來水及雨水，對水源無相關影響
2. 雨水及回收再利用水進入同一管線，未分別統計
3. 2020 年起登錄已完工的 TPKC/D 研發大樓
4. 2019 年興建工程包括 TPKC/D 研發大樓、TPKE 研發大樓、專二 B 住宅，2020 年興建工程之範圍為 TPKE 研發大樓、專二 B 住宅
5. 根據中央氣象局歷史資料顯示，2020 年夏季均溫（7-9 月）37.4 度比 2019 年高 1.2 度，TPKA 大樓在用電量提升的情況下，冷卻
   水塔用水量需求增加，整體取水量隨之提升；另，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籠罩，大樓內各辦公室消毒頻率提升，員工加強個人
   衛生清潔，亦影響自來水取水量

2018 2019 2020

自來水
（總溶解固體量
≤1,000 mg/L）

TPKA 大樓 31,565 43,112 47,748
TPKC 大樓 － － 9,747
TPKD 大樓 － － 22,978
園區戶外空間 27,958 24,694 12,306
興建工程 － 9,516 7,967
合計 59,523 77,322 100,746

雨水及
回收再利用水

（空調冷卻水）
TPKA 大樓 1,965 838 1,422

台北遠東通訊園區總計 61,488 78,160 102,168

能資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改
善
前

‧採複金屬燈具

‧高耗能

‧效率差

‧每小時耗

‧採LED節能燈具

‧環保節能

‧效率佳

‧每小時耗

每小時省
改
善
後18,300W 8,730W 9,570W

0.44

0.53

0.38

2018 2019 2020

0.07 0.08 0.06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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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緊急應變措施與預警原則

2020 年 COVID-19 影響全球，園區為因應防疫，包括辦公大樓及園區內工地分別採

取相關應變措施，以抑制疫情延燒。

串聯客戶聯手防疫

1.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市面上體溫計短缺，若以手持

   體溫計量測耗費人力資源，亦耽誤大樓內員工進出時

   間，客戶建崴科技先行提供產品紅外線熱感應儀，協

   助大樓防疫。

2. 疫情延燒加上流感旺季，市面上醫療院所出現流感疫

   苗短缺情況，遠資於 10 月 29 日  及 11 月 4 日無償提

   供大樓內場地，供客戶蕭中正醫療體系 - 祝三實業舉辦

   兩場「自費流感疫苗接種活動」，讓大樓員工們無須

   在外排隊施打。兩場次活動合計受惠 200 人，佔 Tpark

   總辦公人數 10%。

園區辦公大樓因應 COVID-19 疫情具體應變措施

1. 2020 年農曆年後，於 Tpark 官網發布公告，宣導辦公大樓防疫措施。

2. 同仁每日需登錄「健康關懷系統」，回報自身健康狀況。

3. 實施異地備援辦公計劃，同仁於 TPKA 及 TPKD 研發大樓臨時辦公室分區上班。

4. 發放口罩給園區內清潔、園藝、保全等同仁。

5. TPKA 大樓內公共會議室暫停對外租借，使用遠資辦公室內會議室，謹守以下原則：

   （1）訪客實名登記。

   （2）會議期間全程配戴口罩，並維持室內 1.5 公尺以上社交距離。

6. TPKA 大樓內公共區域加強消毒與清潔。

     TPKA 大樓單位人數用水量      放流水量

單位：公秉 / 人 單位：公秉

註：
1. 2020 年 TPKC/D 研發大樓人員尚未進駐，僅計算 TPKA 大樓
2. 2020 年 TPKA 大樓因整體用水量提升，在進駐人數與去年
   相同的情況下，單位人數用水量較 2019 年增加

註：
1. Tpark 放流水主要來自 TPKA、TPKC/D 研發大樓之生活污水
2. 2020 起登錄已完工的 TPKC/D 研發大樓
3. 放流水總溶解固體量皆 ≤1,000 mg/L

2018 2019 2020
TPKA
大樓

10,037 13,208 13,347

TPKC
大樓

－ － 1,259

TPKD
大樓

－ － 10,882

總計 10,037 13,208 28,488

廁　所：洗手台、水龍頭、

　　　　座墊、馬桶沖水按鈕

茶水間：檯面、水龍頭

服務台：檯面

原消毒2次 / 日 消毒4次 / 日

量測體溫 以酒精消毒手部
張貼合格標籤
方可入工地

園區內施工區域因應 COVID-19 疫情具體應變措施

施工區域擬定以下防疫流程，所有人員每日進場必須落實流程檢查並嚴格消毒，以

避免工地成為防疫破口：

2018 2019 2020

25.5

19.8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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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永續議題對照表

永續議題

內部邊界 利害關係人

相關 GRI 準則

管理方針及有關資訊

遠東
新世
紀 /
生產
事業

遠東
資源
開發

基金
會

員工 /
工會

直接
客戶

政府
合作
夥伴

外部
評鑑
機構 /
媒體

股東 /
投資
人 /
金融
機構

產業
協會

鄰近
居民
與地
方團
體

對應章節 頁碼

防制環境污染
環境：排放、廢污水和廢棄物、供應商環境評估   
社會：當地社區

特別報導 2、2.1、3.3、6.2.2 18、45、67、
109

健全風險管理
一般揭露：策略      環境：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經濟：經濟績效      社會：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特別報導 1、1.3、6.2.3 14、35、111

履行永續發展 一般揭露：治理
董事長的話、特別報導 3、
1.4 4、22、40

驅動製程與產品創新 環境：物料、能源、水、排放、廢污水和廢棄物 特別報導 1、特別報導 2、2.1 14、18、45

強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社會：職業安全衛生、當地社區
特別報導 1、4.3、6.1.3、
6.2.3

14、87、108、
111

精進經營績效與策略 一般揭露：策略      經濟：經濟績效、稅務
董事長的話、特別報導 3、
1.1、6.1.2

4 、 2 2 、 2 9 、
107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環境：物料、能源、水 2.1、3.1、6.2.2 45、54、109

提升企業形象
特別報導 1、特別報導 2、特
別報導 3、5、6.2.1

14、18、22、
97、109

經營客戶關係 2.2、6.2.3 46、111

穩健公司治理
一般揭露：組織概況、策略、倫理與誠信、治理   
經濟：反貪腐、反競爭行為

1.2 32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一般揭露：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理方針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8、9

因應氣候變遷 環境：物料、能源、水、排放 特別報導 2、3.2、6.2.2 18、63、109

創造幸福職場 社會：勞雇關係、勞 / 資關係 4.1 76

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經濟：採購實務                社會：供應商社會評估
環境：供應商環境評估

4.4、6.1 94、107

促進產品行銷 2.3、6.1.3 47、108

串聯美好社會 特別報導 1、5、6.2.1 14、97、109

完善員工職涯規劃 社會：訓練與教育 4.2 83

善用土地資源 6.1 107

營造永續聚落
環境：能源、水、生物多樣性
社會：顧客健康與安全

6.2 109

 邊界範圍   影響程度高   影響程度中   影響程度低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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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GRI 準則對照表

GRI 100 一般揭露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102：一般揭露

1.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關於本報告書、1.1、6.1.1 2、29、107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1、6.1.1 29、107

102-3 總部位置
關於本報告書、1.1.2、
6.1.2 2、30、107

102-4 營運據點 1.1.2、6.1.2 30、107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1、6.1.1 29、107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1.2、6.1.2 30、107

102-7 組織規模 1.1、6.1.1 29、107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4.1.2、6.1.1 77、107

102-9 供應鏈 1.1.2、4.4、6.1.3 30、94、108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1.1、6.1.2 29、107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3、6.2.3 35、111

102-12 外部倡議 2.2 46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具備 130 個符合本指標報
導建議之公協會會員資格

2.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董事長的話 4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董事長的話、特別報導 1、
1.3 4、14、35

3.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1.1、1.4 29、40

102-17 倫理相關之建議與關切事項的機制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2、1.3、1.4 9、32、35、40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4.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1.2.2、1.4 33、40

102-19 授予權責 1.2.2、1.4 33、40

102-20 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
責任

1.2.2、1.4 33、40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4

8、9、40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請參閱本公司 2020 年年
報「參、公司治理報告」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請參閱本公司 2020 年年
報「參、公司治理報告」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1.2.2 33

102-25 利益衝突
請參閱本公司 2020 年年
報「參、公司治理報告」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
的角色

1.2.2、1.4 33、40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1.2.2 33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1.2.2 33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3、1.4

8、9、35、40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3、1.4

8、9、35、40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3、1.4

8、9、35、40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4

8、9、40

102-33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特
別報導 1、1.4 9、14、40

102-34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與總數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1.4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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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102-35 薪酬政策 1.2.2、4.1.3 33、80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1.2.2、4.1.3 33、80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1.2.2、4.1.3 33、80

102-38 年度總薪酬比率 4.1.3 80

102-39 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 4.1.3 80

5.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8、9

102-41 團體協約 4.1.4 82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

8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9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8、9

6. 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關於本報告書、1.1 2、29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7.1 8、112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7.1 8、112

102-48 資訊重編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49 報導改變
關於本報告書、利害關係
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2、8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2

102-55 GRI 內容索引 7.2 113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關於本報告書、7.4 2、118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103：管理方針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
別

8

GRI 200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201：經濟績效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特
別報導 3、1.1.1、4.1.6、
6.1.1

9 、 2 2 、 2 9 、
83、107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1.1、6.1.1 29、107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
機會

1.3 35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他退休計劃 4.1.6 83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新台幣仟元） 台灣 大陸

技術發展補助及輔導 420 4,505

節能補助 0 7,954

身心障礙者就業補助 0 390

其他 120,547 66,181

合計 120,967 79,029

（總計新台幣 199,996 仟元，越南、日本、
美國均無取自政府之補助）

GRI 204：採購實務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2、4.4 9、32、94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4.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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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205：反貪腐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1.2 9、32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1.2 32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1.2 32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無相關情事（促進利害關
係人溝通、1.2） 9、32

GRI 206：反競爭行為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1.2 9、32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
行動

無相關情事（1.3） 35

GRI 207：稅務

1.管理方針揭露

207-1 稅務方針 1.1.1、6.1.1 29、107

207-2 稅務治理、控制與風險管理 1.1.1 29

207-3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稅務相關議題管理 1.1.1 29

2.特定主題揭露

207-4 按國家別報導 1.1.1 29

GRI 300 特定標準揭露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301：物料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3.1.2 9、58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3.1.2 58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3.1.2 58

301-3 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3.1.2 58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302：能源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3.1.1、6.2.2 9、54、109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3.1.1、6.2.2 54、109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3.1.1、6.2.2 54、109

302-3 能源密集度 3.1.1、6.2.2 54、109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3.1.1、6.2.2 54、109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2.1.2、6.2.2 45、109

GRI 303：水（2018）

1.管理方針揭露

303-1 共享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3.1.3、6.2.2 59、109

303-2 與排水相關衝擊的管理 3.1.3、6.2.2 59、109

2.特定主題揭露

303-3 取水量 3.1.3、6.2.2 59、109

303-4 排水量 3.1.3、6.2.2 59、109

303-5 耗水量 3.1.3、6.2.2 59、109

GRI 304：生物多樣性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3.3.3、6.2.2 9、70、109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
鄰近地區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
樣性價值的地區

3.3.3、6.2.2 70、109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
顯著衝擊

3.3.3、6.2.2 70、109

304-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3.3.3、6.2.2 70、109

304-4 受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 IUCN
紅色名錄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

本指標不適用（3.3.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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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305：排放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3.2、3.3.1、6.2.2

9 、 6 3 、 6 7 、
109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3.2.1、6.2.2 64、109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3.2.1、6.2.2 64、109

305-3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3.2.1、6.2.2 64、109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3.2.1、6.2.2 64、109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3.1.1、3.2.2、6.2.2 54、66、109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ODS）的排放 未使用相關物質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
及其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3.3.1、6.2.2 67、109

GRI 306：廢污水和廢棄物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3.1.3、3.3.2、6.1.3、6.2.2

9 、 5 9 、 6 9 、
108、109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3.1.3、6.2.2 59、109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3.3.2、6.1.3 69、108

306-3 嚴重洩漏 無相關情事（1.3） 35

306-4 廢棄物運輸
未輸入、輸出相關有害廢棄物，本指標不適
用（3.3.2、6.1.3）

306-5 受放流水及 / 或（地表）逕流影響的水體
無相關情事（3.1.3、
6.2.2）

59、109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3、3.3、6.2.2

9 、 3 5 、 6 7 、
109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1.3 35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4.4、6.1.3 9、94、108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4.4 94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
行動

4.4 94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401：勞雇關係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4.1 9、7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4.1.2 77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質員工）
的福利

4.1.3 80

401-3 育嬰假 4.1.1 76

GRI 402：勞 / 資關係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4.1.4 9、82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4.1.4 82

GRI 403：職業安全衛生（2018）

1. 管理方針揭露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4.3.1、6.1.3 87、108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3.2、6.1.3 91、108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3.3、6.1.3 92、108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諮商與
溝通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4.3.1、6.1.3 9、87、108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4.3.1、6.1.3 87、108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4.3.1、6.1.3 87、108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聯之職業
安全衛生的衝擊

4.3.1、6.1.3 87、108

2. 特定主題揭露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4.3.1、6.1.3 87、108

403-9 職業傷害 4.3.2、6.1.3 91、108

403-10 職業病 4.3.2、6.1.3 91、108

GRI 400 特定標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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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404：訓練與教育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4.2、4.3.1 9、83、87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4.2、4.3.1 83、87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4.2、4.3.1、6.1.3 83、87、108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
比

4.1.5 82

GRI 413：當地社區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6.2.1 9、109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計劃的
營運活動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6.2.1 9、109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的營運活動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6.2.1 9、109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4.3.1、4.4、6.1.3

9、 8 7、 9 4、
108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4.4 94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
動

4.4 94

GRI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6.2.3 9、111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6.2.3 111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
事件

無相關情事（1.3） 35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103-2、
103-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1.3 9、35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無相關情事（1.3） 35

7.3 國內外永續準則對照表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內容 對應章節 頁碼

第一章 總則 董事長的話、永續策略藍圖、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
1.1、1.2、1.4

4、5、27、29、
32、40、43、
51、73

第二章 落實公司治理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2、1.3、1.4、4.1.5

8、9、32、35、
40、82

第三章 發展永續環境 特別報導 2、2.3、3、6.2.2 18、47、49、
109

第四章 維護社會公益 特別報導 1、1.4、2、4、5、6.2.1 14、40、41、
71、97、109

第五章 加強企業社會責  
             任資訊揭露

永續策略藍圖、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促進利
害關係人溝通、目標設定與達成進度、1.3、1.4、4.4、
7.1

5、8、9、27、
35、40、43、
51、73、94、112

第六章 附則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4 8、9、40

社會責任指引 ISO 26000

內容 對應章節 頁碼

組織治理 1.2、1.3、1.4 32、35、40

人權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1.2、1.4、4

8、9、32、40、
71

勞動實務 4、6.1.3、6.2.3 71、108、111

環境 特別報導 2、2.3、3、6.2.2 1 8、4 7、4 9、
109

公平運作實務 特別報導 3、1.2、1.3、4.4 22、32、35、94

消費者議題 特別報導 1、2.2、2.3 14、46、47

社會參與和發展 特別報導 1、2.1、4.1、4.2、4.4、5、6.1、6.2.1
1 4、4 5、7 6、
8 3、9 4、9 7、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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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與委員名單
發行單位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徐旭東

指導委員

席家宜、徐旭平、曾裕賢、吳高山、鄭澄宇

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總召集人

鄭澄宇

企業永續推行委員會推行委員及委員

Angela Martin、Gil Rogers、Richard Maack、Scott Whitwer、Tom Kaib、丁劍虹、于航遠、

尹淑芬、方建順、方美玲、毛欣怡、王界程、王敏昆、王琮賢、王榮宇、王耀新、田煥達、

成湘一、朱占元、朱美珍、朱麗華、朱露、江健豪、佐藤匠、吳佩玲、吳耿文、吳嘉霖、

吳豐任、呂學龍、李仁華、李正華、李玉懷倉、李和俊、李健、李聖凱、李維誠、汪承雯、

沙益民、肖兆飛、阮氏美蒼、宋萬青、周名澤、周芝芸、周俊傑、周英、周國棟、周瑞揚、

易換棣、林文信、林安忠、林志清、林佩璇、林政毅、林盈志、林振隆、林琪萍、林詩茵、

林碧煌、祁永忠、邱美莉、金偉、姚坤池、姚春萍、洪朝卿、胡孝斌、胡偉明、范文明、

范富珍、韋宏昌、唐瑞成、夏義勤、孫傳貴、徐立明、徐迦勒、秦萬順、馬青春、馬振紅、

高洪亭、高莉、婁祖麒、張任智、張宓、張宗林、張明德、張健偉、張焴麟、張瑋玲、

張瑞展、張慧龍、張衛華、張鵬、曹雙軍、莊育興、莊曉暉、許仁軒、許良維、許松田、

許景諺、郭文慧、郭智涵、陳一榮、陳世美、陳永嘉、陳兩全、陳金殿、陳俊欽、陳建勳、

陳柏豪、陳若嵐、陳茂耀、陳素蘭、陳榮煌、陳慶峰、陳震生、陳曉安、陳曉華、陳麗崑、

陸晨、麥見丞、彭志祥、彭要津、彭郁芬、彭振鈿、彭清族、彭鳳華、彭潤財、景春松、

曾華宏、曾增恩、賀宗傑、馮立仁、黃玉翺、黃成軍、黃呂鈞、黃松茂、黃偉德、黃國政、

黃祥益、楊中平、楊朧慶、葉美秀、董光濤、壽紹平、趙禹豪、劉有倫、劉春輝、劉銘權、

潘功永富、蔡欣渝、蔡振良、蔡榮桂、蔣麗君、鄭婷尹、鄭燕萍、黎飴雄、蕭文華、駱克鑌、

薛華強、薛雲峰、謝光耀、謝欣妤、謝瑞彬、鍾倖宜、鍾復光、顏宏任、魏德光、羅紀英、

羅琪兆、嚴華妹、顧玉濤（依照姓氏筆劃排序）

執行製作單位

董事長辦公室

沙益民、趙家瑩、成奕寬、唐維凰

7.4 保證聲明書
 

TWLPP5008 Issue 2104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永續活動報導之保證聲明書 
 
 
保證/查證性質與範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GS)受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新)委託執行
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獨立保證。依據SGS永續報告書保證之方法學，其保證範疇係包括報告
書中所涵蓋的文本與圖表之數據。根據SGS永續發展報告保證方法論，保證的範圍包括抽樣文本內容
和相關附表中的數據，這些數據包含在現場查驗證期間所提交的報告中。 SGS保留不時更新保證聲明
的權利，具體取決於發布版本的報告內容與協議標準要求之間差異的程度。 
 
保證聲明書之預期使用者 
本保證聲明書係以遠東新之所有利害關係人為主要溝通對象。 
 
責任 
有關遠東新之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之資訊以及所呈現之內容皆屬於遠東新之企業社會責任權
責人員,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及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部門的責任。SGS台灣未參與任何有關遠東新之
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所包含之內容的準備工作。 
 
我們的責任是對遠東新的所有利害相關者對於所設定查證範圍內所發表的文字、數據、圖表和聲明提
供意見。 
 
保證標準、類型與等級 
SGS用於執行保證工作引用之ESG暨永續報告書保證規則係依據國際認可之保證指引- 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GRI)永續性報導準則101: 基礎 2016 之報告品質要求及AA1000系列標準於各保證等級及保證方
執行原則之相關指南所擬定。 
 
本報告依據SGS集團發展之永續報告書保證規則針對以下所述予以保證:  
 

Assurance Standard Options 
  

Level of 
Assurance 

A SGS ESG & SRA Assurance Protocols (based on GRI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in AA1000) 

n/a 

B AA1000ASv3 Type 1  
(AA1000AP Evaluation only) 

Moderate 

 

保證工作係以中度等級之嚴謹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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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及報告要求範疇 
保證工作範疇包括評估特定績效資訊的報告品質、準確性及可靠性，此評估依循之報告準則如下: 
 
合約協議之特定報告準則 
 

報告準則項目 
1 GRI Standards (Comprehensive) 

2 AA1000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s (2018) 

 
• 中度評估本報告書所揭露之遠東新重大永續績效資訊內容及中度評估所適用之組織外邊界資
訊內容的真實性； 

• 以AA1000保證標準v3版(2020) 第一類型之要求評估報告書內容及其配套管理系統對應
AA1000當責性原則(2018)之符合程度；及 

• 評估報告書於GRI內容索引中宣告其所依循之重大主題及其對應之GRI永續性報導準則(100, 
200, 300及400 系列)符合程度 

 
保證方法 
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保證包含保證活動前的背景研究、遠東新位於台灣之營運據點與本保證活動相
關之員工及資深管理階層的訪談、文件和紀錄的審查以及與本保證活動相關之外部機構和/或利害相關
者的確證。報告中所引用之財務資訊若已經由獨立之會計稽核，在報告書保證過程中將不會追溯其原
始資料。 
 
使用限制及措施 
報告中所引用已經獨立會計稽核之財務資訊，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assessments (SROI) 以及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等內容，在報告書保證過程中將不會追溯其原始資料或對其符合程度提供意見。 
 
獨立性及資格聲明 
SGS 集團在檢驗、 測試和驗證的領域在世界上具有領先的地位，我們在超過140個國家營運和提供服
務，服務的項目包括管理系統和服務驗證 、品質、環境、 社會和道德的稽核和訓練以及環境報告書
保證、社會報告書保證和永續報告書保證。SGS 台灣申明我們對於遠東新、其子公司和利害相關者的
獨立性上沒有任何的偏見和利益衝突。 
 
保證團隊之組成係根據成員的知識、經驗以及能力資格加以選派，且由具備品質管理系統、環境管理
系統、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統、有害物質管理系統、社會責任管理系統、溫室氣體查證之
註冊主導稽核員/查證員資格及符合SGS永續報告保證服務資格的人員所組成。 
 
查證/保證意見 
依據所述之方法學以及所完成之查證工作，保證團隊對於保證工作範疇內與重大主題相關的特定績效
資訊其準確性及可靠性感到滿意，並且認為其已依循報告準則要求公允報導。 
 
保證團隊認為報告組織已為此報告書選擇適當程度之保證等級。 
 
 
 
 
 
 
 
 

 

TWLPP5008 Issue 2104  

 
AA1000當責性原則 (2018) 結論、發現事項及建議 
 
包容性 
遠東新對於利害相關者的包容性以及利害相關者的議合展現了充分的承諾。透過調查等方式對員工、
客戶、投資人、供應商、社區及媒體等利害相關者進行溝通，因而使組織能夠瞭解利害相關者所關切
的議題。未來遠東新可考量透過直接雙向議合方式進一步理解利害相關者之需求。 
 
重大性 
遠東新已建立和實施有效的流程來確認組織的重大性議題，透過正式審查鑑別利害相關者及對其認為
重大的議題，本報告並已適當地依照議題的重大性及優先性回應所鑑別之重大性議題。 
 
回應性 
本報告適切地涵蓋了利害相關者議和的結果以及其回饋的管道。 
 
衝擊性 
遠東新 已透過流程鑑別且透過多樣的資訊，如活動、政策、方案、決策及產品服務等，適當展現其環
境、社會、治理等主題面向的永續績效表現，其與重大主題相關的衝擊程度並已透過目標設定方式採
定性或定量衡量，並於報告書中適當揭露及報導。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永續性報導準則結論、發現事項及建議 
 
本報告(遠東新之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適切地符合GRI永續性報導準則全面依循選項的要求。
其重大議題及影響之內外邊界已適當地依循GRI定義報告書內容的報導原則完成鑑別。重大主題及邊
界的鑑別、利害相關者議合等GRI 102-40至GRI 102-47的相關揭露項目，已正確於內容索引及報告書
中列示。報告中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描述了各項重大主題（103-1）的管理方法的揭露。鼓勵在未來的
報告中呈現，對各項重大主題展現其管理方針與績效成果之有效性評估。 
 
 
 
 
 
簽署人 
 
 
 
 
 
黃世忠 資深副總裁 
台北, 台灣 
日期: 2021年5月12日 
WWW.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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