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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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及PE/PET複合纖維-用於口罩內層親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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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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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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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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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穩健治理

本公司開創研發全球第一「超細纖維預過濾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層」，可置於中間層熔噴布前面，利用次奈

創新防疫最佳原物料 應用產品守護全民健康

實現共融生活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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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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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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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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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霧級聚酯膠片-用於防霧面罩

防護衣

COVID-19的主要傳染途徑是透過眼睛、鼻

一般醫療用防護服透氣性差，醫護人員使用十分

子與嘴巴傳遞，口罩對於一般民眾可達到

不適，且無法水洗，一次性使用後只能丟棄，無

一定程度的防範，但對於醫療從業人員，

法重複利用。本公司開發創新防護衣，利用淨味

永續策略藍圖

則仍暴露於飛沫傳染風險中。本公司利用

纖維、透溼防水膜，添加撥水、抗菌等功能，使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聚酯膠片，應用在防護面罩，加入親水技

本項產品達到有效去味、降低環境負荷、長效持

術做為防霧配方，避免醫療面罩於使用中

久可水洗的特性，防護衣布料達到最高規格PB

起霧，保持醫療從業人員視線安全。

70 Level 4，可做到血液及病毒不穿透的特性，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大幅提升防護衣的耐用性與舒適度。

特別報導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完善全公司防疫措施 守護同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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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抗疫時刻，訂定有效防疫措施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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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辦公場所及工作
期間全面配戴口罩

員工分流上班，
進行異地辦公

管制國內外公務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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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每日通報「健康關懷系
統」，追蹤同仁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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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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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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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工作流程，確保營運資金穩健

關於本報告書

1. 善用核心職能，推廣本公司防疫產品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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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策略藍圖

同性質客戶，分散客戶集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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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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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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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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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手中。（相關內容請參閱「4.4協同供應鏈永續發展」 ）

特別報導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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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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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積極任事楷模 帶領武漢工廠走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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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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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防疫措施榮獲
「COVID-19防疫推動傑出獎」

COVID-19後疫情時代
新常態 新戰略 凝聚共識課程

遠東新服裝（越南）於2020年4月6日獲得越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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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福省勞動聯合會頒發「COVID-19防疫推動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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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該獎項獎勵遠東新服裝（越南）於COVID-19疫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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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推動各項防疫事項，經評定在全省預防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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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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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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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穩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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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方向，共同擬定未來應對方案，

加強防疫培訓
獎勵員工線上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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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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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期間，蘇州當地政府獎勵完成線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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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技能強國」培訓者，每人可獲人民幣300至500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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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補貼金，蘇州各生產營運據點擬定培訓計劃，為全

大家共識，塑造COVID-19疫情後營運優勢的關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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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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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遠東石塚グリーンペット株
式會社第二條生產線完工
•收購美國回收再生聚酯企
業 Phoenix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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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LL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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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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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材股份有限公司

業的永續發展，成為全球綠色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設立化學法回收實驗工廠
建構穩健治理

2017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循環再生 前瞻佈局

實現共融生活

1988

串聯美好社會

遠東新世紀投資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2012
2010

興建台灣第一座
廢棄寶特瓶再生

遠東新世紀以廢棄寶特瓶

工廠-台灣再生工

生產之機能布料被選為

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精進回收技術，成功提升產能

2016
•遠東新世紀與adidas®及海洋環保

成立遠東石塚グリーンペット

組織 Parley for the Oceans 共同展

株式會社，產能擴充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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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及2018年世

，開啟廢棄物再

本公司取得台灣

界盃足球賽指定材料，媒

生利用的循環經

再生工業股份有

體報導為台灣之光，讓台

濟生產模式

限公司100%股權

灣站上世界盃的舞台

生產基地

，併入亞東創新
發展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事業群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台灣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現有生產據點
未來新增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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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聚酯產能規模

回收聚酯產業地位

董事長的話

回收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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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00

1,000,000
公噸

公噸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特別報導

2020年

中期目標
（2025年）

1,500,000
公噸

長期目標
（2030年）

全球NO.

海洋 全球NO.
回收聚酯

食品級
回收聚酯

全球第一
世界級領導者

1

全球NO.

1

環境效益

全球唯一
日本容器包裝回收利用協會
之海外

纖維級
回收聚酯 全球NO.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建構穩健治理

1

2

認可

回收再製廠商

2020年各界肯定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廢棄物減量
遠東新世紀每年減廢貢獻

21,000,000,000
支寶特瓶/年

可繞地球120.5圈

溫室氣體減量
最高
等級

遠東新世紀每年減碳貢獻

900,000 tCO2e/年
約當2,300座大安森林公園吸碳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循環經濟績優企業-績優二星級

連續
四年

台灣企業永續獎
循環經濟領袖獎

附錄
最高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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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雜誌
CSR傑出方案環境友善組-首獎

感謝狀

桃園市政府
世界海洋日展覽

少63%溫室氣體排放量。

產品認證

食品安全認證

回收成分認證

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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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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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策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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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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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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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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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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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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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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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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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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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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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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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聯美好社會

棄物
棄物回收再製也要零廢

廢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循環經濟救海洋 - 海洋回收專案

蓋

廢棄寶特瓶塑膠膜與瓶

質，寶特瓶蓋則
分為聚氯乙烯（PVC）材
寶特瓶上的塑膠膜少部
，
質與寶特瓶本體不同
和PE）材質，因為材
PP
（
烯
乙
聚
和
烯
丙
為聚
程中一起回收再製。
無法進入寶特瓶回收流
物，投資興建
生產製程零固體廢棄
遠東新世紀為了實現
為熱能，提供生產
，將塑膠膜燃燒轉換
固體廢棄物處理鍋爐
塑膠棧板。
蓋則回收再製為全新的
所需，廢棄寶特瓶的瓶

混紡紡織

維
品中聚酯以外的其他纖
化
外的其他纖維無法以
混紡紡織品中聚酯以
合作，
東新世紀與新創公司
學法還原為原料。遠
，可用
棒
棄紡織品製成燃料
研發將其他成分的廢
於鍋爐代替煤炭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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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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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議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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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策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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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眾意識及社會關注。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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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任委員李仲威、海洋保育署署長黃

6月25-26日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向文、副署長宋欣真以及貝里斯

本公司受邀擔任越南包裝材料

駐華大使、帛琉共和國駐華大使

回收組織（Packaging

、諾魯共和國駐華大使、吐瓦魯

Recycling Organization Vietnam

國駐華大使均至本公司攤位，並

，PRO-Vietnam）講者，向越

留下深刻印象。

南政府與上下游廠商分享成功

建構穩健治理

的環保回收經驗。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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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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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聯美好社會

8月31日

開創共生園區

7月18-26日

洋廢棄物再利用的成果。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舉辦「海廢資源循環平台交流」座談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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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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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台灣海洋委員會、美國在台協會、日

回收廢塑膠產品建

本台灣交流協會、荷蘭在台辦事處，以及台灣

立分級制度，提出

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產業界的實務建議

GCTF）-運用循環經濟模式處理海洋廢棄物線

供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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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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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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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新世紀財務規劃重要目標
Forward-looking：與世界金融趨勢接軌
DNA for innovation：台灣財務創新指標

建構穩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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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遠東新世紀財務永續宣言

遠東新世紀近年發行之永續金融商品

串聯美好社會

遠東新世紀致力打造永續商業模式，與環境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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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共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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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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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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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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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閉循環（Closed-loop），已成為台灣永續金融的創新標竿企
永續金融，成為推升全球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業，持續創造政府、企業、投資人的三贏局面。

政府

企業

推出創新產品
供投資人選擇

貫徹綠色環保
永續理念

投資人

2018年
1月8日

綠色債券
台灣民間產業首檔

響應政府推動

綠色&永續
籌資管道

30

為期五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0.9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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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指數連結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

億元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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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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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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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Triple A Country Awards 2020

1. 團結抗疫 守護全民
2. 深耕循環經濟 創造永續價值
3. 永續金融商品 推升永續發展

時程

GTR Best Deal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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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穩健治理
資金用途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2020年
12月21日

可持續發展債券
台灣企業首檔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38

為達成本公司短中長期環境績效指標所有之支出項目。

億元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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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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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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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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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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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

王健誠財務長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合作夥伴分享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東方匯理銀行

胡曉銘執行董事

東方匯理銀行

盧建霖董事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信託銀行

曾于哲會計師

廖淳霖資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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