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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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