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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理的話

秉持宏遠人精神，調適並因應局勢變遷

        2013 年七月九日，我參加藍標科技公司（bluesign technologies ag）於

瑞士總部舉行的第三次國際研討會，這次的主題是 Time to Shift（典範轉

移的時刻）；bluesign 執行長 Peter Waeber 說：「Our beliefs don't make the 
shift, our behavier does」（我們的信念並不會造成轉變，唯有我們的行為

才可以。）於我心亦有戚戚焉。

   宏遠公司秉持四大經營理念（誠信、團隊、堅持、創新）中的「誠信

(integrity)」原則，自發性公佈第三本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開誠佈公向

所有利害關係者，揭露宏遠公司持續努力在經濟、環境、社會三方面創造

三重盈餘，致力落實「善的循環」。

轉型換軌，提升學習再造新活力

   今天，我們身處的環境，即複雜又不斷地變動，誰也無法準確地預測

未來。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銘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乘著

小獵犬號航行到加拉巴哥群島時，發現不同島嶼的同種雀鳥嘴巴構造皆不

同，係導因於各島嶼的食物不同；因此悟出「能夠存續下來的物種，不是

最強悍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

   為了突破品牌商減單的困局，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們不斷找尋新策略

和新方法；就如 IBM 的前執行長葛斯納一樣，我們終於找到「槓桿解」，

這就是以宏遠的關鍵優勢──淵博差異化價值體系──為強有力的支點，

向各種顧客提供整合的解決方案（此為指導方針）；在此策略方針之下，

擬定各種聚焦、環環相扣的行動方案。（此即夠長的槓桿）；行動方案之

一是 F2= Fusion= Fashion×Function，將時尚性和功能性作融合創新，開發新

一代產品。

發展五倍數，促進永續性

  《 五倍數》(Factor Five) 是魏伯樂教授 (Prof. Dr. 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與幾位教授於 2009年精心合著。《五倍數》進一步發展了《四

倍數》所開創的思路。《四倍數》(Factor Four)，是我們實施宏遠永續經

營模式 (ESM) 早期的主要參考書；作者們認為，「使目前的環境負荷降

低 80%（即降低到目前負荷水平的 1/5，我們稱之為五倍數），是切實可

行的中期目標。若是達到降低 80% 的這個目標，整個工業、社會和文化

也將產生深刻的、根本的變化。」資源生產力的倍數效益是我們今後致力

的核心策略，同時以 MIPS( 每單位服務的物質投入 ) 方法達到去物質化

目的。

人生無價─誠信、團隊、堅持、創新

    我時常提醒公司同仁，宏遠的經營理念「誠信、團隊、堅持、創新」

是宏遠人的 DNA，時時要反省你有沒有錯失掉，它是我們做人處事的根

本。

    我常說，「善有善報」，善會循環、會流轉的；做人要慈（利他）、儉（儉

樸、化繁為簡）、謙（謙讓、謙恭、謙虛），發乎慈悲心、勤修智慧，就

能創造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只要時時秉持善念，為公司、為社會

盡心盡力，適時貴人會來助你一臂之力。而最重要的是，善人也會互相吸

引，共同來完成善舉。

宏遠興業總經理葉清來先生 ( 左一 ) 於 2013 年 bluesign® 年會，與《五倍數》作者魏伯樂博
士 (Prof. Dr. 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 合影。魏伯樂博士並送給葉總《五倍數》英文及中文
譯本兩本書。

宏遠永續經營辦公室   執行長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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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和數據蒐集之邊界則以 2012 年至 2013 年 6 月底為主。資訊來源包含宏

遠全球三廠 ( 台灣台南、中國上海及泰國拉佳布里 ) 和台北營業處。以經濟、

社會及環境永續經營三面向的管理方針與績效為架構，以及持續關注自 2007	

年啟動至今的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ESM) 之精

進。報告書之編輯，由總經理擔任總召集人，並責成環境、經濟、社會三大召

集人。本報告書載列之財務資訊，取自 2012 年與 2013 年 ( 截至 6 月 30 日 )

宏遠財報，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1.4	利害關係者鑑別與議題
				 	推動永續經營需要凝聚所有人的共識，結合眾人之力來進行此一長期任

務。以下我們辨識與整理宏遠永續經營攸關之利害關係者、關切議題、溝通管

道，以期與利害關係者共創共享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之三重盈餘。

利害關係人 關切議題 溝通管道

員工
薪資福利、人才培育、升遷管道、
工作環境、職業安全衛生、溝通及
申訴管道、勞工權益、績效管理

設置員工申訴專線、員工意見箱、員工
滿意度調查、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宏
遠人月刊、月會、晨會、工會

供應商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供應鏈
管理、硬體設備安全

綠色採購供應商研討會、綠色採購平台、
供應商評鑑表、供應商社會責任及環境
評估表、碳足跡盤點、企業誠信守則、
供應商暨承攬商工安教育訓練

顧客

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客戶隱私
權、供應鏈管理、產品有害物質管
理、溫室氣體管理、環安衛管理、
風險管理、環保及生態認證吊卡、
碳足跡認證與標籤

設置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零客訴功能
團隊理事會、面對面洽談、國內外展覽、
定期深度拜訪、品牌客戶的供應商會談、
客戶參訪等

成衣廠 產品交期與品質、服務品質
跨部門服務團隊與會議、專案及擴大服
務平台、線上查詢系統

1.0 關於本報告書

1.1	前言
							氣候變遷與自然資源匱乏，全球企業共同面對的時代挑戰是受「能資源、

碳排和水資源限制」，揭示了企業必須以提高效能、發揮資源生產力自我要

求，以降低對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由於全球知名品牌商與通路商直接受到

各種利害關係者監督，	進而要求全球產業供應鏈落實永續經營和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bility,	CSR)。

							兩年來，國際上發生諸多供應鏈的職場安全缺失，企業商譽也連帶受損，

點出企業永續經營的更多面向。在風險管理和危機因應方面，品牌商、通路商

和供應商之間是唇齒相依的，必須站在同一陣線上。一個負責任的企業，除了

主動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更無法忽視品牌商與通路商所帶給供應商的壓力和規

範。這關乎供應鏈的管理，也正是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RI) 綱領由 G3	改版

到G4	所要達成的任務之ㄧ。

							以生產並提供世界知名品牌商與通路商優質創新環保布料的宏遠興業，是

全球紡織業生態創新永續解決方案的最佳提供者，更是品牌商及通路商的重要

商業夥伴。宏遠持續透過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與利害關係者充分溝通，聚焦在

永續性績效資訊，包括環境 (E)、社會 (S)、及經濟 (E)，以及公司治理 (G)，

且彼此關係是相互包容的，具全面性與加乘效益。宏遠以「企業公民」為己任，

致力實踐與利害關係者共同創造並分享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的三重盈餘，就

是堅信「利他就是利已」，以達到永續經營。

1.2	GRI 編輯原則
				 	宏遠於 2011 年 8	月 31 日開始發行公司第一本 <2010 年永續經營報告

書 >，之後並定期揭露。宏遠 2013 年第三本永續經營報告書 <2012-2013 年

永續經營報告書 >，參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第 4	代綱領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4) 編輯，並參考服裝與鞋業補充指引 (Textile,	Apparel,	

Footwear	and	Luxury	Goods)。在新版本中，我們遵循核心項目的指標，以

貼近產業差異和特性。

1.3	報告邊界、範疇與揭露依據
							本年度報告書資訊涵蓋2012年 1	月 1日至 2013年 8月 31日期間資訊，

台灣台南廠 泰國拉佳布里廠中國上海廠



98

利害關係人 關切議題 溝通管道

股東
經營績效、獲利績效、產品市佔
率、資訊揭露透明度、公司治理、
風險管理

股東會、年報、永續經營報告書、官網

社區
社區關懷、回饋社會行動、社區總
體營造、廢棄物排放情形、節能減
碳等

建置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設置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ESM
志工團、宏遠自然農法平台、定期農夫
市集、南臺灣節能巡邏隊

國內外
非政府組織與
民間團體

公司經營、公司形象、永續議題參
與和分享、環保公益活動參與

定期與不定期參與民間團體活動及交
流、贊助及參與環保團體、中華民國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台灣企業永續論壇
TCSF、荒野保護協會、美國野生保育協
會、台灣濕地保護聯盟、慈濟功德會

大自然
道法自然，與萬物共生共存，展現
對環境的尊重

成立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 (ETEIP)、宏
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

中央及
地方政府

法規遵循、減碳及氣候變遷調適
因應、溫室氣體管理、污染防制、
產業轉型與升級、人才培育

遵循相關規範、政策或議題合作、台南
市職訓中心新化職訓局培育紡織人才、
與台南市政府聯合推廣觀光工廠認證、
贊助並協助台南市政府與工研院推動 <
台南時尚週 > 及後續計畫、產業轉型及
企業節能做法分享等

第三方認證
機構與顧問

導入並建立，透過定期稽核強化公
司管理體系

導入 ISO,	bluesign®,	OHSAS 等管理系
統，豐田管理及 Lean	Production 精實
管裡。認證、稽核、提供改善意見、訓練

學校、
研究機構與
法人單位

產業人才培育、產業鏈的群聚分享
與整合

產業人力深耕計劃、學校演講與提供實
習；南台灣紡織研發聯盟：定期研討會、
科技媒合會、異業觀摩交流

1.5	意見交流
					 	本公司網站 (www.everest.com.tw) 可下載中、英文版報告書電子檔。有

關參觀資訊與交流，10人以上可預約參訪。詳情，請參見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

網站 :	www.everest.com.tw/eteip。如對本報告書有任何意見或建議，歡迎您

透過下列方式與我們聯繫，謝謝。

 聯絡窗口：總經理室ESM推動小組，聯絡人 : 劉璐娜、高華懋、李美蓮

 電子郵件：esm@everest.com.tw

 電話：(06) 578-2561 轉 6222、6233、6359

 地址：74342 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 256 號

2.0 關於宏遠

2.1	公司簡介
					 	宏遠興業是全智慧型紡織專業廠，具垂直整合一貫廠的優勢，從研發、原

料、製程到產品，以符合顧客需求為職志。宏遠開發和生產的重點以假撚紗，

以及富有機能性的運動、戶外和時尚布料為主。

◎全智慧紡織專業廠 :	通過 ISO	9001、ISO	14001、OHSAS18001 三合一國際認證

公司名稱：宏遠興業 (股 ) 公司

創立時間：1988 年

掛牌上市：1995 年 ( 代碼：1460)

全球員工：3,000 人

主要產品與製造能力：

 •長短纖織物 (梭織 / 針織 )

 •加工紗

 •特殊原材料

 •複合功能膜

 •特殊染整後加工製程

•塗佈和貼合

 •成衣製造

作為全智慧紡織專業廠，宏遠的核心競爭力為：

1. 生產流程垂直整合；2. 創新導向；3. 永續經營；4. 全球佈局																					

				•垂直整合長、短纖一貫化專業紡織廠。

				•特殊原材料、複合功能膜、特殊染整後加工製程。

				•專業物性測試實驗室，經國家認證通過為TAF會員。	

 				•榮獲經濟部環安衛	「持續改善績優廠商」。

				•成為台灣環保型企業標竿。

				•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榮獲 bluesign®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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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 :	宏遠以台灣為全球運籌中心，總公司設立於台南，擁有三個生產

廠區(台灣台南、中國上海及泰國拉佳布里)，及十個行銷營業據點，包含台北、

上海、石獅、東京、大阪、香港、曼谷、紐約、杜拜、巴黎。此佈局成為宏遠

競爭優勢，將服務版圖橫跨美洲、歐洲、亞洲等地，三個生產工廠充份接近成

衣供應鏈，有利於顧客在成本交期上的調度需求，也符合低碳運輸的考量。透

過接近顧客的全球行銷據點，密集直接拜訪顧客及參加各地區重要展示會，形

成綿密服務與行銷網，將事業版圖推向全球。請見下圖。

◎市場分析 :宏遠是國際知名運動、戶外與時尚服飾品牌的最佳合作夥伴。

2.2	企業識別
					 	我們的企業識別以思想、情感和精神三個層面，來展現企業品牌特質，藉

此深化溝通，對內讓員工成為宏遠的品牌大使，對外讓利害關係者了解宏遠的

企業形象。

--------------------------------------------------------------------------------

--------------------------------------------------------------------------------

企業品牌 (Corporate	Brand)	--	EVEREST
						以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Mt.	Everest）為意
涵，以登峰造極、出類拔萃的運動家精神，象徵
宏遠勇往直前、堅持邁向第一的企業經營態度，
以「破壞性創新」不斷挑戰極限持續轉型，並以
創新永續，創造共享價值的經營理念，做到	“the	
best	of	the	best”。藍色與綠色在歐、美、亞代
表環保色，象徵宏遠堅持成為生態企業標竿。

紡織品品牌 (Product	Brand)	--	EVERTEK
				 	 代表宏遠獨特的創新產品與技術。The	
Ultimate	Innovator 代表宏遠是極致的創新者，
能不斷轉型升級的前瞻性標竿企業。宏遠以「極
致服務」的品牌精神，向所有的利害關係人傳達
「勇於挑戰、答案不止一個、樂觀進取、學習成長」
的品牌個性。綠色代表基業長青，紅色代表熱情洋
溢、勇往直前，象徵宏遠是追求卓越、超越巔峰
的領導品牌。

服飾品牌 (Apparel	Brand)	-- 幸福台灣EverSmile
				「幸福台灣	EverSmile」採用宏遠供應全球知
名運動、戶外休閒和流行時尚服飾品牌的高科技
環保布料的自創服飾品牌，並定位為「無毒環保
低碳機能服飾專家」，以「樂活時尚、優質平價、
社會關懷」為品牌宗旨，市場定位以高機能時尚
美學為主軸，讓台灣消費者以平價就能享受到與
國際知名品牌同樣優質的機能性環保服飾。
「幸福台灣 EverSmile」以推廣「衣的安全」
為主要訴求，讓所有採購者思維不只考量價格，
同時要以對人類健康無毒為前提。幸福台灣
EverSmile 全系列產品使用自製布料，均通過全
球最嚴格的瑞士藍標科技公司 bluesign  ® 環保紡
織品認證，以環保無毒保障消費者健康與環境友
善為職志。強調 100% 台灣製造，實踐「在地幸
福經濟、創造共享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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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業文化
					宏遠人以“不畏挑戰，使命必達”的特質著稱。這來自於宏遠的文化

基石－誠信 (Integrity)、團隊 (Teamwork)、堅持 (Determination)、創新

(Innovation)。在總經理葉清來先生的期勉下，宏遠人以具備人文、社會和專

業三種素養自許，並期能做到“做人慈儉謙、做事守破離”。並訂定以下的使

命和願景：

◎使命 (Mission): 創新 (Innovation) 與永續 (Sustainability)，是宏遠的核	

				心價值，也是宏遠的核心競爭力。宏遠的企業使命是，以『創新』與『永續』

				貢獻社會，改造世界。

◎願景 (Vision): 宏遠的企業願景是，作為世界領導廠商，以永續原則提供

				創新解決方案，促進人類進步。

2.4	經營策略
								我們立基於宏遠企業精神，與利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獲得經濟、社會、

環境三重盈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宏遠從顧客觀點歸納出宏遠差異化價值體

系，提供顧客最佳解決方案。透過卓越營運、創新與永續，讓品牌商除了考量

價格，更能與具生態關懷的供應商形成更堅實的合作關係。

Q: 品質	 S: 服務

C: 成本	 R: 資源

D: 交期	 P: 生產力

生態創新解決方案

•行銷創新

•產品創新

•流程創新(外部/內部)

與利害關係人共創共享

價值，以獲得經濟、社

會和環境三重盈餘

圖 :	宏遠差異化價值體系

2.5	第三方認證
					 	產品、製造環境與生產製程的自我揭露和系統性管理，關乎資源生產力、

能源效益、廢棄物處理和減量的落實，我們在此條列說明宏遠所通過和進行中

的第三方認證，以確保環境和生態的永續性。最新證書可於宏遠官網閱覽與下載。

1.	ISO-9002	國際品質保證標準認證

 		•1994 年通過，確保宏遠所交出的貨品符合客戶的品質要求。

2.	ISO-9001 國際品質保證標準認證

 		•1996 年通過，品管標準化有助於有效提高組織效率及效能。

3.	Oeko-Tex	standard	100	環保紡織標準認證

 	•1997 年通過，注重、控制生產過程不對環境以及從業人員造成危害，

					並且提供消費者安全的紡織品，以及對環境保護的擁護。

4.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認證

 		•1999 年通過，確保工廠作業流程符合國際環保標準。

5.	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認證

 		•2001 年通過，確保員工權益與工作安全。

6.	ISO/IEC	17025	校正 - 測試實驗室認證

 	•2007 年取得，與 ITS、SGS 等專業實驗機構並列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金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 會員。

7.	bluesign 	系統合作夥伴 : 全系列產品和製程認證

 		•2007 年正式獲得，並擴及海外廠 (中國廠、泰國廠 )。

8.	ISO	13485	醫療器材業品質管理系統認證

 		•2008 年通過，確保宏遠的醫療系統品管符合國際標準。

9.	SA	8000 社會責任管理系統認證

 		•2010 年通過，為台灣紡織業第一家

10.	觀光工廠認證	:	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

			 •2013 年 1月通過

11.	綠色工廠認證 :	經濟部工業局綠建築、清潔生產系統雙認證

 		•2012 年通過

 		•2013 年 2月進一步通過生態社區銀級認證

12.	產品碳足跡查證(PAS	2050:2011)	與溫室氣體減量與盤查(ISO/CNS	14064-1:2006)

 		•查證進行中，證書將於 2013 年九月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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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司治理

3.1	經營報告
◎年度回顧
				 	 	回顧 2012 年，在國際環境上，歐洲持續籠罩在債信風暴的陰霾中；中國

經濟成長動能衰退；美韓 FTA 生效對台灣及中國產品出口的打擊；美國二次

衰退的疑慮又起，推出第三次量化寬鬆政策（QE3），希望能有效提振疲弱的

經濟；日本政府也讓日圓兌美元貶值來刺激低迷經濟局勢；值此不確定局勢，

國際大品牌顧客對供應商之合作更趨嚴謹，動輒抽單、減單。而在國內環境上

則面臨油電雙漲，且漲幅極大牽動物價上漲等因素，造成消費低迷。在此經營

環境下，去年 (2012 年 ) 可說是宏遠極具挑戰的一年。

				 	 	為因應此「動盪」的環境，宏遠調整公司腳步策動換軌轉型策略，以永續

力、公司力、市場力、創新力與執行力等新五力來調適環境變化，除發揮宏遠

核心競爭力外，並結合同異業優勢，讓宏遠在劇烈變化的全球市場中持續提升

競爭力。

◎績效概況
				A. 台灣母公司

	 1. 財務績效

項目 2009( 千元 ) 2010( 千元 ) 2011( 千元 ) 2012( 千元 )
2013.1-6	月

( 千元 )
營業收入 4,262,244 4,808,243 6,350,453 6,229,493 2,926,755
營業毛利 836,883 757,511 920,482 1,046,313 463,692
營業利益 191,326 77,581 212,530 264,510 108,431
營業外收入
及利益

53,962 51,621 92,331 550,503 54,034

營業外費用
及損失

239,153 1,526,566 83,012 234,875 41,423

稅前損益 6,135 ﹙ 1397364	) 221,849 580,138 121,043
稅後利益 6,135 ﹙ 1415319	) 204,169 580,138 121,043
每股盈餘
(追溯後 )

0.01 ﹙ 3.24	) 0.47 1.33 0.28

* 註 1：2010 年稅後虧損，為 2010	年 3	月 4	日研發大樓和自動倉儲火災，依商業會計法第六十條

												之規定，將火災損失先行認列入帳。

		註 2：2012 年火災賠償，保險理賠回沖。

	 2.	主要產品營業比重
主要產品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1-6	月
成品布 80% 78% 71% 68% 64%
加工絲 15% 16% 24% 24% 27%
其它 5% 6% 5% 8% 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3.	投入創新研發費用

年度 2009( 千元 ) 2010( 千元 ) 2011( 千元 ) 2012( 千元 )
2013.1-6	月

( 千元 )
總費用 179,549 166,509 158,242 163,386 91,818

佔營收比率 4.2% 3.5% 2.5% 2.6% 3.1%

				B.	全球三廠合併營收 (母公司及子公司合併 )

	 1.	財務績效

項目 2009( 千元 ) 2010( 千元 ) 2011( 千元 ) 2012( 千元 )
2013.1-6	月

( 千元 )
銷貨收入 5,549,030 6,149,015 7,517,103 7,378,658 3,547,360
營業毛利 884,602 831,024 1,133,613 1,123,256 553,983
營業利益 24,959 (97,532) 179,746 105,773 84,956
營業外收入
及利益

61,705 53,955 105,309 558,143 62,413

營業外費用
及損失

75,786 1,353,184 77,426 86,416 26,325

稅前損益 10,878 (1,396,761) 207,629 577,500 121,044
稅後利益 6,133 (1,415,320) 204,170 580,132 121,044
每股盈餘
(追溯後 )

0.01 (3.24) 0.47 1.33 0.28

	 2.	主要產品營業比

主要產品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1-6	月

( 千元 )
成品布 86% 86% 83% 80% 81%
加工絲 11% 10% 15% 15% 16%
其它 3% 4% 2% 5% 3%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3.	投入創新研發費用

年度 2009( 千元 ) 2010( 千元 ) 2011( 千元 ) 2012( 千元 )
2013.1-6	月

( 千元 )
總費用 (仟元 ) 196,216 194,760 184,786 196,151 107,207
佔營收比率 3.5% 3.2% 2.5%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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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理架構
					 	宏遠公司治理機制的建構，在使企業管理制度化、系統化，更健全發展，

以確保所有股東以及利害關係者的權益及永續經營的目標。

				 	 	宏遠公司從法令遵循、市場力量及內部控制三方面落實公司治理。並訂定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之「道德行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建立誠信經營

的企業文化，另外也成立薪資報酬委員會，定期檢討評估績效與薪資報酬制度

與標準。

							在公司網站、股市觀測站、年報中揭露與股東權益及利害關係者相關事

宜，以使資訊充份透明化，並提供投資人建議與回饋之透明暢通溝通管道。

本公司年報皆上傳官網公告，最新資訊為2013年 6月份所出版2012年報。

◎董事會架構
				 	 	宏遠公司治理運作皆符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規定。宏遠董事

會共有 9	位董事，2	位監察人，皆為男性。本公司選任之董事雖無獨立董事但

皆具有豐富專業知識及實務經驗，具備有獨立董事之精神，符合台灣法令。

				 	 	此外，由總經理代表經營團隊，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營運績效和永續經營推

動成果，以確保符合利害關係者以及宏遠永續經營目標，並設有發言人及代理

發言人處理股東建議與相關問題。

•現任董事及監察人如下：(2012/06/08	改選，任期為三年 )

職	稱 	姓	名

董事長 	席家宜	( 威昱創新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徐旭東	( 遠鼎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胡正隆	( 遠鼎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吳高山	( 遠鼎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葉清來	( 承隆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莊英志	( 承隆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林華生	( 富民運輸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葉守焞	( 合盛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董	事	 何昆麟	( 富民運輸 (股 ) 公司代表人 )

監察人	 杜金森	( 東富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 )

監察人	 陳壬發	( 至盛投資公司代表人 )

◎公司組織架構、永續經營辨公室架構
				 	 	宏遠的經營管理主要是由各廠區分工授權，推行各項業務，及負責勞工安

全衛生指揮及監督之責，我們並於 2007 年建立「宏遠永續經營辦公室」含括

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面向。為統籌全面性的管理策略，以此為最高指導單位，

負責規劃及訂定永續政策及行動方案，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2013	年股東常會 :

席家宜董事長 (站立者 )致詞

遠東集團總裁徐旭東先生 (左一 ) 在葉清

來總經理 (右一 ) 陪同下蒞環保製磚廠

執 行 長

總 幹 事執行
秘書

永 續 發 展 辦 公 室

組 織 架 構 一 覽 表

內部顧問 外部顧問永續長

社

會

永

續

組

執

行

幹

事

環

境

永

續

組

執

行

幹

事

經

濟

永

續

組

執

行

幹

事

股  東  大  會

監      察      人

總  經  理  室

管理稽核組

成

衣

事

業

群

染

整

事

業

部

加
工
紗
事
業
部

公

用

部

產

銷

部

研

發

部

行

銷

部

營

業

部

管

理

部

資訊管理組

產銷管理組

經營企劃組

工程管理組
人力資源處

稽      核      室董      事     會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織

布

事

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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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風險管理
					 	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其影響層面廣泛。我們辨識氣候變遷的

風險，並提出對應管理作法。此舉有助於企業在目前與未來的組織與資產配置、

投資策略、供應鏈選擇，和人才延攬上，採取適當的預防行動，把影響程度降

至最低。以下為宏遠對氣候變遷的風險辨識：
氣候變遷造成的實質風險 氣候變遷引起的法規風險

 •瞬間暴雨產生積水不退，對廠房設備及作			
			業人員造成危害。
 •長時間暴雨造成貨物運輸的延遲，造成公		
			司營運成本增加。
 •全球氣溫升高，高溫下造成公司營運成本
			( 例如：電力、水源等 )增加。
 •因氣候變遷所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影響員
			工健康。
 •因氣候異常造成原物料短缺，造成購料成
			本大幅上升。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造成電力成本增加。
 •能源管理法：將增加設備改善及維護成本。
 •溫室氣體減量法：將規範紡織業排放額度
			限制，增加未來執行紡織業碳排放總量的
			管制及交易成本。
 •因法令規範所需支付的罰款。

								宏遠是外銷導向的紡織業，為強化風險管理以達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有效降低經營風險，我們針對「原物料價格波動管理」、「財務風險管理」、「信

用管理」、「資訊安全管理」及「環境與職安風險管理」等五大項目，辨識與

定義其風險內容並擬定控管對策。

3.3.1	原物料價格波動管理

				 	 	全球氣候的劇烈變化，導致原物料及能源價格大幅波動，而歐債危機造成

景氣低迷，進而演變成全球經濟衰退，形成企業經營壓力。為避免原物料價格

波動的損失風險，並維持穩定供貨，我們採取的因應對策如下：

				 	 	對此，宏遠自 2011 年上半年起至今，針對共同採購項目 ( 大宗機物料、

染助劑 )，結合全球三廠 ( 台灣廠、中國廠、泰國廠 )，進行盤點與整合、詢價

與比價，著手執行統購計劃。我們的統合採購也發揮了一定的成效，說明如下 :

•主要參考生產國的供給情

			況、全球原物料資訊網站、

			中國化纖經濟信息。

•持續尋找替代供應商，並

		與現場使用單位合作試用

			他廠原料。

•定期調整整體採購策略方

		向，避免跌價損失，並及

			時調整採買量。

•統購流程：

				 	初期於每週透過視訊會議，由三廠採購人員及現場使用單位主管，逐一盤

點共同品項，先簡化重複項目，進而規劃每季 /月的預計用量，待整合數量後，

再統一向供應商詢、議價，以達到統購的效益。

•統購目的

 			→創造統購機制，提高議價空間，降低採購成本。

 			→化繁為簡，整合品項及採購例行性議價作業，提高採購效率。

						宏遠綠色環保材質採購 :	原料中綠色環保材質的購買量
年	度 環保材質購買量 (單位 : 公斤 )

2010 年 1,160,349
2011 年 1,547,624
2012 年 1,334,761

2013 年上半年 619,542

•供應商的政策與管理

							宏遠持續推動綠色採購來影響供應商，激勵供應商轉變為綠色企業模式。

我們的綠色採購並非大幅度地改變，而是一種「調整」與「強化」，項目涵蓋

產品、服務、物流管理、外箱包裝、原料及能源等，並透過傳真向供應商宣導，

邁向永續供應鏈。詳細供應商政策與管理，可參考 2011 年宏遠永續經營報告

書。自 2011 年起，宏遠與供應商共同遵循並落實企業誠信守則之相關政策，

在今年度我們更將G4的精神帶入。

持續定期蒐集市場

原物料價格資訊

內部產銷檢討會議，

管控原物料庫存

準備替代來源廠商，

避免單一貨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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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財務風險管理

				 	在財會面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包括 : 銀行融資額度是否充足而影響資金的籌

措、利率與匯率的波動、現金流量的掌握與流動性等等。針對這些潛在的問題，

我們採取的因應對策如下：

3.3.3	信用管理

						為保障公司資產、降低信用風險，我們制定了「授信管理辦法」，依信用等

級進行管理，經公司核可之第三人財務狀況大都屬良好、穩健；如有風險疑慮者，

大多會再要求風險轉移方式 (如取得擔保品、以信用狀進行交易等等 )來從事往

來，以確保交易的安全，防止呆帳發生。

							我們也利用資訊系統來管理信用風險 :	系統會在出貨時自動檢覈客戶的信

用額度，當遇到異常狀況時，即啟動對應的異常管理措施，並彙報高階主管進行

決策，以確實管理授信異常狀況。

3.3.4	資訊安全管理

				 	為確保嚴密控管資訊安全，確保日常營運正常運作，為公司員工、客戶、

供應商等提供安全和妥適的服務，以達到資訊安全零風險。

				 	我們提供全球領導品牌客戶產品與服務，相當重視資訊的安全與保障。對

此，我們針對資訊的機密性與完整性，採取嚴密的控管措施如下 :

 •檔案保存：除設置專責人員定期進行電腦系統、應用軟體及資料檔案備份外，

			並進行異地備份及存放，提升檔案保存安全性。

 •資料安全防護：對內防護上，個人電腦端建置病毒防護機制，定期更新系

			統軟體上之漏洞，提高電腦本身的防禦力；對外防護上，建置防火牆入侵偵

			測設備及各項資安閘道器，嚴格監控異常網路行為，杜絕駭客入侵及個資外

			洩的風險。

•系統快速復原：定期進行異機、異地系統復原的實際演練，提升系統穩定度，

			以確保公司正常營運。

•伺服器虛擬化 : 將 20 台伺服器虛擬化為 2台，便以集中管理。將資料儲存	

			設備建立容錯機制，確保資料安全及快速復原。

 •分散貸款銀行，避免額度

			過於集中，隨時與銀行

			保持暢通的聯繫。

 •適度增加備用額度，以備

			不時之需。

•縮短應收帳款回收期

  •生產部門降低存貨持有

			期。

•評估市場資金供需與利率

			變化，慎選籌資方式。

 •以自然避險為原則，匯率	

			波動大時，輔以避險操

			作來降低匯率風險。

3.3.5	環境與職安風險管理

						宏遠建構了 ISO三合一認證系統 (ISO	14001,	ISO	9001,	及 OHSAS

18001)，也是全國第一家取得 SA8000 認證的紡織廠。在環境與職安風險管

理，以及員工權益維護的項目上，我們具備了成熟的管理機制和應變力。因此，

針對環境與職安風險管理，我們將在以下 3.4 與 3.5 的章節中詳述宏遠的環安

衛政策，以及人力資源管理。

3.4	環安衛政策與管理
3.4.1	目標與願景
				為響應總經理葉清來先生之幸福企業願景，環安單位規劃了系統化的短程

(2011~2013)、中程 (2014~2016) 及長程 (2017~2020) 三階段期程，積極推

動宏遠人向善向上的工安文化，實現安全舒適『身心靈健康快樂職場』的幸福

企業願景。

				 	短程之願景係為勞資平安，中程之願景係為風險管理，長程之願景係為健

康職場。為儘速實踐短程願景（勞資平安），我們持續將安全衛生工作中較重

要之九大領域事務，以 PDCA 的運作方式來規劃聯結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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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宏遠安全衛生短期願景達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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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安全衛生風險管理

				 宏遠於 2001 年建置國際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OHSAS	

18001），並經認證公司 DNV 認證通過。一直以來，宏遠恪遵本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系統的規範、國內法規及利害相關者等要求，透過全面清查作業流程與

內容，進行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並運用 PDCA 系統化的規劃執行監督改善模

式，來推行本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建立長遠卓越向善向上的安全衛生文化，以

期持續強化及提昇整體績效，達成本公司安全衛生願景－『身心靈健康快樂職

場』之幸福企業積極邁進。

				 	公司整體安全衛生上可能發生的風險，透過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等資訊，

可歸納為：機械設備捲夾危害風險、作業場所之噪音危害風險、員工與承攬商

之施工安全風險、化學品貯存與使用安全風險、火災風災水災地震風險等。

◎	2012 年公傷統計分析（本項對應G4指標 LA6）

						由於廠內發生公傷件數多，在總經理耳提面命下，積極運用安全5S策略、

透過全廠團隊的努力，終將公傷的發生獲得有效改善，2012 年廠內公傷發生

件數為 1件，無死亡事故。與 2011 年比較降低了 90%。	

我們對應G4最新指標的回應 :
1.	經作業環境測定與健康檢查結果顯示分析，並無與職業有關的疾病高發生率

				與高風險之作業員情形。（對應 LA7）

2.	勞資雙方代表參加的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其中工會勞工代表委員人數比例

				占三分之一，符合法令規定比例。（對應 LA5）

3.	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目前以透過勞資雙方面對面溝通的方式解決，但尚未

				列於工會正式協議文件中。（對應 LA8）

3.4.3	避險對策：災害應變演練機制

				在緊急應變演練與教育訓練的部分，我們結合當地山上區消防分隊進行聯合

消防演練及教育訓練，活動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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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力資源管理
							宏遠於 2010 取得 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認證，為台灣紡

織業第一家通過 SA8000 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系統的紡織公司。SA8000 是國際

最具公信力的 CSR 認證，依據國際勞工組織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及聯合國兒童

權益公約，經由社會責任國際組織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所訂定。宏遠遵循 SA8000 宗旨「確保生產商及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皆符合

社會責任的要求」，以成就永續經營承諾。在這樣的基礎上，除了落實現場職

場安全的管理，宏遠的人力資源政策與管理更貼進對勞工權益的保障。其中，

SA8000 標準要項圖示如下：

3.5.1	多元化僱用&人權
				 	近年來，許多產業考量其利潤及追求更低廉的人力成本，紛紛將生產重心

外移至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宏遠興業秉持著在地深耕的理念，堅持台灣為生產

及研發中心，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良好的福利制度、並不斷提升管理制度，

使員工可以安心、放心的工作。台灣總廠員工穩定，目前維持在 1,800 人；另

一方面，宏遠也積極佈局全球，在泰國及中國上海兩處設立生產基地，三廠員

工總數 2,836 人。我們的願景是，秉持宏遠創新、永續及在地深耕的理念、多

元化的聘僱方式，創造在地的幸福企業。

	

◎	員工雇用

為對應企業社會責任與G4	所倡議新指標，以下我們嘗試回應G4	指標。

1.	性別比例 :	( 對應 LA1)

公司的男性員工約有 1,397 人、女性員工約 1,439 人，男女比率約 1:1.03

全球三廠 (含台北辦事處 )男女員工數：

2010 2011 2012 2013/6 月

台南廠
男 809 男 931 男 960 男 901

女 691 女 831 女 873 女 820

中國廠
男 442 男 330 男 329 男 281

女 455 女 386 女 364 女 329

泰國廠
男 205 男 240 男 200 男 197

女 185 女 198 女 211 女 221

台北辦事處
男 26 男 29 男 20 男 18

女 63 女 67 女 73 女 69

合計
男 1482 男 1530 男 1509 男 1397

女 1394 女 1482 女 1521 女 1439

總計 2,876 3,012 3,030 2,836

註 : 資料截至 2013 年 6月

2.	性別與國籍平等 :

			 	 	對外，秉持創新與永續的企業核心價值；對內，對所有員工一視同仁，	

2010 年底台灣廠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系統 SA8000 認證，證明在廠員工均獲得

充分的保障。

				 	宏遠透過多元化的僱用方式，員工國籍分佈台灣、中國、菲律賓、泰國、

柬埔寨及越南等六個國家，不分種族、膚色、國籍、年齡、性別。( 對應

LA12) 在宏遠的大家庭中，不論是性別或者國籍，同享同工同酬。(對應 LA13)

勞資平安勞資平安
9

43 5

1 78

2 6

結社自由與
集體談判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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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童工

禁止強迫性勞動

健康與安全

管理系統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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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三廠員工國籍比例：

台灣 泰國 中國 菲律賓 越南 柬埔寨 合計

台南廠 1,315 117 0 253 27 0 1,712

中國廠 10 0 600 0 0 0 610

泰國廠 17 358 3 0 0 40 418

台北辦事處 96 0 0 0 0 0 96

合計 1,438 475 603 253 27 40 2,836

百分比 50.7% 16.7% 21.3% 8.9% 1.0% 1.4% 100.0%

註 : 資料截至 2013 年 6月

3.	三廠主管性別分析：

男性
主管人數

女性
主管人數

工廠總人數
男 / 女主管

比例

台灣廠 (副課長以上 ) 67 25 1808 2.7:1

中國廠 ( 副科長以上 ) 30 10 610 3:1

泰國廠 ( 副課長以上 ) 18 4 418 4.5:1

註 : 資料截至 2013 年 6月

3.5.2	員工離職率分析
				有關對應 G4 版本 LA1 項的員工離職率討論，我們參考台灣人力＆人資就

業分析分類與BSI 英國標準協會訓練資料，將員工年齡區分為三個群組 -	30 歲

以下青澀的年輕族群、30-50 歲青壯與中壯年有經驗的族群，以及 50 歲以上

屆退休的資深族群。2012 年度三廠員工離職總人數 855 人，有 58% 的離職

比例是 30-50 歲的資深經驗員工。2013 年上半年度，三廠員工離職人數累積

372 人，年齡小於 30 歲的青澀人力則從 32% 提升為 62%，年齡介於 30-50

歲的有經驗人力從 58% 下降至 35%，顯示青壯年有經驗的中堅人力 2013 年

度比 2012 年度相對穩定。員工離職原因分析，因為工作內容離職的比例從

2012 年度 21%降為 2013 年上半年度 9%，顯示員工就業穩定度趨穩。

3.5.3	員工福利與保障 :
			 	宏遠深信員工是公司最重要資產，透過廠內外教育訓練增進員工技能、建

立工作環境安全衛生之觀念，並建立完善的員工升等、晉調辦法等制度，配

合儲備幹部教育訓練課程，讓員工不分男女，皆能透過公平的制度，與公司

共同成長。

1.	關於員工福利 :	提供勞、健、團體保險、勞退金提撥、三節禮金 / 禮品、年	

				終獎金，並設立結婚補助金、喪葬補助金、子女教育獎助金、喬遷補助金，

				舉辦員工旅遊及補助、健康檢查；福利設施方面，提供員工宿舍、停車場、

				餐飲、圖書室、外籍員工網路電腦設施。在台南廠區舉辦聖誕節及潑水節晚

				會，不論本籍或外籍員工皆可在工作與休閒中取得生活的平衡。(對應 LA2)

2.	關於員工育嬰假 :	2011-	2013 申請人數有 12人，恢復工作率為 71.43%，留任

				工作超過 12個月的留存率 28.57%，比率還在累積增加中。(對應 LA3)

3.	關於身心障礙人員僱用 :	台灣廠身心障礙人士僱用比例 (1.4%) 超過法規之

				比例 (1.0%)，我們的目標是 2%的身心障礙人士僱用比例。

◎	國內外員工旅遊和親子烤肉聯誼活動

			福委會為促進勞資和諧、增進員工向心力、提昇員工士氣共創宏遠佳績，定期	

於每年舉辦國內外員工旅遊、員工親子烤肉聯誼活動，增進同仁間情感交流。

◎	宏遠生態登山社團

				2012-2013 舉辦之登山活動場次與人次如下：

				2012 年，合計 7場，計有約 280 人次（員工與家眷）參加；2013 年（至	

				6 月底），合計 5場，計有約 200 人次（員工與家眷）參加。

性別

廠區

國籍
廠區

2012 年北越雙龍灣五日遊 2012 年員工國內二日遊

宏遠登山社登上台灣
合歡山主峰 341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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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羽球社團

				2012-2013 年，參加賽事或聯誼賽等次數：

				2012 年，合計 3場；2013 年（6月底止），合計 5場。

◎	宏遠慢速壘球社團

				2012-2013 年，參加賽事或聯誼賽等次數：

				2012 年，合計 9場；2013 年（6月底止），合計 6場。

3.5.4	勞資關係

願景 :	多元化的溝通管道，提升勞資合作、客戶滿意度，共創三贏局面

1.	建立共識與目標 :	宏遠以『有樂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客戶、創造出得意的

				企業』為目標，利用月會及晨會時間，傳達內部訊息，亦出版宏遠人月刊，

				做為公司與員工意見的交流管道。(對應 LA16)

2.	有關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權利的保障 : 宏遠企業工會為一獨立運作員工組

				織，為員工發聲，表達員工的想法，且積極參與全國性總工會之活動，充分

				展現員工之結社權與協商權，是勞資和諧的重要推手。(對應 LA4、HR4)

				工會與員工福利委員會，電話 :	(06-578-2561~9，轉 371)

3.	員工申訴管道與處理 :	宏遠員工申訴專線 (06-5786200) 及員工意見箱，由

				人力資源處負責。申訴案件以專案處理，並製成報告，目前累計成案並結案

				之案件為 3件；人力資源處定期舉辦「員工滿意度調查」，積極了解員工心

				聲，分析各項問題點，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對應 LA12、HR12)

4.	定期舉辦勞資會議 : 宏遠勞資雙方依據勞資會議實施辦法，勞方由工會代表

				大會選出任期三年之勞工代表六人，與資方指派任期三年之資方代表六人，

				於每季舉辦勞資會議，針對勞工動態、生產計畫及業務概況，討論關於勞動

				條件、勞工福利籌劃，提升工作效率等事項，另就工作環境、生產問題及工

				作場所之安全等事項，提出有利生產效率之建議。

3.5.5	員工訓練與發展
			 	願景：由「誠信、團隊、堅持、創新」核心價值出發，提升員工競爭力，

達成創新、永續願景。

			 	教育訓練三大目標：1. 全員自主學習之企業文化。2. 以最有效資源利用方

式，培育人才競爭力。3. 結合宏遠永續經營模式，培育生態創新相關人才，為

生態創新型企業之標竿。

				為達成教育訓練三大目標，人

力資源處專責專人推動教育訓練課

程，負責統籌全廠年度教育課程規

劃、策略及評核制度，辦理新進員

工教育訓練、儲備幹部培訓及各類

專案課程，推展至各部門從點→線

→面的方式落實廠區教育訓練，再

以系統整合管理及連結績效評核，

做最有效率的管理。

					2012 年度台灣廠共舉辦教育訓練 27,676 小時、中國廠 9,252 小時、泰國

廠 4,521 小時。另外，台灣廠參與 2013 年政府「充電起飛計畫」，獲得肯定

及經費補助。(對應 LA9)

	 	 	 	除了與專業技能相關之課程外，宏遠也舉辦多元化訓練課程，包含看電影

學管理、英日語學習、舒壓課程、自然生態 /記錄片專案課程等等，使員工身、

心、靈得以均衡發展。

主辦在地社區 (山上區 )敦親睦鄰羽球錦標賽

2013 年宏遠壘球社參加 2013 安南區州
北盃友誼賽

2013 年宏遠壘球社參加 2013 遠東集團
聯誼賽

染整廠精實課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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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三廠教育訓練時數
總訓練時數
(小時 )

員工人數
(2012	年度 )

每人訓練平均時數
(小時 )

台灣廠 27,676 1,926 14.4

中國廠 9,252 693 13.4

泰國廠 4,521 411 11

	 員工教育訓練課程及對象
對象		 新進員工 全體員工	 特定人員

教育訓
練課程

 •新進員工環境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
•新進員工 SA8000 企
			業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消防安全教育訓練
 •單位作業流程&技術
			教育訓練

 •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消防安全教育訓練&防
			災演習
 •單位內部技能提升教育訓
			練 ( 單位內部教育訓練 )
 •提升外語能力專案課程
 •提升管理技巧專案課程
 •自然生態相關課程
 •企業社會責任教育課程
 •溝通技巧提升課程
 •紓壓課程

 •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演練
 •急救人員訓練
 •儲備幹部教育培訓課
			程

			 	我們以訓練三大目標前進，將訓練資源做最有效的利用，提供多元的學習

管道，使學習不受時間、空間的束縛，提高員工競爭力；未來，我們將結合

ESM，讓企業文化及理念更深入落實到所有的員工，以及推展至員工眷屬加入

宏遠之訓練課程，與公司一同成長。

3.5.6	與員工共享
			 	我們重視外籍員工的重要節慶與信仰，台灣員工也非常樂意一同分享外籍

員工的祝福和喜悅。

成衣教育訓練課程

台灣黑態保育協會專題演講，
“那些台灣黑熊教我的事＂ 葉清來總經理於 2013	年宏遠願景會議致詞

2013 年泰國潑水節的晚會，
泰國傳統舞蹈演出

2012年聖誕晚會，重視外籍同仁信仰，
邀請天主教神父一起祈福祝禱

外籍員工與本國籍員工同樂

使命必達，堅強優秀的宏遠人服務
團隊，於 2013	年願景會議合影

邀請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為
2013	願景會議主講

邀請公司同仁，擔任願景會議“幸福
台灣EverSmile	素人模特兒走秀＂

項目
廠區



3332

4.2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核心與實踐
      我們圖示宏遠永續經營模式持續和精進的作法，讓利害關係者了解宏遠推

動永續經營各面向的重點和行動方案。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SM 核心與實

踐圖如下 :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SM)

◆原則指標：

1. 三重盈餘

2. 創新永續

3. 共創共享價值

4. 7R 修練

經濟永續 (一)：資源生產力
˙高度具環保節能性能的 
    設施
˙源頭管理 MIPS 
˙五倍數
˙清潔生產
˙減少生產成本和廢棄物
˙征服複雜度
˙廢棄物 upcycle，向上
       循環與資源化

經濟永續 (二)：以產品為
基礎的創新永續解決方案
˙高科技永續創新產品回
       應顧客特殊需求
˙Fashion x Function=Fusion
       產品及顧問型製造業
˙多樣化中度科技永續產
       品以滿足消費者的喜好
˙產品生命週期分析機制

社會永續：創造共享價值
˙具有使命感和生產力的
       長期員工
˙樂於分享，企業是社會
        向上和向善的關鍵
˙關懷弱勢
˙強化地方產業群聚
˙重新定義價值鏈生產力

˙嚴格的瑞士 
      bluesign 紡織品最
        高環保認證
˙綠色工廠
˙NIKE 材質永續指 
       數
˙永續成衣聯盟指標
˙HIGG Index  1.0
˙綠建材標章 ( 環
        保煤磚 ) 

˙產品認證
˙Detox 去毒 - 有毒物質檢測
˙產品生命週期 (LCA)
    專案，PAS 2050 碳足
    跡認證、ISO 14064 溫
    室氣體減量認證
˙台灣綠色典範產品獎
˙台南市政府低碳綠能
     企業獎
˙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
     源傑出獎

˙SA8000 認證
˙觀光工廠認證
˙MIT 認證
˙社會企業公約
  基金會

˙提高能源效能
 ‧定義和執行具成效和能源效率
　　的專案
        ‧全廠停開冷氣機
˙善用水資源
˙廢棄物減量
˙綠色 IT ( 虛擬主機 )
˙排放物的管理
˙資源再利用 : 環保煤磚
˙征服複雜度
 ‧簡化流程使生產流暢
 ‧簡化素材、統合採購
       ‧模組化設計與快速生產原則

˙高科技永續產品
˙中度科技與產品
 ‧降低產品生產成本  
      ( 在地素材和生產 )
˙友善生態的材料
       ‧生物基 PU 膜
 ‧生物基紗線
˙使用回收材質
˙不使用溶劑
 ‧採用環保水性 PU
˙低碳產品

˙創立“社會型營利事業 - 幸福台灣
      EverSmile 創造在地幸福經濟。
˙優質平價的創新永續商品研發
˙持續改善廠區與員工工作環境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綠生活生態社區
˙參與 NGO、NPO、ESM 志工團在地參與
˙南台灣節能巡邏隊
˙中央暨地方政府、法人單位的夥伴合作

第三方認證
與外部溝通

第 一 層
核 心 哲 學

第 二 層
關 注 重 點

第 三 層
專案和行動計畫

生態環境永續 ：

生物多樣性、向大自然

學習

˙綠色工廠標章
 ‧鑽石級綠建築
 ‧清潔生產
˙生態社區認證
˙CSR 永續經營報
     告書

˙綠色工廠
 ̇ 觀光工廠 : 節能減碳、產業轉
        型、環境教育
 ̇ 成立自然農莊，推動自然農法
 ̇ 贊助並參加國內外各種生態保
        育聯盟 ( 協會 )
 ̇ 企業永續經營報告

4.1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荷包蛋」模型
      可藉由以下「荷包蛋」模型，說明我們所追求的經濟、社會與環境三面向

的永續，它是一種「包含」的階層關係。

4.0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ESM)

永續經營標誌 (Sustainability Identity)
     宏遠致力開發對人類及生態無害的紡織品，
以減少環境衝擊、尊重人權、創造健康永續的社
會環境，期許成為生態企業的領導者。宏遠以
Sustainability 設計圖樣作為宏遠永續行動的視覺
標誌，實踐「節能、環保、愛地球」。藍、綠色
是藍天與綠草、金黃色是陽光照耀的土地，圓形
代表我們居住的地球，白色波浪代表不斷向前邁
進的精神，象徵宏遠是一個重視環境、愛護地球
並永續經營的生態企業領導者。

•經濟面：企業價值有機成長

•社會面：與利害關係人共創共享價值，取之社會，亦應回饋社會。

•環境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關係，從而達到 『天人合一』的至境，

                與萬物性靈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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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要宏遠持續精進的行動：（截至 2013	年 8	月資料）
項目 行動

節電

善用變頻器控制馬達轉速達到節電
資訊室主機房停開冷氣及伺服器虛擬化
更換節能燈具	LED
節能無刷馬達取代交流馬達
噴氣織布空壓節電
噴水織布節電，降低織機馬達耗電

節水 善用水平衡系統分析使各項用水合理化

節氣
空壓機系統節能

假撚機系統節能，提升生產效率及降低空氣損失

節熱

鍋爐供給系統節能
定型機系統節能
染色機系統節能
全廠熱能交換系統效益管理

				 	為精進系統性思考和管理，以達到五倍數之效，2013	年宏遠作系統性盤

點，落實 MIPS 概念和應用適當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以專案和機

台改善來持續節能減耗，並建置具跨部門整合與系統性管理模式與作法，以落

實到生產單位和人員。以下圖示具宏遠特色的節能技術平台：

4.3	環境會計
					 	宏遠自推動 ESM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以來，為控制營運成本和對環境的影

響成本，設定對應營業成本和績效的四大效益指標 (KPI)，包含水資源、煤、用

電量及廢棄物產出，進行每週監控，以提升資源生產力及永續環境相關績效。	

			 	 	 	我們自 2010 年起，設立環境管理專責單位及人員來維護環境，並導入環

境會計制度原則，將環保相關資訊充份揭露。我們將環境活動分為七大類，並

針對投資支出與經常支出新增辨識碼，確實將污染防治、全球性環境及資源

再利用的成本，在營運成本中顯現。2010 年度環境支出為 16,735,100 元；

2011年度環境支出為16,691,400 元；2012年度環境支出為41,162,100 元。

4.4	國際紡織產業的供應商管理趨勢
4.4.1	前言
				 	 	由於利害關係者的監督，紡織業界的服飾品牌商、通路商，以及其供應

鏈，除被期待履行企業社會責任之外，同時必須對重要的議題“去毒＂、“廢

水處理＂和“化學藥品規範和使用＂提出具體行動。儘管多數品牌商和通路

商表達對此議題的關注，然而根據國際環保組織綠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調查指出，許多品牌商和供應鏈的問題，就是未能承諾去毒，

也缺少落實的決斷力。因此，綠色和平組織要求品牌商簽署在 2020	年前去毒

的承諾。

				 	 	因此，會員含括全球重要運動、時尚、戶外的品牌商及通路商的永續成衣

聯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nation，簡稱SAC)和戶外產業協會(Our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簡稱 OIA)，為促進品牌商與供應商的自我管理，自

2012 年起也持續與會員及會員之供應商，展開密集的對話，如進行 HIGG	

Index	1.0 自評與工作坊。其中	HIGG	Index	1.0 是由 OIA、NIKE	MSI	 與

GSCP 幾項重要指標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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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品牌客戶最佳的生態創新商業夥伴
			 	 	由於宏遠的主要和多數客戶為 OIA 與 SAC 的成員，在面對國際的趨勢和

議題，宏遠也積極提出作法，提供兼具生態環保且無毒的產品和服務，讓客

戶放心，是宏遠的責任。以下以圖表說明宏遠的因應。
項目 宏遠之回應

bluesign® 	  standard 認證 自 2007	年加入，並配合持續性的查核和更新。

NIKE	MSI 自評 配合執行，並推動精實管理

HIGG	Index	1.0 自評 台灣廠、中國上海廠已配合進行

PUMA生態指標調查
台灣廠獲政府的綠色工廠認證，並得到生態社區的銀
級；在本次生態指標的調查有配合的基礎。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推動時尚品牌“Detox”去毒宣言

購買檢測儀器 Matrix，主動分析檢測化學物質。強化
並精進廢水處理的源頭管理。

Carbon	Trust，LCA 產品生
命週期評估與碳足跡盤查

主要產品進行產品碳足跡驗證 (PAS	2050:2011) 與溫
室氣體減量驗證 (ISO/CNS	14064-1:2006	)

◎	關於 bluesign ® 標準與HIGG	Index1.0 自評
							宏遠於2007年成為瑞士bluesign® 系統合作夥伴，經五大標準嚴格評核，

獲得認證，之後擴及至海外廠。目前宏遠全球三廠及其全系列產品均通過

bluesign ® 認證，台灣廠同時是亞洲第一家塗布貼合產品獲 bluesign ® 認證的

紡織業者。bluesign® 標準是國際知名嚴格環保標準，為全球許多紡織供應鏈

廠商所採用，是一套對紡織產業的環境、健康與安全的全面性管理，顯示宏

遠具備產業競爭力，和有效管理節能減廢的能力。bluesign ® 認證五項指標與

HIGG	Index	1.0 自評七大項目簡述如下 :

			 	 	 	以上兩者並不違背，而是相輔相成的。宏遠目前所推動的永續經營模式系

統的方向與其一致。在 bluesign  ® 驗證的部份，我們密切配合並維持年度查核

驗證以及證照換發；在 HIGG	Index	1.0 的部分，在 2013 年 3 月份，宏遠台

灣廠進行第一次的自評，獲得 91 分。其在精細度上尚須加強，在資訊對照和

作法上，可再更新最新做法和數據。我們希望藉此，持續強化了宏遠永續的體

質和精進行動。

4.5	資源生產力與MIPS

“直到今天，仍有約 90% 取自自然的物質，未被使用在最後產出的產品中。”

“傳統的環保技術已是不足的，未來的技術要能保護和停止自然 ( 生態 ) 環境

破壞，因為沒有自然環境，人類將無法生存。”

	 						-Friedrich	Schmidt-Bleek:	《十倍速》、《資源生產力的 7	個步驟	》-

◎落實源頭管理，強化資源生產力
				 	 	MIPS 意指每單位服務或產出所投入的物質總量 (MIPS,	Material	Input	

Per	Unit	of	Service)。根據 Friedrich	Schmidt-Bleek 長期研究所指出的以上

實情，作為能資源最大使用者的企業，我們必須採取行動去回應。

				 	 	對資源生產力的關注，宏遠興業總經理暨宏遠永續經營辦公室執行長葉清

來先生，受資源生產力和四倍數的啟示，在宏遠的永續經營模式與 ESM 行動

計畫中落實，並在國內外許多場合積極推薦MIPS	的概念給紡織同業與異業。

				 	 	MIPS 是一種源頭管理的模式，跳脫管末處理的廢棄物處理和巨額開銷。

宏遠人善於在源頭就重新思考、重新設計產品和流程，研究如何去做到“去物

質化”。透過去物質化，我們期能省下 90% 的原物料和資源使用，亦即達成

十倍數之效。比如，宏遠關掉了冷卻空調系統後，節省了大約90%的空調電力。

這也是宏遠在 2012 年綠色工廠認證時，在綠建築的舊建築改善項目，宏遠織

布一廠能獲得鑽石級綠建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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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MIPS：宏遠以 7R修練執行源頭管理

	 考量「產品生命週期」的概念和方法，宏遠採用7R：重新思考、重新設計、

減量、重覆使用、修復、( 回收 ) 再生和生態復原，建構產品和服務的基礎，把

重點放在源頭管理，亦即去物質化；其次才是末端管理，亦即管末廢棄物處理。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7R

•採取節能減碳、愛護環境和地球的行動

•承諾經濟、環境和社會永續的三重盈餘

•期許成為生態型企業的領導者

4.6	重要永續經營指標的數據與蒐集
4.6.1	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的共生系統與關鍵KPI

			 	 	 	根據上圖紡織產業的特性，宏遠列出改善的關鍵 KPI，我們以「碳排放

carbon」、「化學品 chemical」、「廢水 waste	water」	和「廢棄物 waste」

為四項關鍵	KPI，去評估改善原料投入與生產製程。我們的目標是宏遠全球三

廠在 2020 年達成零排放。

						參照丹麥凱倫堡生態工業園 (Kalundborg	Eco-Industrial	Park) 的思維，

宏遠建構了具系統性的生態工業園區，致力落實從搖籃到搖籃、廢棄物變黃金

( 廢棄物等於食物 ) 等概念，upcycle 向上循環廢棄物，以強化資源生善力與效

能、降低管末處理費用，並達到廢棄物回收和資源化。以適當科技整合系統性

思維和作法，有效處理廠區間的廢棄物或下腳、熱回收暨循環使用與廢水處理

和回收，降低對能資源的浪費，並達有效降低成本。

4.6.2 宏遠 CSR永續經營數據
				 	 	在本節，我們以 HIGG	Index1.0 的邏輯，匯整並描述宏遠 CSR 永續經營

數據。HIGG	Index	1.0 的指標有 7 項，分別為 :	1. 環境管理系統 ;	2. 能源使

用與溫室氣體排放	;	3. 水資源使用 ;	4. 廢水排放和管理 ;	5. 氣體排放 ;	6. 廢棄

物管理；7. 有毒物質管控與污染防治。在今年度的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一一陳

述對應作法。

經濟
環境

社會

7R 修練

搖籃到搖籃(廢棄物=食物) 尊重人權/幸福企業

生態設計/藍色製程/綠色產品

重新思考

重新設計
產品或流程

減量 重複使用
修復

再生

生態復原

生態

公平/公正/關懷

誠信．創新．環保的生態企業

Recycle

RecoveryRethink

Redesign
Reduce Reuse

Repair

•重新思考
•重新設計產品或流程

預防式源頭規劃管理 :
去物質化

•減量
•重複使用
•修復
•再生
•生態復原

治療式 :
管末處理

圖示一般紡織廠生產所需投入能資源，及產出產品與衍生之廢棄物、廢水、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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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管理系統 :

詳參本書，2.5	宏遠第三方認證、3.4、3.5	風險管理及宏遠職安衛政策之說明。

2.	能源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 :

				◎	能源使用概況

				A.	台灣廠 :

(1)	能源結構

年份
電力

(仟度 )
煤 ( 噸 )

* 加 RDF、木材
全廠性瓦斯使用

柴油
(公升 )

燃料油 ( 重油 )
( 公秉 )

2008 152,664 23,903 664,640 81,000 5,912
2009 152,506 37,072 601,240 94,000 1,155
2010 158,489 40,983 602,660 115,620 513
2011 165,662 39,415 718,440 121,300 386
2012 155,597 34,730 704,434 121,200 307
2013

1/1-6/30
66,816 15,525 360,480 53,700 238

* 註 :2013 年報告書電力用量，以電費單為依據來源

(2)	外購電力用量 (單位 :kwh)

2011	年度 2012 年度
2013 年度
( 至 6/30)

加工紗廠 76,601,588 74,513,164 31,604,008

織布廠 47,105,087 44,432,497 17,779,032

染整廠 22,728,206 20,097,563 8,774,945

其他用途
(公用部、其它非製
程使用、民生用途等 )

14,407,031 13,923,682 6,531,989

全廠使用總量 160,841,912 152,966,906 64,689,974

(3)	蒸氣用量

2011	年度 2012 年度
2013	年度
( 至 6/30)

加工紗廠 無 無 無

織布廠 25,382 20,111 8,830

染整廠 170,455 135,722 58,394

其他用途 10,524 8,416 3,628

全廠使用總量 206,361 164,249 70,852

* 註：來源為燃煤鍋爐產生蒸氣以提供熱能

				B.	中國廠 :

年份
電力

(仟度 )
燃料油 (重油 )
(1000	公升 )

柴油
(1000	公升 )

水煤漿
(1000	公升 )

熱媒用水煤漿
(1000	公升 )

2011 19,646 N/A N/A 5,920.46 4,749.08

2012 18,392 N/A N/A 6,183.74 4,325.44

2013
1/1-6/30

9,912 N/A N/A 3,117.45 2,193.72

				C.	泰國廠 :

年份
電力

(仟度 )
煤

( 噸 )

廚房及汽車使用
之液化石油氣
(LPG)( 公斤 )

汽油
(1000	公

升 )

柴油
(1000	公

升 )

木柴
( 噸 )

2011 15,805 12,423 1,320 7.85 29.5 2,972

2012 14,960 11,930 1,075 8.95 22.9 65

2013
1/1-6/30

6,577 5,976 604 2.89 11.1 33

				D.	台北營業處 :

年度 度數 合計費用

2011	年 167,480	度 698,093 元

2012	年 165,480	度 729,984	元

2013	年
1-6	月

79,120	度 339,425	元

◎	溫室氣體排放 :
	 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趨勢和規範，根據台灣政府最新法規的第二波

重大排碳量產業，要求溫室氣體登錄和減量，紡織產業也名列其中。由自願

性申報，自 2014 年起納入強制性申報。宏遠於 2011 年配合參加「經濟部

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減量計劃」，並在該年度經 D Ｎ V 公司驗證，取得 ISO	

14064-1:2006。預期 2011 至 2015 年，每年可降低 2% 以上 CO2e 的排放，

約 3,992	公噸 CO2e 排放。為協助客戶加值和尋求改善熱點 (hot	spots)，台

灣廠 2013 年度進行溫室氣體減量與盤查的認證 ( 產品碳足跡驗證 PAS	2050:	

2011	與溫室氣體減量與盤查驗證 ISO/CNS	14064-1:2006)，由 BSI 英國標準

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ititution) 來廠驗證。本項內容將在經濟面章節進

一步說明。預計 2013 年 9 月底取得證書，並同步公佈於官網。以下為宏遠全

球三廠 (含台北辦事處 )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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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 年份
直接排放
Scope	1

( 公噸 CO2e)

佔總排
放量比例

間接排放
Scope	2

( 公噸 CO2e)

佔總排
放量比例

總量
(公噸 CO2e)

台北
辨事處

2010 0.00 0.0% 111.83 100.0% 111.83

2011 0.00 0.0% 102.50 100.0% 102.50

2012 0.00 0.0% 88.04 100.0% 88.04

台灣

2010 121024.05 54.6% 100798.93 45.4% 221822.98

2011 89490.49 46.9% 101385.39 53.1% 190875.88

2012 92762.07 52.8% 82777.50 47.2% 175539.57

中國

2010 25277.32 65.0% 13637.47 35.0% 38914.79

2011 7152.26 37.3% 12023.37 62.7% 19175.63

2012 6432.70 39.7% 9784.54 60.3% 16217.24

泰國

2010 35435.05 77.4% 10346.78 22.6% 45781.832

2011 33659.34 77.7% 9672.66 22.3% 43332.00

2012 30616.29 79.4% 7958.72 20.6% 38575.01

* 註 : 以上數據為年度性數據

3.	水資源管理

				◎	用水量分析

				A.	台灣廠

年度
自來水

(1000m3)
地下水

(1000m3)

其它
( 織布回收水 )
(1000m3)

總量
(1000m3)

承受水體

2011 165,952 2,201,822 305,050 2,672,824

鹽水溪
2012 154,059 1,781,795 337,068 2,272,922

2013
1/1-6/30

74,914 791,818 159,298 1,026,030

				B.	中國廠

年度
自來水

(1000m3)
地下水

(1000m3)

其它 ( 織布回
收水 )

(1000m3)

總量
(1000m3)

承受水體

2011 730.63 N/A 362.014 1,092.644

2012 598.73 N/A 354.228 952.958

2013
1/1-6/30

368.11 N/A 221.997 590.107 * 註

* 註 : 自 2013	年起規定，廢水處理降至COD	≤	200mg/L	後，直接納管排放到政府污
								水處理廠做最終處理，處理後直接排入深海。

				C.	泰國廠

年度
自來水

(1000m3)
地下水

(1000m3)

其它
( 織布回收水 )
(1000m3)

總量
(1000m3)

承受水體

2011 N/A 574.9 N/A 574.9

湄公河
2012 N/A 506.5 N/A 506.5

2013
1/1-6/30

N/A 272.3 N/A 272.3

4.	廢水排放和管理

	 化學需氧量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反映了水中受還原性

物質污染的程度，該指標也作為有機物相對含量的綜合指標之一，數值愈大，

表示受有機物污染愈嚴重。宏遠興業全球三廠建置完整的廢水處理廠簡介和作

法，請詳閱 2010 年、2011 年永續經營報告書。

				A.	台灣廠 :

年度
排放水量
(噸 )

回收水量
(噸 )

放流水 COD
平均濃度
(mg/l)

COD	排放標準
(mg/l)

2008 2,408,250 280,771 113

160	以下

2009 2,446,060 274,684 103

2010 2,515,751 322,233 102

2011 2,112,309 305,050 101

2012 1,887,501 337,068 96

2013
1/1-6/30

869,565 159,298 87

				B.	中國廠 :

年度
排放水量
(噸 )

回收水量
(噸 )

放流水 COD
平均濃度
(mg/l)

COD	排放標準
(mg/l)

2008 769,071 516,394 82
100	以下

2009 782,816 305,566 78

2010 764,694 367,451 386
500	以下

2011 621,035 362,014 230

2012 508,921 354,228 152

200	以下2013
1/1-6/30

312,894 221,997 178

* 註 1：中國廠遵循中國廢水排放標準，由原本已完全處理完的廢水直接排入深海，規定改為經初級	
												處理後納管排入市政府污水處理中心，因此將COD由 100	mg/L	提高到 COD	500	mg/L，
												並將排水費由人民幣 0.45 元 / 噸提高到人民幣 1.6 元 / 噸。
		註 2：自 2013 年起規定，廢水處理降至 COD	≤	200mg/L 後，直接納管排放到政府污水處理廠做
											最終處理，處理後直接排入深海。
		註 3：2010 年 4月排放水標準 COD	500 以下，2013 年標準再次調整為 COD	200 以下上海廠排
											水費用繳納，仍依政府規定排水量按購買自來水量之 85%計算公式為，購買自來水量
											(T)×85%×1.6RM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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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泰國廠 :

年度
排放水量
(噸 )

回收水量
(噸 )

放流水 COD
平均濃度
(mg/l)

COD	排放標準
(mg/l)

2008 769,071 516,394 290

400	以下

2009 782,816 305,566 299

2010 764,694 367,451 208

2011 322,036 182,162 197(* 註 )

2012 326,301 300,232 191

2013
1/1-6/30

168,147 137,421 156

* 註：2011 年須遵循泰國標準，同時為因應NIKE要求水準，2012 年已降至 COD	200 以下。

◎	台灣廠 ( 染整廠 )歷年來水布比	(T/T)

				水布比 (T/T) 定義：每噸 (Ton) 布的用水噸數 (Tons)

5.	氣體排放

◎	廢氣排放 :	台灣廠
廢氣 2011 年（頓） 廢氣組成比例 2012 年（頓） 廢氣組成比例

粒狀物 169.851 56.0% 192.064 64.3%

Sox 71.047 23.4% 59.298 19.8%

Nox 48.52 16.0% 40.843 13.7%

Vocs 13.814 4.6% 6.719 2.2%

合計 303.232 100.0	% 298.924 100.0	%

* 註 :	以上數據報告，須配合法規呈報台南市環保局、環保署，並配合抽查。( 兩年一次 )

6.	廢棄物管理

Upcycle（向上循環再利用）：廢棄物管理與資源再利用

	 為了逐步達成2020零廢棄的目標，我們以7	R原則進行垃圾分類、減量、

向上循環再利用。包含自2013年起，推動台灣廠內塑膠袋回收交付廠商再利用，

也有陸續可觀的成效。從源頭管理，可以有系統性的達到零廢棄的目標，並同時

達到成本節省、節能省耗的效益，我們以搖籃到搖籃、廢棄物等於食物的概念推

動廢棄物再利用，宏遠已達92.9%，為企業標竿。以下是我們台灣廠的績效說明：

◎	宏遠台灣廠的廢棄物量與處理方式：
廢棄物 單位 2011	年 比例 2012	年 比例 用途或處理 方式

一般垃圾 噸 172.08 2.2% 168.86 2.1%
自行處理 - 廢熱回收 -

烘乾污泥
再利用

廢紗廢布 噸 393.84 5.1% 463.26 5.9%
自行處理 - 廢熱回收 -

烘乾污泥
再利用

83.5%含
水率濕污泥

噸 3817.30 49.3% 3860.70 49.0%
自行處理 - 廢熱回收 -

烘乾污泥
再利用

烘乾後污泥 噸 1851.80 2239.18
委託清運 - 掩埋 -

大倉掩埋場
再利用

底渣 噸 135.38 1.7% 155.13 2.0%
委託清運 - 掩埋 -

大倉掩埋場
掩埋

飛灰 噸 29.44 0.4% 112.14 1.4%
委託清運 - 掩埋 -

大倉掩埋場
掩埋

爐渣 噸 234.32 3.0% 295.30 3.7%
委託清運 - 再利用 -

閎詮混凝土廠
掩埋

煤灰 噸 435.33 5.6% 989.78 12.6%
委託清運 - 再利用 -

閎詮混凝土廠
再利用

煤渣 噸 2435.32 31.4% 1750.00 22.2%
自行處理 - 製磚 -

環保磚出售
再利用

廢塑膠桶 噸 94.21 1.2% 82.15 1.0%
委託清運 - 洗淨 -
再利用 - 九九峰

再利用

合計 7747.22 100.0% 7877.32 100.0%

再利用 ％ 94.8% 92.9%

掩埋 ％ 5.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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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設有中、英、泰文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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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廢棄物再利用之節省效益

項目
2011	年 2012 年

再利用方式
重量 (噸 )

所節省清
運費用 (元 )

重量 ( 噸 )
所節省清

運費用 (元 )

一般垃圾 172 475,285 169 466,391
自行處理產生熱
能回收用以烘乾

濕污泥

廢紗廢布 394 1,087,786 463 1,279,524
自行處理產生熱
能回收用以烘乾

濕污泥

83.5%
濕污泥

3,817 20,993,500 3,860 21,230,000

將自行處理產生
的熱能烘乾

濕污泥後當鍋爐
輔助燃料

煤渣 943 943,000 1,750 1,750,000 自行處理 - 製磚

總計 5,326 23,499,571 6242 24,725,915

台灣廠廢棄物再利用之節省效益和收入

項目
2011	年 2012	年

再利用方式
重量 (噸 ) 收入金額(元) 重量 ( 噸 ) 收入金額(元)

環保磚 3,340,000 3,900,000 環保磚出售

餘紗底 370 647,417 448 7,133,640
自行加工抽紗製
成束紗，售予製
繩工廠作為原料

下腳品回收 2,720 8,701,110 2,908 9,084,224
賣給資源

回收商再利用

總計 3,090 12,688,527 3,356 20,117,864

7.	有毒物質管控與污染防治

◎	設備與機台投資

　　考慮化學藥品管理和減量，我們投資 DMF 回收系統和蒸餾塔。透過集中塗

佈貼合過程的廢氣，我們收集DMF，並加以回收再生 (recycle)，同時減少製程

中DMF危害人員健康。我們總共投資 110 萬美元，DMF的回收效益達到 90%。

◎	源頭管理

　　在化學品管理的部分，宏遠成立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主要成員含括生產、

尖端技術研發與採購單位，共同討論具體作法。宏遠透過全球三廠(台灣、中國、

泰國 ) 染料和助劑統購，選擇效果較佳之試劑來進行小量試驗，可以降低廠內複

雜度並減少染料和助劑種類。盤點並整合品項，減少複雜度，可更集中管理供應

商和議價空間，並確保化學品來源和品質。

				 	在提升 ESM 改善計畫中，染整廠逐步採用節能節水節省染助劑與藥劑的染

色機台，以提高資源生產力並落實精實管理。在這部分也降低資源使用量。在宏

遠跨部門的水平衡工作團隊，結合尖端技術部門與染整廠人員，建立源頭管理和

監測，這是一項必須持續性的努力。同時，宏遠也選擇由生物質所組成的助劑，

可以自行降解，增加 COD 處理效率，同時達到生態及經濟效益。目前具體的成

果，可從廢水處理廠的生物效率提高及 COD下降佐證。

◎	落實現場職安管理 :

					由於宏遠的員工含括本國籍、菲律賓籍與泰國籍，因此我們設有三種語言的

毒物質管理表和危險告示，建立使用現場的有毒物質管控、源頭管理、職安訓練

及防護演習。並透過統合採購經 bluesign® 認證之染助劑與化學用品，除可降低

成本，更可為製程安全及消費者健康把關。

投資 110 萬美元

塗佈貼合製程與產品通過bluesign 認證
DMF回收系統→成效:回收達90%

R

DMF蒸餾塔

化學品管理 : 危害標示 染整廠染料秤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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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專案精采案例分享 >

廢水處理的改善與精進方案

						為突破既有的廢水處理模式 (可參考 2011 年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 )，在台

灣廠的再造ESM行動方案，我們將水的議題納入持續改善的項目，分述如下。

•專案啟動原由：

						由於紡織產品所需機能性逐漸增加，染料與染助劑更新頻率也日新月異，有

鑑於全世界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意識日見抬頭，為推動水資源之有效利用，促進

全體人類永續經營，降低環境負荷，因此，必須提升原料使用效率並降低污染

排放，為此，需以最佳可行性技術達成污染減量、節能減碳、促進水資源與廢

棄物循環再利用、維護環境等，而以重新思考 (Rethink)、重新設計產品或流程

(Redesign)、減量(Reduce)、重複使用(Reuse)、修復(Repair)、再生(Recycle)、

生態復原 (Recovery) 等 7R	修練為核心，進一步達成經濟面、社會面與環境面

均衡發展。

•我們的目標：提高生物處理效能，全面採取生物系統處理廢水，達到零化學處理。

•作法：

(一 )	污染端源頭管理

1. 無機物減量 : 在熱煤 / 蒸氣鍋爐與焚化爐的廢水排放口，設置沉澱、過濾池來

達到無機物減量的目的。從降低無機物進入廢水廠生物處理系統，減少無機物對

微生物生長與活性的影響，進而提高活性污泥生物處理效率。其成效如下 :

	 ■熱煤/蒸氣鍋爐：可減少約60%的懸浮固體物(Suspended	solids，SS)排放；

											水中污染度化學需氧量 (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可減少約30%。

 ■焚化爐：有效減少水中的懸浮固體物 (SS) 約 59%；水中污染度化學需氧

											量 (COD) 可減少約 45%。

2. 廢水依特性分類處理 (專管回收 )

						依布種所用漿料分類，固定退漿機台進行退漿，將退漿廢水導入適當處理

系統，進行專管專責的回收處理 ( 壓克力漿料廢水以化學系統處理；PVA 漿

料廢水進入厭氧系統處理)，有效發揮設備最大處理效能，達到廢水分流的目的。

3. 染色助劑取代改善

						為降低污染濃度且提高活性污泥生物處理系統的效能，尋找低污染、對環

境友善且不影響產品品質與效益的藥劑。首先，將針對廠內藥劑污染度與生物

分解效率進行評估，並將此項列入更換藥劑的評估指標，下表為預備替換用藥

劑之測試結果。

藥劑的污染度與生物效率評估
藥劑名稱 污染度 (COD) 生物處理效率

四合一前處理劑 (現用 ) 424,000	mg/L 77%
四合一前處理劑 (預備替換 ) 103,500	mg/L 88%
精練劑	( 現用 ) 2,632,000	mg/L 81%
精練劑 (預備替換 ) 2,008,000	mg/L 85%
清缸劑	( 現用 ) 866,000	mg/L 83%
清缸劑	( 預備替換 ) 220,500	mg/L 78%
螯合分散劑	( 現用 ) 283,500	mg/L 10%
螯合分散劑	( 預備替換 ) 265,500	mg/L 10%
撕裂平滑劑	( 現用 ) 652,500	mg/L 90%
撕裂平滑劑	( 預備替換 ) 554,500	mg/L 87%

4. 現場製程查詢

						利用線上系統 (ERP) 查詢染整產品結構與製程加工流程，了解各種廢水性

質，有利於現場生物系統操作進行調整，維持系統穩定性。

5. 點污染源排放監控 (Point	source	discharge	monitoring)

		 	 	 	各種廢水溫度監控，掌握熱交換機運轉狀況，維持熱交換機效率，有效減

低廢熱排放；利用紅外線光譜儀 (Infrared	Spectroscopy，IR) 觀測各種廢水

有機物結構變化，藉此調整廢水處理條件，提升廢水處理效率。另外，檢視廠

內染整機台與廢水處理相關機台 ( 回收處理設備 ) 運轉狀況，快速處理或通報

有關單位，迅速使機台正常運作，減少藥劑或廢水洩漏，降低藥劑浪費與廢水

廠的處理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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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廢水處理操作條件改善

1.	曝氣設備效能提升

				 	為避免生物處理系統中生物污泥形成壓密沉降，造成生物系統厭氧導致生

物效能降低，因此將會定期清理或汰換沉水式曝氣機，提高生物池內活性污泥

的攪動能力。另外，為提高溶氧量與傳氧效率，增加生物污泥活性，會定期維

護鼓風設備及細氣泡曝氣管之檢視汰換。

•沉水式曝氣機

註：增設與汰換沉水式曝氣機，提升生物曝氣系統傳氧效率與活性污泥攪動，可避免污泥壓	

						密造成生物溶氧不足，影響生物去除效率。

•細氣泡曝氣管

註：因破損細氣泡曝氣管會造成曝氣不均，更新後曝氣氣泡較為細密，可提升傳氧效率，增

						加生物曝氣系統溶氧量，提升生物效能。

增設

更新

2.	生物相多樣化 (Bio-diversity)

		 	 	 	在生物處理系統中添加生物助劑，改變生物菌相、提高生物多樣性以及加

強微生物共代謝效應，進而提高生物活性，提升生物處理效能。
營養源影響 菌相描述

加生物助劑前

絲狀菌生長茂盛因營養源不足
造成細菌胞外物質分泌過度，
無法有效沉降因胞外物質過
多，使水中總菌數下降。

加生物助劑後

增加微生物多樣性，使絲狀菌
減少，水中總菌數增加，原生
動物 (鐘型蟲 )出現，微生物
活性增加，顯示生物相改變當
中。

      

3.	操作流程改變

				 	降低進流濃度，引入低濃度廢水稀釋高濃度廢水，停開其他設備降低動力

損耗，控制生物池內的活性污泥濃度 (MLSS) 及平衡入水濃度進行食微比

(F/M) 的操作控制，提高污染去除效率。

註：將化學處理後之廢水與污泥脫水機排放水導入一期調勻池，不僅可降低一期調勻池 COD濃度，

						減輕活性污泥池入水濃度與處理負荷，提高效能，且可停開高耗能深層曝氣池，減少動力費用。

污泥脫水機

調勻池 化學加藥浮除池

導入

後化學浮除池沉澱池活性污泥池

深層曝氣池

調勻池

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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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測藥劑成本降低

	 自行研發快速檢測的 COD試劑，降低檢測耗用成本，其比較表如下。

HACH	1500	mg/L 宏遠	1500	mg/L

檢驗方式 分光光度計 分光光度計

成本 NT	48	元 / 支 NT	8	元 / 支

耗用量  日耗用量約 70	支

消耗成本
3,360	元 / 天

100,800	元 / 月
1,226,400	元 / 年

560	元 / 天
16,800	元 / 月
204,400	元 / 年

節省成本 2,800 元 / 天、84,000	元 / 月、1,022,000	元 / 年

5.	動力改善

						香港 RESET顧問公司建議安裝變頻器，並於生物槽入水增設重力流管徑，利

用高度差重力引流入水至生物曝氣槽，減少馬達抽水動力，降低廢水處理動力消耗。

( 三 )	綠色技術研發

1. 水資源循環再利用

				 	利用染料特性不同將 Nylon 染色廢水專管回收後，再利用於 Polyester 染

色製程，有效提升用水效率，節省水資源，符合宏遠 ESM 水資源永續再利用

的目標。

　　　　  　 　     　

Nylon	廢水儲存槽 Nylon	廢水輸送設備

重力流配置圖

註：調勻池至生物曝氣槽間配置重力流管
							路，以高程差原理將廢水導入生物曝
							氣槽，降低動力耗能。

變頻器設備圖

註：於鼓風機和抽水馬達設置變頻器，調
						整運轉頻率，降低動力耗能。

2. 生態技術應用

 							因應日新月異的產品結構所產生之廢水，故持續研究新型廢水處理技術，

以利後續應用，促進環境永續經營，創造無毒清淨家園。

(1) 生物絮凝劑 (Bio-flocculant)：利用篩菌技術，自污泥中篩出可分泌生物高

					分子菌種，將其培養純化後使用於現場廢水處理中，有效降低藥劑使用費

					用，減少化學物質進入自然環境。

註 :自行篩菌培養之生物絮凝劑，其絮凝效果與化學絮凝劑效果一樣，均可使水中的膠體微粒絮凝後

						快速沉澱，達到去除水中懸浮微粒之目的，且可降低化學藥劑的使用。

(2) 人工溼地：模擬自然溼地淨化系統，以物理及生物作用處理製程廢水，降	

					低廢水處理能源消耗與藥劑使用。

•成效：廢水廠生物處理系統之生物效率由 72%提升至 83%；每噸水藥劑單

			耗由3.64元 /噸降至1.88元 /噸、藥劑費由18,000元 /天降至11,000元 /天。

			藥劑成本由 2012 年 1月的 55萬降至 2013 年 6月的 25萬。

篩選菌種 生物絮凝劑

培養

A. 空白 ( 未添加 )			B. 化學絮凝劑			C. 生物絮凝劑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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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生物去除率 72-76%時，藥劑處理單耗為 3.64 元 / 噸，當生物處理效率提升至 81-83%時，藥

						劑處理單耗可降至1.88元 /噸，其藥劑處理單耗約降低48%。將持續改善並提升生物處理效率。

註：2012 年 1月至 2013 年 6月廢水處理量平均為 15萬噸 / 月，藥劑費用由 2012 年 1月的 55萬

						元 / 月，降至 2013 年 6月的 25萬元 / 月。

未來努力方向

(一 )	放流水體再利用

1. 未來努力目標 :

　　為有效提升用水效率，節省水資源以及降低能源用量成本，使得工廠成本

降低，以因應未來水資源匱乏及水電價調升的可能性，並維護環境，符合宏遠

ESM水資源永續再利用的目標。未來努力目標是提高水資源回收率為 50%。

2. 擬訂作法 :

　　利用染整廢水經生物處理之沉澱池出水以及化學處理後之放流水，並經由

過濾設備後進行染色製程測試，分別針對尼龍 (Nylon) 的染色製程 ( 染色、皂

洗、固色 )與聚酯纖維 (Polyester) 的染色製程 (染色、還原洗 )進行試驗，

 並以力度、ΔE、牢度進行可行性評估。其整體作法流程如下圖所示。

3. 初步測試成效 :

	 實驗室 Polyester、Nylon 染色，深色系力度及ΔE均符合標準。

	 淺色系則有些未達標準 (如淺藍、黃色、綠色、粉橘等 )。

	 牢度部份，均有達到標準。

	 水質以放流水 +軟水較佳；顏色以深色系 (黑色、深藍或丈青 )較合適。

	 回用後排液的導電度增加，但 COD差異不大，故不影響生物效率。

廢水來
源

測試項目 實驗結果

染色布種 染色顏色 力度及	ΔE
牢度

生物效
率Nylon Polyester 深色系 淺色系 深色系 淺色系

生物出
水

ˇ ˇ ˇ ˇ 偏高 偏高 OK 不影響

生物出水
+軟水

ˇ ˇ ˇ ˇ OK 偏高 OK 不影響

放流水 ˇ ˇ ˇ ˇ OK 偏高 OK 不影響

放流水 +
軟水

ˇ ˇ ˇ ˇ OK 偏高 OK 不影響

( 二 ) 廢水處理技術

1. 生物活性碳：利用活性碳具有廣大的比表面積與吸附特性，以顆粒狀活性碳

				作為擔體提供微生物附著，可以不斷的吸附有機物並持續分解，延長微生物

				處理有機物的停留時間。

2.	纖維過濾系統：以纖維過濾系統改良砂濾設備的缺點（反洗水量大、清洗頻率

				高、需更換濾材、鐵錳無法去除），利用調節纖維束的密度來處理不同性質的廢水。

3. 新型水處理藥劑：以宏遠的廢水測試不同的廢水處理藥劑 (甲殼素、有機混

				凝劑、硫酸鐵、聚合鐵等 )，評估廢水處理最大效益。

4. 薄膜生物反應器 (MBR)：利用薄膜與高濃度生物污泥之特性處理有機廢水，

				可有效處理生物難分解之廢水。

5.高級氧化法：利用氧化劑氧化結構穩定的有機物，將其大分子斷裂成小分子，

				增加好氧曝氣池的生物處理效率。

6. 研發專用生物酵素：針對本廠廢水污染物性質與微生物的分布狀況，加強微

				生物分解作用，增加生物處理系統效能。

染整廢水 調勻池 活性汙泥池 生物沉澱池 化學混凝浮除 放流槽

染色測試 染色測試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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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經濟面

5.1	蛻變中的宏遠
2013	年宏遠新產品發表及效應

				 	 	今年 (2013 年 ) 宏遠以技術平台為基礎，除了強化布料的功能性，更融

合流行時尚的元素，打造 F2(Fashion	x	Function	=	Fusion	=	F2) 融合創新

概念。宏遠與紡拓會於 5 月 21 日

至 23 日在台北紡拓大樓舉辦為期

三天的研討會及新產品說明會，

現場並規劃展示區，以「流行運

動 Fashion	Sports」、「 休 閒 生 活

Life	Style」、「 戶 外 休 旅 Urban	

Outdoor」 及「 都 會 時 尚 Fashion	

City」四大主軸，展現宏遠最新十大

亮點系列的布料，在新產品發表會的

同時，並由公司同仁擔任模特兒身著

自有品牌衣服走秀，這也是以十大亮點產品所製作的「幸福台灣 EverSmile」

服飾。同時在 5 月 21 日與台灣 3M 公司合作發表 C4	環保撥水加工新產品，

宏遠希望透過這樣的合作開發案及研討會，為台灣紡織產業上中下游群聚的凝

聚和合作盡一份心力。

宏遠	2013	年新產品發表會及研討會參加人數統計如下：

日期
報名
人數

實到
人數

現場
報名

參加
人數

報到率
(不含現場報名 )

出席率
(含現場報名 )

5/21 309 人 252 人 33 人 285 人 81.6% 83.3%

5/22 295 人 218 人 60 人 278 人 73.9% 78.3%

5/23 226 人 146 人 52 人 198 人 64.6% 71.2%

累計 參加人次 :	761 人

台灣3M公司安全暨圖識產品事業群葉劉志光總經理(左)
與宏遠興業葉清來總經理(右) 合影

5.2	產品特色
					 	世界各知名品牌商對具時尚感創新產品的需求逐年增加，並力求結合機能

與時尚兼具的轉型，宏遠秉持一貫的經營理念「顧客導向思維」，致力創新研

發，為顧客創造新價值。憑藉著成熟的高機能性產品生產技術、在戶外休閒服

飾市場的經營強項、以及研發與生產時尚布料的基礎，善用「多層次加工」技

術，發展「匯整型產品」。我們整合多重元素 ( 軟體、硬體和服務 )、顧客互

動點及技術，以迎合市場需求的脈動，提供客戶以產品為基礎的生態創新解決

方案。

◎創新永續解決方案

								對於產品研發，我們擁有自主研發的技術與能力，並掌握關鍵配方及原料；

且在核心優勢下，輔以綠色 7R的修練：重新思考 (Rethink)、重新設計產品或

流程 (Redesign)、減量使用 (Reduce)、重複使用 (Reuse)、修復 (Repair)、再

生 (Recycle)、及生態復原 (Recovery)。

			 	 	 	宏遠以征服複雜度原則，聚焦核心市場的強項，並利用「模組化設計」與

「快速化生產」原則來研發新產品，並持續致力於開發生態製程及綠色產品，

以成為領先業界的高科技環保布料專家為目標。我們不僅重視原料採購，更以

「中度科技」開發無毒生產和生態製程，致力於製程的能源最小化和降低污染，

讓消費者因為購買優質的布料，同時擁有平價消費並兼顧環保。

類別 名稱 特色說明

具降低環境負荷之生
態友善製程

• 製程特色：製程簡
				化、降低排碳與減
				少環境衝擊之概念

水性 PU薄膜製程
以「水性 PU製程」取代傳統溶劑型製程，有
效降低環境污染 (降低有害物質VOC	80%)。

無溶劑型濕氣反應
熱融膠	(PUR)

使用「100	%無溶劑型濕氣硬化熱融膠」取
代傳統溶劑型熱融膠，並可直接與空氣中水氣
反應，無需額外能量給予熟成，有效降低排碳
量與環境的毒害。

三合一貼合技術
(3	in	1)

塗佈貼合「一道技術完成」，取代傳統三道技
術流程 (塗佈、分紙、點貼 )，因「製程的大
幅簡化」，降低能源消耗，並減少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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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永續產品的原料

回收再利用 (產品特色 : 廢棄物回收再利用 )

1.	寶特瓶環保聚酯纖維Bottle	to	Fiber

 •使用「回收的寶特瓶」再生為酯粒；100%回收寶特瓶片抽絲成再生紗，製成假撚所需
				的原料，再利用各種加工技術，製成各種環保加工紗。

2.	環保尼龍纖維Recycle	Nylon
 •「回收尼龍纖維廢棄物」再抽成紗線來利用。

3.	廢紗廢布環保聚酯纖維 Fabric	to	Fabric
 •將廢布或棄邊紗再生為酯粒，經紡絲製成假撚所需的原料，加工成各種環保加工紗。

天然素材 (產品特色 : 生物可分解性 )

4.	有機棉 Organic	Cotton
 •採用「有機栽種」對人類及生態環境無害的天然棉，減少農藥及化學肥料對人類及環境的
				傷害。

5.	天絲棉 Tencel

 •以「永續森林」出產的天然素材，並使用環保紡織製程，擁有自然乾爽的手感及良好
				的染色效果。

6.	生物基 PU薄膜 (Ever	Bio-PU	Membrane)

 •宏遠與杜邦合作導入「生物基單體」，生產出含 25~28 %生物基 PU 薄膜，不但環境
				足跡低且不影響功能。同時「通過美國農業署USDS生物基認證標章」、及「符合日
				本 25%以上 JBPA 獎勵規範」。

對生態友善 (產品特色 : 輕薄不含有害化學物質，具生態永續概念。)

7.	無氟素撥水劑 (Fluorine-free)

 •宏遠領先使用「新的生物型環保撥水劑」，改善傳統撥水劑 (C8, 8 個碳 ) 在紡織品具
				長半衰期對人體的危害。

8.	細丹尼輕薄織物

 •宏遠用“少即是多”(Less is More) 的概念，用輕質材料設計製作，有效降低製程中能
				源及水的使用，具備用更少材料製作更多衣服的永續概念，並減少碳足跡。

9.	生物基纖維 (Ever	Nane)

 •採用玉米梗提煉出來的「綠色乙二醇 (MEG)」取代以化石燃料提煉的乙二醇，可降低
				聚酯材料對石化產品的依賴；生物基纖維比起一般聚酯纖維擁有「極低的靜電，且
				有更柔軟觸感及更鮮明色彩」。

5.3	宏遠新產品開發策略
					 	延續宏遠 2013 年的自辦展成效，以及展會與密集的客戶拜訪，我們將朝

顧問型的紡織製造服務業努力，持續精進宏遠的新產品開發策略，以符合市場

期待，並協助客戶轉型。

以下圖示說明宏遠的新產品開發策略：

1.	宏遠創新產品價值體系

2. 宏遠生態創新模式

3. 策略行動方案

			(1) 新興市場拓展

			(2) 非衣著市場拓展

			(3) 同 / 異業結盟價值創新產品

			(4) 低碳原材料：再生低碳原材料、生物基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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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染整廠助劑使用量下降

			(6) 引進產品生命週期盤查 (LCA)，尋找低碳原料及改善熱點

			(7) 環保 C4撥水劑

			(8) 廢水回用率提升

			(9) 提高人工濕地 COD去除率

5.4	為品牌加值的碳足跡認證
					 	依上述的策略行動方案，我們建置了宏遠產品碳足跡生命週期分析與評

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資料庫。透過產品生命週期分析的思維和

工具，掌握產品碳足跡和節能減碳的改善重點，以減少碳排放、精實製程和成

本，並作為創新永續產品與藍色製程的研發基礎，可控制能耗和生產成本。在

2012 年 2 月至 8 月，我們首先與香港銳思碳管理顧問公司 (RESET	Carbon	

Limited) 合作，初步建置宏遠產品碳足跡數據庫與能源管理模式，期涵蓋工廠

面和製程面管理。

				 	 	在	2013 年我們開始進行第三方認證。緣起於台灣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我

們啟動與台南成功大學產業永續合作產品碳足跡與溫室氣體盤查。本次計有 21

項產品碳足跡驗證 PAS	2050:	2011，與溫室氣體減量與盤查驗證 ISO/CNS

14064-1:2006 驗證，以協助客戶品牌加值，並獲消費者認同。本項驗證工作

由 BSI 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於 2013 年 8 月 8-9 日

至台灣廠進行第一次現場查證；第二次現場查證於 8 月 28 日進行。在產品設

定上，以交付品牌商的大宗產品組合為盤查優先目標。本次碳足跡盤查的產品

簡述如下：

2013	年宏遠碳足跡計算認證品項列表，合計 21	品項
品項 加工內容 功能 用途

1 聚酯染色壓吸加工梭織布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2 聚酯染色濕式塗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3 聚酯染色乾式塗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4
聚酯染色泡沫塗佈加工梭織布
(3 合 1)

防水透濕 , 防風 , 透氣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5 聚酯染色印花加工梭織布 印花
雨傘、面布、運動休閒服、
海灘褲、流行時裝

6
聚酯染色 2.5	層印花貼合加工
梭織布

防水透濕,防風 ,保暖 ,
印花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2013	年宏遠碳足跡計算認證品項列表，合計 21	品項
品項 加工內容 功能 用途

7 聚酯染色三層貼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 保暖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8
聚酯 /SPANDEX	壓吸加工梭
織布

彈性 , 功能性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9 聚酯先染壓吸加工梭織布 先染 ,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10 尼龍染色壓吸加工梭織布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11 尼龍染色濕式塗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2 尼龍染色乾式塗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3 聚酯染色全貼布貼合加工梭 防水透濕 , 透氣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4
聚酯染色全貼兩層貼合加工梭
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5
尼龍染色 2.5	層印花貼合加工
梭織布

防水透濕,防風 ,保暖 ,
印花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6 尼龍染色三層貼合加工梭織布 防水透濕 , 防風 , 保暖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17
尼龍 /SPANDEX	壓吸加工梭
織布

彈性 , 功能性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18 尼龍先染壓吸加工梭織布 先染 ,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19 棉先染壓吸加工梭織布 先染 ,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20 棉染色壓吸加工梭織布 功能性藥劑壓吸
內裡、面布 (客戶可續作後整
理加工或貼合 )

21
聚酯及尼龍染色貼合加工布
(三層貼合撥水 )

防水透濕 , 防風 , 保暖
雨衣、風衣、運動休閒夾克、
流行時裝、登山夾克

*註 1:	若須進一步了解本項業務，請洽 :	chiajun.wu@everest.com.tw	，吳博士。
		註 2:	相關查驗證書，將於九月底上傳宏遠官網www.everest.com.tw

驗證單位BSI	英國標準協會與宏遠、成大進行會議與現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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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國際展會 :	與客戶更即時且密集的互動
					 	在國際重要的紡織、戶外運動與時裝展會現場，都可見到宏遠人的足跡和

忙碌的身影，向現場客人說 明產品，我們提供客戶更便捷更可親的服務。2012	

年參展，共計參加20場；2013年參展，預計33場。詳細展場訊息及宏遠攤號，

請上宏遠官網 :	最新消息 - 展覽訊息，	www.everest.com.tw。

5.6	時尚機能性布料產品介紹
								宏遠興業為從紗、織、染、成衣，垂直整合的一貫廠，營業與生產的產品，

約 75%為布，24%為紗及 1%的成衣。聚焦產品內容分述如下：

A.	Fusion	融合創新產品

								一直以來宏遠是全球運動品牌如：Nike、The	North	Face、Columbia 等

品牌的主要供應商，因此非常專精於功能性布料的研發製造，如高密度織物、

彈性布、防水透濕貼合織物、塗佈織物、印花織物、長短纖紗染織物等。

2012 年 OR 展，美國Outdoor

Retailer( 冬季 ) 戶外活動用品展

2013 第三屆印度國際紡織布料及

時裝配件展覽會

2012 美國紐約 PV展

(PREMIERE	VISION	展 )

2013 德國 ISPO	Winter 展

			 	 	因應市場趨勢變化，2013 年我們結合流行元素及機能性加工，創造出

Fashion×Function=	Fusion 的研發概念，推出十大亮點產品，帶動宏遠在顧

客及市場的轉型。十大亮點產品概述如下：

EVER ESTHETIC VISION

視
覺
美
學

防風Windproof
防水Waterproof
透氣Air permeability
柔軟Soft
質輕Light

EVER SUPER LIGHT TECH LEATHER

超
輕
薄
防
絨
皮
革外層防水、防風

輕量柔軟

流行時尚

絕佳保暖

Windproof & waterproof
Light & soft

Fashion trends
Excellent heat-retention ability

皮革織物屬於不退流行的時尚單品，因

皮革的獨特質感，宏遠延伸開發高機能美

學外觀且兼具超撥水功能的皮革服飾，

宏遠整合特殊後加工核心專長，開發出

一系列輕薄、防水、撥水及流行性多功能

皮革織物。一般皮革織物總是給人厚重

的感覺，宏遠超薄防絨皮革不僅輕盈柔

軟無負擔，還強化防絨、耐磨、易清潔

的功能，穿起來保暖舒適並具流行感。

Leather fabrics are belonging to fashion items. 
We develop esthetic vision through combining 
the quality of leather and durably water repellent 
function. By Everest's unique finishing technic, 
Ever Super Light Tech Leather mixes fashion 
elements for innovation and fashion trends 
and then creates a series of muti-functional 
leather fabrics with light, waterproof, water 
repellent, and fashion. The general leather 
fabric always gives a heavy feeling. Ever Super 
Light Tech Leather is not only soft and light 
feeling but also down proof, abrasion resistant 
and clean easily functions. Moreover, it is warm 
and comfortable to wear for fashion trends.

具豐富、彩色及明亮的布面外觀

C4無毒撥水加工

易塑型、易恢復

防風防水、防污

質輕、易打包攜帶、不吵雜，非常適合旅遊用途的產品

The appearances are various, colorful and bright
C4 non-toxic fabric (no PFOA or PFOS )
Shape and recovery easily
Windproof, waterproof and stain resistance
Light, easy packing & care, noiseless and perfect for traveling

具豐富、彩色及明亮的布面外觀

C4無毒撥水加工

易塑型、易恢復

防風防水、防污

質輕、易打包攜帶、不吵雜，非常適合旅遊用途的產品

The appearances are various, colorful and bright
C4 non-toxic fabric (no PFOA or PFOS )
Shape and recovery easily
Windproof, waterproof and stain resistance
Light, easy packing & care, noiseless and perfect for traveling

EVER INTELIGENT SHAPE MEMORY

機
能
性
型
態
記
憶
織
物

EVER NEW SUITING

新
合
纖
時
裝

結合時尚休閒與低中度機能，

引領流行機能風潮

吸濕快乾涼爽、撥水速乾

重量輕盈

Combine fashion and function
Quick dry, water repellent
Light and draping handfeel

1.	視覺美學 (Esthetic	Vision)：宏遠結合細丹尼織物

				與特殊印花後加工，讓外觀多樣變化，並可視用途

				需求賦予機能性加工，讓織物具高機能性功能及兼

				具流行外觀。其特色為防風、防水、透氣、柔軟、

				質輕。

2.	超輕薄防絨皮革 (Ever	Super	Light	Tech	Leather)：	

				一般皮革織物總是給人厚重的感覺，宏遠超薄防絨

			皮革不僅輕盈柔軟無負擔，還強化防絨、耐磨、易

			清潔的功能，穿起來保暖舒適並具流行感。其特色

			為外層防水、防風，輕量柔軟，流行時尚，絕佳保

			暖。

3.	機能性型態記憶織物 (Intelligent	Shape	Memory)：

			其特色為具豐富、彩色及明亮的布面外觀，C4	無

			毒撥水加工，易塑型、易恢復，防風撥水、防污，

			質輕、易打包攜帶、不吵雜，非常適合旅遊用途的		

			產品。

4.	新合纖時裝 (New	Suiting)：宏遠自創立以來，以

			時裝起家，經多次轉型升級，進入機能性及功能性

			戶外、運動市場，目前更將機能性及功能性布種導

			入更多流行元素，創造Fashion	x	Function市場。

			宏遠使用特殊複合加工紗種以及長短纖交織，開發

			具有垂墜性、反撥性、彈性，再賦予具有吸濕快乾

			涼爽或撥水速乾的機能性都會型服飾成衣，穿著起

			來更為舒適、透氣，其特殊手感適合製作下半身的	

			裙、褲裝或整身套裝，可打造出時尚都會優雅的風	

			格。其特色為結合時尚休閒與低中度機能，引領流

			行機能風潮，吸濕快乾涼爽、撥水速乾，重量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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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STRONG COMFORT

耐
磨
彈
性
織
物

超撥水、彈性

耐磨性佳

 Water repellent and elasticity
High abrasion resistance

EVER YNY TECH

多
功
能
自
然
皺
褶
織
物

輕薄柔軟、彈性手感

超撥水功能

防風、擋雨

透氣、透濕

YNY Tech level 1 (可通過雨淋測試)
YNY Tech level 2 (耐水壓W/P=600mmH2O)
Soft and elasticity
Durable water repellent
Windproof and water resistant
Breathable, moisture breathability
YNY Tech level1 (pass rain test)
YNY Tech level 2 (W/P=600mmH2O)

輕薄柔軟、彈性手感

超撥水功能

防風、擋雨

透氣、透濕

YNY Tech level 1 (可通過雨淋測試)
YNY Tech level 2 (耐水壓W/P=600mmH2O)
Soft and elasticity
Durable water repellent
Windproof and water resistant
Breathable, moisture breathability
YNY Tech level1 (pass rain test)
YNY Tech level 2 (W/P=600mmH2O)

過雨淋Pass rain test
透氣Air permeability (0~5 cfm)
質輕、保暖Light and warm
快乾Quick dry
簡單保養Easy care

EVER POWER WARM

超
輕
保
暖
貼
合
織
物

EVER Mélange F2

麻
花
織
物
系
列

吸濕排汗加工

超撥水加工

輕薄舒適

新穎麻花外觀效果

Quick dry
Durable water repellent
4-way stretch
Mélange effect

可應用於各類型服飾，如高爾夫球裝、

網球裝、雨衣等等‧

Suitable for many types of clothes, 
ex: golf, tennis and rain wear, etc.

EVER SYNTHETIC YARN DYED

新
先
染
格
子
布

B.	生態創新產品

宏遠於 2007 年啟動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SM，致力取得經濟、社會、環境三重

盈餘，2013 年宏遠將累積多年友善環境的節能製程能力，結合符合生態之生

物基材料、化學助劑等，完成此系列生態創新產品。

1.	宏遠環保 C4撥水加工織物 (Ever	C4	water	repellent	treatment	fabrics)：

				宏遠採用3M公司製程所生產出的C4	撥水劑，其製程與C8、C6	完全不同，

				可用於 Nylon 及 Polyester 布種，且兼具 C8及 C6氟素優異撥水特長，並

				保有原有手感。

2.	宏遠生態創新三層貼 Soft	Shell 產品 (Ever	Eco-Innovative	Soft	Shell)：以

			環保及降低能量的概念， 綠色設計（green	design）結合水性 PU	原料發泡

			塗佈技術形成貼合產品，產品之微多孔膜的特性，具有很好的透氣性、質輕	

			保溫保暖，適合各種天氣；擋風、擋小雪、擋小雨，並適合低海拔登山及戶

			外休閒穿著，產品用途非常廣泛。

EVER E-2000 STRETCH

棉
感
機
械
彈
性
織
物

吸濕排汗加工

超撥水加工

四面機械彈性

反撥性佳及豐厚手感

Quick dry
Durable water repellent
4-way mechanical stretch
Supple and puffy

5.耐磨彈性織物(Strong	Comfort)：宏遠為提升登山、

			攀岩等戶外活動的保護功能，將紗線追撚，及搭配

			Dobby 組織設計，使布面產生凹凸立體感，提升耐

			磨功能，更增加舒適及乾爽之手感。適用於戶外運動	

			及工作服裝。其特色為超撥水、彈性，耐磨性佳。

6. 多功能自然皺摺織物 (YNY	Tech)：Ever	YNY	Tech	

			經過獨特染整加工改良，讓布料呈現水洗後的自然

			皺褶效果，並結合輕薄塗佈加工，除了有仿皺、仿

			棉感，亦有防風、透氣等多功能用途。

7. 超輕保暖貼合織物 (Power	Warm)：其特色為過雨

				淋，透氣，質輕、保暖，快乾，簡單保養。

8. 麻花織物系列 (M elange	F2)：麻花織物系列利用

			紗線麻花效果，符合時尚的流行都會風格，同時兼	

			具有防風、保暖及舒適乾爽。從無彈性到四面彈性、

			從雙層織物到彈性貼合布種、從單色麻花外觀到雙

			色麻花外觀。

9. 新先染格子布 (Ever	Synthetic	Yarn	Dyed)：以科

			技結合美學的概念，先染紗格子布或先染紗素面	

			布，具有色彩豐富的外觀、精采的組織花紋、從單

			一加工到多層次加工，例如撥水、吸濕快乾、壓光、

			壓花、打洞、塗層、貼合。其特色為可應用於各類

			型服飾，如高爾夫球裝、網球裝、雨衣等。

10. 棉感機械彈性織物 (E-2000	Stretch)：適用於運			

					動、戶外休閒服飾上。其特色為吸濕排汗加工，超

					撥水加工，四面機械彈性，反撥性佳及豐厚手感。

圖解三層貼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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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宏遠生物基 PU 膜貼合產品 (Ever	Bio-PU	Membrane	Laminated)：本產品	

				使用杜邦之永續性農業生質原料，此功能膜包含可再生之聚合物重量比大於

					25%。以此功能膜生產之二或三層貼合織物為低碳環保產品。

4.	生態聚酯紗 (Ever	NANE) 系列產品：是宏遠生態紡織產品之一，係由綠色

			MEG( 乙二醇 ) 與正規 PTA( 對苯二甲酸 )合成的神奇聚酯纖維材料。比起

			一般聚酯纖維擁有極低的靜電，且有更柔軟觸感及更鮮明色彩。

5.	再生聚酯織物 (Recycled	Polyester	series)：本織物使用再生聚酯原料

			100%回收材質，品質與外觀與原生品相同。回收再製纖維可減少地球資源

			浪費 , 使材料能循環使用。

快速回應客戶需求，宏遠成立尖端技術研究所

5.7	與顧客共享
	

◎回應客戶需求與客戶滿意度

	

			 	 	宏遠擬定十大評核項目，不定期進行客戶滿意度的自我評核、客戶滿意度

分析，繼而依據分析顯示，並參考品牌客戶的供應商評比，針對顧客不滿意的

項目提出改善行動方案：成立品質穩定功能團隊、縮短交期功能團隊、穩定量

產功能團隊…等，每週開會檢討改善。

十項評核項目為：

(1)	產品多樣性、適用性		 	

(2)	打色核可率		 	 	 	

(3)	交期達成率		

(4)	品質合格率		 	 	 	

(5)	抱怨處理時效性		 	 	

(6)	文件製作正確性

(7)	配合性和處理時效性

(8)	銷售人員專業能力

(9)	銷售人員服務態度

(10)	整體服務和同業比較

宏遠開發顧客最即時最優質的布料 永續創新大樓展示間－運動系列

2013年宏遠在紡拓會17樓舉辦新品發表及研討會，

宏遠團隊與客戶討論產品

生物基 PU膜貼合產品之重要原物料

							宏遠建置專業團隊服務全球客戶，

成員包括業務、研發、生產、生管、品

保等單位代表，務求以「即時」、「專

業」、「適切」的態度，來回應及滿足

客戶的需求。

寶特瓶回收再製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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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溝通管道

定期洽談
每個月內至少一次，宏遠會與主要客戶進行面對面洽談，以了解客戶
需求，並保持溝通管道順暢。

國內外展覽 宏遠參加國際展會，品牌客戶會至宏遠攤位洽談。

深度拜訪
時常拜訪主要品牌客戶：介紹新產品，瞭解客戶需求，爭取新商機，
回報訂單生產狀況和新產品開發進度。

品牌客戶、
供應商會談

依照客戶下一季的需求開發新產品，並作產前會議及生產計畫。

客戶來訪 客戶到宏遠公司或工廠參訪

 

◎與社群共享

1. 我們積極參與外部組織 : 經濟造成環境的破壞，繼而造成社會的不公不義，

			所以宏遠積極投入國內、外NGO組織，並串連產/官/學/研共同為環境努力，

			關懷社會。

NO 加入協會 / 會員名稱 NO 加入協會 / 會員名稱

1 山上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14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2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15 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3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16 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

4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17 台灣綠建築發展協會

5 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 18 台灣環境管理會計協會

6 台南市推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 1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7 台南縣工業會 2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台灣紡織研發聯盟

8 財團法人台南市創新服務基金會 2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9 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 22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聯盟

10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23 南台灣綠色科技聯盟

11 台灣區水泥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24 紡織資訊聯誼會

12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理工業同業公會
25

美國野生保育協會
The	Conservation	Alliance13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 國際保育組織的肯定 : 因美國品牌客戶推薦，並認同“取之於戶外、用之於

			戶外＂，宏遠加入美國野生保育協會 (The	Conservation	Alliance)。該組織

			在 2013 年報導分享宏遠取得綠色工廠認證和投入永續的努力。

			網址 :	www.conservationalliance.com。

◎以創新與永續，貢獻社會，改造世界

							宏遠人內化利他的良善特質，樂於分享，希望透過人文、社會和專業素養，

提升宏遠為顧問型的製造服務業，不僅提供客戶優質的布料，與客戶及社群共

創共享價值。其中，於 2013 年 5	月 21~23 日，葉清來總經理帶領宏遠跨部

門同仁，與紡拓會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合作，順利完成 2013	年〈蛻

變中的宏遠〉宏遠新品發表及研討會，與國內外客戶、紡織上中下游供應鏈關

係人，一同分享重要紡織技術新知與產品及行銷趨勢。

由公司員工擔任 2013	年宏遠新品發表

會素人模特兒

葉清來總經理與助劑供應商討論	

( 攝於宏遠 2013	新品發表及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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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

(Everest	Textile	Eco-Industrial	Park,	ETEIP)
			 	 	為了落實宏遠永續經營模式，宏遠人除了在全系列產品及服務生命週期，

在製程、在機台設備改造、減廢、廢棄物資源化等項目，力求節能減碳、源頭

管理，並以同樣手法，透過師法自然、確保生物多樣性，改造舊廠區為綠建築，

打造會呼吸的廠區和廠房，致力建立一個系統性的生態工業園。關於推動歷程

和建置，可參考宏遠 2010 年、2011 年永續經營報告書，及宏遠官網。

1.	葉清來總經理受邀參加Textile	Exchange	2012 年 10 月於香港舉辦之研討會與談與工作坊

2.	葉清來總經理受邀擔任產基會 2012	年清潔生產與環保技術研討會擔任專題演講

3.	葉清來總經理拜訪客戶，在NIKE	總部，與宏遠所開發生產布料合影(網球明星費德勒球服)

4.	葉清來總經理受邀擔任 2013	年中國與亞洲紡織國際論壇，擔任主講和論壇主持人

6.0	環境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關係

宏遠人不吝分享，葉清來總經理率領宏遠主管、同仁，熱情接待台灣區

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65	個組織單位，及 176	人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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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樣的努力和成果，宏遠人內化了善的循環，並樂於分享。且在生活

中、在工作中，落實對生態環境的重視與關愛。宏遠的永續經營模式遠近馳名，

自 2007 年建置後，也吸引了相當多的訪客來學習和交流。而宏遠人也精益求

精，積極向更多優秀的標竿學習。

◎產官學研參訪單位與人次：

年度 單位 人次

2008-2011 年 超過 100 超過 1500

2012 年 46 1,360

2013 年，1/1-6/30 116 1,788

		 	 	 	在 2012 年，全國只有 5 家企業獲得綠色工廠認證，而宏遠是全台灣第一

家獲得綠色工廠認證的傳統產業 ( 其餘皆為高科技電子產業和新廠房 )。宏遠

能獲此殊榮，實為堅毅永續經營的葉清來總經理及全體同仁的努力。

				 	因為擁有永續經營的思維和實踐、以及綠色工廠認證的基礎，宏遠推動並

通過觀光工廠評鑑的過程並不困難。不同於娛樂性質的行程，宏遠更強調學習

之旅。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定位在工廠參觀，讓來賓實地走訪生態工業園，分

享一系列節能、環保、愛地球的行動與成果；同時也開放自然蔬菓教育農莊、

環保製磚廠、MIT 成衣廠製程供外界參觀，期盼透過實境體驗作為產業轉型與

環境教育的交流平臺，以推廣宏遠永續經營理念，也見證力求精進的台灣整合

型紡織一貫廠的轉型創新，與蛻變為永續綠色工廠的過程。

以宏遠自製的煤渣環保磚所打造的環保廁

所及無障礙廁所
綠蔭遮陽 (綠窗簾 )

			 	宏遠深知企業是社會向善和向上的關鍵，故樂於與來賓分享宏遠在創新與

永續的經驗，希望能影響更多有影響力的人，共同為節能、環保、愛地球而努

力。透過實境體驗，讓來賓得以真切接觸產業的生存實境和力求突圍的努力，

珍視與支持MIT台灣製造，提升台灣整體的競爭力。

6.2	綠色工廠的軟實力和硬實力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參訪 全國超過	300 多位綠建築評委與

專家參訪

彰化縣工業會參訪 屏東科技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參訪環保

製磚廠

宏遠生態公園鳥瞰圖 潔淨明亮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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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全球首創的「綠色工廠標章」，宏遠勇奪傳統產業及紡織業界第一。

宏遠於 2012 年初獲經濟部工業局遴選為全台三家輔導示範廠商之一，積極展

開『清潔生產』及『綠建築』兩項評估系統的建置與評核作業，並於 2012 年

11 月通過雙認證取得「綠色工廠標章」。

◎	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核標準

				 	 	宏遠公司秉持以永續原則提供創新解決方案，持續應用於製程、產品及服

務，以增加生態效益和減輕對人類健康與環境風險，並達成與環境共生共榮的

永續經營目標。檢視項目包含：

	•生產製造（能資源節約、綠色製程、污染物產生及管末處理功能）

	•環境化設計（物質節約與節能設計、廢棄物減量與回收再利用設計）

	•綠色管理（國際認證、危害物質管制、自願性溫室氣體管控與綠色供應鏈管理）

	•社會責任（員工職場安全、永續資訊建置與揭露、綠色經驗成果分享）

	•創新思維（去物質化、去毒化、去碳化與促進環境永續）

2012	年工業局綠色工廠標章頒證典

台灣台南廠通過綠色工廠標章

之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證書

◎	綠建築認證範疇

				 	 	宏遠以師法大自然及適當科技的方式，致力進行廠區節能改善，並以四大

範疇（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九項指標（生物多樣性、綠化量、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CO2 減量、廢棄物減量、室內環境、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之綠

建築認證標準，通過評核，取得內政部綠建築標章認證。

宏遠接受認證項目包括：

			全廠性：生態社區－銀級

			廠房類：織布一廠舊建築改善類－鑽石級

																撚織大樓舊建築改善類－鑽石級

																永續創新大樓舊建築改善類－合格級

6.3	海外廠跟進

綠建築認證之標章證書（生態社區、織布一廠、撚織大樓、永續創新大樓）

泰國廠綠色工廠證書

(2013	年取得 )

		 	 	 	 	宏遠泰國廠仿效台灣廠綠色工廠認證，經由

環境面認證獲得客戶認同。因為同為生態園及推

動清潔生產的宏遠泰國廠，經過向泰國工業局詢

問取得認證方式及申請表，	備妥所需相關文件包

含 ISO14001	環境認證，2013 年 1 月 23 日正式

向工業局提出申請，經過一級、二級審核通過，

最後在 2013 年 5 月 28 日正式通過三級綠色工廠

認證獲頒證書。在持續 ESM	再造的部分，未來將

規劃取得企業社會責任認證及第四級綠色工廠，

甚至讓供應鏈廠商加入綠色工廠認證，使整個系

統成為綠色生產網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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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以自然農法分享和支持台灣農業永續

	

					我們把台灣廠後方鄰近曾文溪的農地，規劃成『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

分26區由員工認養，耕種時令蔬菓，並推進到種植香料與藥草。我們邀請「秀

明自然農法協會理事長」陳惠雯老師以日本「秀明自然農法」為標竿，教導廠

內同仁和有意加入的在地農民自然耕種法，期許成為永續農業的教育園區，影

響更多同仁、訪客以及當地的農民一起加入自然農法，把荒地、充滿農藥和化

學肥料的污染土地，變成生機盎然的健康農地。

				 	宏遠為了幫助更多人，於自然蔬菓教育農莊中規劃了藥草專區。主要因緣

是有一次總經理葉清來先生到牙科就診，與醫師互動間體會到藥草類作物有更

多療效，尤以自然農法種植的藥草類作物對人體更有益處，因此指示推動藥草

專區。目前有約 30	種的藥草類作物，有需要者請與宏遠連絡。

陳惠雯老師與山上區遵循自然農法種植

的山上區社區發展協會李海石理事長在

甘蔗田合影

認真的自然農法耕作夥伴於以生態工法

打造的休憩涼亭前合影

巴蔘菜 (功能 :	主治腦神經衰弱，癌症

末期體弱、地中海貧血症、老人癡呆 )

白鶴靈芝 (功能 : 治高血壓，糖尿病，肝

病，肺結核，脾胃濕熱，結核，濕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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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人熱心公益，以行動實踐永續的理念，除在廠區內投入綠色製造、清

潔生產，為節能、環保、愛地球而努力；對外，也積極展現宏遠人大愛的關懷。

7.1	具有社會關懷行動力的宏遠人與宏遠ESM志工團
					 	理念不是知道了就可以，還要行動參與，才能改變，期能透過企業與個人

的力量，積極響應環境保育活動，為永續家園盡一份心力。「宏遠 ESM 永續

志工團」是宏遠公益參與的重要推動引擎。

◎	荒野保護協會 -	2012 國際淨灘活動

7.0	社會面：企業是社會向上與向善的推手

宏遠人熱心公益，響應捐血活動

2012 國際淨灘日荒野保護協會『遠離“塑”命．“海”缺你加入』生動海報

	 海洋垃圾嚴重威脅海洋生態，為響應世界海洋清潔日，宏遠 ESM 志工團

每年主動並持續參與國際性淨灘。2012 年與所有守護地球的環保志工們一起

動手「遠離塑命」。

◎	422 世界地球日

	 特別在 422 世界地球日期間，宏遠不斷宣導在地環境守護、節能減碳之

重要性，透過每一項活動，例如：參與守護諸羅樹蛙棲地活動、響應吃蔬食餐、

共乘交通工具上下班、自備餐具與購物袋等，讓更多人致力於善待地球萬物，

改正破壞地球環境的行為，做更多有益地球永續的事。

宏遠ESM	志工團，不落人後參與淨灘

宏遠ESM	志工團，不落人後，攜家帶眷參與台灣特有種生態保育行動

宏遠ESM	志工團與荒野保護協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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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並推動生態社區綠生活

				 	 	喜愛運動的宏遠人，內化並結合生態意識到社區綠生活，並也樂於推薦和

安排客戶體驗在地綠生活。

			•2013/3/9	主辦在地社區敦親睦鄰羽球錦標賽。

			•2013/5/26	參與山上區國定古蹟 (台南水道 )淨水池健行暨音樂響宴。

			•2013/6/29	組隊參與在地社區新市白蓮霧節單車活動。

			•2013/6/30	羽球隊參與第十四屆南科盃球賽。

◎	以內化並深化的節能環保軟實力，協助南臺灣企業節能診斷

				 	 	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挑戰日愈加劇，節能減碳是必備的能力。臺灣

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在能源效率改善及節能減碳上，專業度及人力明顯不足。

有鑑於此，臺灣愛普生公司 (Epson) 與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BCSD) 合

作成立台灣節能巡邏隊，提供免費節能診斷服務。初期以北部企業為主，為擴

大服務，於 2013 年邀請宏遠加入。在宏遠大力支持並力邀在地有志企業共同

響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籌組南台灣節能巡邏隊。除為減緩地球暖化努力，並

培育更多在地的專業節能志工。幸福台灣 EverSmile 也贊助志工顯眼的背心，

讓參與者以擔任這份工作為榮。我們的目標是每年節能診斷 6家企業。

宏遠組隊參與在地社區新市白蓮霧節單車活動 ◎	於慈濟大愛電視台《綠色幸福學》，分享宏遠推動環保生態與環保磚歷程

				 	《綠色幸福學》是慈濟大愛電視台系列專輯，是提供綠色科技、綠色生活

與綠色知識的資訊平台，讓觀眾在輕鬆的氣氛下得到改善地球環境的正確環保

觀念。宏遠參與其中兩項專輯錄製，分別為踏磚尋煤與綠色魔法 :

								< 踏磚尋煤 >，報導宏遠以生態工業園區的系統方式，實踐從搖籃到搖籃

(cradle	to	cradle)、廢棄物即食物 (waste	equals	food)，upcycle 向上循環再

利用廢棄物煤渣，製成環保磚。宏遠環保磚獲綠建材認證，並受國內園藝和公

共工程的採用。本輯同時帶領觀眾了解宏遠推動永續經營模式的歷程、宏遠

ESM志工團協助在地社區建置生態池的故事。

				 	 	< 綠色魔法 >，報導宏遠自 2007 年推動永續經營模式 (ESM) 過程中，結

識的台灣綠色建築之父林憲德教授。林教授是宏遠推動綠建築和生態園區建置

的貴人，推薦綠色行動家企業好友葉清來先生共同受訪。介紹如何應用適當科

技做綠建築、推動環保可省大錢等經驗。

南台灣節能巡邏隊培訓暨交流會合照 南台灣節能巡邏隊出任務合影

節能巡邏隊至企業，進行節能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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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環保磚實作區

*若須一步了解或採購宏遠環保磚，歡迎與我們接洽。洽詢電話 :	06-578-2561 轉 6215 魏先生；或

		來信，email:	u21533@everest.com.tw。

7.2	具社會型營利企業特色的幸福台灣EverSmile
	 宏遠創建自有服飾品牌幸福台灣 EverSmile，實踐社會型營利企業之商

業模式。我們希望不僅與利害關係者溝通衣的安全、生態與環保的重要性，並

與利害關係者共創共享價值，使各端皆享有合理利潤。幸福台灣 EverSmile 配

合宏遠布料轉型及國際品牌商趨勢，提升產品特色。詳細推動歷程可參考企業

識別品牌介紹，與 2011 年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

主持人劉亮佐先生 ( 左一 )、台灣綠

建築之父林憲德教授 ( 中 )、葉清來

總經理 (右一 )

葉清來總經理 ( 左一 )、主持人劉亮佐先

生 ( 左二 )、山上區社區發展協會李海石

理事長 ( 中 )、宏遠 ESM 志工團團長曾

一正經理 ( 右二 )、宏遠環保煤磚主責部

門洪同陞經理 (右一 )

透過山上社區發展協會引介，山上國中

生態校園建置獲宏遠贊助環保磚

台南善化糖廠停車場使用宏遠環保磚，

透過透水鋪面的原理降低園區溫度

◎幸福台灣EverSmile 行動小胖卡

	

◎藝氣風發 ~臺南市藝陣遇見幸福台灣EverSmile

幸福台灣 EverSmile 行動小胖卡

使用宏遠機能布料結合台灣新生代

設計師展現台灣生命力之藝陣服裝

						為積極開拓市場與品牌辨識度，我們的

行動小巴胖卡，提供最在地、最即時的服

務。胖卡穿梭於台灣各鄉鎮與公益等場合。

						臺南有豐富的文化歷史資產，而具有民

間宗教信仰與民俗特色的宋江陣、藝陣充

分展現台灣豐沛的生命力。臺南市文化局

的『2012年庄廟藝陣服裝造型改造計劃』，

尋求宏遠贊助，提供布料讓台灣新生代設

計師使用，賦予傳統藝陣創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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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應台南市府『魅力城鄉．觀光樂園』

◎	實踐更低碳、更綠能，幸福台灣EverSmile 獲選臺南百家好店

7.3	社會公益與貢獻
	 宏遠提撥幸福台灣 EverSmile 營業額 1% 作為支持台灣社會慈善公益之

基金，讓消費者在購買幸福台灣 EverSmile 商品的同時，也為公益行善盡一份

心力。消費者的肯定與支持，是幸福台灣最大的驅動力。

年度 捐款金額 (新台幣 )

2010	年 3,340,160 元

2011	年 995,340 元

2012	年 1,389,856 元

2013	年，1/1-6/30 592,890	元

高錦雀永續長 ( 左三 ) 帶領同仁，接受臺南市

長賴清德 (左二 ) 頒獎

左表為宏遠的捐款金額 :	(* 不包含贊助國

內外保育及公益團體年度性會費 )

◎	贊助在地學校運動社團

◎	贊助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	幸福台灣，皂耀幸福

	 八八風災受創小林村重建之路漫長，

惟社區能和諧的自主營運，永續經營，才能

共同打造愛與希望的新家園。宏遠贊助布料

，提供鄉民製作商品，確保在地就業機會。

精油皂為小林村媽媽在地取材生產，搭配宏

遠提供具特色布料，做成配件，並由幸福台

灣門市協助販售。

贊助在地社區山上國中女子籃球隊，勇

奪 2012	年全國中學第四名

幸福台灣EverSmile 以宏遠具高可視度

舒適機能布料，設計並生產，贊助台南

山上國中志工背心

贊助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2012	校園巡迴

計畫『熊愛台灣：黑熊縱斷行，保育向

前走』(台南山上國小 )

宏遠同仁與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工作團隊

合影

幸福台灣手工皂

	 臺南市政府鼓勵店家除有優質

商品外，也重視「店家特色及故事

性」、「商業現代化運用程度」以及

「低碳綠能運用與環保概念」，並運

用自有商品來說故事，帶動台南優質

店家成長。宏遠以富有環保生態、公

益及人本關懷的特質，投入在地產業

發展創造幸福經濟，獲選 2012 及

2013 年臺南百家好店。

幸福台灣EverSmile	贊助生產，

具臺南市徽蘭花意象的防風防撥

水高彈性機能外套

	 身為在地企業的宏遠，積極關心和參與

大臺南市的永續經營相關議題。其中，臺南

市於 2012	年加入「亞太城市旅遊振興機構」

（Tourism	Promotion	Organization	 for	Asia	

Pacific	Cities，簡稱 TPO），並承辦第二屆

「亞洲城市觀光高峰論壇」。因活動經費有限，

市府團隊拜會宏遠，請幸福台灣 EverSmile 響

應贊助，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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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機能環保布料與產品，響應政府推動〈夏日輕衫－全民酷涼活動〉

◎支持生態城市轉型和積極行動，贊助高雄主辦 2013 年亞太城市高峰會

(2013	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大會工作與志工服

宏遠代表與穿著幸福台灣EverSmile

服飾的大會工作人員合影

響應在地旅遊並支持天下雜誌台灣

款款行系列 -台南款款行

熱血志工，身穿幸福台灣Eversmile 吸

濕快乾機能圓領T	提供熱情服務

志工培訓暨大會師現場，高雄市

長陳菊女士 ( 中 ) 與身穿幸福台灣

EverSmile 贊助機能服的志工伙伴展

現了南台灣熱情

◎	珍視並推銷，最美的風景 -	
				有最美人民的國家台灣

◎	幸福台灣 EverSmile 挺你愛運
				動，贊助台南安平星光馬拉松

附錄 1	公司永續經營沿革

1988	- 創立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2	- 環保績優：獲行政院環保署水污染防治示範觀摩廠商

1995	- 台灣證券交易所集中市場第一類股掛牌上市 (	代碼：1460)

1996	- 通過 ISO-9001 國際品質保證標準認證

1997	- 轉投資中國大陸遠紡工業 (上海 )	有限公司

								- 導入 ERP 系統，透過資訊科技整合公司內部每個作業環節，有效落實管理

										垂直化、資源分享平行化

									- 成功轉型為高機能性運動品牌主要布料供應商

1998	- 擴增新短纖事業部

									- 設立宏遠泰國廠

									- 天下雜誌調查標竿企業紡織業第一名

1999	- 通過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認證

									- 通過 Oeko-Tex	standard	100 環保紡織標準認證

2000	- 參與經濟部工業局企業電子化專案與技術處業界科專計劃，持續提升研發實

											力及擴大行銷競爭優勢

2001	- 通過 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認證

									- 導入 B2Bi	企業間大型廠商資訊與流程整合系統

									- 導入 Siebel	CRM系統	/	Adexa	SCM系統	/	KM知識管理

2002	- 建立顏色動態、織物設計模擬溝通系統

									- 建立 PDM 產品資料管理系統

									- 建立協同設計系統

									- 建立 e-learning 系統

2003	- 成立「尖端技術研究所」：經濟部核准，以開發高科技原創素材，不斷提升

											宏遠創新設計產品競爭能力。

2005	- 成立「奈米研究室」致力奈米材料及技術之研發

									- 成立「微生物實驗室」負責抑菌之檢測分析

									- 成立企業營運總部、V-GLM 全球運籌深化 e計劃系統

									- 創立 EVERTEK品牌，提升宏遠品牌價值

2006	- 推動「南台灣紡織研發聯盟」：與其他相關產業及異業結盟，提升紡織產業

											的研發能量

									- 榮獲經濟部第十四屆「優等創新企業獎」及「卓越研發成果獎」

									- 成立宏遠發展 (上海 )	有限公司

2007	- 推動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ESM)

									- 台灣廠加入瑞士藍標科技公司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的合作夥伴，達

											到對工廠環境、健康與安全性的最高要求

	 宏遠展示吸濕排汗高機能衫，襯托出

夏日簡約舒爽之系列產品，達到舒適涼爽、

吸濕快乾、健康除臭等效果。讓個人可以

透過穿著，為節能減碳盡份心力。幸福台

灣EverSmile各門市設有酷涼節能衫專區，

引導消費者環保健康的穿衣觀念，與綠生

活結合，讓消費者以行動做節能，省荷包，

為大地盡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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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參與全球指標性布料展 Premiere	Vision

									- 專業物性測試實驗室通過 ISO/IEC	17025 校正 -	測試實驗室認證：與	ITS、

											SGS 等專業實驗機構並列為TAF(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會員

									- 宏遠產品「奈米銀抗菌家飾用紡織品 (平織布 )」榮獲「奈米標章」

									- 獲經濟部工業局 2007 年度環安衛管理「持續改善績優廠商」

2008	- 通過 bluesign 國際紡織品環保科技認證

									- 榮獲經濟部第四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 加入「台灣企業永續論壇」引領台灣重視永續經營

									- 建構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 (Everest	Textile	Eco-Industrial	Park,	ETEIP)

									- 宏遠產品「奈米銀抗菌家飾用紡織品 (針織布 )」榮獲「奈米標章」

2009	- 加入「美國野生保育協會The	Conservation	Alliance」會員

									- 通過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 bluesign 認證

									- 泰國廠及上海廠加入瑞士藍色標誌科技公司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 的合

										作夥伴，達到對工廠環境、健康與安全性的最高要求

									- 宏遠醫療產品通過衛生署GMP 認證

2010	- 開發出市面上最輕薄織物 -5 丹尼布料

									-	3月因遭逢火災燒毀研發大樓及自動倉儲，宏遠遵循「綠建築」與「適當科技」

											原則於 3個月內快速重建，取名「永續創新大樓」於 6月落成啟用

									- 通過 SA8000 認證 ( 台灣紡織業第一家取得認證資格 )

2011	- 建立成衣自有品牌「幸福台灣EverSmile」

									- 成立幸福台灣 EverSmile 公益基金，提撥營業額 1%	for	CSR

									- 發行第一本「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中文、英文版 )

2012	- 通過三層貼合面布及裡布Recycled	PET產品認證

									- 榮獲內政部綠建築標章「舊建築改善類－鑽石級」

									- 榮獲經濟部「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證書」

									- 榮獲經濟部「台灣綠色典範產品 」

									- 榮獲經濟部「節約能源傑出獎」

									- 通過經濟部「綠色工廠認證標章」

									- 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認證

									- 完成香港銳思顧問公司 (RESET	Carbon	Limited) 輔導之產品生命週期盤查

									- 發行第二本「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中文、英文版 )

2013	- 舉辦為期三天的宏遠新產品發表暨生態永續技術研討會

									- 產品創新轉型 Fashion	×	Function	=	Fusion	=	F2

									- 自有服飾品牌幸福台灣EverSmile 與 3M合作，發表碳四應用產品

								- 主要產品進行碳足跡查證 (PAS	2050:	2011) 與溫室氣體減量與盤查 (ISO/

											CNS	14064-1:2006)

									- 發行第三本「宏遠永續經營報告書」(中文、英文版 )

附錄 2	GRI	G4 指標對照表
揭露項目 頁次

1.	策略與分析
G4-1 組織的最高決策者對其組織與策略的永續性之相關聲明 4-5
G4-2 組織對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之陳述 6-8，14，18-20

2.	組織概況
G4-3 組織名稱 9
G4-4 主要品牌、產品和服務 9-11
G4-5 企業總部所在位置 10

G4-6
公司營運所在國家數及國家名 (包括主要營運所在國或與永續經營議題有
關的所在國均須包含在內 )

10

G4-7 所有權性質與法律形式 16-17
G4-8 提供服務的市場。（包括地理位置圖，服務的部門和客戶/利害關係人的類型）7-10

G4-9
報告組織之規模（包括1.員工人數、2.營運活動、3.銷售淨額 (私人公司 )
或營業淨額(公營組織)、4.總資本額細分為負債和權益(私人公司)、5.提
供產品或服務之數量）。

9-10，14-15

G4-10

a. 依聘僱合約與性別報告員工總數	
b. 依聘雇類別與性別報告正式員工總數	
c. 依性別報告總勞動人口，包括員工和協力人力	
d. 依區域與性別報告總勞動人口	
e. 報告該組織的勞動主要組成是否大部分由依法自聘人員或個人擔任，而
不是由員工或協力人力 (包括承包商的員工及其承攬人力 )。	
f. 報告就業人數的顯著變化（如季節性變化）

24-27

G4-11 受勞資雙方團體協約保障之員工比例 25-26

G4-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7，19，35-36，
4 7，5 6 - 5 7，
69，75

G4-13

報告揭露期間有關組織規模、架構、所有權或供應鏈之任何重要改變，包括：	
．位置的改變或操作變更，包括設施啟用，關閉和擴展	
．股本結構變動及其他資本形成，維護和變更業務（民間機構）	
．供應商所在位置，供應鏈的結構，或與供應商間關係的變化，包括選	
			擇和終止

NA

G4-14 報告組織是否有及如何預防的方法或原則。 18-21

G4-15
列出經公司簽署或認可，由外部產生發起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章程、原則
或其他倡議。

19-21，36，78-
86

G4-16

列出公司參與協會 (如商業協會 )，和全國或國際性擁護機構的會員資格	：	
．在協會治理單位擔任之職位	
．參與專案或委員會	．提供除了常規會費外的贊助基金	
．將參加會員資格做為策略性考量

36，68，78-86

3.	鑑別重大考量面與邊界

G4-17
a. 列出包括在該組織的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的所有實體。	
b. 報告是否有不包括在該組織的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所涉及的任何
			實體。

14-15

G4-18
a. 解釋定義報告內容和考量面邊界之流程。	
b. 解釋組織如何實施定義報告內容之原則。

6-8

G4-19 列出定義報告內容流程中所鑑別的所有重大考量面。 35，39-55

G4-20

對每一重大考量面，報告組織內之考量面邊界，具體如下：	
．報告此考量面在組織內是否為重大的	
．如果考量面對組織內所有實體不屬重大 (如 G4-17)，請選擇以下兩種方
			法之一，報告為：	
					－在 G4-17 中考量面不是重大的實體或實體群組列表，或	
				－在 G4-17 中考量面為重大的實體或實體群組列表	．報告組織內任何	
							有關考量面邊界之特定限制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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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1

對每一重大考量面，報告組織外之考量面邊界，具體如下：	
．報告此考量面在組織外是否為重大的	
．如果考量面對組織外係屬重大，鑑別考量面為重大之實體、實體群組或
			元素，另外，描述其地理位置	
．報告組織外有關考量面邊界之任何特定限制

NA

G4-22 報告在以前報告中所提供資訊任何重述的影響及重述原因。 NA
G4-23 報告與以前報告在範圍和考量面邊界有顯著改變。 6-7

4.	利害關係人參與
G4-24 提供一份組織參與之利害關係人群體列表。 7-8
G4-25 報告組織參與之利害關係人鑑別和選擇的基礎。 7

G4-26
報告組織參與利害關係人的方法，包括按不同形式及利害關係人群體的參
與頻率，並表明是否有任何參與作為報告編制過程中的一部分。

參見各章節陳述

G4-27
報告經由利害關係人參與所提出之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及組織如何回應
這些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包括其報告的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報告提出
每一項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的利害關係人群體。

同上

5.	報告概況
G4-28 提供資訊的期間。(即會計年度或日曆年度 ) 6-7
G4-29 最近一次報告的日期。(若有的話 ) 2012 年 8月
G4-30 報告週期。(每年或每兩年 ) 每年
G4-31 針對報告書或其內容有問題時的聯絡人。 8

G4-32

a. 報告組織選擇之 "依循選項 "	
b. 報告所選擇 "依循選項 "之 GRI 索引表	
c.	如果報告經由外部查證，可引用外部的驗證報告。GRI 組織建議使用，
			但不是依循GRI 指南的要求。

6-7，89-93

G4-33

a. 報告組織對本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的政策和現行作法	
b. 如果伴隨著永續報告的保證報告不包括在內，報告提供任何外部保證的
			範圍和基礎。	
c. 報告組織和驗證機構間的關係。	
d. 在尋求永續報告的查證時，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和資深管理層是否參與。

6-7

6.	治理

G4-34
報告組織的治理架構，包括最高治理單位的委員會。鑑別任何對經濟、環
境和社會衝擊負有決策責任之委員會。

16

G4-35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將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授權委派給資深管理階層和其
他員工的流程。

17

G4-36
報告組織是否已任命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執行層級或職位，及是
否直接向最高治理單位報告。

17

G4-37
報告利害關係人和最高治理單位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的協商流程。如
果協商是被授權，描述由誰和任何反饋給最高治理單位的流程。

17

G4-38

報告組織最高治理單位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執行董事或非執行董事	
．獨立董事	
．治理單位任期	
．每個人之其他重大立場和承諾，與承諾的性質。	
．性別	
．代表性不足的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	
．有關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之影響	
．利害關係人代表

16-17

G4-39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的主席是否亦為公司執行長（如果是，他 ( 她 ) 在組織
管理的功能和這種安排的原因）。

否

G4-40

報告提名和遴選最高治理單位及其委員會的流程，以及用於最高治理單位
成員的提名和遴選標準，包括：	
．多樣性是否及如何被考慮	
．獨立性是否及如何被考慮	
．有關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的專業知識和經驗是否及如何被考慮	
．利害關係人 (股東 ) 是否及如何被考慮

16

G4-41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確保避免及管理利益衝突之流程	報告是否向利害關係人
揭露利益衝突，至少包括：	
．跨董事會成員	
．與供應商和其他利害關係人的交叉持股	
．控股股東之存在	
．關聯方揭露

16

G4-42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和資深管理層在制定、批准、和更新該組織的目的、價
值或使命聲明、策略、政策，以及相關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的目標之
角色。

17

G4-43
報告發展和強化最高治理單位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集體知識所採取
的量測措施。

33-34

G4-44

a.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的績效評估流程。報告這樣
			的評估是否為獨立的及其頻率。報告這樣的評估是否是自我評估。	
b. 報告回應最高治理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績效評估所採取的行
			動，最低要求，包括成員和組織實踐的變化。

NA

G4-45

a.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風險和機遇之鑑別和管
			理的角色。包括最高治理單位實施盡職調查過程中的角色。	
b. 報告利害關係人協商是否被用來支持最高治理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
			的衝擊、風險和機會之鑑別和管理。

NA

G4-46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審查組織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之風險管理流程有效
性的角色。

17

G4-47 報告最高治理單位審查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風險及機會之頻率。 NA

G4-48
報告正式審查和批准該組織永續報告之最高委員會或定位，並確保涵蓋所有
重大考量面。

7，16-17

G4-49 報告向最高治理單位溝通關鍵問題的流程。 16-17
G4-50 報告向最高治理單位所溝通關鍵問題之性質與總數，及用來處理和解決的機制 16-17

G4-51

a. 報告下列類型之最高治理單位及資深執行階層的薪酬政策：	
．固定薪酬與變動薪酬：	
			－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	
			－分紅	
			－遞延或既得股份	
．簽約獎金或招聘獎勵金	
．終止合約之給付	
．補償機制	
．退休福利，包括最高治理單位、資深執行階層及所有員工之貢獻率與其
			福利方案之差異	
b. 報告薪酬政策有關最高治理單位和資深執行階層之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
			的績效標準

NA

G4-52
報告決定薪酬之流程。報告薪酬顧問是否參與薪酬決定和是否獨立於管理
層。報告薪酬顧問是否與組織有關係。

NA

G4-53
如適用時，報告如何尋求及考慮利害關係人關於薪酬之意見，包含薪酬政
策及建議之投票結果。

NA

G4-54
報告組織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國家之最高個人年度所得與於該國所有員工年
度所得中位數 (排除最高個人年度所得 )之比率。

NA

G4-55
報告組織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國家之最高個人年度所得之年度加薪百分比與於
該國所有員工年度加薪百分比之中位數 (排除最高個人年度所得 )	的比率。

NA

7.	道德和誠信
G4-56 描述組織的價值觀、原則、標準和行為規範，如行為準則與道德守則。 4-5，12，16

G4-57
報告尋求道德和法律行為意見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宜之內部和外部機制，如
服務熱線或諮詢熱線。

29

G4-58
報告對不道德或非法行為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宜關注之內部和外部機制，如
透過線上管理上報，舉報機制或熱線。

29

經濟績效指標 - 經濟
G4-EC1 產生和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4-15
G4-EC2 氣候變遷導致組織活動對財務之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18-20
G4-EC3 組織界定福利計劃義務的範圍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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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EC4 接受政府之財政補助 NA
G4-EC5 依性別報告組織的新進人員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例 25-26
G4-EC6 重要營運據點當地資深管理階層雇用數量與比例 26
G4-EC7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服務所產生之發展和衝擊 46-47
G4-EC8 重大的間接經濟影響，包括衝擊程度 NA
G4-EC9 對於重要營運據點當地供應商之支出比例 NA

環境績效指標 - 環境
G4-EN1 使用的原物料之重量或體積 NA
G4-EN2 使用再生原料作為生產原料之比例 19，58
G4-EN3 組織內部之能源消耗量 40-41
G4-EN4 組織外部之能源消耗量 40-41
G4-EN5 能源強度 40-41
G4-EN6 能源消耗量減量 40-41
G4-EN7 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減量 NA
G4-EN8 各來源別的總出水量 42-44
G4-EN9 因取水而有重大影響之水源 NA
G4-EN10 水回收及再利用的總量及比例 42-44

G4-EN11
在非保護區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棲息地和保護區、或在其鄰近地區，所擁
有、租賃或管理的營運場址

33-79

G4-EN12
描述活動、產品及服務對保護區多樣性生物和保護區外高度生物多樣性的
影響與衝擊

72-79

G4-EN13 保護或恢復的棲息地 72-79

G4-EN14
企業營運的活動區域影響棲息地中有 IUCN	紅色名單種類與國家保育類生
物清單中依絕種風險程度別列出數量

NA

G4-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	1) 42
G4-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	2) 42

G4-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範疇	3) NA

G4-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度 41-42，44
G4-EN19 溫室氣體減排量 41-42，44
G4-EN20 破壞臭氧層之物質排放 42，44
G4-EN21 氮氧化物（NOx）、硫化物 (SOx)、及其它重要氣體排放 42，44

G4-EN22 污水排放的污染程度及流向終點 43-44

G4-EN23 廢棄物的總量，按種類及處理方式描述 45-46
G4-EN24 重大洩漏的次數與數量 無此情事發生

G4-EN25
視為具危險性的運輸、運入、輸出或處理的廢棄物總重量，根據巴賽爾協
定附錄之一、二、三與八則條文，以及運輸至國外的廢棄物百分比

NA

G4-EN26
明顯受組織排放水和徑流影響之水體和相關棲息地的特徵，規模，保護狀
況和生物多樣性價值。

NA

G4-EN27 產品和服務的環境衝擊之減緩影響程度。 32-66
G4-EN28 售出的產品及包裝材被要求回收的比例 NA
G4-EN29 重大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事件及所處罰款總金額，或非金錢方法的處罰 NA
G4-EN30 商品、原料或人員的運輸所造成的重大環境衝擊 NA
G4-EN31 按種類揭露環境保護的總費用與投資 35
G4-EN32 使用環境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比例 NA

G4-EN33 在供應鏈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環境衝擊和採取的行動
18 - 1 9，3 5，	
47-56

G4-EN34 藉由正式的抱怨機制提出對環境衝擊的立案、處理、並解決之數量 32-77
勞動條件績效指標 - 勞動條件與尊嚴工作
G4-LA1 按年齡、性別和區域區分計算新進員工人數、比例與員工離職人數和離職率 25-26
G4-LA2 在重要營運據點對全職員工提供之福利 26-27
G4-LA3 按性別報告育嬰留職停薪假後恢復工作和留存率 27
G4-LA4 針對不論是否在團體協約內容之營運變更的最短預告期 28-29

G4-LA5
描述由勞資雙方代表參加的正式聯合勞工健康安全委員會之勞工比例，藉
以監督和指導職業健康安全計劃

22，29

G4-LA6
依區域與性別分析傷害類型及工傷率、職業疾病發生率、損失天數比例、
缺勤率以及與工作有關的死亡總人數

22

G4-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率與高風險之作業人員 21-23，30
G4-LA8 健康及安全相關議題被列於工會正式協議文件中 22，28-29
G4-LA9 依員工類別與性別計算單一雇員每年接受的訓練時數 29-30
G4-LA10 員工職能管理和終生學習計劃以協助員工持續受雇之能力及其退休計畫 29-30
G4-LA11 依員工類別與性別接受定期績效及生涯發展審查的員工比例 29-30

G4-LA12
依性別、年齡層、少數族群和其它多樣性指標報告公司高階管理層和按員
工類別的員工組成

25-29

G4-LA13 依員工類別與重要營運據點的女性與男性之基本薪資和薪酬比率 25
G4-LA14 使用勞動條件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比例 NA
G4-LA15 在供應鏈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勞動條件衝擊和採取的行動 NA
G4-LA16 藉由正式的申訴機制提出對勞動條件的立案、處理、並解決之數量 28-29
社會績效指標 - 人權
G4-HR1 載有人權條款或經過人權篩選之重大投資協議與合約的總件數和比例 NA

G4-HR2
報告員工接受與營運相關人權考量面之人權政策或程序訓練的總時數及接受
訓練的員工比例

NA

G4-HR3 歧視事件發生之總數和已採取的矯正行動 無此情事發生

G4-HR4
已辨識可能造成危害或違反結社自由及團體協約之營運活動及供應商，和
支持這些權利所採取措施之量測

19，28-29

G4-HR5
已辨識有顯著童工事件風險之營運活動及供應商，和對有效廢除童工做出貢
獻所採取的措施

無此情事發生

G4-HR6
已辨識有強迫或強制性勞動風險的營運活動及供應商，和對消除所有形式
強迫勞動做出貢獻所採取的措施

NA

G4-HR7 接受與營運有關之人權政策或程序訓練之安全人員比例 NA
G4-HR8 侵犯當地居民人權事件之總數量和已採取之行動 無此情事發生
G4-HR9 受到人權審查或影響評估的營運活動總數和比例 無此情事發生
G4-HR10 使用人權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比例 NA
G4-HR11 在供應鏈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人權衝擊和採取的行動 NA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提出對人權的立案、處理和解決的數量 28-29

社會績效指標 - 社會 / 社群
G4-SO1 實施當地社區參與、影響評估和發展方案的營運活動之比例 NA
G4-SO2 對當地社區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無此情事發生
G4-SO3 報告已評估貪污風險之營運活動的數量和比例，和已辨識之顯著風險 NA

G4-SO4 反貪污政策和程序上的溝通和培訓 NA

G4-SO5 證實之貪污事件和採取的行動 無此情事發生
G4-SO6 按國家和收款人 / 受益人報告政治捐獻的總價值 無此情事發生
G4-SO7 針對反競爭行為、反托拉斯及獨佔等情形採取法律行動訓練之總數和其成果 無此情事發生
G4-SO8 不遵從法律及規定之貨幣罰款及非貨幣之重大懲罰總量 無此情事發生
G4-SO9 使用社會衝擊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百分比 NA
G4-SO10 在供應鏈具顯著實際和潛在之負面社會衝擊和採取的行動 NA
G4-SO11 藉由正式的申訴機制提出對社會衝擊的立案、處理、並解決之數量 NA
社會績效指標 - 產品責任
G4-PR1 健康和安全衝擊被評估改善的重要產品和服務類別的百分比。 無此情事發生

G4-PR2
依結果種類報告產品與服務在生命週期內違反健康及安全法規和自願性規
範的事件數量

無此情事發生

G4-PR3
依組織的產品與服務資訊和標示程序要求之產品與服務資訊類型及需要這
些訊息的重要產品和服務類別之比例

NA

G4-PR4 依結果種類報告產品與服務資訊和標示違反法規及自願性規範的事件數量 無此情事發生
G4-PR5 衡量客戶滿意度調查的結果 7
G4-PR6 被禁止或有爭議的產品銷售 無此情事發生

G4-PR7
依結果種類報告產品與服務違反市場溝通法規及自願性規範，包括廣告、
促銷、贊助等活動數量

無此情事發生

G4-PR8 客戶抱怨關於隱私權侵犯，和資料外洩等事件的總數 無此情事發生
G4-PR9 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違背法律與規定導致重大罰款之貨幣價值 無此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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