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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編輯原則 

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報告中簡稱「宏遠」、「宏遠

興業」、「本公司」)發行之第十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宏遠興業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自 2011 年起自願揭露永續績效，每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2021 年 6 月發行《2020 年宏遠興業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內容包含 2020 年宏遠興業經濟、環境及社會面向等資訊。 

報告範疇與計算依據 

本報告書依合併報表原則設定之組織邊界，報告範疇涵蓋宏遠全球三

廠(台灣廠、上海廠、泰國廠)及台北營業處，新三廠(美國北卡廠、海地廠、

衣索比亞廠)由於剛設廠，暫時不揭露，預定於「2021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開始揭露。財務績效部份為經會計師簽證後之公開發表資訊，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蒐集之數據皆以新台幣為計算單位。環境績

效採用之計算和估計基礎，來自政府公開資訊，並自行估算而成。本(2020)

年報告書與「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相較，部分歷史數據若有重編

之情事，將在內文中說明。 

報告書撰寫原則與綱領 

宏遠興業 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容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發佈之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Standards)核心

選項撰寫，同時參照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作業辦法」，編製前一年度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公司所辨認之

經濟、環境及社會之永續主題、相關策略、目標和措施及成果，GRI 內容索

引詳如附錄一。 

報告書編輯與查證 

《2020 年宏遠興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由 CSR 報告書編輯小組負責

整體規劃、溝通整合、資料彙整及編輯修訂後，由各編輯成員就相關內容及

數據校閱與修訂，送交總經理審核後發行。本報告書經台灣科技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依據 GRI Standards 核心選項要求完成外部保證。 

發行時間 

宏遠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同時於宏遠興業全球資訊

網上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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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發行版本：2020 年 06 月發行 

現行發行版本：2021 年 06 月發行 

聯絡方式 

您可以於宏遠興業全球資訊網下載取得完整報告書，如您對本報告有

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您聯絡我們。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山上區明和里 256 號 

聯絡人：尖端技術研究所 陳泰翔 

電話：06-578-2561 #6656 

傳真：06-578-4347  

電子信箱：taih.chen@everest.com.tw 

全球資訊網：http://www.everest.com.tw/index_ch.aspx 
 

 

 

 

 

 

 

 

 

版權所有。若需轉載或引用，請與我們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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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的話 

由於 2020 年 1 月 23 日突然爆發了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全世界的劇

變，進而某些狀況已變成新常態；例如「不確定性」已成為新常態，如何面

對它的挑戰，個人和企業如何強化韌性（復原力）以降低風險，甚至進而創

新突圍，化危機為轉機。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意即「危機」等於「危」

險加上「機」會的「轉危為機」；然而，因應危機最好的方式就是「改變」，

但不是任何一個人或組織都能成功的轉化，必須這個人或組織，平常就是

「學習者」或「學習型組織」，具有「學習力」——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learn、relearn、unlearn，並提出解決方案的上進能力；這即是宏遠的經營理

念——贏在學習，勝在改變＝能學習來改變，能改變來學習。 

宏遠一直以學習型組織自居，而且讀書不是讀好玩的；依公司當時所處

的處境和難題，挑選書籍來讀，將書中的精華分享給員工，帶著員工讀書提

升大家的精神糧草，並在每週讀書會中提出討論和心得；我在 2020 年裡完

成了 41 篇手稿文章與 26 本書籍分享給同仁，至今已超過 500 篇手稿文章

分享，從管理、智慧、科技、政經、疫情、人文、勵志等都涵蓋其內，經由

有目的的閱讀，然後有目的的實踐，大家凝聚共識，把知識一起分享，從中

也創造我們的文化，創造公司價值出來。 

 ESM 宏遠永續發展模式 

宏遠開始實施「永續發展模式」，緣於 2007 年 3 月下旬，我在中國張

家港參觀一家染整代工廠得到「節能減排」的啟示，又正巧讀了美國英特飛

（Interface）創辦人雷･安德森（Ray Anderson）所著的《綠色資本家》

（Midcourse correction），作為典範，就於 4 月 1 日開始啟動；到今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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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讀了 250 本以上相關書籍，在與同仁一起學中做、做中學下，進行了幾百

種大小專案，從永續 1.0 到永續 2.0，到今年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韌性求生，

繼續進行永續 3.0 專案。13 年來，不但公司內部因「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減少許多能資源的浪費，工廠也因很低成本的綠建築改造，停

開冷氣機，改用負壓水簾通風，節省 92%的空調費用，獲得鑽石級綠建築認

證，並得到工業局認可的台灣第一批五家「綠色工廠」之一。而且，我們把

三 K（溼、熱、髒）的染整廠利用烟囪效應（浮力通風原理）及其他永續措

施，變成既乾淨、涼爽又舒適的節能減廢循環經濟工廠。如今，我們除了把

台灣工廠的成效推廣到海外五國工廠外，也開放參觀，希望影響更多有影響

力的人。 

2011 年，宏遠的社會型營利企業（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幸福台灣

EverSmile」正式營運，提供就業機會，分享百分之百 MIT 產品，所得營業

額 1%，做為社會公益基金。 

宏遠實施永續發展模式十三年以來，最大的收穫是企業文化的改變。員

工知道在作的每一項專案目的是「節能、減碳、愛地球」，也是要讓公司更

有競爭力，因此員工愈來愈善良、愈有同理心，肯負責任，縱使在今年新冠

疫情肆虐下，大家仍在國外奔波為公司效命，並鎮守住海外 5 座工廠能維

持營運。所以實施永續發展模式，就如落實豐田模式，不但可改變企業文化，

而且可以培養各階層的領導人才，尤其在這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更可提升

個人和企業的韌性。 

 從躍競思維到閃電擴張，開展宏遠新紀元 

我們於 2017 年起，就於一年內在非洲衣索比亞、中美洲海地，以及北

美洲美國北卡州同時建立三個工廠，作閃電式擴張，結合原有中國上海廠、

泰國廠及台灣母廠，形成六國紡織成衣的一貫整合佈局，這是很難有的競爭

優勢，尤其可做布與成衣結合來接單，獲取高營收及高營業利益率，再造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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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成長，開展宏遠新紀元。 

公司的文化要多元，不要偽善，成功的組織需要一致性與多元的組合；

文化愈強大，大家有了共識和凝聚力，規則的約束就可以愈小，文化也就能

讓這條不斷變革的「鐵修斯的船」保有本質的機制。當今，宏遠人為脫離危

機，再興大利，需要每個人懷抱強烈使命感，投入更多時間，拋棄自利來利

公司。這種高強度的工作倫理有個好處，就是決策過程加快很多，這對閃電

擴張而言是重大優勢，也是宏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所必須的價值觀。 

在這快速變遷的世界裡，速度與不確定就是新的穩定，要蓬勃發展的唯

一方式就是接受改變是必然的，用它來創造自己的優勢，建立能改善社會，

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公司；而我們每個人，首先要做個終身學習者，就有機會

創造龐大價值，其次做個率先響應者，儘管不確定仍願意行動，最後，則要

做個安定人心的力量，就如英國文豪王爾德所言：「當眾人陷入泥沼中時，

總要有人仰望天空。」當個穩定和寧靜的來源，會讓你自然成為領袖，且讓

世界變更好。 

宏遠的企業文化，強調「向善、向上、向前；正直、利他、感恩」，以

此來選才、用才、育才、留才。其中，為人最基本的是真誠、正直。具有「真

誠、正直」品德的人，起碼不會變壞，讓你能安心。而在此，我還是要再再

次強調經理人「正直」的重要性。杜拉克說過，一個高績效單位的經理人，

總讓大家不喜歡，但會贏得尊重；他會培養出人才，也會帶來高績效；因為

他勇於承擔，以身作則，堅持做對的事，不怕得罪人。我希望大家能以這種

「正直」的經理人自許，皆能有所承擔。 

最近我對主管的「承擔」特別在意。作為「主管」，既是領導者，也是

管理者，有時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更甚於管理者。因此，主管最基本、也最重

要的是責任和承擔，對自己要嚴謹自律，要以身作則，就如稻盛和夫說的，

「領導者是以背影來領導」，必須願意犠牲小我，來完成大我生命共同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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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作一個「正直」的領導者，負起絕對責任(Extreme Ownership)，堅持

做對的事。 

2021 年公司營運主軸為全力衝刺營收和獲利來「扭（牛）轉乾坤」。運

用新創思維、數位轉型、強化 ESG，提升核心四力：創新力、智慧力、永續

力、精實力的能耐，來達到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從「善」和「利他」

出發，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創造共享價值，成為與員工、顧客、供應商、股

東、社會、環境六方皆贏的永續自覺企業，進而「貢獻社會、改變世界」。 

 

 

 

 

 

 

 

 

 

 

 

 

 

 

 

宏遠永續發展辦公室 執行長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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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宏遠的永續發展 

有感全球暖化日益嚴重，企業要發揮應盡之社會責任，2007年4月宏遠

積極推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 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ESM)，以7R修

練 (Rethink, Redesign, Reduce, Reuse, Repair, Recycle, Recovery) 為核心，強

調經濟面、社會面和環境面的均衡發展。從企業內部培養企業員工環保概念，

發起一連串的「節能‧環保‧愛地球」的策略行動，對外帶動廠商及社區投入

生態保育的行列。共同為地球生態環保盡心力。2008年4月，宏遠通過國際

知名紡織品環保認證組織瑞士bluesign®認證，成功轉移其在環保上之經驗，

讓生產流程及其所產出之產品符合最高等級之健康及環保標準，以確保消

費者之安全。 

未來，宏遠將秉持創新的永續生產，提高資源生產力（Less is More），

善盡企業拯救地球之本分，並不斷累積永續宏遠的綠色競爭力；2020年，我

們將以三廠零廢棄排放為目標，並期許宏遠成為生態企業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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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宏遠興業為台灣一家垂直整合長短纖一貫化之專業布廠，公司使命宣言

是「貢獻社會，改變世界」，持續以Cradle to Cradle為核心理念，導入環境化

設計，以生態設計、藍色製程、綠色產品，致力開發對人類及生態無害的紡

織品，以減少環境衝擊。 並尊重人權，落實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提供員工

節能環保安全的工作環境、培養自然健康的生活習慣，進而推廣到社區、廠

商及顧客，致力於創造人類健康永續的社會環境。  

 

    宏遠為善盡CSR並落實企業公民精神於經營決策中，承諾奉行以下策略： 

 

 

 

 

 

 

 

 

 

 

 

 

 

推廣 

本公司承諾拓展社會責任至各營運層面，並推廣供應商及分包廠符合相關要求，

確保所有商業互動及公益活動皆以善盡社會責任而努力。 

管理系統 

本公司承諾遵行勞基法及環安衛相關法規，透過管理系統的運作及 PDCA 持續改

善，形成一個 完整且符合實務的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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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本公司力行人道待遇，鼓勵員工與高階管理者對話溝通，並給予身心障礙者工作

機會，落實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提供員工節能環保安全的工作環境、培養自然健

康的生活習慣，讓員工以當宏遠人為傲。 

健康與安全 

本公司致力推行工業減廢、節約能源、資源回收及零災害運動，並妥善監控每一

個階段對環境及員工健康安全可能造成危險之物質。 

環境面 

本公司以生態復原及尊重生物多樣性來追求環境永續，並以綠建築的概念建置宏

遠生態工業園及宏遠自然蔬果教育農莊，並向外推廣到在地社區，期許能成為永

續農業的教育園區，為降低全球暖化善盡心力。 

社會面 

本公司積極參與社區回饋與活動贊助，關懷社區老人及弱勢團體，並與在地社區

合作推展各式藝文 和表演活動及社區生態綠化，以提升公司與社區更良好的互動

關係。 

經濟面 

本公司以 Cradle to Cradle 為核心理念，導入環境化設計，以生態設計、藍色製程、

綠色產品，致力開發對人類及生態無害的紡織品以減少環境衝擊。 

製造：力行 5S 管理，致力發展高效率、低污染、省能源、高安全性的製程技術。    

採購：本公司致力選用符合綠色製程與產品之原物料供應商，整合綠色採購供應 

鏈，以減少碳足跡。  

業務：本公司致力改變顧客的採購模式，行銷綠色產品，協同顧客發展永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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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分析 

 

本報告書透過下述五大步驟，決定重大永續主題。 

 

 

 

 

 

 

 

 

 

 

 

 

 

 

 

 

 

 

 

 

 

 

 

 

 

 

 

 

 

 

 

 

 

 

 

 

 

 

 

 

鑑別利害
關係人

• 宏遠採用 AA1000 SES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以問卷發放的方式，以
本公司經/副理以上主管，針對所屬業務可能接觸或影響之利害關係人
進行鑑別程序與重要性評分，鑑別出宏遠重要利害關係人為員工、客
戶、股東、供應商/承攬商、政府/主管機關共五大類利害關係人。

永續主題
歸納

• 以全球報告書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出版的永續報告
書GRI Standards指引作為主題蒐集基礎，並納入利害關係人透過各種
管道回饋的意見等，歸納出33項主題，作為永續相關主題。

主題分析

• 透過問卷發放方式，進行各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調查，依據回收問卷
的分析結果，作為排序之參考。本年度共回收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問
卷100份，其中關注度問卷回收28份，衝擊度問卷(副理級以上主管填
答) 回收13份。

重大主題
排序

• 依據問卷統計分析結果，經由公司內部討論以及結合目前國際所關注
的議題後，共鑑別出8個重大主題，將其合併為5個管理方針進行揭露。

審查與
討論

• 經分析後之重大主題排序、回應章節與邊界分析，宏遠未來將持續加
強管理並將相關資訊揭露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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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鑑別 

宏遠採用 AA1000 SES 利害關係人議合

標準(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簡稱 

AA1000 SES 2015)五大原則：含括依賴性、責

任性、影響力、多元觀點、關注張力等特性，

以問卷發放的方式，以宏遠副理以上主管，針

對所屬業務可能接觸或影響之利害關係人進

行鑑別程序與重要性評分， CSR2020延續使

用CSR2018所鑑別出的宏遠重要利害關係人，

分別為員工、客戶、股東、供應商/承攬商、政

府/主管機關共五大類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及溝通管道  

  

利害關係人關注主題 

 
 

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對象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員工 

▪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 人資意見箱 
▪ 工會 
▪ 勞資會議 
▪ 股東大會 
▪ 動員月會 
▪ CSR關注度問卷 

一次 
不定期 
不定期 
每季 
每年 
每月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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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承攬商 

▪ 電話/EMAIL 
▪ 供應商社會責任及環境評估表 
▪ 施工安全告知單 
▪ 供應商稽核 
▪ 統購招標 

即時 
定期 
每次工程 
定期 
定期 

客戶  

▪ 業務經常性的拜訪交流會議 
▪ 經常性更新官方網站產品與服務訊息 
▪ 客戶滿意度調查 
▪ 電子信箱、電話往來溝通 
▪ CSR關注度問卷 

不定期 
不定期 
每年 
不定期 
每年 

政府/主管機關 

▪ 公文往來、公開資訊 
▪ 政府機關不定期來廠檢查 
▪ 與主管機關維持良好互動的關係 
▪ CSR關注度問卷 

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每年 

股東 

▪ 股東大會：依規定編製年報  
▪ 定期公佈營運概況資訊 
▪ 法人說明會 
▪ 官網設有投資人專區 
▪ 設置股東聯絡窗口及信箱 
▪ 設有發言人及法人股東聯絡窗口 
▪ 往來銀行來訪、審核授信資料 
▪ 內部刊物：宏遠人月刊 
▪ CSR關注度問卷 

每年  
每月 
每年 
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每月 
每年 

 

聯絡方式： 

全球資訊網：http://www.everest.com.tw/index_ch.aspx 

投資人關係：tnan.lu@everest.com.tw 

業務或產品相關：sales@everest.com.tw 

人資意見信箱：everesthr@everest.com.tw 

環安相關投訴信箱：yuzhong.tsai@everest.com.tw 

 

2020 年重大主題排序 (藍字為重大主題) 

1. 職業安全衛生 10. 童工 19. 當地社區 28. 採購實務 

2. 能源 11.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 供應商環境評

估 
29. 稅務 

3.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
規遵循 

12. 行銷與標示 21. 訓練與教育 30. 保全實務 

4. 排放 13. 不歧視 22. 反貪腐 31. 間接經濟衝擊 

5. 廢汙水和廢棄物 14. 客戶隱私 23. 生物多樣性 32. 原住民權利 

6. 經濟績效 15. 顧客健康與安全 
24. 員工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 
33. 反競爭行為 

7. 勞雇關係 16. 強迫或強制勞動 
25. 結社自由與團

體協商 
34. 公共政策 

8. 勞/資關係 17. 人權評估 35. 市場地位  

9. 水 18. 物料 
36. 供應商社會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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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分布圖 

 
 

★重大主題範疇及邊界 

 

管理方針 GRI Standards 主題 主題邊界 對應章節 頁碼 

穩定營運 經濟績效 合併報表中包含之實體 
一、宏遠概況 

1.4 營運概況 

14 

25 

環境保護 
能源 

宏遠興業/供應商 四、綠色承諾 48 
排放 

污染防治 
廢汙水與廢棄物 

宏遠興業/供應商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有關環保的法規遵循 

職業健康安全 職業安全衛生 宏遠興業/供應商/承攬商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員工責任與關懷 
勞雇關係 

合併報表中包含之實體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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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遠概況 
 

項目 
穩定營運管理方針 

(重大主題：經濟績效) 

重大原因 

宏遠以前瞻眼光，全球佈局，在亞洲、美洲、非洲分別設立布廠及成衣廠，且

衣索比亞及海地具有零關稅優勢，可快速彈性因應調度產區及產能供應。在疫

情期間，更是化危機為轉機，迅速切入防疫產品，減緩成衣運動服飾衰退造成

的影響。另本公司設有尖端技術研究所，新產品研發能力強，近年為提升競爭

力，推動高科技智慧製造，成功轉型智慧工廠，實現工業 4.0，並以躍競思維

深化宏遠的核心競爭力，以創新力、智慧力、永續力、精實力四項核心能力，

全力扭轉乾坤，衝刺營利。 

主題邊界 合併報表中包含之實體。 

主題邊界揭露限

制 
本年度報告書中有關經濟績效主題以宏遠興業及子公司相關資訊為主。 

管理目的 
秉持「創新力、智慧力、永續力、精實力」四力提升自我競爭力，輔以「敏捷

整合創新」，開拓新的價值，期能永續經營獲利成長。 

政策 

宏遠秉持著「多元融合創新 韌性永續發展」的精神，結合流行趨勢及與品牌

客戶合作開發，不斷提供多功能、永續環保布料及成衣等相關創新產品與整合

服務。因應 2020 疫情防護需求，利用既有核心技術結盟同異業，選擇搭配不

同材料以及宏遠長纖、短纖、針織彈性及特殊後整理貼合技術，切入防疫產品

市場。2021 年將擴大防疫產線，從布到成衣提供防護機能兼具時尚流行的設

計服務，注入新的成長動能。 

承諾 
與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打造為員工、顧客、供應商、股東、社會與環境

「六方皆贏」的永續自覺企業。 

目標 
宏遠致力實踐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並以「貢獻社會，改變世界」為使

命，邁向永續經營。 

申訴機制 
投資人關係：tnan.lu@everest.com.tw 

業務或產品相關：sales@everest.com.tw 

管理評量機制與

績效調整 

宏遠 2020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 7,343,877 仟元，較 2019 年衰退 17%，受新冠疫

情（COVID-19）影響，紡織產業受到嚴重衝擊；且宏遠產品主要以外銷為主，

在新台幣對美元持續大幅升值下，蒙受匯兌損失，營運上 2020 年上半年稅後

淨損 372,095 仟元，惟 2020 年下半年營運逐漸從谷底回升，虧損縮小為 44,074

仟元；並反應庫存跌價損失 520,818 仟元，故全年稅後淨損合計 936,987 仟元，

稅後 EPS 為-1.94 元，整體營運績效未達目標，上半年有較大虧損，下半年回

穩虧損大幅收斂，擺脫營運低潮。 

 

1.1 公司概況 

★公司概況 

宏遠興業創立於1988年，從紗、布、染整、後加工至成衣，係以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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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續聞名國際的智慧紡織廠。宏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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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開發對人類及生態無害

的紡織品，推廣「衣的安全」和「穿得健康」理念。 

宏遠的主要產品為假撚紗，以及融合機能性和時尚性的運動、戶外和

都會的生態創新布料。為保持創新領先，宏遠率先國內紡織業者於2003年

創立國家級研發中心「尖端技術研究所」，由「物理紡織」轉型為「化學紡

織」，每年以營業額3%至4%投入於研發創新。秉持對環境友善及配合國際

品牌永續環保政策，使用環保素材，另延伸開發Solution dye、膠原蛋白紗、

牡蠣紗及Recycle Spandex紗等對環境更為友善之材料；並發展無氟撥水加

工織物，結合智慧生產，減少藥劑使用量。近年來極端氣候已成為全球氣

候變遷下常見氣候型態，促使複合機能紡織品需求大幅增加，宏遠的長纖、

短纖、針織產品為複合型機能產品提供差異化基礎，並以跨界整合創新，

使用新興材料科技，展現宏遠在高機能複合紡織品之堅強實力。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8 年 2 月 8 日 

上市日期 1995 年 4 月 28 日 

股票代號 1460 

產業類別 紡織業 

公司位址 臺南市山上區明和里 256 號 

董事長  席家宜 

主要業務 加工紗、織布(平織/針織)、染整、印花加工、塗佈貼合、成衣 

主要產品 加工紗、成品布、其他(胚布、成衣等)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5,098,341,820 元 

員工人數 1,618(台灣廠)、455(泰國廠)、594(上海廠) 

股東結構 

 

政府機構

0.00%

金融機構

0.00%

其他法人

45.98%

個人

50.04%

外國機構及外國人

3.98%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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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宏遠的使命（宏大變革目標）是「貢獻社會、改變世界」。宏遠的價值

主張是「與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CSV)」，打造為員工、顧客、供應商、

股東、社會與環境「六方皆贏」的永續自覺企業。我們的企業核心價值為，

從善和利他出發，以創新、永續、智慧、精實四力作為基礎，並以超越極

限、挑戰自我、使命必達的宏遠人精神迎戰未來，對世界做出貢獻，達到

經濟、環境、社會的三重盈餘。以此為磐石，宏遠致力於成為生態型領導

者與永續自覺企業，從2007年實行ESM永續經營模式，以永續的綠色足跡，

開拓全球的紡織新藍海，更懷抱對他人「正直」、「利他」與「感恩」的心，

結合所在國的產官學研資源，期待彼此砥礪，創造共生共榮的紡織生態系

統。 

 

★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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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只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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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象徵宏遠是追求

卓越、超越顛峰的領導品牌 

 

    以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Mt. Everest)為意涵，以

登峰造極、出類拔萃的企業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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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挑戰極限持續升級轉型。宏遠人的核心價

值即超越極限、挑戰自我，期許企業不斷成長。藍

色與綠色在歐、美、亞代表環保色，象徵宏遠堅持

成為生態型企業標竿。 

 

    「幸福台灣 EverSmile」是宏遠永續發展策略中，

為了社會永續而特別成立的社會型營利事業。每個

月將 1%的營業額回饋給台灣弱勢及環保團體，創造

台灣在地幸福經濟。「幸福台灣 EverSmile」係採用

宏遠供應全球知名運動、戶外休閒和流行時尚品牌

的高科技環保布料而自創的服飾品牌，並定位為「無

毒環保低碳機能服飾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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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要歷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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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佈局 

 
 

宏遠於2016年啟動『放膽射月5+5全球佈局』的願景策略，勇於投資未

來，從台灣、中國、泰國既有的亞洲三國工廠，延伸到美洲以及非洲，增

設美國垂直整合紗織染加工廠、並善用各國區域優惠，擴增成衣廠，短期

配合歐美日先進國既有品牌客戶全球運籌，長期亦可拓展全球新興經濟體

市場，為未來的永續經營提早佈局；至今，已增設宏遠美國北卡紗布染廠、

海地成衣廠，與衣索比亞成衣廠，可提供宏遠主要市場；如北美及歐洲地

區的品牌客戶一條龍服務，更可拓展到新興市場及二線品牌客戶，深入經

營在地市場擴大營收；未來更可因應非洲及中南美洲市場的成長商機，達

成local to local, time to market在地生產，在地銷售，最低碳足跡的綠色經濟。 

 

 

 

★營運據點  

▋台灣地區 

廠別 地址 主要營運/生產項目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 

Everest Textile Co., Ltd (Headquarter). 台南市山上區明和里 256 號 紗及織布之生產及染整業務 

台北辦事處 

Taipei Branch 台北市敦化北路 168 號 2 樓 客戶服務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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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地區 

廠別 地址 主要營運/生產項目 

宏遠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Everest Textile (Shanghai) Co., Ltd. 
上海市奉賢區星火開發區白沙路 197 號 

高仿真化纖及高檔纖物面料之

研究、開發、染織、後段整理加

工及銷售 

宏遠興業（泰國）公司 

Everest Textile (Thailand)Co., Ltd. 

49 Moo 1, Taladnadwadsoita Rd., Ban Muang 

Subdistrict, Banpong District, Ratchaburi 

70110, Thailand. 

各種梭織布之代工、生產及銷售

業務 

宏遠美國有限公司 

Everest Textile USA LLC 

201 North Tyron Street, Suite 2000,Charlotte, 

NC 28202 Mecklenburg 
紗及織布、染整生產業務 

宏遠服裝（衣索比亞）有限公司 

Everest Apparel (Ethiopia) S.C. 

SNNP Sidama-Zone Hawasa ind Park S.N 12-

13 
成衣生產業務 

宏遠服裝（海地）有限公司 

Everest Apparel (Haiti) S.A. 

Caracol Industrial Park, Caracol Road, No. 14, 

Caracol, Northeast Department, HT 2340, Haiti 
成衣生產業務 

 

 
 

1.3 產品與服務  

宏遠興業為一從紗、織、染、成衣，垂直整合的紡織專業一貫廠，2020

年生產的產品 89%為布，8%為紗及 3%為成衣。宏遠是全球運動品牌如：

Nike、Decathlon、Lululemon 與 The North Face 等品牌的主要供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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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印花織物、長短纖紗染織物等。以多元性的技術、優異機能性

表現，因應市場趨勢變化。自 2015 年起，宏遠將智慧的元素融入人文及科

學，做更創新的差異化研發。 

2020 年新冠疫情（COVID-19）延燒席捲全球，世界各國紛紛採取封城

或邊境管制，這些限制措施大幅降低原有的經濟活動，迫使許多企業關門歇

業，導致失業人口迅速攀升，重挫各國經濟成長，衝擊全球貿易，各國政府

推出各項緊急紓困方案，試圖減緩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重傷害，而未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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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關鍵變數仍多，包括疫情的緩解速度、美中兩國之間多方位的對立態

勢與其他地緣政治風險、美國經貿政策與府會關係、全球央行貨幣政策等，

都將持續影響全球經濟復甦的速度。展望 2021 年，雖然有些國家仍致力於

應付疫情的新感染潮和抗疫封鎖措施，不過整體來看，新冠肺炎疫苗研發已

有顯著進展，全球經濟確實已經從疫情引發的嚴重衰退中漸進式邁向復甦。 

因全球供應鏈重組，改變生產型態，企業朝多元化布局，宏遠以前瞻眼

光，全球佈局，在亞洲、美洲、非洲分別設立布廠及成衣廠，且衣索比亞及

海地具有零關稅優勢，可快速彈性因應調度產區及產能供應。在疫情期間，

更是化危機為轉機，迅速切入防疫產品，減緩成衣服飾衰退造成的影響。另

本公司設有尖端技術研究所，新產品研發能力強，近年為提升競爭力，推動

高科技智慧製造，成功轉型智慧工廠，實現工業 4.0，並以躍競思維深化宏

遠的核心競爭力，以創新力、智慧力、永續力、精實力四項核心能力，全力

扭轉乾坤，衝刺營利。 

 

★主要產品介紹 

 

宏遠所生產的產品主要分為三項，加工紗、成品布以及其他如胚布、成

衣等。宏遠興業主要產品及說明如下： 

項 目 產 品 種 類 產 品 項 目 主 要 用 途 

一、加工絲 

A. TASLAN 加工絲 

1. 空氣加工絲 1. 套裝、裙褲、運動服、傢飾用 

2. 異收縮紗 2. 洋裝、襯衫、褲料及夾克 

3. 新合纖 3. 洋裝、襯衫、褲料及夾克 

B. 延伸加工絲 

1. 超細纖維 1. Sports、Outdoor 

2. 彈性紗 2. Sports、Outdoor 

3. Recycle 延伸絲 3. Sports、Outdoor 

C. 假撚加工絲 

1. 聚酯加工絲 1. 高級男女套裝 

2. 超細纖維 2. 運動休閒服、風衣夾克、傢飾用 

3. 鹽基性加工絲 3. 男女裝衣料 

4. 胖瘦紗 4. 男西裝褲料、Sports、Outdoor 

5. 複合加工絲 5. 高級男女套裝、褲料、Sports、

Outdoor 

6. LYCRA 複合紗 6. 高級男女套裝、褲料、Sports、

Outdoor 

7. 特殊機能加工紗 7. 傢飾、工業用 

二、長纖布 A. 新合纖強撚中厚織物 

1. 仿 RAYON 調 1. 洋裝、女用襯衫、套裝 

2. 仿ＳＩＬＫ調 2. 洋裝、襯衫、男褲子、夾克 

3. 仿 WORSTED 調 3. 洋裝、男褲子、西裝 

4. 仿麻調 4. 洋裝、襯衫、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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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產 品 種 類 產 品 項 目 主 要 用 途 

B. 彈性布種 

1. Nylon 彈性布 

 (經緯彈、四面彈) 

1. Outdoor、Casual 

2. Polyester 彈性布 

 (經緯彈、四面彈) 

2. Sports、Outdoor、Casual 

C. Double Face 布種(雙層

織物) 

1. 吸濕加工 1. 休閒上衣及短褲、Sports 

2. 撥水加工 2. 褲子或外套 

3. 刷毛加工 3. 褲子或外套 

D. 超輕薄織物 
1. 撥水加工 1. Casual、Sports、外套 

2. 防水透濕 2. Outdoor wear 

E. 非彈性布種 

  (超細高密度組織防水布

種) 

1. 撥水壓光 1. 外套、羽絨服 

2. 吸濕加工 2. 短褲、襯衫 

三、短纖布 長、短纖交織物 

1. TR 1. 戶外休閒襯衫、褲子 

2. T/C 2. 戶外休閒襯衫、褲子 

3. N/C          3. 戶外休閒襯衫、褲子 

4. 100%CM 4. 戶外休閒襯衫、褲子 

三、染整加工 

A. 新合纖織物染整加工 同二之 A 同  左 

B. LYCRA 彈性布 同二之 B 同  左 

C. 超細纖織物染整加工 同二之 C 同 左 

D. 長短纖維織物染整加工 同二之 D 同 左 

E. 一般紗種織物染整加工 同二之 E 同 左 

F. 仿麂皮加工 同二之 D 同 左 

四、印花布 熱轉移紙印花布 聚酯印花布 
1. 海灘休閒服及運動外套 

2. 海灘、男裝及女裝外套 

五、塗佈加工 特殊加工布 
1. 撥水防水加工布 1. 休閒夾克、運動夾克、風衣 

2. 撥水防水透濕布 2. 高級風衣、雪衣、運動夾克 

六、貼合加工 特殊加工布 防水透濕布 
1. 登山用衣 

2. 雪衣、防寒外套 

七、Y/D 格子

布 

A. 長纖 YARN DYED 格子

布系列 

B. 短纖格子布系列 

C. 彈性伸縮布系列 

D. 長短纖交織布系列 

E. 短纖特殊加工布 

1. 平織布 

2. 提花布 

3. 牛津布 

4. 泡泡布 

5. 起毛布 

男女用襯衫、睡衣、套裝、裙褲

料、休閒長短褲、外套、風衣、運

動裝 

八、針織布 

A. 長纖 Yarn Dyed 彈性布

系列 

B. Nylon66 Yarn Dyed 彈性

1. 單面布 

2. 雙面布 

3. 提花布 

男女用襯衫、睡衣、套裝、裙褲

料、休閒長短褲、外套、風衣、運

動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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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產 品 種 類 產 品 項 目 主 要 用 途 

布系列 

C. 超細纖維針織布系列 

4. 刷毛布 

九、產業用布 

A. 工作用布/服裝系列 

B. 工業用資材系列 

C. 醫療用布料/服裝系列 

D. 防疫產品系列 

1. 防火/防護紡織品 

2. 高可視織物 

3. 防寒/防雨織物 

4. PTFE 膜/紗 

5. 特殊 PU 膜材 

6. 手術服/醫護服 

7. 防護衣 

8. 口罩 

9. 抗菌紡織品 

1. 工業用防護安全服裝 

2. 工業用濾材 

3. 熱敷保暖服裝與輔具配件 

4. 高科技工業用膜材 

5. 醫療用布料與服飾 

6. 保健防護產品 

 

★主要產品營業比重  

宏遠全球三廠主要產品營業比重 

主要產品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成品布 88% 88% 90% 89% 84% 

加工絲 10% 10% 8% 8% 5% 

其它 2% 2% 2% 3% 1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宏遠台灣廠主要產品營業比重 

主要產品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成品布 75% 72% 73% 71% 71% 

加工絲 22% 24% 23% 23% 20% 

其它 3% 4% 4% 6% 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最近兩年度銷售量值 
年度 

 

主要商品 

2019 年 2020 年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加工絲(噸) 8,420 568,942 786 95,671 4,810 323,774 477 47,520 

成品布(千碼) 7,619 556,578 83,220 7,349,912 4,855 396,697 69,269 5,799,853 

其他  91,156  201,368  108,493  667,541 

合計  1,216,676  7,646,951  828,964  6,514,914 

 

 

 

 



 

23 

 

★研究發展狀況  

宏遠以聰明精實的精神，導入 MVP(最小可行性產品)精實開發手法，

整合流行與機能布料開發優勢，將創新產品改版升級，這股研發成長動能

來自 2003 年成立的尖端技術研究所。研究所目前有 40 人，主要專注在研

發與宏遠智慧永續理念結合的新製程與材料，搭配生化/光電技術發展智

慧紡織，並結合宏遠全球聯發中心（Connecting & Developing Department）

81 人，每年三廠開發 3000 多種產品。現在進一步要開發阻燃以及高可視

等特性的紗與膜，並搭配宏遠特有的功能性後加工技術製成既舒適又符合

工業安全要求的工裝用布。宏遠紡織專利件數在 2020 年已通過 54 件(包

含過期專利 13 件)，預計未來每年會持續穩健成長。 

 

 

宏遠全球三廠投入創新研發費用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研發費用(仟元) 328,159 302,311 267,616 263,083 221,895 

佔營業額(%) 3.7% 3.4% 2.8% 3.0% 3.0% 

 

宏遠台灣廠投入創新研發費用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研發費用(仟元) 285,855 262,983 221,505 208,319 178,463 

佔營業額(%) 4.3% 4.0% 3.4% 3.5% 3.4% 

 

 

 

因 Covid-19 的影響，全球的個人防護用具如口罩、防護衣等的使用

量大增，然而這些防護用具大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消耗品，在大量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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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將會造成垃圾量遽增，宏遠在總經理的指示下，將隔離效果極佳的

PTFE 膜與自家生產的機能布結合，開發出可重複使用且防護性極佳的口

罩，在 2020 年 8 月時，華爾街日報舉行了口罩評比，宏遠的口罩在樣式、

透氣性、服貼性和材料等綜合評比中獲得了最高得分。 

 

★2021 發展計畫  

未來全球經濟可望呈現漸進式復甦，宏遠要以韌性精實、靈活應變來

向前行。面對主要國際品牌客戶對材料創新、生產永續、產品上市速度、

數位體驗等趨勢需求，預期將帶動產業投入智能材料/紡織品、可循環再

生材料/綠色製程技術，以創新材料品牌及應用產品驗證，提升產業價值。

在後疫情時代更可結合「醫療防護」及「環保永續」的新商機，發展可日

常穿著之防護機能服飾。宏遠秉持著「多元融合創新韌性永續發展」的精

神，結合流行趨勢及與品牌客戶合作開發，不斷提供多功能、永續環保布

料及成衣等相關創新產品與整合服務。因應 2020 疫情防護需求，利用既

有核心技術結盟同異業，選擇搭配不同材料以及宏遠長纖、短纖、針織彈

性及特殊後整理貼合技術，切入防疫產品市場。2021 年將擴大防疫產線，

從布到成衣提供防護機能兼具時尚流行的設計服務，注入新的成長動能。 

◼ 成長動能一：因應市場潮流產品環保、機能再深化 

    疫情使市場趨勢發生巨大的變化，防疫產品的大量需求，以及品

牌調整腳步重新思考永續產品的發展方向，再加上 work from home 變成

某些產業的新常態，居家休閒的產品強調的舒適感(cozy)也改變產品的方

向，宏遠配合市場趨勢快速調整產品方向迎來 2021 的成長動能。 

Ever Q-Pro Stretch + Daily wear 

將傳統的超細纖維 micro-fiber 升級為 ultra micro fiber 極緻超細纖

維，並複合機能的彈性紗，讓既有在市場上的運動機能性布料更為極緻，

不僅舒適與觸感升級，並且結合具有吸濕抗菌或環保型的無氟撥水功能，

優質人類生活的同時也意識地球自然環境的永續，並重新思考將防疫技術

融入素材中，結合成衣設計防疫相關的概念，預期 dailywear 也極可能成

為“new normal”。 

Ever New Nylon + Cotton 

在天然有機棉的技術上反轉以化纖尼龍為主幹，優異的長短纖維素材

交織，配合宏遠的超細磨毛染整加工，將布料的質感更加外顯，剛硬的塑

化外觀卻擁有超越天然的舒適感，剛柔元素並濟無違和，成就運動與休閒

服飾界線模糊的精神，符合消費市場需求，可望獲得各大品牌客戶的青睞，

預計在 2021 年會是宏遠大幅成長的產品項目之一。 

Ever Sustainability 

永續回收系列產品持續專注於環境保護，除了原本回收材料，更進一

步開發生物可降解系列、食物廢棄物回收系列等等。多重加工提升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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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與門檻。例如:回收 Spandex 廢紗回賣給紗廠，原本的垃圾轉變

成黃金，已獲得品牌客戶的三方合作，共同達成節能減廢的願景。 

 

◼ 成長動能二：新常態時代高值化紡織品多元融合創新 

紡織產業機能性布料蓬勃發展，產品朝高附加價值邁進。新冠肺炎疫

情的衝擊下，不論是產業界或消費者，對於具抗菌防臭、安全防護功能之

資材及產品需求均更加殷切。宏遠利用技術平台導入智能、防疫材料，整

合既有織物設計與後加工核心技術，跳躍到新知識-生醫領域，快速切入

市場。配合永續環保議題，持續開發可循環再生材料、綠色製程技術的系

列產品，此外加大產業用紡織品開發，擴展至汽車用及軍事用紡織品，以

及相關智慧穿戴產品，都將成為未來宏遠發展的核心與關鍵。 

◼ 成長動能三：六廠縱橫韌性突圍，聯合創新共贏疫後新未來 

宏遠藉著全球布局優勢整合六廠資源橫向區域連結；紗、布、染印到

成衣縱向結合，充分發揮宏遠 125 項核心技術，快速因應市場需求，開

發系列防疫產品，運用在地化、區域化供應鏈，由各廠短鏈生產、長線合

作，構成完整價值鏈，創造顧客價值。 

2021 年後疫情時代，各國已將防疫物資視為戰備物資，並反思環保

永續對人類的重要性；宏遠的六廠佈局，正可掌握短鏈革命優勢，整合全

球市場需求變化，開發差異化防護(疫)商品，並運用核心技術開發高機能、

生態環保的多功能整合產品，如：開發功能性可水洗高防護口罩、重複使

用防護衣、隔離衣、防護布料工作服飾，並朝向高附加價值工裝機能服，

掌握疫後新契機，擴大營收與獲利。 

1.4 營運概況  

    宏遠 2020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 7,343,877 仟元，較 2019 年衰退 17%，

稅後淨損 936,987 仟元，稅後 EPS 為(1.94)元。受新冠疫情（COVID-19）

影響，紡織產業受到嚴重衝擊；且宏遠產品主要以外銷為主，在新台幣對

美元持續大幅升值下，蒙受匯兌損失， 2020 年下半年營運逐漸從谷底回

升，虧損大幅收斂，擺脫營運低潮。 

  ★稅務 

本公司落實稅務治理，各生產營運據點皆遵循所屬國家之稅法規定，落

實常規交易原則，不進行激進的稅務規劃，並於財務報告揭露稅務資訊予利

害關係人，以提高資訊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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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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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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地子公司與各國稅捐稽徵機關溝通相關議題。 

 

宏遠近三年合併簡明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銷貨收入 9,405,379 8,863,627 7,343,877 

營業成本 7,715,556 7,477,722 6,771,871 

營業毛利 1,689,823 1,385,905 572,006 

營業利益 237,577 (41,640) (851,834)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138,074 14,090 127,692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99,212 124,253 208,120 

稅前損益 276,439 (151,803) (932,262) 

稅後損益 157,357 (271,956) (936,989) 

每股盈餘(追溯後) 0.33 (0.56) (1.94) 

 

宏遠台灣廠近三年員工薪資福利及支付政府款項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員工薪資和福利 1,281,214 1,169,875 1,113,318 

支付政府的款項(營所稅支出) 1,017 - - 

支付政府的款項(罰款金額) 420 240 2,035 

社區投資 8,672 6,814 3,642 

支付股東股利 98,007 - - 

 

宏遠台灣廠近三年政府財務補助 
單位：新台幣仟元 

補助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資訊工業策進會 6,776 - 8,200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 39 873 166 

政府紓困補助 - - 66,965 

工業技術研究院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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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至各地政府稅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地區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台灣 29,693 8,451 2,833 

大陸 67,755 68,308 1,907 

泰國 21,631 43,394 (13) 

其他 3 - - 

所得稅合計 119,082 120,153 4,727 

所得稅佔營業收入比例 1.27% 1.36% 0.06% 

★宏遠興業關係企業 

投資公司名稱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所持股權百分比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Everest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百慕達宏遠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及國際

貿易 
100 100 100 

宏展國際投資公司 一般投資業 100 100 100 

Everest Textile (HK) Co., Ltd. 

(宏遠興業(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貿易 99.3 99.3 99.3 

Everest Textile (Thailand) Co., Ltd. 

(宏遠興業(泰國)公司) 

各種加工絲及梭

織布之代工、生產

及銷售業務 

100 100 100 

Everest Textile (Shanghai) Ltd.. 

(宏遠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高仿真化纖及高

檔織物面料之研

究、開發、染織、

後段整理加工及

銷售 

100 100 100 

Everest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宏遠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100 100 100 

Everest Apparel (HK) Limited 

(宏遠服裝(香港)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100 100 100 

Everest USA Holdings, Inc. 

(宏遠美國(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100 100 100 

Everest Development USA, LLC 

(宏遠發展美國有限公司) 
營運資產管理 100 100 100 

Everest Textile USA, LLC 

(宏遠美國有限公司) 

紗及織布之生產

及染整業務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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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st Apparel (Ethiopia) S.C 

(宏遠服裝(衣索比亞)有限公司) 
成衣生產業務 100 100 100 

Everest Apparel (Haiti) S.A 

(宏遠服裝(海地)有限公司) 
成衣生產業務 100 100 100 

 

★公司認證 

宏遠相當重視員工的工作環境與職場安全，於 2007 年即通過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及於 2014 年取得 ISO 14001 國際環境管理

認證，並於 2018 年時將 OHSAS 18001 更新至 ISO 45001，同時為了確保

宏遠生產的品質，提供客戶優秀穩定的產品，因此在 1994 年即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的證書，以及在 2013 年取得檢測實驗室認證。為了落實綠

色永續政策，宏遠也於 2014 年取得了 ISO 50001 能源管理認證。 

由於環保意識抬頭，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概念也逐漸受到重視，各大品

牌商也開始採用環保回收材料所製成的布料，為了證實宏遠所出售的環保

布料確實是使用環保回收材料，因此在 2012 年即取得 GRS 以及 Green 

Leaf 兩項環保紗的認證。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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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sign®環保認證 

宏遠於 2007 年成為瑞士 bluesign®系統合作夥伴，目前宏遠全球三廠及

全系列產品均通過 bluesign®查證。bluesign®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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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管理資源生產力的能耐。此外，因宏遠主要客戶

為 OIA 與 SAC 的成員，在面對國際規範和趨勢，宏遠積極遵循，以提供兼

具生態環保且無毒的產品和服務，讓客戶放心。 

2008 年 4 月，宏遠所提供的 21 大項產品皆正式獲得五大標準認證，

成為系統合作夥伴，除了顯示宏遠致力於發展環保產品的成果，更證明了

宏遠在面對未來市場與產業競爭下的優質潛力，及具備有效管理節能減廢

的能力。2009 年 5 月，宏遠更成為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通過認證的公

司；並在同年 8 月，宏遠泰國及上海廠也一致通過認證，全系列產品皆取

得「 bluesign®  approved fabric」標章。 

ISO 13485 ISO 45001 ISO/IEC 17025 

 
  

bluesign (Outdoor) GRS OCS 

 

  

Oeko-Tex® standard 100 Higg index FEM Higg index F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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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榮耀 

➢ 台灣廠 

2020 年 3 月，宏遠台南廠通過綠色工廠之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定，並

在同月取得綠色工廠標章證書，證實了宏遠在這方面的努力，同時在 11 月

時參加台南市政府舉辦的 109 年台南市資源回收申報獎勵評比制度，獲得

了回收量獎。 

 

    
 

 
 

 

 

➢ 泰國廠 

2017 年 7 月,宏遠泰國廠獲頒第一個台灣綠建築境外版之「舊建築改善

類-鑽石級」，這也意味著台灣綠建築評估系統邁出國際化成功的第一步，為

台灣推行綠建築 10 多年來重要里程碑，我們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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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長 陳瑞鈴、台灣建築中心董事長 楊欽

富、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林憲德、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黃

志弘等一行至宏遠泰國廠參訪，並頒發第一個台灣綠建築海外認

證給宏遠，由高錦雀副總及陳金良資深協理代表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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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治理 

2.1 公司治理組織 

 

 

 

 

 

 

 

 

 

 

 

 

 

 

 

 

★治理單位 

本公司董事會有 11 位董事，包含 3 位獨立董事，皆為男性(董事年齡

均為 51 歲以上)。2020 年共召開董事會 5 次，平均出席率達 89.09%。本公

司選任之董事皆具有紡織、財會、電腦、法律等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具

備有獨立董事之精神，符合台灣法令規定。本公司於 2018 年選任 3 位獨立

董事，分別是陳修忠(大東紡織董事長)、莊英志(新寶纖維總經理)及陳壬發

(強盛染整董事長)；2018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期依其獨立性與專業性對公

司事務提供客觀意見，協助董事會提升企業經營績效，落實監察功能，協

助經營團隊提升經營效率，確保股東權益。 
 

2020年董事會成員與職務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會 

出席率 

董事

長 

威昱創新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席家宜 
男 

遠東新世紀(股)副董事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碩士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副董事長 
80% 

董事 
遠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徐旭東 
男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董事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碩士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董事長 
20% 

董事 
遠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高山 
男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副總經理 

文化大學化學系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總經理 
100% 

董事 
遠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胡正隆 
男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副總經理 

東海大學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總經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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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裕鼎實業(股)公司 

代表人:葉清來 
男 

宏遠興業(股)公司總經理 

臺北工專紡織科 

宏遠興業(股)公司 

總經理 
100% 

董事 
碩荃(股)公司 

代表人:葉守焞 
男 

集盛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政治大學會計系 

集盛實業(股)公司  

董事長 
100% 

董事 
裕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嘉聰 
男 

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 

會計師 

澳洲雪梨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宏展國際董事長 

群信聯合合夥會計師 
100% 

董事 
裕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華生 
男 

律師 

東吳大學法律系 
律師 100% 

獨立 

董事 
陳修忠 男 

大東紡織公司董事長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系 

大東紡織公司董事 

大鐘印染公司 董事 
80% 

獨立 

董事 
陳壬發 男 

政治大學法律系 

強盛染整公司董事長 

保強建設開發公司董事長 

強盛染整公司董事長 

保強建設開發公司 

董事長 

100% 

獨立 

董事 
莊英志 男 

光偉投資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公司法人董事 

新寶纖維公司總經理 

醒吾商專企管科 

承隆投資公司董事長 

光偉投資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公司董事 

新寶纖維公司總經理 

100% 

備註： 

1. 依本公司章程第 16、17 條規定，選任第十一屆董事 11 人(其中 3 人為獨立董事)，任期自 107 年 6 月

12 日至 110 年 6 月 11 日，自本屆起設置審計委員會，不再選任監察人。 

 

★董監事進修  

2020 年本公司董事計 11 人次參加，參加時數共計 75 小時，進修課程

與時數詳如下表。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王嘉聰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陳修忠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徐旭東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席家宜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胡正隆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林華生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葉清來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8/30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運用公司治理機制強化公司經營 3 

莊英志 109/08/30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運用公司治理機制強化公司經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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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109/08/11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董事會對公司治理評鑑因應與運用 3 

109/05/07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如何防範貪腐 3 

葉守焞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11/0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 

經濟間諜罪與營業秘密法之法律責任與案

例解析 
3 

109/08/0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 
形塑公司治理文化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陳壬發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吳高山 
109/12/09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109/07/2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會運作實務與公司治理研習班 3 

 

★經理人進修 

職稱 姓名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稽核主管 黃皇彰 
中華民國內部稽

核協會 

勞動事件實例演習 

12 企業提升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之政策解析及

內稽內控實務種點研討 

會計主管 黃美秀 成功大學 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班 12 

 

★薪酬委員會  

為健全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本公司於 2011 年成立薪資

報酬委員會，針對董事、經理人之績效評核和發放報酬提出評估和建議。

按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章程每年需召開至少兩次會議，2020 年共召開 2 次。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共三人，由莊英志獨立董事兼任薪酬委員會召

集人，獨立董事陳壬發及林俊佑擔任薪酬委員。2020 年薪酬委員會共召開

2 次，各委員出席率達 100%。 

薪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身分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2020 年出席 備註 

召集人 莊英志 
醒吾商專 
企管科 

承隆投資董事長 
光偉投資董事 
臺南紡織法人董事 
新寶纖維總經理 

2 次 
獨立 
董事 

薪酬委員 陳壬發 
政治大學 
法律系 

強盛染整公司董事長 2 次 
獨立 
董事 

薪酬委員 林俊佑 
政治大學 
勞工碩士 

遠東新人資處協理 2 次  

備註：第五屆薪酬委員會任期自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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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成立審計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每季召開審

計委員會。2020 年審計委員會開會 5 次，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職 稱 姓 名 性別 2020 年出席率(%) 

召集人 莊英志 男 100 

委  員 陳修忠 男 80 

委  員 陳壬發 男 100 

 

2.2 誠信經營管理 

★重視道德廉潔 

◼ 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 

宏遠重視誠信與正直，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藉以防範行賄

及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現金、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或者提供或接受不合理

以物款待等其他不正當利益行為。本公司亦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說明此守則執行情形。 

 

◼ 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員工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

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了解公司道德標準，因此訂定「道德行為準則」。此準

則規範公司人員不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使親屬獲不當利益。禁止事項

包括使用公司財產、資訊獲取私利或與公司競爭。本公司本身之技術性或

非技術性資訊，包含客戶相關資訊，非經授權公開應當保密，業務人員亦

應具備專業知識，隨時注意有關法令規章，嚴守公司業務機密。公司人員

若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準則情事時，應主動向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主管呈報，提供足夠資訊使公司得做後續處理，而所有

報告事項，應由獨立管道查證並保密，以保護提報人。此準則亦於本公司

網站、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2.3 風險管理 

全球化發展浪潮下，宏遠作為外銷導向的紡織廠，必須隨時做好面臨

原物料取得、財務平衡、科技轉型等準備。宏遠成立 30多年來，持續以保

守穩健原則，內部稽核以及風險控管制度來面對市場的瞬息萬變。針對可

能對企業經營造成不穩定影響的各大風險；包括「供應鏈風險管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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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風險管理」、「信用管理」、「資訊安全管理」、「環境與職安風險管理」、

「氣候變遷」，宏遠皆擬定控管對策加以因應。 

 

★供應鏈風險管理  

為降低斷料風險與價格綁架，結合現場部門、研發單位持續開發替代

廠商/原物料，引進多源採購模式，有效降低供應中斷風險。 

 

★財務風險管理  

在財務面可能發生的風險包括: 銀行融資額度、利率與匯率的波動、

現金流量的管理與流動等。針對這些潛在問題，宏遠因應對策如下:  

 

 

 

 

 

 

★信用管理  

為保障公司資產品質、降低信用風險，宏遠制定了「授信管理辦法」，

依客戶信用等級進行管理，經公司核可之第三人財務狀況大致都屬穩健；

如有風險疑慮者，會再要求風險轉移方式(如取得擔保品或以信用狀進行交

易等等)來進行，以確保交易的安全，預防呆帳發生。 

在執行面，宏遠利用資訊系統管理信用風險，系統於出貨時自動檢覈

客戶的信用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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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實管理授信的異常狀況。 

 

★資訊安全管理  

為達成資訊安全零風險的目標，宏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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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自動化異地備份及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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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使用 HA 機制並定期進行異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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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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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虛擬化：將 89 台伺服器虛擬化為 13 台，以便集中管理。將

資料儲存設備建立容錯機制，確保資料安全及快速復原。 

 

★環境與職安衛風險管理  

宏遠已建構了 ISO 四合一管理系統(ISO 9001, ISO 

14001、ISO 45001及 ISO 50001)，並於 2019年完成OHSAS 

18001 升級 ISO 45001 之驗證。在環境與職安衛風險管理、

員工權益維護上，我們具備了成熟的管理機制和應變能力。

在公司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上可能發生的風險，透過危

害鑑別與風險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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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控損風險等。2015 年起，環安室依公司工業 4.0 之智慧

宏遠願景，規劃建構完整的智慧環安管理系統，藉由偵測感應器的設置、

智慧聯網、大數據分析，將災害訊息正確迅速的傳遞給利害關係者，加速

緊急應變作為啟動時機，降低災害損失的嚴重度。 

智慧環安管理系統架構圖有七大面向，分為智慧防災資訊、消防偵測、

空氣品質、管道洩漏、碳排放資訊、門禁管制系統及空氣污染操作許可資訊

自動化，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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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消防系統 

 

 

        智慧防災系統                       環境空氣品質偵測系統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快速地變遷，全球各地不斷發生前所未有的自然

災害，有研究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如此劇烈的根本原因是溫室氣體的排放，

因此不管是國家或是客戶都逐漸重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宏遠為因應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風險，亦分析並擬定應變措施，確保企業經營受氣候變遷的

影響降到最低。 

 

 

氣候變遷風險辨別及應變措施 

類型 風險說明 應變措施 

氣候 大雨 

⚫ 大雨導致淹水，部分地勢較低
的機台與倉庫容易受影響。 

⚫ 因大雨導致原料和燃料(主要
為煤)潮濕，導致生產/燃燒效
率降低。 

⚫ 大雨造成電線短路，使部分廠
區停電 

⚫ 宏遠已完成智慧環安管理
系統，可及時監控天氣狀
況。 

⚫ 地勢較低的廠房安裝擋水
閘門或儲備沙包避免積水
流入廠房內。 

⚫ 由管理系統紀錄判斷短路
區域，再經過盤面系統顧問
公司檢測盤面系統是否正
常，最後由維修包商更換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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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 

⚫ 早晚溫差大，蒸氣與熱媒的功
率調整難度增加。 

⚫ 鍋爐處裝設有溫度偵測裝
置，可隨著溫度變化更改煤
炭使用量，使溫度保持穩
定。 

⚫ 現場人員與鍋爐人員每兩
個小時以電話或 line 等通
訊方式確認溫度、壓力。 

市場 

極端
氣候 

⚫ 人們對於衣著的要求快速變
更，不易掌握市場趨勢。 

⚫ 落實豐田式精實研發，快速
且有效地開發出能滿足客
人要求的產品。 

溫室
氣體 

⚫ 品牌商對於溫室氣體的關注
度越來越高，對供應商的要求
也逐年提高。 

⚫ 訂立明確的節能目標以及
計畫，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強度。 

法規 

溫室
氣體 

⚫ 排放量管制，要求逐年減少 ⚫ 每年盤查，找出高風險作
業，逐步改善減量。 

NOx、
SOx 

PM 

⚫ 空污排放標準加嚴 ⚫ 全面檢查排放管道，使用低
污染燃料及增加空污防制
設施達致成效。 

 

 

2.4 法規遵循 

項

次 
違反法規條款 裁罰金額 違規事實 預防及改善措施 

空氣汙染防制法 

1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第 62 條第 1 項 

100,000 

I. 現場有 2套錫林烘乾機未

登載於許可證內容中 

II. 印染製程設備中的廢氣

淨化循環系統，現場的操

作電壓為 8.5 kV，與許可

操作值(10 ~ 25 kV)不符

合。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I. 全面檢視操作許可證之

內容，並修正。 

II. 請廠商提供靜電集塵器

有效作業數量，並作為

安全係數管控。 

2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第 62 條第 1 項 

100,000 

I. 鍋 爐 防 治 設 備洗 滌塔

(A702)，現場流量為 6 ~ 18 

m3/hr，低於操作許可範圍

(30 ~ 36 m3/hr) 

II. 鍋 爐 防 治 設 備洗 滌塔

(A704)，現場流量為 759.7 

L/hr，超出操作許可範圍

(200 ~ 650 L/hr) 

III. 鍋 爐 防 治 設 備洗 滌塔

(A705)，現場入口溫度僅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I. 全面增設袋式集塵器，

並進行水洗系統設備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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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低於操作許可範圍

(30 ~ 190 ℃ ) 

3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第 62 條第 1 項 

200,000 

I. PU 皮製程的後加工調配

室應為負壓操作，氣罩須

為密閉狀態，然而現場的

膠布條下半部被裁切而無

法有效形成密閉，有溢散

情況。 

II. 後加工的空汙防制設備洗

滌塔(AD03)流量計故障，

無法顯示讀值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I. 修正操作許可證內之用

詞。 

4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第 62 條第 1 項 

400,000 

I. 隸屬於 M09 與 M10 熱媒

加熱程序的熱媒 1、2 號鍋

爐，pH 值監測儀表與現場

實際量測值不符合，其洗

滌塔流量超出操作許可範

圍 

II. 隸屬於 M06 與 M07 鍋爐

蒸氣程序的蒸氣 1、2 號鍋

爐，pH 值監測儀表與現場

實際量測值不符合，其洗

滌塔流量超出操作許可範

圍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I. 全面增設袋式集塵器，

並進行水洗系統設備更

新。 

5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第 62 條第 1 項 

460,000 

I. M07 鍋爐蒸氣程序的 2 號

蒸氣鍋爐，其洗滌液流量，

現場為 40 m3/hr，超出操作

許可範圍 30 ~ 36 m3/hr 

II. M10 與 M11 熱媒加熱程

序的空汙防制設備操作紀

錄應確實每日紀錄一次，

然而現場查核並無每日紀

錄 

III. M12 鍋爐蒸氣程序的 3 號

蒸氣鍋爐，其廢棄入口溫

度，現場為 50℃，低於操

作許可範圍(100 ~ 200 ℃ ) 

IV. M12 鍋爐蒸氣程序的 3 號

蒸氣鍋爐，化學增溶塔壓

差，現場實際數值為 42 

cmH2O，超過操作許可範

圍(9 ~ 30 cmH2O)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I. 全面增設袋式集塵器，

並進行水洗系統設備更

新。 

6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4 條第 2、4

項 第 23 條 

305,000 

I. M12 鍋爐蒸氣程序的 3 號

蒸氣鍋爐，二氧化氯及液

鹼紀錄表單位確實填寫 

改善： 

已改善完成並加強督導 

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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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條第 1 項 II. 同一位置的化學增溶塔壓

差，現場實際數值為 0 

cmH2O，低於操作許可範

圍(9 ~ 30 cmH2O) 

I. 修訂相關檢查表單。 

II. 訂定相關清理頻率。 

7 
勞動基準法第

24、32、36 條 
370,000 

現場單位書紀調整人員班別沒

有進系統更改，導致人員班別

錯誤，連續 7 天上班。 

*改善:  

目前已經調整系統，讓

班別可以連續兩個月展

開，讓書記可以正確排

班 

*預防對策：  

針對系統重新設計機

制，讓人員無法連續排

定 7 天上班，如有排定 7

天上班則會出現異常警

告。 

8 
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 
100,000 

旺季趕生產，外勞人員加班時

數超時。 

*改善:  

針對現場單位進行法規

宣導，確切管控員工工

作時數。 

*預防對策：  

發送警告信件通知主管

人員即將工作超時或加

班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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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應商管理與產品服務 

3.1 供應商管理 

★供應鏈管理 

過去幾年來全球跨國企業都覬覦大陸廉價的生產力，過度仰賴大陸供

應鏈，近兩年美中貿易戰與中國大陸生產成本的上揚，讓全球供應鏈佈局

出現轉向和重塑，供應鏈重組議題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更顯突出，

各國都再重新思考如何避免關鍵生產環節受疫情影響。宏遠以「根植台灣，

全球佈局」來靈活應對世局變化，且進一步在各國組建平台生態系，積極

地結合地緣夥伴，建立與供應商長期穩定合作的永續供應鏈平台，強化供

應鏈的彈性與韌性來應對這新常態的複雜性。 

同時我們也發揮影響力，敦促供應商完成簽署<社會責任準則聲明書>，

對環境保護、環安衛改善、重視人權，以期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與

供應鏈夥伴一起應對市場競爭，分享利益並共擔風險，打造共同的價值觀，

做好供應鏈管理。 

 

宏遠台灣廠 2020 年國內外各類別採購金額比例 

契約種類 採購地區 採購金額比例 

原料 
國內 96% 

國外 4% 

機物料 
國內 93% 

國外 7% 

總計 100% 

備註：國內指台灣當地；國外指台灣以外之地區(如:中國、泰國、歐美等) 

 

各主要執行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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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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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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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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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供應商宣導，共同邁向永續供應鏈。我們持續與供應商溝通，理解並認

同宏遠推動永續發展在環境、社會的規範，並予以評核。宏遠與供應商共

同遵循並落實企業道德誠信守則之相關政策。 

 

一、 選用環保素材並落實綠色概念 

1. 選用符合綠色製程與產品之原物料供應商。  

2. 宣導供應商包裝材回收再利用。例如：紙箱、紙管、塑膠桶等。   

3. 選用環保節能設備及原物料。例如：清潔劑、環保杯、環保筷、LED

節能燈具(燈泡)、節水染色機、環保打色機等。 

二、 綠色採購供應商研討會 

    配合公司環保政策，不定期舉辦供應商研討會，宣導公司綠色採購

政策， 協助供應商改善節能與環保製程，整合綠色供應鏈服務顧客。 

三、 綠色採購平台建置 

    建立綠色採購平台，提供綠色採購資訊，形成綠色供應鏈。 

四、 採購最適化，減少碳足跡 

    盡量當地採購，以最適化採購降低製程損耗，減少碳足跡。 

3.2 客戶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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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 快速回應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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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定期拜訪客戶和品牌商、參與國內外展會等溝通管道，

以「即時」、「專業」、「適切」的態度，來回應及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為

了解客戶意見藉以提升服務品質，每年皆執行客戶滿意度調查，並訂有「客

訴處理辦法」來處理客戶抱怨案件，針對顧客不夠滿意的項目制定改進方案，

並組織企業員工實行，以達到顧客滿意。 

 

◼ 客戶滿意調查 

在回應客戶滿意度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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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依據分析顯示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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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成立品質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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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對象為成衣廠、品牌商，以及發票客戶/出貨客戶/客訴客戶，共計

回收問卷 84 份。問項包括「非常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分別賦予 5、4、3、2、1 相對分數，經加權公式計算滿意值

SV(Satisfaction Value)，SV 值愈大，滿意度愈高，當 SV 值大或等於 3 可

認定對該受測項目滿意，若 SV 值小於 3，表示客戶對該受測項目不滿意。 

宏遠相當重視顧客對產品和服務的回饋，因此藉由每年固定做「客戶滿

意度」調查，瞭解客戶問題作為改善依據並就問題確實改進。2020 年客戶

對於宏遠整體滿意度為 3.38，較去年 3.71 略為降低，對於顏色、交期、品

質及客訴處理時間仍有進步空間。 
 

宏遠近年客戶滿意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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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客戶滿意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 2019.12.01～2020.11.30) 

 

   

                        

                      

   
 

 

  

AVG SV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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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綠色承諾 

項目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重大主題：能源、排放) 

重大原因 

氣候變遷及空氣污染議題日漸嚴重，如何降低能源使用、溫室氣體及減少空氣

污染物之排放是企業面臨的課題之一，正視該議題除能符合法規要求，亦能有

效控制營運成本。 

主題邊界 宏遠興業/供應商 

主題邊界揭露

限制 

本年度報告書中有關環境保護主題以宏遠全球三廠(台灣廠、上海廠、泰國廠)相

關資訊為主。 

管理目的 
降低非甲烷總碳氫化合物(VOC)污染物 

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社會公平 

政策 加強污染預防及作業安全管理，持續改善以達到環安衛績效目標 

承諾 

做好環境保護，持續實施製程減廢、廢棄物分類回收、節約能源及作業安全管

理 

全體人員秉持「環安衛政策」遵循「環境及職安衛系統」達成任務。 

1.節能減碳---具體落實能源管控，共創低碳優質環境。 

2.持續改善---擬定節能計畫方針，合理有效運用能源。 

3.追蹤考核---訂定節能管考機制，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4.目標方向---推動再生能源運用，朝向能源、環保及經濟共贏局面。 

5.教育宣導---養成正確節能觀念，提升員工能源素養。 

目標 

▪ 降低非甲烷總碳氫化合物(VOC)污染物濃度 50ppm 以下 

▪ 節省電力目標 : (1)電量下降 7% (2)電費下降 10% (3)線路妥善率 90%以上 

▪ 降低蒸氣能源耗用目標 : (1)蒸汽單耗蒸氣水煤比 8 噸以上  (2)用煤量 1,900 

T/月以下 

資源 

▪ 增設空污防制措施-局部排氣設施等設備改善金額約 50 萬元。 

▪ 建構 ISO 三合一環安衛管理系統。 

▪ 利用現有實務上應用能源，去做改善製程瓶頸、操作最佳化、人員最適位置、

管理改善達成。 

▪ 2014 年取得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 2015 年環保煤磚取得 LCBA 低碳建材標章。 

▪ 2017 年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 2017 年泰國廠取得「舊建築改善類-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申訴機制 電話：(06) 578-6215   信箱：yuzhong.tsai@everest.com.tw  

特定的行動 

▪ 遵守相關之環安衛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 持續推行 ESM 節能、環保、愛地球，資源回收及零災害運動。 

▪ 加強污染預防及作業安全管理，持續改善以達到環安衛績效目標。 

▪ 徹底實施環安衛管理系統，藉持續改善來提升環安衛績效。 

管理評量機制 

與績效調整 
依 ISO 14001 及 ISO 50001 內部管理審查程序，每季重新評估改善進度及成效。 

mailto:yuzhong.tsai@evere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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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宏遠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通過 ISO 50001 能源

管理系統，藉由 PDCA 管理循環改善全廠能源使用狀況。於 2014 年底導

入工業 4.0 智慧宏遠的架構，積極規劃智慧能源管理系統，藉由智慧化、

設備聯網、大數據分析，達成監測、控制、最佳化、自主化各廠能源使用

狀況，作能源最佳化調配。並以台灣廠的成功模式複製到海外各廠應用。 

 

★直接能源使用  

宏遠所使用之能源包括煤、柴油、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燃料油及電

力，宏遠全球三廠能源使用情形如下表所示。2020 年台灣廠能源強度為

107.97 GJ/T，較 2019 年 109.31 GJ/T 降低 1%；2020 年上海廠能源使用量為

70.14 GJ/T，較 2019 年 64.64 GJ/T 提高 8.5%；2020 年泰國廠能源使用量為

82.20 GJ/T，較 2019 年 76.59 GJ/T 提高 7.3%。 

 

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能源使用量 

種類 單位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電力 GJ 433,155.25 92,576.09 61,092.14 

煤 GJ 731,492.84 - 191,012.54 

液化石油氣 GJ 21,478.06 - 45.80 

柴油 GJ 3,826.40 0.41 1,347.15 

天然氣 GJ - 128,943.44 - 

燃料油 GJ 84,081.13 - - 

蒸汽 GJ - 195,907.56 - 

能源總消耗量 GJ 1,274,033.68 417,427.50 253,497.63 

產量 T 11,789 5,951 3,084 

能源強度 

(能源總消耗量/產量) 
GJ / T 108.07 70.14 82.20 

備註： 

1. 各類能源熱值轉換係數如下 

▪ 台灣：電力 1kwh=3,600 KJ；柴油 1L=8,400 kcal；液化石油氣 1Kg=11,848 kcal；

重油 1L=9,600 kcal ；燃煤 1 Kg=5,700 kcal 

▪ 上海：電力 1kwh=3,600 KJ；柴油 1L=8,593.5 kcal；天然氣 1m3=8,500 kcal；蒸汽

1T=2.76 GJ 

▪ 泰國：電力 1kwh=3,600 KJ；柴油 1L=8,700 kcal；液化石油氣 1Kg=11,998 kcal；

燃煤 1 Kg=4,400 kcal 

▪ 單位換算：1 kcal=0.001163 kwh 

2. 資料來源：2020 柴油、液化石油氣、重油、燃煤、天然氣係以實際購買量之數據計

算；電力係以加總各廠區每月電費單所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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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  

宏遠公司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持續追蹤

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來源，依據盤查結果，進行評

估溫室氣體減量優先順序。主要產生來源的鍋爐，

都已使用潔淨燃煤技術的設備，增加鍋爐效率及

減少燃料使用量，於製程持續改善不遺餘力。除

設備汰舊換新，更積極打造綠色宏遠生態工業園

區，廠區內廣植原生植物，進行碳吸收減量及減

少廠區熱島效應，進而於辦公區域，採用綠色節

能的自然風空調，減少冷氣空調能源耗用。在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上，在製程設備的改善或非製程

環境改善上都有很好的成績。 

 

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種類 單位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直接排放 公噸 CO2e 70,708.69 7,960.77 3,618.49 

間接排放 公噸 CO2e 54,597.76 41,813.71 8,098.10 

總量 公噸 CO2e 125,306.45 49,774.48 11,716.59 

產量 公噸 11,789 5,951 3,084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總排放量/產量) 
公噸 CO2e/公噸 10.63 8.36 3.80 

備註：  

1. 溫室氣體排放種類：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和三氟化氮(NF3) 

2. 彙整溫室氣體量的方法：營運控制權法 

3. 使用的標準為依據 ISO/CNS 14064-1、ISO/CNS 14064-3 

4. 使用的方法學：全球暖化潛勢(GWP)引用 IPCC 2007 第四次評估報告之全球暖化潛勢

值、排放係數法及質量平衡法計算 

5. 使用的計算工具為依據 ISO/CNS 14064-1、ISO/CNS 14064-3、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表單

3.0.0(修) 

6. 所用之轉換係數的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公佈最新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 

7. 間接排放包含外購電力，電力排放係數台灣=0.509 kgCO2e；中國=1.68 kgCO2e；泰國

=0.8 kgCO2e 

8. 上海廠間接排放部分包含寶安辦公室用電 

4.2 水資源管理  

因利害關係人的嚴格監督、紡織界的服飾品牌及通路商，及其供應鏈

被期待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針對「去毒」、「廢水處理」和「化學藥品規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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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水資源管理和去毒(ZDHC)的承諾提出具體行動。而在國內的法

規面，也開始對紡織業水資源應用和回收、廢水排放有更嚴謹的要求。 

台灣廠除了織布用水有做回收外，另外還採用中水回用，全廠廁所用的

沖洗水、部分製程用水以及鍋爐的空汙防制設備如水洗塔等皆使用中水。 

 

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用水量 

種類 單位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自來水 公噸 185,294 1,164,800 - 

地下水 公噸 2,108,197 - 549,604 

總用水量 公噸 2,293,491 1,164,800 549,604 

產量 公噸 11,789 5,951 3,084 

用水強度 

(總用水量/產量) 
公噸/公噸 194.55 195.73 178.21 

備註：總用水量=自來水+地下水 

 

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用水回收 

種類 單位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織布回收水量 噸 375,184 604,809 215,947 

織布用水量 噸 513,492 781,130 241,156 

織布回收水率 % 73.07 77.43 89.55 

總回收水量 噸 848,267 653,183 215,947 

總用水量 噸 2,292,704 1,817,983 619,523 

總回收率 % 37.00 35.93 34.86 

備註：回收率=回收水量/用水量 

 

 



 

52 

 

4.3 污染防治管理 

項目 
污染防治 管理方針  

(重大主題：廢污水與廢棄物、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重大原因 遵循廢棄物、廢水排放等環保法規規定，避免因違反法規造成之損害。 

主題邊界 宏遠興業/供應商 

主題邊界揭露限

制 

本年度報告書中有關廢污水與廢棄物、環境法規遵循主題，以宏遠全球三廠

(台灣廠、上海廠、泰國廠)相關資訊為主。 

管理目的 
▪ 遵守相關之環安衛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 將厰內事業廢棄物進行分類處理，達到資源利用最大化。 

政策 ▪ 加強污染預防及作業安全管理，持續改善以達到環安衛績效目標。 

承諾 

▪ 符合環保相關法規，邁向企業永續發展。 

▪ 厰內實施廢棄物處理方式不會對於周遭環境造成汙染破壞。 

▪ 因利害關係人的嚴格監督，紡織界的服飾品牌及通路商，及其供應鏈，被期

待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針對“去毒”、“廢水處理”和“化學藥品規範和使用”中，

水資源管理和去毒(ZDHC)的承諾提出具體行動。 

目標 

▪ 自行處理與回收再利用處理達 90%，委外處理降至 10%內。 

▪ 符合環保法規，確保公司無環保違規事件發生。 

▪ 響應環保政策事業體合法處理廢棄物，並達到永續環保之目標。 

▪ 水資源目標 : (1)廢水回收 4500T/天  (2)降低藥劑量 10%  

▪ 本公司廢水排放水質都符合法規放流水標準排放。 

▪ 水資源有限且珍貴、不當排放亦會造成極大的環境與社會危害，因此在廢水

處理和水資源管理部分，我們重視源頭管理並善用 7R 的做法。 

資源 

▪ 2017 年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 每年資源回收廠(含焚化爐)支出為 500 萬元。 

▪ ESM 改善計畫當中，水平衡專案經由跨部門團隊合作，進行水資源源頭管

理及用水監控，染整廠引進新的節能節水節省染助劑機台，逐步將資源耗用

量大的舊染色機台汰換，並導入工業 4.0，搭配新購置的自動加藥設備，精

準控制加藥量，減少不必要之資源浪費。 

申訴機制 
洽台南市環保局(新營分局)廢棄物事業管理科 

電話:06-6572813、住址: 730 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 號 

特定的行動 

▪ 各項處理每年進行自行檢測稽核，產出廢棄物檢測是否含有害物質(重金屬、

毒化物)，不定期稽核委外處理廠是否依法處理廢棄物。 

▪ 廢棄物採用自行處理、委外再利用處理、委外處理等處理方式，並將公告回

收再利用之廢棄物進行回收。 

▪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 SA 8000 社會責任管理系統認證 

▪ bluesign®全系列產品和製程認證系統合作夥伴   

▪ 台灣廠綠色工廠認證 -清潔生產、綠建築、生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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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評量機制與 

績效調整 

▪ 每週召開廢棄物管理會議，針對廠內產出廢棄物產出量是否異常，檢討其改

善空間，目前廠內要求每日產出量為 2 公噸以下，每日最大量不得超出自行

處理量(3 公噸)，每週為 14 公噸以下，每月為 60 噸以下，每年為 720 公噸

以下。 

▪ 如發生產出量異常，廠內各單位每日都將產出廢棄物至焚化爐進行秤取放

置，針對其產出量異常之單位，提出其改善對策進行減量；如發生違規行為，

廠內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之對策，委外廠商則採取合約終止，並立即更換具

有信譽之專業廠商。 

▪ 每日針對生產單位各廠出口水質(PH、COD、水溫) 進行採水檢測，如水質

檢測異常立即與現場聯繫了解及排除異常狀況，穩定排放符合法規標準水

質。 

▪ 放流水水質自動監測及數據收集可即時掌握廢水排放水質狀況，做好排放

水水質管理，防止水質異常造成污染環境之情形發生，經由數據收集及分析

依各時段排水水質狀況，可做好廢水處理場之運轉操作管理並提升廢水處

理效率。 

 

★水污染防治  

資源有限且珍貴、不當排放亦會造成極大的環境與社會危害，因此在

廢水處理和水資源管理部分，我們重視源頭管理並善用 7R 的做法。本公

司廢水排放水質都符合法規放流水標準排放，且依法規最新公告規定放流

水須設置水質自動監測及數據傳輸模組，已於 105 年 10 月份設置完成，其

監測項目為 pH、溫度、導電度、化學需氧量(COD)、懸浮固體物(SS)、監

視影像，並將即時監測之數值傳輸至環保局及環保署。 

放流水水質自動監測及數據收集可即時掌握廢水排放水質狀況，做好

排放水水質管理，防止水質異常造成污染環境之情形發生，經由數據收集

及分析依各時段排水水質狀況，可做好廢水處理場之運轉操作管理並提升

廢水處理效率。 

經由數據收集及分析進而達到廢水之源頭管理及減廢生產，生產單位

運用清潔生產之觀念及其技術工具，選用對環境生態友善且適宜生物分解

之染助劑及節能之生產程序生產產品，生產所產生的廢水以生物處理方式

處理，減少化學處理，降低化學藥劑使用量減少二次污染，因而排放低於

法規放流水標準之水質，降低對環境污染，盡到企業的社會責任。台灣廠

放流水承受水體為鹽水溪；中國廠遵循中國廢水排放標準，經初級處理後

納管排入市政府污水處理中心；泰國廠放流水承受水體為夜功河。 

 

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排放水總量 

項目/年度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廢水總量(噸) 1,848,682 1,046,970 44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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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全球三廠 2020 年水污染檢測 

水污染檢測 

項目 

台灣廠 上海廠註 1、2 泰國廠註 3 

排放標準

(mg/L) 

平均濃度 

(mg/L) 

排放標準

(mg/L) 

平均濃度 

(mg/L) 

排放標準

(mg/L) 

平均濃度 

(mg/L) 

化學需氧量
COD

（mg/L） 

<160 66.9 <200 132 <400 121 

懸浮固體物
SS（mg/L） 

30 18.4 <100 31 50 25.5 

pH 值 6-9 7.7 6-9 6.83 5.5-9.0 8.0 

備註： 

1.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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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2010 年 4 月將

COD 由 100 mg/L 提高到納管排放標準 COD 500 mg/L。自 2017 年起遵循『紡

織染整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4287-2012）要求，排放標準調整為 200 

mg/L 以內。 

2. 上海廠已按政府法規要求於 2014 年 2 月完成廢水在線監測系統安裝（主要監

測因子：pH、COD、流量、氨氮），並與區環保局聯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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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L 以下，2014 年更已降至 COD 150 mg/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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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廢水特性及處理流程單元差異，區分為四個處理流程如下: 

(1) 綜合廢水處理：以廠內染整及其他製程與生活廢水為主要廢水來源，

以生物活性污泥處理為主要處理單元，再以化學加藥浮除系統處

理，達到放流水標準後進行放流。 

(2) 染四廢水處理：以處理聚乙烯醇(PVA)退漿廢液為主，以厭氧消化

為主體，再以活性污泥系統處理後，將此股廢水導入退漿廢水系

統做後續處理。 

(3) 退漿廢水處理：將經染四系統處理後之聚乙烯醇(PVA)廢水，與高

濃度壓克力退漿廢液兩股混合，先以化學浮除後，再引入生物污泥

系統處理後經沉澱池固液分離並進行放流。 

(4) 織布廢水處理:以處理織布端所產生之油蠟廢水，採用生物活性污

泥法處理，經沉澱後再以砂濾塔處理進行回收再利用。 

 

★空氣污染防治  

宏遠的廢氣排放，除符合台灣「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固定污染源設置

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之法令規定，並委託數家合格空氣檢測公司，進

行廠區廢氣排放管道之空氣檢測，平均檢測頻率 2 次/月以上，檢測空氣污

染物排放濃度的結果，均遠低於排放標準。配合環保署 107 年 1 月預告之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嚴，並貫徹永續發展的理念，預計將改善 6 座

燃煤鍋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實施空氣污染物減量措施，精進空氣防制設備

提升污染防制效率，除製程設備改善之外，也持續改善鍋爐燃燒效率，期

望能降低生煤使用量，並購入低硫份生煤，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 

 

宏遠台灣廠近三年空氣污染排放量 

單位:噸 

空污檢測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粒狀物 83.51 7.93 8.98 

硫氧化物 SOx 27.30 25.21 18.56 

氮氧化物 NOx 37.09 35.98 29.60 

揮發性有機物 VOCs 73.36 48.73 59.60 

備註：以上數據報告，須配合法規呈報台南市環保局、環保署，並配合年度抽查。 

  

此外，宏遠的海外廠也是相當重視廢氣排放的管理，以上海廠為例，

自 2015 年上海市頒布執行 DB31/933-2015《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以

來，通過產品工藝條件改善，降低 VOCs（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

發性有機物排放，2018 年完成廠區內廢氣在線監測設備安裝（主要監測因

子：非甲烷總烴），與奉賢區環保局連網實時監控。同時上海廠也針對定

型機、烘乾機、印花機、涂層機等排口安裝霧化噴淋及吸附凈化設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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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上海市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

運行使用 

 
 

宏遠台灣廠近三年空氣污染排放占比 

 

★一般廢棄物處理  

本公司在廢棄物管理秉持著「從搖籃到搖籃」、「廢棄物=食物」的概

念，以 7R 循環資源再生原則，持續推動廢棄物變資源再利用。從源頭管理

實施垃圾分類、減量、循環再生利用，管末處理創造附加價值。 

宏遠一直將廢棄物做最有效之資源化處理，2018 年宏遠資源回收比例

已達 98%。珍惜地球有限資源，發揮愛物惜物精神，同時達到降低成本、節

能省耗，宏遠已達到創造六方皆贏的綜效。宏遠人秉持著創新力、永續力、

智慧力及精實力，對外人以正直、利他、感恩與對自己向善、向上、向前的

人文素養，創造六方皆贏的永續自覺企業，持續與人為善，讓善循環與流轉，

產生漣漪效應，影響更多人為善。本公司沒有將廢棄物運送至國外之情事發

生，另外廠內無產生亦無輸入輸出《巴塞爾公約》附錄 I、II、III、VIII 規

定視之為有害的廢棄物 

宏遠為落實環境永續的理念設立環保磚廠，將燃煤鍋爐的煤渣再利用

製成環保磚，所生產的產品獲得內政部綠建材標章及低碳建材標章雙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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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台灣廠廢棄物生成與處理示意圖 

 

 

宏遠台灣廠近三年廢棄物量 

 

 廢棄物種類 處理方式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重量(噸) 比例 重量(噸) 比例 重量(噸) 比例 

1 一般垃圾 自行處理 76.67 0.73% 82.11 0.88% 76.8 0.89% 

2 廢紗廢布 自行處理 340.57 3.25% 325.86 3.50% 296.0 3.45% 

3 83.5%含水率濕污泥 自行處理 5,468.35 52.16% 4,489.77 48.21% 4,241.7 49.40% 

4 烘乾後污泥 自行處理 1,298.19 12.38% 1,143.07 12.28% 1,226.1 14.28% 

5 底渣 委外處理 139.29 1.33% 145.56 1.56% 76.5 0.89% 

6 飛灰 委外處理 65.16 0.62% 43.28 0.46% 15.3 0.18% 

7 爐渣 委外處理 - - - - - - 

8 爐渣 自行處理 33.2 0.32% 31.3 0.34% 29.4 0.34% 

9 非有害集塵灰 自行處理 38.83 0.37% 19.03 0.20% 22.2 0.26% 

10 煤灰 委外處理 1,805 17.22% 1,175.68 12.63% 727.7 8.47% 

11 煤灰 自行處理 1,116.05 10.65% 1765 18.95% 1780 20.73% 

12 廢塑膠桶 委外處理 102.92 0.98% 91.49 0.98% 94.8 1.10% 

廢棄物總量(噸) 10,484.23 100% 9,312.15 100% 8,586.5 100% 

再利用率(%) 98.05% 97.97% 98.93% 

備註 

1. 再利用率 = 自行處理的廢棄物重量/廢棄物總量 X 100% 

2. 濕汙泥由一般垃圾與廢紗廢布燃燒所產生的熱能烘乾，產生烘乾後汙泥。 

3. 底渣、飛灰與爐渣(委外處理)於大寧掩埋場掩埋。 

4. 煤灰(委外處理)交由更新環保混凝土廠處理。 

5. 廢塑膠桶由九九峰清洗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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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台灣廠廢棄物再利用所節省之效益 
單位：噸、仟元 

廢棄物種類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重量 節省費用 重量 節省費用 重量 節省費用 

一般垃圾 77 616 82 656 76.8 768 

廢紗廢布 341 2,728 326 2,608 296 2,368 

83.5%含水率濕污泥 5,468 54,680 4,490 44,900 4,242 42,417 

煤灰 1,742.9 2,178.6 1,765 1,589 1780 2,225 

總計 7,002 60,202.6 6,663 49,753 6,395 47,777 

備註：2020 年廢棄物清理費用:一般垃圾為 10,000 元/噸、廢紗廢布為 8,000 元/噸、汙

泥為 10,000 元/噸、煤灰為 1,250 元/噸。 

 

★有毒物質管控與污染防治  

◼ 設備與機台投資 

基於化學藥品源頭管理和減量，宏遠投資二甲基甲醯胺(DMF)精餾回收

系統，共計投資 110 萬美元，DMF 預期回收效益 90%。透過塗佈貼合製程

的廢氣集中於水洗塔處理後，收集 DMF 低濃度廢液加以回收再生(recycle)，

回到原製程使用，不僅節省 DMF 廢液處理成本、降低購置原料成本，同時

也減少製程中之 DMF 對作業員工產生的健康危害風險。因受到 Covid-19 的

影響，2020 年的訂單量大幅下降，相對的 DMF 廢液量也減少了 6 成，整體

的數值都比 2019 年少。 

 

 
二甲基甲醯胺(DMF)精餾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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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台灣廠 DMF 廢液處理量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DMF 廢液(噸) 2,159 2,798 1,164 

循環回收 DMF(噸) 467.5 334 180 

節省廢液處理費用(萬元) 177 229 95.37 

節省購料成本(萬元) 1,197 868.4 468 

 

◼ 化學品源頭管理  

宏遠一直關注大眾「衣」的安全及品牌客戶的要求，設置跨部門小組進

行化學品管理機制，化學品管理係從製程導入前、製程中管理、管末廢棄處

理建立一套完整管制架構，原物料-化學品導入製程前需填具事前審查表，

經核可後，才可進行請採購程序。由 BPM 簽核流程申請料件編號，並提供

安全資料表供環安室進行安全衛生及環境危害審查，核准後再進行請購、採

購流程到貨物進廠倉管驗收入庫。 

製程中管理需有安全儲存塲所，現場儲存區需進行分類儲存、標示、防

止洩漏及二次防護、安全資料表設置、防護具使用、緊急沖淋防護措施，並

對操作人員教育訓練。管末廢棄處理則需經公司正常報廢程序才可進行廢

棄處理。 

2020 年延續「工業 4.0 智慧宏遠」的願景，運用 SAP 的 ERP 系統及

BPM 簽核流程管理化學品，從導入製程、風險評估、料號申請、安全資料、

請採購及收貨、現場危害標示、安全管理及廢棄進行管制，建立完整的源頭

管理機制。並在 2016 年開始進行化學品條碼管理方式，以毒性化學物質優

先實施管理，降低環境及員工暴露風險，2020 年逐步整合 BPM、ERP、條

碼刷卡設備，運用化學品資料庫，進行各化學品作業及儲存區域，分級及風

險管理，將作業風險可視化，即時因應管理。 

同時為了達到 ZDHC(有害物質零排放)之要求，採購染助劑及化學品時，

選擇經 bluesign® 認證之產品，若無 bluesign® 認證規範的化學產品種類，採

購前會與供應商索取 MSDS，進一步瞭解是否含有有害物質成份，經由這些

做法去除有害物質之危害，同時致力減少長鏈全氟化合物的危害，透過 C6、

C4 含氟及無氟撥水劑取代 C8 含氟撥水劑，未來將朝向不含 PFCs(全氟化

合物)的目標邁進。 

ZDHC 規範對應 

ZDHC 規範 宏遠興業目前做法 待改善之項目 

化學品危害評

定、優先減排及

行動 

1.進行內部測試 - Pyrolysis -GC-Mass  

2.第三公證單位測試與認證 

3.供應商 承諾書 

4.2007 年導入 ESM 節能減碳行動 

化學品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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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透過認證間接培訓內部人員 

 -bluesign® 

 -Oeko-tex Standard 100 

 -ISO 50001 

 -ISO 14001 

 

知情權 

1.透過 bluesign®認證機制與規範對藥劑供應

商進行宣導。 

2.透過教育訓練宣導廠內員工化學藥品正確使

用方式與在生產製造過程中所需注意的事

項。  

3.永續經營報告書紙本與電子檔提供  下載 

建立知情權系統 

評估與審核 

1.透過 Oekotex Standard 100 認證過程評估廠

內化學藥劑使用現狀。 

2.透過 bluesign®意見回饋，協助各廠藥劑使用

評估與審核 

建立化學藥品評估審

核機制。 

管理系統 

1.透過進料端，要求化學物品供應商簽訂產品

未含 REACH 規範有毒物質承諾書。 

2.透過 bluesign®認證機制之化學品認可清單

homlist (Homologation list)進行化學品改進

區域優先減排。 

3.查核 SDS，確保廠內化學配方無限用 CAS 編

號(即限用化學物質)。  

4.持續改善行動。  

要求廠商提供其化學

物品未含 MRSL 所規

範有毒物質 

 - MRSL 清單 

 -化學品測試報告 

 -其他相關驗證 

利益相關方 

合作 

1.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及認證 

 -bluesign® 

-Oeko-tex Standard 100 

-杜邦 

-日華 

 -德國拜耳材料公司 

 -福盈 

 -3M 

 -大金 

 -Huntsman 

 

化學品管理 

最佳實踐 

1.透過第三方檢測單位，確認空氣、廢水排放

物質低於現有法規標準值。 

2.與大金公司合作，研發 C8、C6、C4 檢測技

術。  

3.開發水性 PU 取代現有溶劑型 PU。 

4.使用生質材料取代現有化學品 

5.使用無氟撥水劑逐步取代含氟撥水劑。 

1. 監控關鍵標準方

面的績效，廢水、

空氣品質、水和能

源，制定一個監控

的計劃草案。 

2. 目前著手研究測

量技術和監控設

備，以供試點專案

的執行。特別針對

高風險的製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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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空氣品質的監

控，（如 VOC 的監

控）。 

 

宏遠染整廠為了防範無氟布種在製程內受到氟素污染，且避免與含氟

撥水劑製程混用，特別設立無氟製程專線，專門針對無氟布種獨立生產。

2020 年宏遠在 ZDHC 的努力上，我們遵循 RSL(restricted substances list-限

制物質列表)以及 MRSL(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 list-製造廠限制物

質列表)的規範，定期針對 ZDHC 的目標及內容進行評估，並由尖端技術研

究所持續測試更環保及更安全的化學品，保護環境、員工及消費者。 

2019 年 7 月 1 日以及 11 月 27 日 ZDHC 分別發布新版廢水指南 1.1 版

(Wastewater guideline version 1.1)以及生產限用物質清單 2.0 版 (MRSL 

version 2.0)，前者新增了針對現場液體零排放(Zero liquid discharge, ZLD)處

理系統的供應商的規定以及汙泥參數的限值與檢測方式，後者除了新增有

問題的化學品至清單之外，還多增加了兩個新章節，分別是候選清單與歸檔

的物質，由於宏遠擁有 bluesign 認證，因此 ZDHC 的改版並沒有對宏遠產

生太大的影響。 

ESM 改善計畫當中，水平衡專案經由跨部門團隊合作，進行水資源源

頭管理及用水監控，染整廠引進新的節能節水節省染助劑機台，逐步將資源

耗用量大的舊染色機台汰換，並導入工業 4.0，搭配新購置的自動加藥設備，

精準控制加藥量，減少不必要之資源浪費。同時考量到助劑對於環境之衝擊，

因此由源頭管理，優先選擇生質型助劑，由於生物較容易分解，可增加 COD

處理效率，達到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局面。 

在撥水劑使用方面，撥水劑大都為含氟化合物，會產生全氟化合物

(PFCs)此類的物質影響環境，宏遠已於 2016 年全面停用危害度大的碳八(C8)

含氟撥水劑並逐步提高無氟撥水劑的使用比例，從 2017 年起，每半年檢測

一次的 ZDHC 報告中 PFCs 含量皆為檢測不到。 

對於化學品源頭有害物質管理，尖端技術研究所中設置有 GC-MS(氣相

層析儀)，可利用該分析儀器從化學品源頭進行偶氮、塑化劑及有機錫…等

有害物質檢測，為了遵循 bluesign® 檢測方法及追求偵測極限 APEO(烷基酚

聚氧乙烯醚)及 PFOA(全氟辛酸)、PFOS(全氟辛磺酸)分析，特別與國立中正

大學合作，利用 LC-MS(液相層析儀)進行檢測。 

宏遠為紡織業中的永續自覺企業，擁有產業多元關鍵技術平台，在環保

紡織品的開發領先全球，持續不斷地提供國際品牌客戶高附加價值創新產

品。宏遠致力開發對人類無害、友善環境的生態環保紡織品，推出無氟環保

撥水紡織品，在環保與機能均能兼顧的前提下，促使全球品牌客戶優先選用

無氟紡織品，進而實踐『衣的安全、穿得健康』的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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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撥水劑使用趨勢 

   

尖端研究所 GC-MS(氣相層析儀)分析設備  國立中正大學 LC-MS(液相層析儀)分析設備 

4.4 節約措施與環保支出  

★溫室氣體減量   

於 2011~2015 年參加「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計劃」，承諾每

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2%以上，每年持續改善的減量績效皆已提報工業局

網站；自 2015 年 7 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正式上路，本公司已被環保署

納入溫室氣體強制性申報對象，於 2015 年 8 月底已委由 DNV-GL 公司進

行第三方查證並完成盤查登錄作業；每年依照環保署規定完成相關盤查登

錄申報工作，2021 年 3 月完成 109 年度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 

自 2016 年開始，環保署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第一階段管制目標

(2016~2020 年)，宏遠身為紡織業因應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小組的成員，自當

全力以赴。且將持續參加工業局第二階段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計畫，2017 年

積極與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進行技術諮詢，以自發性主動參與環境永續



 

63 

 

改善工作。為了因應政府針對鍋爐所發佈的公告：2020 年 7 月之前，粒狀

污染物排放量必須低於 30 mg/Nm3、硫氧化物排放量低於 50 ppm、氮氧化

物排放量低於 100 ppm，2019 年持續進行廠內燃煤鍋爐功能提升規劃作業，

預期在 2020 年逐步推動鍋爐防制設備更新建造作業，預計防制設備更新後，

將會全面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除了在提高產能外，並在全球暖化問題及紓

緩氣候變遷上略盡棉薄之力，兼顧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以貫徹宏遠

節能、環保、愛地球的理念，持續改善，朝著向善、向上、向前的環境永續

發展之路邁進。 

 

★永續 3.0 

2020 年 9 月，宏遠啟動永續 3.0 計畫，聘請傑頂科技的曹文雄先生擔

任顧問，從台灣廠的染整廠開始做節能整改，之後慢慢推展到台灣廠全廠，

目標是 3 年節能 30%，除此之外，各廠負責主管經由顧問推薦進行培訓，

並依所學自行擬定節能計畫，以下是 2020 年即開始執行的方案 

1. 廢水熱回收系統，包含 

I. 修復舊熱回收系統 

II. 採購新 20 CMH 熱交換器系統 

2. 染機降溫與升溫控制 – 降溫控制溫度調降 10 ~ 20℃ 

3. 鍋爐省煤器廢熱回收 – 節煤器改為冷水降溫，增加熱交換效率與

新熱回收水。 

4. 蒸氣管路閥件保溫，包含蒸氣閥、蒸氣管、熱交換器、冷凝管以及

熱水管 

5. 定型機循環風量合理化調降。 

6. 壓縮空氣系統優化，包含 

I. 將快速接頭更換成固定接頭，減少洩漏。 

II. 調降系統壓力，高壓區由 5.25 kg 降至 5.1 kg，中壓區由 3.9 kg

降至 3.75 kg，低壓區由 3.8 kg 降至 3.5 kg。 

III. 提高巡察的頻率，每個班次至少巡察一次，快速修復洩漏點。 

7. 汰舊兩台老舊空壓機 

2020 年節能措施與估算節約量 

節能措施 具體作為 
估算節電量 

(kWh/月) 

換算焦耳量 

(GJ/月) 

換算溫室氣體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月) 

熱回收系統修復 如上所示 598460.4 2154.5 208.3 

染機多段式降溫 如上所示 515596.7 1856.1 179.4 

鍋爐節煤器廢熱回收 如上所示 306902.8 1104.9 106.8 

蒸氣管路閥件保溫 如上所示 82863.8 298.3 28.8 

定型機循環風調降 如上所示 3652.6 13.1 1.9 

壓縮空氣接頭更換 如上所示 670404.8 2413.5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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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支出  

近三年環保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空氣污染防治費用 1,611 2,055 2,970 

水污染防治費用 40,813 39,558 39,239 

廢棄物處理(一般廢棄物)費用 6,444 5,651 4,304 

其他 4,833 4,110 172 

總計 53,701 51,374 4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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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員工關懷與發展 
 

項目 勞雇關係/勞資關係管理方針  

重大原因 

透過建立完整的人資規章、教育訓練系統與溝通管道，讓員工是在

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下，為公司服務貢獻，並且提供相關福利措施

讓員工受惠，感受到公司對員工的付出與努力。 

主題邊界 合併報表中包含之實體 

主題邊界揭露

限制 

本年度報告書中有關勞雇/勞資關係主題以宏遠全球三廠(台灣廠、

上海廠、泰國廠)及台北營業處相關資訊為主，部分尚未揭露的上海

廠與泰國廠資料預計將於 2021 年度報告書中揭露。 

管理目的 了解員工需求，建立勞資雙方互信的環境，提升員工向心力。 

政策 
本公司依照「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定，提撥福利金，組織職工福

利委員會辦理職工福利事項，從業人員得享有各項福利措施。 

承諾 讓勞資雙方互信雙贏，建立穩定的溝通橋梁。 

目標 

本公司員工瞭解公司概況、政策及相關管理規定並增強其本職學能
及專業知識，藉以提昇人員素質及幹部之養成、提高生產力及工作
品質、提振員工工作士氣、增進對工作的滿意度及促進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的精神，並培養正確的職業觀念，加強對公司的認同感和
向心力，期使公司永續經營及創新成長，特制定本辦法。  

資源 
公司福委會、人資處、工會提供相關福利、勞資爭議等相關問題諮

詢管道。 

申訴機制 

建構通暢之勞資溝通管道，設有「員工申訴專線」及「員工意見箱」，

由人力資源處專責處理員工申訴案件，所有申訴案件皆以專案處

理，持續追蹤以確保申訴案件獲得圓滿解決。 

特定的行動 
定期舉辦公司動員月會向員工宣達公司營運狀況，讓員工更有參與

感。 

管理評量機制 
依循勞基法修訂內容及勞資爭議紀錄、員工申訴記錄等，調整與修

訂公司規章及相關管理作為。 

績效與調整 

透過建立完整的人資規章、教育訓練系統與溝通管道，讓員工是在

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下，為公司服務貢獻，並且提供相關福利措施

讓員工受惠，感受到公司對員工的付出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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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員工概況 

★員工結構  

 

截至 2020 年底，宏遠全球三廠員工人數分別為台灣廠 1,618 人，上海

廠 594 人，泰國廠 455 人。報導期間詳細員工聘雇及性別、年齡分布如下

表所示： 

宏遠除了在台灣設立總部之外，於海外地區設有製造與行銷據點，並盡

量以當地居民為對象招收員工，期望促進並回饋當地社區經濟發展。 

 

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員工人力結構分布 

項目\性別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 
廠區 

類型 正職 臨時 正職 臨時 

年齡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台 

灣 

廠 

全職 207 440 139 0 0 0 179 444 209 0 0 0 1,618 

兼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207 440 139 0 0 0 179 444 209 0 0 0 1,618 

上 

海 

廠 

全職 54 214 28 0 0 0 58 235 5 0 0 0 594 

兼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54 214 28 0 0 0 58 235 5 0 0 0 594 

泰 

國 

廠 

全職 43 174 11 0 0 0 37 173 17 0 0 0 455 

兼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43 174 11 0 0 0 37 173 17 0 0 0 455 

備註： 

1. 宏遠三廠禁用童工，本國籍與外籍員工雇用，皆須年滿 18 歲以上。 

2. 採年度數據，以該年度年底 12 月 31 日為基線，數據皆來自公司人資系統，無任

何假設數據。 

3. 台灣廠員工總人數包含台南工廠、台北營業處及幸福台灣直營店。 

4. 2020 年台灣廠廠內非員工工作者包含承攬商、保全人員 4 位、 清潔人員 3 位；上

海廠廠內非員工工作者包含承攬商、保全人員 11 位、 清潔人員 3 位；泰國廠廠

內非員工工作者包含承攬商、保全人員 6 位、 清潔人員 3 位，營運活動主要仍以

本公司自聘員工為主。 

5. 2020 年底無臨時人員 

報告期間聘僱人數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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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主管人力結構分布 

廠區\性別\年齡 < 30 歲 30-50 歲 > 51 歲 合計(人) 

當地居民擔

任管理階層

比率(%) 

台灣廠 

男性 0 55 21 76 99% 

女生 2 29 19 50 100% 

合計 2 84 40 126 99% 

上海廠 

男性 0 31 3 34 79% 

女生 1 17 0 18 89% 

合計 1 48 3 52 83% 

泰國廠 

男性 0 19 1 20 55% 

女生 0 7 3 10 80% 

合計 0 26 4 30 63% 

備註： 

1. 當地人員定義：工廠所在國之領有當地國籍的人民 

2. 台灣廠、泰國廠主管為：副課長以上；上海廠主管職級為：副科長以上。 

3. 上海廠及泰國廠包括駐當地台籍主管。 

4. 當地居民擔任管理階層比率=當地居民擔任管理階層人數/當地管理階層人數。 

5. 採年度數據，以該年度年底 12 月 31 日為基線。 

 

★創造就業機會與在地雇用  

 

台灣廠目前人力結構，本地勞工與外籍勞工比約為 2:1，外籍勞工包含

菲律賓與泰國，宏遠對於不同國籍的同仁均平等對待，致力於改善工作和生

活環境，且從 2020 年開始執行外籍員工聘僱零費用，讓外籍同仁來台工作

無需負擔任何費用，也在國內工作期間也無須負擔國內仲介服務費，創造穩

定的就業環境，達到勞雇雙贏的幸福企業。 

關於身心障礙人員僱用，台灣廠僱用比例(1.52%)，超過法規比例(1.0%)；

上海廠僱用比例(0.80%)，低於法規比例(1.6%)；泰國廠僱用比例(1%)，符合

法規比例(1%)。全球三廠持續朝 2%以上僱用努力。 

宏遠強調在地就業的成長，作為長期勞動力的培育來源，積極與政府就

業服務機構合作，參加各類型徵才活動，但受到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2020

年度的徵才場次與校園博覽會有多場被迫取消，2020 年全年度總共參與了



 

68 

 

2場南部地區校園徵才博覽會與22場勞動部舉辦相關大小型聯合徵才活動，

爭取本地優秀人才進入公司服務。 

 

近三年宏遠台灣廠外籍員工人力結構分布 

國籍/性別/年度 2018 2019 2020 

泰國籍 
男性 19 20 17 

女生 34 29 19 

菲律賓籍 
男性 296 303 265 

女生 204 179 184 

越南籍 
男性 0 0 0 

女生 1 0 0 

外籍員工合計(人) 554 531 485 

台灣廠員工總人數(人) 1,849 1,763 1618 

外籍員工佔台灣廠員工總人

數比率(%) 
30 30 30 

備註： 

1. 採年度數據，以該年度年底 12 月 31 日為基線。 

2. 越南移工從 2018 年後公司就不再聘用，人數也慢慢降低，2018 年只剩 8 位、2019

年剩 1 位、2020 年之後就無 

 

     
2020 年勞動部大型徵才活動 

 

★員工留用  

宏遠自 1988 年成立迄今已逾 30 年，台灣產業現況多變，歷經產業多

次大舉外移、金融海嘯衝擊等考驗，公司仍持續求新求變成長，並為同仁提

供穩定的工作環境。 

台灣總公司目前面臨自創立後第一波退休潮，申請退休人數從 2016 年

的 34 位、2017 年的 43 位，2018 年的 62 位，2019 年的 33 位以及 2020 年

的 40 位，人員退休是公司成長過程正常現象，為因應人力的傳承與接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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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我們積極招募、培育新血加入公司行列，並實施完善的儲備幹部培訓，

完成世代交替。 

2020 年度台灣、上海與泰國三廠員工離職總人數分別為 312 人、179

人、174 人；30-50 歲有經驗人力的離職比例如下：台灣廠-男性 115 人(12%)；

女性 95 人(10%)，上海廠-男性 35 人(7%)；女性 29 人(6%)，泰國廠-男性 32

人(18%)；女性 15 人(9%)。 

新進人員部分，也針對離職流失之人力進行補充，2020 年新進人員招

募說明如下： 

台灣廠新進 255 人(男性招募 30 歲以下 37 人(18%)；女性招募 30 歲以

下 52 人(29%))，上海廠新進 64 人(男性招募 30 歲以下 13 人(24%)；女性招

募 30歲以下 16人(28%)，泰國廠新進 47人(男性招募 30歲以下 12人(28%)；

女性招募 30 歲以下 10 人(27%))。 

2020 年台灣廠、上海廠與泰國廠 30 歲以下新進人員數佔新進人員總數

比例各為 35%、45%與 47%，由此可顯示人力資源的輪替與職能傳承系統

正常運作，有效維持人力的活化與穩定。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員工新進率

與離職率，詳如下表：  

 

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員工新進與離職結構分布 

類別 新進率 離職率 
廠

區 

性別 男性 女性 總新

進率 

男性 女性 總離

職率 年齡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 30 30~50 > 51 

台

灣

廠 

人數 37 47 14 52 78 27 255 59 129 36 50 87 52 413 

比例 18% 11% 10% 29% 18% 13% 16% 29% 29% 26% 28% 20% 25% 26% 

上

海

廠 

人數 13 14 0 16 21 0 64 18 44 2 10 39 2 115 

比例 24% 7% 0% 28% 9% 0% 11% 33% 21% 7% 17% 17% 40% 19% 

泰

國

廠 

人數 12 11 0 10 13 1 47 29 36 1 30 29 2 127 

比例 28% 6% 0% 27% 8% 6% 21% 67% 21% 9% 81% 17% 12% 28% 

備註： 

1. 該年齡組，男(女)性員工新進率＝2020 年該年齡組新進男(女)性人數/2020 年該年齡層次員工總人數。 

2. 該年齡組，男(女)性員工離職率＝2020 年該年齡組離職男(女)性人數/2020 年該年齡層次員工總人數。 

3. 各廠員工總新進率＝2020 年該廠總新進人數/2020 年末該廠員工總人數。 

4. 各廠員工總離職率＝2020 年該廠總離職人數/2020 年末該廠員工總人數。 

5. 離職員工人數包含自願或被解僱、退休之員工。 

5.2 員工保障與福利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為落實人權和員工權益保障，宏遠於  2010 年取得 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認證，為台灣紡織業第一家通過 SA8000 社會責任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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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系統的紡織公司。SA8000 是國際最具公信力的 CSR (企業社會責任 )

認證。我們遵循 SA8000，確保生產商及供應商的產品皆符合社會責任的要

求。 自取得 SA8000 社會責任認證後迄今已持續推動進入第 8 年，並於 2017

年換證，期間由外部機構定期、不定期的入廠稽核，了解管理系統執行現況

和安排員工訪談，以確認宏遠對勞工權益、職場安全保障的 持續努力。 

 
 

本公司遵守各項勞動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並據以訂定及調整內部管

理制度，並保障僱用政策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

落實報酬、僱用條件、訓練與升遷機會之平等，更持續追蹤法規動態，以保

障員工之合法權益。2020 年主要由公司客戶(Lululemon、VF)到廠稽核，共

計 2 次廠內稽核，針對勞工相關權益稽核，以住宿環境、伙食、工時紀錄與

個人訪談為主，目前都已經通過各家廠商稽核。 

截至 2020 年止，宏遠皆未發生任何歧視、雇用童工、強迫或強制勞動

之事件，且無違反原住民權益之情事發生，亦無發現任何相關申訴及重大事

件。 

 

★員工薪酬  

 

◼ 完備的退休制度  

自 2016 年度起台灣勞動法令有諸多修訂，從舊制勞工退休金需事前提

撥至完全足額，自 2017 年起有基本工資調升與「一例一休」工時制度等多

項改變，宏遠對各項變更內涵進行深入理解，分析影響層面，亦積極配合法

令，如增聘本地/外籍員工人力，台灣廠區導入工業 4.0，以自動化的推動降

低工作負荷，保障員工的勞動人權。 

公司訂立之員工退休金辦法，涵蓋所有正式任用人員(包括總經理)。按

月提撥員工退休金準備金，並依規定辦理員工退休金給付。對適用及選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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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新制同仁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每月提繳退休金

至勞工退休金專戶；適用舊制同仁，則於每年三月底前提繳至舊制勞工退休

金專戶以補足當年度的差額。目前的退休金採新制與舊制比例為 13:1，而

新舊制部份皆依照法規規定進行提撥作業。 

 

◼ 員工薪酬 

本公司從業員薪資結構因職等、職位、職級及工作性質不同而區分不同

之薪資項目，本公司新進人員敘薪由人資單位依其學、經歷於新進人員甄選

表內提敘薪建議，會簽用人主管後呈權限主管核定之。 

 

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員工男女薪資與當地基本薪資比 

薪酬比率項目 
當地最低薪資比率 

基層人員 

性別     

    營運據點 
女 男 

台灣廠 1.05 1.05 

上海廠 1.2 1.2 

泰國廠 1 1 

備註： 

1. 2020 年各地政府最低薪資：NT$23,800 元(台灣)、上海:RMB：2,480、泰國：泰銖 315/

日。  

2. 依性別分別，計算其比例：當地最低薪資比率=公司各性別最低敘薪標準/各營運據

點當地最低薪資。 

3. 基層人員之定義，台灣廠為直接人員、上海廠為直接人員、泰國廠為直接人員。 

 

此外，宏遠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作業辦法」條文要求，額外揭露 2020 年台南廠及台北營業處員工 2020

年薪資相關資訊。 

員工薪酬資訊揭露一覽表 

揭露項目 2020 年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人) 1,623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總額 (仟元) 796,084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 (仟元) 491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 (仟元) 454 

 

★員工福利  

提供勞保、健保、團體保險、勞工退休金提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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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免費健康檢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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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券；在工作生活照顧上，提供員工宿舍、餐飲、停車場，且舉辦年終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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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假 

依據當地法規，我們以三廠列表說明如下: 

產假給予 

台灣廠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產假 8 星期 

中國廠 依據《上海市人口與計畫生育條例修正案》规定，產假 128 天 

泰國廠 90 天産假；45 天由公司付薪，45 天由國家社會安全體系支付 

 

◼ 員工育嬰假 

2020 年，台灣廠符合申請育嬰留停人數共 49 人，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

數 23 人，復職率為 59%，繼續工作超過 12 個月之留任率為 100%。上海廠

與泰國廠則依當地法規，提供員工產假及相關育嬰福利。 

 

2020 年宏遠台灣廠員工育嬰留停統計表 

性別/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 A 9 37 46 

當年度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B 3 11 14 

當年度育嬰留停應復職人數 C 3 7 10 

當年度育嬰留停實際復職人數 D 2 3 5 

前一年度育嬰留停實際復職人數 E 2 10 12 

前一年度育嬰留停復職後持續工作一年人數 F 0 7 7 

當年度育嬰留停復職率%(D/C) 67% 43% 50% 

當年度育嬰留停留任率%(F/E) 0% 70% 58% 

備註： 

⚫ 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為當年度報告期間往前推 3 年有申請過產假/陪產假之

同仁計算。 

◼ 台灣廠職工福利委員會 

宏遠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依法提撥福利金，辦理各項福利措施，另提

供三節禮金、生日禮金、教育獎學金及團體保險等福利。另為促進員工間交

流及身心健康，公司每年定期舉辦親子烤肉、國內外旅遊並補助社團活動等。

2020 年員工及眷屬參加國內外旅遊累計共 1,451 人次，藉此增進公司與員

工家庭間的和諧。 

 

◼ 台灣廠社團活動 

◼ 慢速壘球社 

宏遠慢速壘球社於 2020 年參與大型賽事總共 28 場，每場都有不錯的

表現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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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宏遠盃慢速壘球邀請聯誼賽 

 

◼ 羽球社 

宏遠固定每週三 17:20～22:00 在山上國小活動中心舉辦羽球賽，組員

間切磋球技和交流，並定期參與企業聯誼賽、宏遠盃廠內羽球賽、宏遠盃敦

親睦鄰羽球邀請賽及台南市勞工盃等大型比賽。 

 

 

 

 

 

 

 

 

 

 

 

 

 

 

 

 

 
2020 年度宏遠羽球錦標賽頒獎 

 

◼ 安排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和學習的活動 

我們重視外籍員工母國的重要節慶與信仰，由人資處定期精心規畫相

關活動，同時邀請台灣員工一同參與，分享和交流多元文化的傳統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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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工會所舉辦的活動與福利 

項目 活動說明 

教育訓練：勞工組訓教育 

為使員工清楚了解公司福利、勞動法規規定等相關勞工福

利及安全法令，每年固定舉辦二天一夜勞訓活動。2020年

分2梯次，總共167名員工參加。 

獎勵模範勞工 
致贈獎牌一面，並挑選二名參加市政府及全國模範勞工表

揚，並享有國外旅遊15,000元補助金。 

婚喪喜慶、新居落成致贈賀奠 
提供員工結婚、新居落成慶賀禮金，以及辭世家屬奠儀等

福利。 

傷病慰問、生育補助及其他慰問 提供傷病、生育補助慰問金等。 

 

5.3 勞資關係   

★營運變更之最少公告期限 

本公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的預告期間規定： 

1. 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2. 繼續工作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3. 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若有職位異動之時，於同仁職位異動前，會先由直屬主管於數週前先與

之協商，同意職務異動時再予以公告異動。 

 

★溝通與對話 

公司透過每日各單位的晨會與每月全公司動員月會，傳達內部的訊息

與政策，亦出版宏遠人月刊、ESM 宣導教材、單位佈告欄等，做為公司與

員工意見交流管道；另與外籍員工溝通上，則透過輔導員、宿舍老師不定期

的集會，與外籍員工進行面對面的意見交流。 

 

★員工申訴管道與處理 

申訴管道包含提供專線電話：06-5786200、員工意見箱，由人資處負責，

申訴案件以專案處理。 

 

★定期舉辦勞資會議 

由勞方、資方選出雙方代表各六人，合計十二人，任期四年，於每季定

期舉辦勞資會議，針對勞工動態、生產計畫及業務概況，討論關於勞動條件、

勞工福利及工作效率等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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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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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興業的工會為獨立運作的員工組織，為員工發聲表達想法，且不定

期參與全國性總工會活動，充分展現員工的結社權與協商權，以促進勞資和

諧。工會與宏遠每 2 年簽訂團體協約，2020 年工會會員 792 人，且均簽訂

團體協約 (佔全體員工 49%)，其中有關健康安全相關之條文共有 2 條，佔

協約條文之 25%。工會與員工福利委員會的辦公處所皆設置於廠區內，電

話: 06-578-2561~9，轉 6371。 

 

5.4 員工訓練與發展 

★員工教育訓練  

因應貿易自由化及產業環境不斷改變，公司為增加產業競爭力並轉型

為智慧工廠，進而達成智慧企業目標，除提升員工工作技能與專業能力外，

亦重視員工在智慧技術、環保生態、健康促進、觀光工廠等各種面向的學習，

本公司並以人力資源提升計畫的輔助，藉由政府機構實施評核與輔導，提昇

教育訓練體系，確保訓練品質與績效，並為養成下一代人才，亦與海內外各

大專院校合作，提供實習生培訓機會，了解企業實務。 

本公司重視員工的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除提供員工企業管理、工廠管

理等相關管理才能訓練外，也在新進人員訓練中加入多元的課程，如勞基法、

人權、CSR 相關多元課程，最重要的是深入介紹公司環境與各單位功能，

讓新進人員可快速了解並適應公司文化與環境。另外為加強人才培育及主

管進修，規劃系統性及延續性課程訓練，協助提升員工的能力及素質，以增

強個人與企業競爭力。 
 

 

 

 

 

 

 

 

 

 

 

 

 

 

 

 

 

2020 年度基層主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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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台灣廠員工教育訓練課程類別及比例 

課程類別 管理類 專業類 永續類 

內容 

1. 法規規定課程 

2. 管理能力 

3. 通識能力 

1. 專業技術 

2. 專業生產 

3. 專業知識 

1. 公司政策 

2. 環保、節能 

3. 綠色環境 

4. 自然農法 

5. 自我啟發 

2014 年 58% 40% 2% 

2015 年 62% 30% 8% 

2016 年 61% 32% 7% 

2017 年 74% 24% 2% 

2018 年 64% 25% 11% 

2019 年 65% 28% 7% 

2020 年 63% 29% 8% 

 

本公司訂有人力資源管理辦法，藉由教育訓練用以增強新進及在職員

工本職學能及專業知識，以提高生產力及工作品質。且依同仁業務及工作需

要，配合個人發展潛力，選派同仁參加專業訓練機構之各類研習課程。此外，

為方便同仁吸收新知與提昇教育訓練成效，本公司於 NOTES 系統架構完整

之規章制度資料庫，供員工瀏覽查詢。 

 

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員工教育訓練統計表 

 

營運據點 

訓練時數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主管職 職員/技術員 主管職 職員/技術員 主管職 職員/技術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員工總人數(人) 55 40 716 750 34 16 262 282 22 6 260 240 

訓練總時數(小時) 825 600 4296 4500 646 304 3,930 4,230 310 84 3600 3360 

每人平均訓練時

數(小時) 
15 15 6 6 19 19 15 15 14 14 14 14 

註： 

1. 各廠各職務別男(女)性每人平均訓練時數=各廠 2020 年各職務別男(女)性教育訓練總時數

/2020 年末各廠不同職務別男(女)性員工總人數。 

 

★保全人員教育訓練  

保全人員在到公司任職前，由保全公司進行保全人員到職新進訓練，訓

練時數 4 小時，將針對公司環境、作業流程、配合事項進行訓練與說明，讓

新進保全人員可以盡快了解工作職責，配合公司進行保全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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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考核  

本公司有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對於員工績效考核、教育訓練及獎懲

訂有明確規範。為使本公司從業人員之表現優劣得以合理化之評等，並藉以

作調薪、遷調、晉升、年終獎金之依據，從業員之考績由所屬單位各階主管

負責評核，每個月進行一次，評核項目以出勤狀況、工作表現、工作品質等，

共分為 A、B、C 三個等級。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項目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方針  

(重大主題：職業安全衛生) 

重大原因 
落實「職業健康安全」，可增加員工工作效率，充分運用現有人力，保障員工

健康及作業安全。 

主題邊界 宏遠興業/供應商/承攬商 

主題邊界揭露限

制 

本年度報告書中有關職業健康安全主題以宏遠全球三廠(台灣廠、上海廠、泰

國廠)相關資訊為主。 

管理目的 
積極推動安全衛生管理，透過持續改善的管理系統，以降低潛在環境與安全衛

生危害，提高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政策 
防止發生與工作有關的傷害、不健康、疾病和事故，以保護全體員工與進入公

司供應商、承攬商、訪客之安全衛生。 

承諾 持續推行 ESM 節能、環保、愛地球，資源回收及零災害運動。 

目標 

▪ 預防工作事件發生 

▪ 工作事件為零 

▪ 人員因 BMI 過高引發三高發生職業病次數為零 

資源 
▪ 成立「職業安全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 

▪ 2019 年取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管理標準 ▪ 依照 ISO 45001 之標準執行以下管理。 

申訴機制 
可透過電話、電郵、公司網站進行相關問題反應，申訴人將由工會出面提供保

護，避免受到職場迫害。 

特定的行動 

▪ 2020 年辦理消防及毒災訓練課程，共 201 人次參與。 

▪ 2020 年辦理安全衛生及健康促進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宣導，共上課 3 堂，

總參與為 210 人次。 

▪ 2020 年共計 311 件施工安全許可申請。 

▪ 2020 年法定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年度定期檢查，共 260 座，全數檢查合格。 

▪ 2020 年環安室進行廠區職業安全衛生稽查，合計改善 105 件。 

▪ 2020 年進行毒化災及消防防災複合型災害應變演練，全廠緊急應變小組配

合山上消防分隊及消防大隊進行實況演練。 

管理評量機制與 

績效調整 

每季透過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進行改善進度及成效評估，考核安全衛生管理相

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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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通過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及 ISO 14001 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每年度持續經認證公司 DNV 認證通過，並積極推動安全衛

生管理、清潔生產、污染防治、能資源節約、廢棄物減量，透過持續改善的

管理系統，以降低潛在環境與安全衛生危害，提高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職安風險管理  

 

◼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主要辦理下列事項： 

(1) 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2) 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4) 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5) 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6) 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7) 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8) 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9) 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10) 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1) 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2)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3) 溝通協調事項。 

 

◼ 安委會成員: 

資方:共有 9 人，主任委員 1 人、委員兼執行秘書 1 人、委員 6 人 

勞方:共有 5 人，委員 4 人、職護 1 人 

 

◼ 職業安全管理  

宏遠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上可能發生的風險，透過危害鑑別與風險

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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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控損風險等。 

職災等級則是依據 AIS (Abbreviated Injury Scale)劃分成 0 至 6 共 7 個

等級，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災害類別分門別類。2020 年度台灣廠

的職災事件有 18 件，廠內有 5 件，這 5 件職災皆屬於輕傷，分別為被撞、

不當動作、被夾、跌倒以及物體飛落，其損失工時為 24 到 240 小時不等；

至於廠外有 13 件屬不可控的交通事件，已加強員工騎車安全意識，確實降

低交通事故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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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傷害等級簡易分類表 

等級 名稱 傷害描述 

0 任何傷害 無 

1 輕度傷害 割傷或挫傷 

2 中度傷害 單純性骨折 

3 重大傷害 複合性骨折或脫臼 

4 嚴重傷害 截肢、頭顱凹陷骨折、非致命性器官的傷害 

5 危急性傷害 脊椎主要神經的傷害、主要器官的傷害 

6 最嚴重傷害 目前指無法治療者 

 

另外，上海廠在 2020 年度總共發生了 10 件，其中 3 件壓傷，3 件燙

傷，擠壓傷、夾傷、刺傷和外傷各 1 件，泰國廠則有 1 件因不當動作所造成

的職災事件。 

◼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 為提昇員工緊急逃生及避難安全，2020 年辦理消防及毒災訓練課程，

共 201 人次參與，以維護人員生命安全。 

➢ 設有安全衛生管理室，規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協助現場各單

位安全衛生危害之改善，制定緊急應變機制及通報系統，以落實安

全衛生管理，保障員工之安全與健康。 

➢ 2020 年辦理安全衛生及健康促進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宣導，以提升

員工作業所需的安全衛生危害認知與能力，達到員工身心靈健康之

目的，共上課 3 堂，總參與為 210 人次。 

➢ 當非自然災害事故發生時，現場員工應立即透過通報系統向現場主

管以及環安室報備，並且可自行判斷是否要撤離現場，受傷人員應

立即送到醫務室進行初步治療。 

➢ 對供應商及承攬商承攬本公司工程時，在工程前協議組織會議上溝

通協調相關安全衛生能符合廠內之規定，做好工作中安全防護措施

及管制程序，2020 年共計 311 件施工安全許可申請。 

➢ 2020 年法定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年度定期檢查，包括：第一種壓力容

器、鍋爐、LPG 儲槽，共 260 座，全數檢查合格，以確保廠内危險

性機械、設備皆符合法令規範及運作的安全性。 

➢ 2020 年環安室進行廠區安全衛生稽查，含捲夾、墜落、火災、感電、

物體飛落、與有害物等接觸…等，合計改善 105 件，以提供廠區同

仁安全職場環境。 

➢ 2020 年 11 月 11 日進行毒化災及消防防災複合型災害應變演練，全

廠緊急應變小組配合山上消防分隊及消防大隊進行實況演練，落實

自主防災管理，提升員工應變救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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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宏遠全球三廠工安績效統計 

項目 計算規則 台灣廠 上海廠 泰國廠 

總工時 109 年度總工作工時 3,336,592 1,559,606 1,544,046 

總公傷件數 109 年度廠內公傷件數 5 10 1 

工傷率(IR) 
總工傷率=(工傷總數/總工

作時數) * 200,000 
0.30 1.28 0.13 

職業病比率

(ODR) 

職業病率=(職業病總數/總

工作時數）X200,000 
0 0 0 

誤工率

（LDR） 

總誤工率=（誤工總天數/

總工作時數）X200,000 
3.42 32.96 1.56 

缺勤率(AR) 

總缺勤率=（報告期間總缺

勤天數/報告期間總工作天

數） 

0.19 0.20 0.026 

年死亡人數 報告期間因工傷死亡人數 

0 0 0 

0 0 0 

0 0 0 

備註： 

1.職業災害統計(IR、LDR)不包含上下班交通災害。 

2.缺勤率之總缺勤天數包含病假、公傷假及事假。 

3. 2020 年宏遠台灣廠有 5 件職災事件，承攬商無公傷事件發生。 

4.本表包含交通傷害之職災 

 

針對相關緊急應變流程已訂定緊急應變管理辦法等相關文件，每半年

進行一次消防應變演練，每年進行三次毒災緊急應變演練，全部演練皆搭配

外部主管機關單位進行。 

 

◼ 職災事故調查與改善 

職業安全委員會利用 RCA(Root Causes Analysis)分析出職災事故的根

本原因並訂立改善計畫後再利用 PDCA (Plan-Do-Check-Act)執行並監督，降

低職災發生的機率。在職災事故調查中，對於員工因自發性救災、聯絡現場

主管或職災現場有致人傷殘/中毒等疑慮而撤離現場等行為，不予追究其擅

離職守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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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台灣廠歷年職傷事件件數與損失工時 

 

◼ 承攬商進廠施工管理 

在各單位與承攬商談妥承包內容並確定需進廠施工後，會由採購寄發

「進廠施工作業安全告知單」、「安全許可證申請書」與「作業檢點表」給承

攬商填寫，若施工過程中需要動火、高空施工等作業時，則需額外填寫「動

火作業安全檢點表」、「高處、高架作業安全檢點表」等資料並送至環安課審

查。2020 年 10 月要求各單位加強執行三點規定： 

1. 承攬商進廠施工前必須在警衛室做施工前會議 

2. 申請該工程的單位必須派遣一名人員全程跟隨，帶領承攬商進出工廠以

及施工時在場監督，若無人員在場監工，則承攬商必須立即停工。 

3. 承攬商進廠前必須填妥所有資料，不能事後補件。 

由於各項工程施工時間不一，沒有強制要求承攬商詳細記錄每人工作

時數且不是所有承攬商成員都是施工人員，因此沒有詳細統計承攬商真實

的施工人數與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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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山上消防分隊及消防大隊共同進行綜合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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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管理及醫療服務  

為強化員工健康管理意識，提高整體工作能力，降低員工職業病風險，

故環安室依員工健康管理流程執行從選工諮詢(健康履歷表建置、不適合從

事作業之疾病-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七)、健康檢查(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健康分級與管理(衛生教育、諮詢、複檢)、配工、復工、健康促進活動等流

程，其對象包含正職、變更作業之勞工的健康管理流程。 

台灣廠鑑別出主要健康危害為：織布廠、加工紗廠之噪音危害，及後加

工課、尖端所、PU 廠有機作業場所之化學物質危害，針對從事相關作業人

員進行特殊健康檢查，若發現健康檢查檢測值異常之同仁，除提供健康諮詢

指導、追蹤管理外，並加強教育訓練及防護具配戴。 

    2020年配合法令「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每月辦理醫師臨廠健康

服務，職業病預防服務項目包括：1. 健康促進與教育訓練衛生指導、2. 

醫療服務、3. 個案關懷、4. 新進員工健康評估與管理、5. 血壓量測、醫

療諮詢及衛教服務、醫療人員健康衛教指導、6.建置健康履歷卡、7. 醫師

現場訪視次數、8. 異常負荷(選、配工)、 9.骨骼肌肉症狀調查(人因)、 

10. 公益捐血活動、11.母性保護(產前、產後) 、12.職場不法侵犯評估，共

3,540人次，促進健康人力。 

 

 

2020年度台灣廠醫療服務事項統計表 
 服務項目 人次 

1 健康促進與教育訓練衛生指導 210 

2 醫療服務 171 

3 個案關懷 1205 

4 新進員工健康評估與管理 185 

5 

血壓量測 

997 醫療諮詢及衛教服務 

醫療人員健康衛教指導 

6 建置健康履歷卡 155 

7 醫師現場訪視次數 46 

8 異常負荷評估及訪談 181 

9 骨骼肌肉症狀調查表 113 

10 公益捐血活動(袋) 89 

11 母性保護(產前、產後)評估 19 

12 職場不法侵犯評估 169 

合計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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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熱烈響應捐血活動 

 

 

 

 

 

 

 

 

 

       

 

廠醫定期臨廠提供宏遠員工相關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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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會永續與關懷 
★宏遠永續經營模式 

宏遠本著「對他人—正直、利他、感恩；對己—向善、向上、向前」的

企業文化與價值理念，與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獲取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triple bottom line），打造成為員工、顧客、

供應商、股東、社會（社區）、環境六方皆贏的永續自覺企業（Sustainable 

conscious enterprise）。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關係，從而達到『天人

合一』至境，與萬物性靈共生共榮。 

 
自 2007 年起，宏遠推動 ESM 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走在潮流趨勢的前端，積極推動「衣的安全」、「穿得健康」之理念，

持續開發和生產對人類及生態無害的紡織品。 

 

★社區與社群參與 

 

在社會參與和公益贊助方面，宏遠與國內外協會、非營利組織，及政府

單位合作推廣相關事務，以提升產業群聚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展現宏遠對全

球化社會的人本關懷。參與的社群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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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參與的國內外協會/社團組織 

付費會員 

01 山上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02 台南市工業會 

03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04 台灣區水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05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06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07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08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09 中華民國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 10 美國野生保育協會 

11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12 台灣流行時尚產業聯盟 

13 台南市成衣商業同業公會 14 台北科大國際產學聯盟 

15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16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7 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 18 中華民國台灣土耳其經貿協會 

19 台灣非洲經貿協會   

一般會員 

01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02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03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04 台南市創新技術服務基金會 

05 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 06 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 

07 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08 台灣低碳建材產業聯盟 

09 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10 社會企業公約基金會 

11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2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13 台灣綠色科技產業聯盟 14 紡織資訊聯誼會 

15 創世基金會 16 華山基金會 

17 文化科技發展聯盟 18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社區承諾與行動   

◼ 開放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參觀與交流 

為分享宏遠創新、永續、智慧、精實的行動與成果，宏遠開放生態工業

園區給來賓實地參觀；同時也開放自然蔬菓教育農莊、環保製磚廠、MIT 自

動化成衣廠製程供參觀。期盼藉此實境體驗作為產業與環境教育的交流平

臺，以推廣三重盈餘的永續理念；並讓參訪者見證台灣紡織業一貫廠的轉型

創新、永續與智慧綠色工廠的精進過程。 

至 2020 年為止，宏遠生態園區的參訪人數已達到 14928 人次。2020 年

因受到 Covid-19 的影響，參訪團體不多，總計只有 306 人 參訪，其中參訪

的團隊有政大創友會以及政大企研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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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創友會參訪宏遠 

政大企研所參訪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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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紡織生態工業園參訪人次統計 

 

★慈善與社會公益  

在 2020 年度公司公益與慈善項目共贊助了逾 17 個單位，以捐贈物資

為主。2020 年捐贈或贊助的對象有：實踐大學、台南市義勇消防山上分隊、

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華山基金會、同心共濟會、睦祥育幼院、台灣國際兒

童村、基督教芥菜種會、愛加倍關懷協會、天主教會台中教區、基督教救助

協會、台中家扶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屏科大野

保所等。另外成衣品牌「幸福台灣 EverSmile」維持每月提撥營業額百分之

一做為公益基金的承諾。 

 

 

屏科大野保所感謝宏遠贊助之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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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風起鷹揚 鳩在滿州」裝置藝術作品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致宏遠的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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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保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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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GRI 內容索引表 

○ 一般揭露  

類別/主題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未揭露資訊與

原因說明 

類

型 
說明 

1.組織概況 

核心 102-1 組織名稱 一、宏遠概況 14   

核心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

服務 
1.3 產品與服務 19 

  

核心 102-3 總部位置 一、宏遠概況 14   

核心 102-4 營運據點 一、宏遠概況 14   

核心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一、宏遠概況 14   

核心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2 全球佈局 18   

核心 102-7 組織規模 一、宏遠概況 14   

核心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

的資訊 
5.1 員工概況 66 

  

核心 102-9 供應鏈 3.1 供應商管理 42   

核心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

重大改變 
一、宏遠概況 14  

無 重 大

改變 

核心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2.3 風險管理 35   

核心 102-12 外部倡議 1.4 營運概況 25   

核心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六、社會永續與關懷 84   

2.策略 

核心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經營者的話 3   

全面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

機會 
2.3 風險管理 35 

  

3.倫理與誠信 

核心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

及行為規範 

1.1 公司概況 

2.2 誠信經營管理 

14 

35 

  

4.治理 

核心 102-18 治理結構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全面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

委員會的組成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全面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

席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全面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

名與遴選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全面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

體知識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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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

效評估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全面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2.1 公司治理組織 32   

5.利害關係人溝通 

核心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7   

核心 102-41 團體協約 5.3 勞資關係 74   

核心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

係人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7   

核心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的方針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3.2 客戶關係管理 

7 

45 
  

核心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

關注事項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7   

6.報導實務 

核心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

包含的實體 
1.4 營運概況 25 

  

核心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

主題邊界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48 資訊重編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49 報導改變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0 報導期間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

期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2 報導週期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

問題的聯絡人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4 
依循GRI準則報導

的宣告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核心 102-55 GRI 內容索引 

報告書編輯原則 

附錄二：GRI 內容索引

表 

1 

92 

  

核心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報告書編輯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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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主題                                                                          

類別/主題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

碼 

未揭露資訊與

原因說明 

類

型 
說明 

200 經濟面指標 

GRI 201: 

經濟績效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一、宏遠概況 14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一、宏遠概況 14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一、宏遠概況 14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

直接經濟價值 
1.4 營運概況 25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

其他退休計畫 
5.2 員工保障與福利 69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1.4 營運概況 25   

300 環境面指標 

GRI 302: 

能源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四、綠色承諾 48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四、綠色承諾 4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四、綠色承諾 48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

量 

4.1 能源與溫室氣體

管理 
49   

302-3 能源密集度 
4.1 能源與溫室氣體

管理 
49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4.4 節約措施與環保

支出 
63   

GRI 305: 

排放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四、綠色承諾 48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四、綠色承諾 4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四、綠色承諾 48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

體排放 

4.1 能源與溫室氣體

管理 
49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

室氣體排放 

4.1 能源與溫室氣體

管理 
49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4.1 能源與溫室氣體

管理 
49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4.4 節約措施與環保

支出 
63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

化物(SOx)，及其他重

大的氣體排放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GRI 306: 

廢污水與廢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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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 

2016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

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

分的廢棄物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306-3 嚴重洩漏 
2.4 法規遵循 

4.3 污染防治管理 

39 

52 
 

無嚴重洩

漏事件 

306-4 廢棄物運輸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廠內無產

生亦無輸

入輸出《巴

塞爾公約》

附錄 I、II、

III 、 VIII

規定視之

為有害的

廢棄物 

GRI 307: 

有關環境保

護的法規遵

循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4.3 污染防治管理 52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2.4 法規遵循 39   

400 社會面指標 

GRI 401: 

勞雇關係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5.1 員工概況 6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 (不

包含臨時或兼職員

工)的福利 

5.2 員工保障與福利 69   

401-3 育嬰假 5.2 員工保障與福利 69   

GRI 402: 

勞資關係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五、員工關懷與發展 65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

預告期 
5.3 勞資關係 74   

GRI 403: 

職業安全衛

生 

2018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

界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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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故調查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

工作參與、諮商與溝

通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

工作者訓練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

係直接相關連之職業

安全衛生的衝擊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所涵蓋之工作者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9 職業傷害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403-

10 
職業病 5.5 員工健康與安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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