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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編輯原則

報告概況

意見回饋

報告邊界與範疇

　　這是宏遠興業 ( 以下簡稱宏遠 ) 的第一本永續經營報告書，我們期望讓各界相關

利害關係者，了解我們投入於永續經營的努力與成果。本報告書同時發行中文、英文

版本，您可以在我們的官方網站下載瀏覽。

網址： www.everest.com.tw

　　宏遠規劃每年出版永續經營報告，本年度報告所刊載的資訊，涵蓋了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宏遠在經濟、社會及環境三面向的績效資訊，以及宏遠自 

2007 年 4 月啟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以來持續推動之永續行動。

　　本報告參照第 3 代全球永續報告指南 (G3)、試行版的服裝與鞋業補充指引，與

AA1000 標準 (2008 版 )，以包容性、重大性及回應性原則來彙整資訊內容，自我宣告

符合 GRI  B 應用等級。

　　儘管 GRI B 應用等級僅要求揭露 20 個核心指標，但我們仍盡可能披露更多 GRI

指標，讓員工、股東、客戶、供應商夥伴等利害關係者，更瞭解宏遠投入永續經營的

成果。

　　2010 年永續經營報告書涵蓋的廠區範圍，包括：全球三個生產基地 ( 台灣台南、

中國上海、泰國拉佳布里 ) 及台北辦事處，揭露其在經濟、社會及環境面的行動績效

資訊，企業社會責任 (CSR) 議題與管理方針。

       歡迎針對我們的報告書，提供您寶貴的意見，讓我們有持續進步的動力。您可以

透過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繫：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 ESM 推動小組專員

    電        話：+886-6-5782561

    電子郵件：esm@everest.com.tw

    地        址：74342 台南市山上區明和里 256 號

若要了解我們更多的產品及其他資訊，請登入網址 : www.evere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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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創新永續」和「創造共享價值」將是宏遠能否取得長期競爭優勢，

邁向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而其中有許多議題，跟宏遠的業務發展、市場競爭力，

及利害關係者的重視息息相關。

　　確認報告中的「重大性」(Materiality) 議題，有助於我們確立永續經營策略，並

規劃合適的行動方案。為確認「永續經營報告」中揭露的議題，能兼具符合宏遠永續

經營策略，及回應內、外部利害關係者的期望與需求，我們邀集公司所有部門，透過

三個程序，來挑選永續經營議題。

永續議題確認

辨  別

辨  別

篩  選

確認與排序

1.

2.

3.

篩  選 確認與排序

資訊來源 : 客戶回饋資訊、部門管理代表 ( 員工 )

國際領先企業標竿分析、媒體報導

產業研究報告 ( 同業 )、供應商反應、社區居民

我們用三大篩選原則，來篩選 2010 年經濟、環境及社會三面向的關鍵議題：

     為什麼這個議題對宏遠很重要

     可能影響到的利害相關者是誰

     針對這些議題，宏遠能否有更創新實質的行動或發展機會

我們按全球永續報告綱領 (GRI) 考量面，對照所挑選出來的議題，透過不同角

度內部的討論，確認出三面向的關鍵議題。

經濟面 環境面 　社會面

創新研發 

供應商管理與綠色採購 

財務風險管理

氣候變遷對財務影響 

品牌管理

再生能源 

禁用／限用物質管理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水資源管理

員工職涯輔導與教育訓練 

員工健康管理 

綠色產品 

責任行銷 

企業志工 

消費者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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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總經理的話

　　歡迎您閱讀宏遠的第一本永續經營報告書。藉由這本報告，您可以瞭解宏遠自

2007 年啟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ESM) 以來，如

何在日常營運、決策及行動中，履行「三重盈餘」；亦即在兼顧經濟永續、環境永

續及社會永續的原則下，創造及提升企業的經營價值。

　　為了決定這本報告的內容，我們幾乎是動員了所有部門，由上而下的進行了諸

多討論，除了從不同的角度去檢視自己，也期望透過這本報告，讓所有的利害關係

者瞭解，被視為高污染、高耗能、高勞力密集的紡織產業，仍存在著探尋、實踐永

續經營價值的可能性，更期望各位和我一樣，能夠從履行永續概念中，得到經營與

生活的啟發。

　　我認為，宏遠所生產的不僅僅是布料，而是在營運過程中與所有的利害關係者

所創造的共享價值。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依循

自然的法則來運作，同樣的道理，企業的經營也應該依循自然的法則來運行，才能

獲得持續的成功。也因此，宏遠推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以來，第一年從節能減

碳的經濟永續；到第二年改造三廠生態工業園、創造環境永續；至第三年走入社會

永續。同時，也透過我們的產品價值鏈，把不同的人結合在一起，共同創造在地幸

福經濟。　

　　在重視環境生態下，我們跟成大林憲德教授合作，結合「生態」與「綠建築」

概念，把廠區打造成「生態工業園」(Everest Eco-Industrial Park; EEIP)，並用適

當科技，力行能源、資源管理與減量，努力達成環境生態、舒適及節能減碳的三贏

局面，讓產業發展與環境能夠共生共榮。

　　宏遠極關心員工，宏遠的產品與服務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我們展現對勞動人

權的尊重，2010 年成為台灣第一家通過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系統 SA8000 的紡織業

者，透過管理系統，確保每一位員工都能在健康安全且受尊重的工作環境下成長。

　　宏遠對所生產的產品負責，是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取得瑞士 bluesign® 

環保產品認證的公司。我們運用修馬克 (E. F. Schumacher) 提倡的「適當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並依循自然法則向大自然學創意，以此透過流程與產品

創新，使用有限資源創造優質的產品，確保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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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是讓宏遠記憶深刻，且值得省思的一年；我們的研發大樓及自動倉儲

大樓遭逢重大火災，大量庫存品及研發與生產設備付之一炬；儘管損失慘重，但在

宏遠人團結合作下因應得宜，展現經營和應變能力，得以化危機為轉機，而以環保

7R 原則 (Rethink, Redesign, Reduce, Reuse, Repair, Recycle, Recovery)，運用

綠建築理念及材料，在三個月內完成重建工作，我們把新的建築物命名為「永續創

新大樓」，並在四樓的新建展示中心 (Showroom)，詳細記錄了永續創新大樓的重

建歷程，作為全體宏遠人記取教訓及分享經驗的平台，我們用鳳凰標誌來象徵浴火

重生，也時刻提醒全體員工必須要更重視風險的管控與緊急應變機制。

　　展望 2011 年，我們重新思考，並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而以造福「金字塔底

層的消費者」為創新策略。我們將這個挑戰，視為企業的轉型策略，期望藉由外部

或異業的策略聯盟，開發新的疆域及商機，同時將「人本關懷」的精神納入營運模

式，讓金字塔底層也能變成活絡的市場，以創造更大的社會轉型效益，並讓普羅大

眾能活出更多的自信與自尊。

　　因為對永續與創新的承諾，讓宏

遠人視永續經營為企業的核心價值，

並內化於每天的工作內涵中。我們會

繼續努力與各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

值，致力成為最具生態效益的幸福企

業，並提供滿足客戶需求且對環境無

害的產品與服務，也請各位不吝給予

宏遠建議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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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認識宏遠興業

　　宏遠興業成立於 1988 年，是一個以創新研發為導向的紡織製造商，目前全球約

有 3,000 多位員工、三個主要生產製造廠區，及十個行銷據點。

　　我們垂直整合了假撚、撚紗、織布、染整、紙印花、塗佈貼合等特殊後加工工程。

宏遠不斷投入研發與創新，結合高科技與流行趨勢，持續開發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品，

以滿足市場與全球領導品牌客戶的需求，成為全方位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森林中有兩條小徑，我選擇了人煙稀少的那一條路走去， 

                   我的人生因此而大不同。」

                                                  - 摘錄自美國詩人佛洛斯特的詩篇《未走的路》

　　多年來，我們務實於紡織本業（從紗、織布到染整事業），專注創新產品（如彈

性布、多功能性運動衣用布、傢飾用布及先染紗織物等）與利基顧客的經營。除了是

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取得瑞士 bluesign®  環保產品認證外，更於 2010 年成為台灣

第一家取得 SA8000 認證的紡織企業，帶領台灣紡織業邁向尊重員工權益與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的全新里程碑，以具體的行動邁向企業的永續經營。

宏遠興業速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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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000 人

總  資  產：新台幣 86.77 億元

年  產  能：1 億 2000 萬碼布

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榮獲 bluesign®  認證

台灣第一家紡織企業取得 SA8000 認證

取得認證：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ISO/

IEC17025、ISO13485、瑞士 bluesign 、SA8000

R

R

台灣廠 泰國廠 中國廠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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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命、願景與價值

3.2 產品與服務

　　宏遠致力成為一家與各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的幸福企業，以貢獻社會，改

造世界，讓世界更美好。

使命 MISSION 

以『創新』與『永續』貢獻社會，改造世界

願景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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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 - 永續經營 VALUE - SUSTAINABILITY

與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獲得經濟、社會和環境三重盈餘，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

長短纖梭織物

加工紗

特殊原材料

特殊後加工等製程

針織物

複合功能膜

印花、塗佈和貼合

成品布

加工絲

其他

合計

78%

16%

6%

100%

主要產品 營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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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品牌

　　我們從思想、情感和精神三個層面，來展現宏遠的品牌特質。對內深化品牌溝通，

讓每位員工都能瞭解宏遠的永續經營價值，成為宏遠的品牌大使。對外則透過議題與

社會參與，向所有的利害關係者溝通宏遠的永續經營價值。

企業品牌 (Corporate Brand)

產品品牌 (Product Brand)

EVEREST 是宏遠的企業品牌，以世界第一高峰 -- 聖母峰

（Mt.Everest）為意涵，採取征服聖母峰登峰造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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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創新永續，創造共享價值的經營理念，

做到 the best of the best。

EVERTEK 是宏遠的產品品牌，代表宏遠獨特的創新產品

與技術。The Ultimate Innovator 代表追求極致完美的創

新者，能不斷升級轉型的前瞻性標竿企業。我們以「極致

服務」的品牌精神，向所有的利害關係者傳達宏遠「勇於

挑戰，答案不止一個、樂觀進取，學習成長」的品牌個性。

與利害關係者創造共享價值 德國慕尼黑 ISPO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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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球佈局

　　宏遠與全球品牌顧客成為策略夥伴，顧客群涵蓋了運動、戶外活動、休閒、時尚

及產業用材等領域的知名企業。世界上最好的運動、戶外及休閒服裝領導品牌，都採

用宏遠的產品。

　　我們以台灣為全球運籌中心，在台灣台南、中國上海及泰國拉佳布里 (Ratchaburi)

建立生產據點，並分別在台北、上海、曼谷、香港、紐約、東京、大阪等主要城市，

成立行銷據點，服務區域包括了：美洲、歐洲、中國、日本、香港、中東、東南亞等地，

將事業版圖推向全球。

　　宏遠透過「整合需求、全球運籌、決策台灣、優勢成本」，創造全球佈局的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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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宏遠永續經營圖像

環境面包含社會與經濟面

經濟面：

追求公司的永續性經濟

社會面：

為所有利害關係者謀求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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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萬

物性靈欣欣向榮

社會面包含經濟面

　　宏遠認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圖像，就像荷包蛋一般，經濟、社會與環境三面

向是用一種「包含」的階層關係來呈現。

「多方思維，答案不只一個。(Think Different.)」 

                                                         - 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企業永續經營必須架構於整個生態圈系統。生態系統如果沒有「人」，依

然可獨立運行，但人類若征服自然，破壞生態系統的平衡，則無法存活。

企業必須道法自然追求經濟永續，而企業的生產與消費活動，必須在社會

內追求最大的福祉。

　　為了達成宏遠對企業永續經營的願景，我們以「宏遠價值矩陣」(Values-Based 

Matrix) 為最高指導原則，擬定內、外部的行動方案，提升全體員工對「永續經營價值」

的共識、理解力與行動力，以內化至營運管理機制為目標，並將三重盈餘原則與思維，

轉化為產品及營運創新的驅動力。

DIY 鳥類和昆蟲的家 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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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價值矩陣

宏遠再開發 (Reinvent) 永續行動方案

　　我們致力於尋求永續經營價值。面對挑戰，這是個邊學邊做的過程。我們相信，

只要確定未來的方向，並與管理機制結合，就能透過檢討與改善，逐步提升永續行動

的成果。

　　宏遠將「造福金字塔底層消費者」列為 2011 年轉型策略之一，並規劃了多項「再

開發 (Reinvent) 宏遠」的永續行動方案，確保宏遠履行價值矩陣，成為一個兼顧獲利

與促進社會進步的「人本關懷」企業。

三廠節能設備再造，提升資源生產力。

加工紗、織布、染整產能全產全銷（且產能提升 30%）。

再造 ESM（重新定義供應鏈生產力，節能®減碳®愛地球）。

三廠原物料統購運籌管理。

挖掘金字塔底層大商機（重新思考產品與市場）

征服複雜度─產品、組織、流程、客戶。

再造創新研發。

TOP Sales ─加速獲利與營收成長，合理化庫存與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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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創新永續
     長期以來，宏遠一直致力履行永續策略；以永續原則提供創新的解決

方案；並將創新永續融入營運決策，指導日常作為，這已成為宏遠的企

業文化，相信這會對社會正義與環境保護進而產生正面的影響。

     宏遠藉由創新永續文化的內化，形塑獨特的產業價值，可以創造持續

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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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永續經營管理

　　宏遠的永續管理機制，主要建構在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面向的議題管理上，以

「宏遠永續發展辦公室」為最高指導單位，負責規劃及訂定永續政策及行動方案。我

們將所有員工都納入，以「當責」為基礎，每位員工都有責任與義務履行宏遠的永續

策略，並採行相對應的行動。

　　「宏遠永續發展辦公室」，由總經理擔任執行長，永續長則擔任統籌及協調角色，

管理三個專責小組，並直接向執行長負責。各小組須按當年度重點永續議題，結合全

球三廠（台灣廠、中國廠、泰國廠）各部主管與各專案負責人，提出行動方案，並定

期作進度報告。

宏遠永續發展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執行長

永續長

總幹事

永續經營報告書

經濟永續組
執行幹事

環境永續組
執行幹事

社會永續組
執行幹事

台灣廠、中國廠、泰國廠

例行性 / 跨部門整合性 / 未來發展性之永續業務

內部顧問 外部顧問

執行秘書

宏遠「永續創新大樓」四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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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治理

　　宏遠董事會由九名具產業及實務經驗的董事所組成，雖然目前宏遠並無設置獨立

董事，但透過健全的管理、財務、風險等管控制度，積極落實全面性的內部治理，同

時藉由透明的溝通管道，來確保股東、員工及其他利害關係者的權益。

　　此外，宏遠董事會訂有完整的章程和道德準則，確保並避免董事產生利益衝突的

狀況。每年由總經理代表經營團隊，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營運績效，以及「宏遠永續發

展辦公室」相關永續經營推動成果，確保符合利害相關者及宏遠永續經營目標。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的報酬包括薪資、獎金與員工紅利等，由董事會依其所擔任的

職位與所承擔的責任，參考同業對於同類職位的水準來決定。而宏遠的董事、監察人

酬金及員工的紅利獎金，均視當年度的經營及營運績效，依公司章程所定比率配發，

故高層及員工的經營績效均會直接影響其獎金。

　　有關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宏遠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處理股東建議與

相關問題。我們鼓勵員工跟管理階層直接溝通，並提供透明暢通的溝通管道，讓員工

自由提出與經營管理有關的建議。

　　2010 年我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制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有關宏

遠與該守則相符性對照，請參閱本公司 2010 年年報。

宏遠組織架構

* 本公司經營管理以各廠區分工授權，並

按各級分層負責方式推行各項業務及負責

勞工安全衛生、監督之責

　股東大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總經理室

人力資源處

尖端技術
研究所

加工紗
事業部

織布
事業部

染整
事業部

研發部 行銷部 營業部 管理部 銷產部 公用部

管理稽核組

經營企劃組

產銷管理組

資訊管理組

工程管理組

監察人

稽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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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單位：公噸2010 年原料使用量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利益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稅前損益

稅後利益

每股盈餘 ( 追溯後 )

4,262,244

836,883

191,326

53,962

239,153

6,135

6,135

0.01

4,808,243

757,511

77,581

51,621

1,526,566

(1,397,364)

(1,415,319)

(3.24)*

2,856,966

390,514

57,196

51,261

45,986

62,471

62,471

0.14

2009年  度
項  目

類 別 原 絲

數量

加 工 絲 追 撚 絲

2010 2011
(1/1~6/30)

宏遠席家宜董事長 ( 左六 ) 與董監事合影 NIKE 來訪

* 說明：2010 年全年營業收入合計新台幣四十八億八佰萬元，較 2009 年度成長百分之十三，

毛利率為 16％；稅後虧損係因 2010 年 3 月 4 日研發大樓及自動倉儲發生火災，依商業會計

法第六十條之規定，將火災損失先行認列入帳，至於保險理賠款則俟未來核算確定後再於以

後年度補列為理賠收入。

15,723  13,137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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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風險管理

　　儘管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短期來說對宏遠尚無立即性的風險，但於 2010

年我們仍參照碳揭露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問卷架構，來探討碳議題可能產生

的風險與機會。

　　這有助於宏遠未來在組織與資產配置、投資策略、供應鏈選擇，以及人才延攬上，

將氣候的風險納入考量，並採取適當的預防行動，讓員工能妥善因應及掌握，把影響

降到最低程度。

　　宏遠目前正積極執行下列行動；除了節能減碳，我們也探尋發展下一代低碳產品，

創造改善地球暖化與企業市場發展的雙贏契機。行動方案包括：

® 生產製程導入低碳設計。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 新建或擴建廠房時導入綠建築標準。

® 滿足客戶及協助供應鏈成為低碳夥伴 ( 例如，滿足客戶對綠色產品的需求 )。

® 執行宏遠產品的碳足跡盤查，尋求產品生命週期的減量機會。

　　  在財會面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包括：銀行的借貸額度是否充足、利率與匯率的變化、

資金流量的掌握等等。針對這些可能發生的風險，宏遠的因應措施如下：

           分散貸款銀行，避免額度過於集中，並隨時與銀行保持暢通的聯繫。

           維持財報資料的透明度。

氣候變遷風險

財務風險

實質風險 法規風險

宏遠氣候風險

短時間的暴雨產生積水不退而對廠房 

設備造成危害。

因氣溫升高，高溫下增加公司的營運成

本 ( 如電力、水源等 )。

因氣候變遷所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影響

員工健康。

因長時間暴雨造成貨物運輸的延遲。

因氣候異常，原物料短缺，造成購料成

本大幅上升。

因氣候變遷所引起法規面產生的可

能風險如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將造成電力成本增

加。

能源管理法—將增加設備改善及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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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的管制及交易的成本。

因法令規範所需支付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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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因全球氣候的劇烈變化，導致原物料及能源價格大幅波動，2010 年原物料

價格的上漲，直接對宏遠的經營形成巨大壓力；為降低原料成本風險，維持穩定的供

貨，我們採取了下列因應對策：

         1. 蒐集市場訊息：原物料的供需，主要參考 (1) 生產國的供給情況、(2) 全

             球原物料需求情況。故持續定期蒐集市場原物料價格資訊，進行內部產

             銷檢討會議，調整整體採購策略方向，並以全球運籌來權衡利害。

         2. 進行策略性備料：盤點出常態性使用原料，進行適當的安全庫存備料，

             並每週進行產銷會議，即時調整用量。

         3. 替代來源廠商的準備：持續尋找替代供應商，與現場使用單位合作試用

             他廠原料，避免單一貨源。

　　宏遠提供全球領導品牌客戶產品與服務，對於客戶資訊的安全與保障，將直接影

響宏遠的商譽與營運。對此，我們針對資訊的機密性及完整性，採取嚴密的控管措施。

       為保障公司資產，降低信用風險，宏遠制訂了授信管理辦法，並依信用等級來管

理，確保信用交易的安全，防止呆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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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異常狀況時，將啟動對應的異常管理措施，並彙報高階主管進行決策，確實

管理授信異常與客戶異常狀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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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重要且須長期保留的檔案，更加強存放地點的防火、防震、

防潮等保全措施。 

2. 防範電腦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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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受駭客入侵的機會。

3. 人員管理：員工進出機房需識別及現場控管，避免引發資安事件。

        透過外匯避險的操作來分散匯率波動所產生的影響。

        維持較高的長期資金比率，以增強資金的穩定性。

        業務須縮短應收帳款的回收期，生產部門也須降低存貨的持有期。

        增加銀行貸款額度餘額，以備不時之需。

原物料價格波動

資訊安全

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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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 危機處理 永續經營

宏遠於 2010 年 3 月 4 日研發大樓及自動倉

儲遭大火燒毀，我們立即遵循『綠建築』與

『適當科技』的愛地球原則，在三個月內快

速重建並重新安置設備作生產與研發，新大

樓取名為「永續創新大樓」，於 2010 年 6

月 4 日正式落成啟用。

　　在台灣綠建築專家 / 成功大學林憲德教授的規劃下，「永續創新大樓」依循綠建

築工法，將受損的結構體，以碳纖、鋼板及環氧樹脂等材料做結構性的補強，並採用

全新輕質、防火的環保外牆，建設成兼具隔音、隔熱且節能的工作環境；大樓全面採

用水簾取代冷氣空調系統，並使用環保 T5 燈管，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量；在硬體設

備上，秉持 7R（Rethink, Redesign, Reduce, Reuse, Repair, Recycle, Recovery）

原則來減少資源浪費，並以夠好就好的「適當科技」，循實用及儉樸原則來設計；外

牆以及隔間，皆以 C 型輕嵌裝鋼架骨體乾式環保工法，快速建造；而尚可修復的物件

則繼續使用；至於已燒毀的研發設備及生產機台，則以較前便宜的升級版重新配置，

確保發揮新一代的功能。

　　嶄新的「永續創新大樓」，配置尖端研究中心與研發部門的測試儀器、打樣及試

量產設備；於重建時即重新規劃塗佈、貼合及相關加工機台的位置，以利水、電、氣、

熱的配管，來降低成本、提高安全。在大樓的四樓特別新建宏遠展示中心，除了以創

新與永續的概念，呈現宏遠的優勢與價值，更記錄永續創新大樓重建的故事，作為全

體宏遠人記取教訓及分享經驗的平台。

　　總經理葉清來表示：「能夠在這次重大的災難中快速復原，除了徹底發揮宏遠人

不向困境低頭的企業精神，更要感謝來自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學校、客戶、同業、

社區、供應商及營造商等夥伴們的支持與協助，一起完成這項不可能的艱鉅任務。 宏

遠以災後新思維，持續致力於提昇永續經營能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與利害關係

者創造共享價值，期許成為世界級生態型企業領導廠商。」

運用『適當科技』快速重建永續 

環保、節能又安全的「永續創新 

大樓」

宏遠「永續創新大樓」啟用儀式

展示中心 - 火災重建紀錄專區 宏遠「永續創新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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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永續發展大事紀

2007 主要在經濟面的節能減碳行動

開始推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

加入瑞士藍色標誌科技公司（bluesign technologies ag）的合作夥伴，並導入藍色標誌標

準（bluesign®  standard）產品的製造體系，以達到對工廠環境、健康與安全性的最高要求

開始參與全球指標性布料展－ Premiere Vision

取 得 ISO/IEC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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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會員

「奈米銀抗菌傢飾用紡織品」( 平織布 ) 通過經濟部認證，取得「奈米標章」

榮獲中華民國經濟部工業局 2007 年度環安衛管理系統「持續改善績優廠商」

4 月

5 月

9 月

11 月

12 月

12 月

從經濟面再延伸至生態環境面

2010 定位永續經營模式 ( 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 ) 為宏遠的核心價值

8 月

10 月

12 月 

12 月

贊助「成大綠色魔法學校」，包括諾亞花園 ( 屋頂薄層綠化工程 )、環保地毯工程、環保窗簾

製作等，其中環保地毯及環保窗簾係利用回收尼龍 66 以及聚酯 PET 寶特瓶回收製作的布料

加工而成的綠色材料

協助新市三舍里社區排水溝渠生態綠美化建置

通過 SA8000 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系統驗證

正式定位宏遠的核心價值為永續經營模式，致力獲取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盈餘，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2009 再拓展到社會面的關懷 / 社區營造重點

加入美國野生保育協會 The Conservation Alliance 成為會員

成為亞洲第一家塗布貼合產品榮獲 bluesign®  認證公司

建置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引進「日本秀明自然農法」標竿學習，以潔淨健康的土壤、乾

淨的水及適度的陽光等自然三元素，加上宏遠人感謝與尊重自然的心，來培育作物，致力成

為永續農業的教育園區

泰國廠及上海廠 (9 月 ) 分別加入瑞士藍色標誌科技公司合作夥伴

宏遠醫療產品通過行政院衛生署 GMP 認證

開始執行經濟部技術處鼓勵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計畫 (3 年計畫 )

協助山上社區建置月眉池

3 月

5 月

7 月

8 月

8 月

10 月

10 月

2008
全廠垃圾 / 廢棄物不外送（垃圾減半、廠內處理再利用）

獲得國際紡織品環保認證公司 bluesign®  科技認證

響應「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舉辦「一人一樹•大家來種樹」活動，結合社區、員工、

供應鏈廠商，總共種了 2100 棵、136 種原生種樹苗

榮獲經濟部第四屆「奈米產業科技精英獎」的肯定

加入「台灣企業永續論壇」，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會員，引領台灣重視永續發展

完成台灣辦公大樓周邊的 ECO-PARK；樹立宏遠永續形象；中國廠及泰國廠皆依此形象建置  

「奈米銀抗菌傢飾用紡織品」( 針織布 ) 項目通過經濟部驗證，榮獲「奈米標章」

新增醫療器材（用布）營業項目，並通過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獲得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特別頒發的「綠能獎」，作為集團環保節能楷模

1 月

4 月

5 月

5 月

10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完成宏遠生態工業園的建置，總共四個生態池，並成為南台灣重要的水生植物種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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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宏遠永續 3R
     2007 年 4 月， 宏 遠 正 式 啟 動「 宏 遠 永 續 發 展 模 式 」(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簡稱 ESM) ，除了對內及對外作環保概念宣傳，

也執行了數百個行動方案；四年來，在經濟面、環境面、社會面，皆獲

得豐碩的成果。

     宏遠秉持征服聖母峰的一貫精神，在永續的道路上，我們以宏遠的

3R 邏輯，不斷地重新思考 (Rethink) 、重新構築 (Rebuild)、重新再

造發明 (Reinvent)；而於 2011 年，我們更以永續 3R，發動新一波的

大攻勢；我們學習普哈拉 (C.K. Prahalad)「挖掘金字塔底層大商機」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麥克 ‧ 波特 (Michael 

Porter)「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及菲利浦 ‧ 科特

勒 (Philip Kotler)「行銷 3.0」(Marketing 3.0) 的創新永續概念，製作

宏遠的價值矩陣，樹立宏遠永續經營圖象，以之作為採取策略與行動的

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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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R：Rethink 重新思考產品與市場

　　宏遠藉由重新思考產品與市場，重新定義供應商、合作夥伴與客戶等種種不同成

員的角色，由此，也得以跳脫工業經濟思考模式的侷限；並透過研發創新、生態化設

計策略，來降低環境衝擊、創造綠色競爭優勢，以打造及提升整體產業價值鏈的永續

生產力。

為了讓員工容易識別，且能跟各部門推動的行動方案相呼應，我

們以 Sustainability®  設計圖樣 ( 如左圖 ) 作為宏遠永續行動的視

覺標誌，深化「節能、環保、愛地球」的策略意圖。我們以搖籃

到搖籃 (Cradle to Cradle) 為核心理念，「零排放」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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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新」的思維，藉由技術知識的整合，創造布料產品的價值優勢。

為了提升產品的研究與創新能力，我們設置了「宏遠全球聯發中心」（Connecting &  

Developing Department） 與 尖 端 技 術 研 究 所（Everest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投入資源提升產品的創新與應用面的擴展，開發自然環保並符合客戶需求

的產品，深化核心競爭能力。

　　宏遠尖端技術研究所是獲得經濟部核准認證的國家級研究中心，自 2003 年成立

以來，專注於機能性纖維、機能後加工技術，以及奈米級紡織品等核心技術的研究與

開發，以快速上市、快速量產、快速變現、快速反應客戶需求，來驅動宏遠營運與競

爭力的提升。

6.1.1  創新研發

R

紗線及其母粒 複合功能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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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總費用 ( 新台幣仟元 )

佔營收比率 %

尖端技術研究所六大領域實驗室

Lab 2. 

特殊化學研究實驗室

Lab 1. 

原物料研究實驗室

Lab 3. 

奈米科技研究實驗室

Lab 5. 

塗佈貼合研究實驗室

Lab 4. 

創新製程研究實驗室

Lab 6. 

樣本分析研究實驗室

創新研發費用

177,661

3.9%

179,549

4.2%

166,509

3.5%

2008 2009 2010

　　為了促進紡織產業的創新轉型，在前台南縣縣長蘇煥智發起下，宏遠結合產、

官、學、研，推動成立「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Southern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Alliance，STTRA)，透過研討會、教育訓練，及學術單位與法人研發團體合作研發等

界面，促進會員結盟合作與技術創新，大幅提升紡織業研發新能量，引領產業升級。

　　我們提出了「創新 2020」合作計畫，擬定短、中長期策略，用「群聚競爭力」來

取代單打獨鬥，針對生態環保原物料、製程、技術、產品與廢棄物回收處理…等面向，

與產、官、學、研單位合作結盟，展開垂直整合及水平合作，擴大與深化宏遠的研發

能力，並帶領紡織業升級與轉型。

　　尖端技術研究所已成功與康那香、南寶、淮鈺、全家福、福盈、杜邦等企業，透

過策略聯盟合作方式，協助宏遠跨足機能性環保 PU 膜、高級合成皮革及 PU 合成的

研發與製造；並在結合針織技術下，除了讓我們持續引領 Outdoor 服飾用布市場，亦

成功進入工業及醫療用布等領域，推升宏遠擴大營運版圖，創造產業商機。

創新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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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全球綠色、環保、節能趨勢，宏遠以「創新」作為研發引擎，目前已取得 26

項技術專利。在綠色產品專利部份，我們取得了「聚水性樹脂層的多功能複合材料」

等 4 項專利，其中「含竹碳聚胺酯機能膜」的製造方法更獲得日本的專利認可。

　　為了有效進行智慧財產權的創造、保護、管理與運用，我們建置了專利資料庫，

透過蒐集、彙整分析相關綠色專利權資訊，協助設計團隊有效進行資訊管理與應用。

技術專利

綠色產品相關專利

蒐集

協助申請整理

維護

管理

分析
宏遠自行研發之技術或產品

宏遠綠色專利

專利資料庫

創新研發產品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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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性創新：國王的新衣

　　受到氣候暖化的影響，人類衣著習慣也跟著改變，「又輕又薄」成了一大趨勢，

宏遠放眼未來趨勢的可能需求，以破壞性創新專家自許，將”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的概念實踐在研發與製程上，投入超輕薄紡織品的研究與開發。

　　繼 10 丹尼 (denier) 織物後，我們也在 2010 年挑戰極限，成功開發出 5 丹尼的超

輕薄織物，是目前全球最輕、最薄的創新布料產品。這款超輕薄織物，被稱為「國王

的新衣」，如同身上沒穿衣服一般的無負擔與舒適，並具備防風 ( 防風係數 < 10cfm

以下 )、擋小雨 、高耐摩擦、高達 900g 撕裂強度，以及易收納等功能，適合一般休

閒活動、旅行與登山健行使用。

　　超輕薄織物的推出，不僅符合未來消費大眾的期待，此輕薄的材質，更大幅減低

製作過程中能源的損耗率與廢氣排放量，成為名符其實的環保產品。

Only 18g/m
5 denier Fabric 

Weight

2

5 丹尼超輕薄外套

10 丹尼超輕薄外套

(2010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紀念款 )

10 丹尼超輕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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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宏遠重新檢視對價值鏈的認知，透過策略夥伴們以及台灣廠、中國廠、

泰國廠三廠的資源整合，形塑全員參與的環境與能力。期望與宏遠的商業夥伴，共同

創造及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優勢，獲取促進社會進步的共享價值。

　　我們運用「Design for Supply Chain」的策略，在設計時就考慮共用原料、共用

經紗、同胚布做多元化加工，減少胚布及用紗的品種，以征服產品複雜度，並促進製

程效率。

　　此外，我們也配合當地成衣廠的 Local to Local 策略，以及銷售地區的關稅優惠，

除了提供品牌客戶最佳的交貨服務，也藉此創造當地就業機會；並以提升社會與經濟

價值為前提，透過聯合製造、接力設計和技術快速複製的機制，創造價值共享的全球

運籌營運模式。

就像蜜蜂與花蕊的關係 

我們的目的是採花蜜 

過程卻也不斷傳遞與媒合 ( 花粉 )

在收穫花蜜的同時

也讓賴以維生的花草，生生不息… 

創造紡織產業價值鏈的多贏格局！

6.1.2  重新定義價值鏈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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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完整的產品生命週期分析，宏遠將永續概念納入產品設計考量，從源頭的減

少原料投入，到產品生命終了的回收，降低產品對環境可能產生的衝擊。

　　除了產品的功能、成本、品質與市場行銷，宏遠導入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將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的環境衝擊納入設計考量；在不犧牲產品既

定功能的前提下，引用省資源、低毒性、低衝擊設計原則，建立適當的產品環境化設

計程序，不但提升產品的環保性，進而產生實際的經濟效益。

　　我們在設計階段就考慮到未來產品的回收，以宏遠回收聚酯和尼龍廢棄紗為例，

透過廢紗的回收分類，經純化、粉碎、熔融押出、切粒等製程，再製成回收紗；把廢

棄物再轉化成原料，實踐從搖籃到搖籃的精神。

1. 進行物質環境管理評估並採用環保原物料，如評估製程所使用的原物料

    及染助劑

2. 參考 NIKE「禁限用物質清單（RSL）」，建立宏遠原物料採購及使用標

    準，包括：

        (1) 減少染助劑的使用量

        (2) 最佳化配方以達到能源的節省

        (3) 採用對環境無害的染助劑，減少廢水處理須額外投入的資源

3. 使用綠色資材，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1) 長纖布使用環保再生絲（Recycled Polyester），所製成的成衣可

             回收，且更具環保性

        (2) 將綠色產品如生物基 PU 膜、PTT、回收聚酯與尼龍等列入產品研

             發與銷售重點，並驅動相關製程改善

產品生態化設計

宏遠環境化設計實績

宏遠環境化設計流程

1. 環境化產品資料基礎盤查

　　　　   ↓

2. 建立設計準則及策略程序

　　　　   ↓

3. 建立新產品環境化設計查核程序

　　　　   ↓

4. 提出新產品環境化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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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發揮垃圾即食物 (Waste=Food) 的精神，透過回收再利用，將廢棄物再變成

新的產品。宏遠用創意具體履行「從搖籃到搖籃」的環保概念，讓自然資源和原料在

生態工業圈中循環利用，由一個價值創造另一個價值，生生不息。

　　宏遠生產製程需要大量蒸氣，但隨著高油價時代來臨，透過燃油產生蒸氣成本大

增，為降低生產成本，宏遠將燃油鍋爐更替為燃煤鍋爐，並引進潔淨燃煤技術，排放

的空氣更乾淨，而燃燒煤炭在產生蒸氣的同時亦會產出煤渣問題，若全部當成廢棄物

清除，會產生高額清除費用，經評估煤渣特性無毒無害並適合製成水泥製品，因此，

我們透過特製精密高壓成型製程，將煤渣再利用資源化製成環保磚，並取得綠建材的

認證。

　　此舉不僅節省每年 1000 萬元以上高額的清除費用，同時創造環保磚來使用，

2010 年營收 779 萬元 ( 銷售 107 萬元、自用 672 萬元 )，實現兼顧經濟、環保、社會

責任的永續經營理念。

把廢棄物變黃金

煤渣回收再利用，創造經濟價值

4. 減少使用資源與資源再利用

        (1) 進行染整製程實驗，尋求最佳的製程藥劑使用量

        (2) 用脫水機取代烘乾機，減少熱量及電能的消耗

        (3) 提高固色階段的水資源重覆利用率

5. 效率提升與體積減量

        (1) 利用氣體壓縮，將成品進行體積減量

        (2) 針對膠帶及塑膠袋使用減量，進行宣導與教育

        (3) 利用易於生物分解的瓦楞紙替代紙箱，減少包裝材料的使用

" 垃圾即食物 " (Waste=Food) 影片
荷蘭導演 Rob Van Hattum 參訪 EEIP

煤渣 燃煤鍋爐 製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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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牌商合作，提供永續解決方案

    宏遠與 TNF (The North Face) 公司合作「成衣廢棄邊料回收再利用計畫」。成衣

廠保留成衣加工時的裁切邊料，將累積一年的廢棄邊料運給宏遠的合作廠商，將回收

廢布打碎，重新聚合製成母粒，再紡絲製成紗線，由宏遠假撚、織造、染整和後加工，

成品布仍交運 TNF 原來的成衣廠製作成衣服，再經由 TNF 通路販售，完成一個符合

TNF 品牌經營理念的永續解決方案。

　　2011 年宏遠規劃使用 11 公噸回收聚酯廢布塊，約可產出 5 萬碼成品布。TNF 十

分重視此計畫，未來將要求其所有成衣廠加入，由宏遠負責統籌執行此永續專案。

回 收 寶 特 瓶， 製 成 纖 維 ,

再利用生產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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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R：Rebuild 提升永續力

　　宏遠在廠區推動一系列生態化營造與製程的改善，致力開發高效率、低污染、

省能源、高安全性及降低用水量的製程技術，提高宏遠的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

　　宏遠從自身做起，在影響力可及的範圍內，用行動履行對自然生態的支持及保育

理念。

　　除了支持員工投入生態與社區營造活動，為了讓員工擁有自然舒適的工作環境，

宏遠與成大林憲德教授合作，結合「生態」與「綠建築」概念，打造廠區成為「生態

工業園」(Everest Eco-Industrial Park; EEIP)，連接大自然的能量流，達成環境的舒

適性，並兼具節能減碳與成本節約的雙贏局面，讓產業與生態共生共榮。

6.2.1  宏遠生態工業園

兼具生態與景觀

生物多樣性

基地保水

雨水與生活廢水
淨化再利用

改善環境品質

ECO-PARK 部分圖
( 台灣廠辦公大樓周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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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大樓綠建築改建及廠區綠化。架設

遮陽棚架，並種植多樣喬木、灌木、草

本植物，以綠蔭的自然對流通風取代冷

氣機，不僅有新鮮空氣流通，也可節省

電源，更可有效降低 CO2 的排放，及美

化環境生態。

運 用 浮 力 通 風 原 理 ( 溫 差 對 流 通 風 原

理 )，降低廠內溫度，並以全廠綠化來

製造微氣候環境，降低廠區熱島效應，

涼爽空氣得以進入工廠，停開冷氣空

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以水的蒸發降溫，有效改善柏油路面

積 熱 所 造 成 55oC~65oC 熱 輻 射 的 高 溫 

問題。

運用「廢棄物即食物」概念，回收加工

紗廠品檢後的廢棄襪帶，製成水簾片；

運用風扇導入戶外空氣，經過水簾吸收

氣化熱降溫，可將 32oC~37oC 空氣降到

27oC~29oC。( 水從液體變成氣體時，會

吸收四周的熱，稱為「氣化熱」。蒸發  

1 公克的水所吸收的熱約為 580 卡路里 )

綠建築改造

改造舊建築

自然物理通風效果

水簾降溫系統

以透水舖面替代水泥柏油路面

32



利用透水舖面種植喬木、灌叢、草本花木、爬藤，以及黑網遮陽等，形成綠色

窗簾，以綠葉水膜原理吸熱降溫，製造冷空氣，營造自然通風的辦公室。

辦公大樓外圍架構綠色窗簾、簷木格柵以及微霧系統，

有效降低室內溫度，提供舒適清爽且優美的辦公環境。

利用回收材質造景美化、種植喬木、灌木、爬藤及蝴蝶食草，吸引各類昆蟲、鳥類、

蝴蝶前來覓食。

辦公室前的生態池成為最佳的天然冷氣

製造機 

種植多樣台灣原生種植物與當地化果樹，先以密植方式種植，讓物

種自然競爭，適者生存而更茁壯，不適者逐步淘汰。建置人工生態

溼地、植林種樹，以誘蝶、誘鳥植物，形成生物多樣化的園區。

　　為了與利害關係者進行互動與交流，分享我們的經驗與成果，建置了「宏遠生態

工業園影像館」，紀錄生態工業園內的一草一木，以及順隨季節更替所變化的不同景

象， 影像管理所珍藏的每張照片，不僅是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我們展現關

懷環境的美麗圖像。

「宏遠生態工業園影像館」網址：http://picasaweb.google.com/everest.eeip

台灣 中國 泰國

廠區綠化，創造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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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透過製程簡化、潔淨能源設備再造、熱能回收再利用、廠內浮力通風降溫、

節能染色機汰舊換新，及推動一系列節能管理措施，大幅減少能、資源耗用。從基準

年 2005 年到 2010 年累計溫室氣體 CO2e 減量績效為 37,336 公噸，約等同 1,866 公

頃森林二氧化碳的吸收量、種 80,292 棵樹木及中和 5 萬 5 千多戶家庭二氧化碳排放

量。目前每公噸產品溫室氣體 CO2e 排放當量，也從 2009 年的每公噸排放 3.41 公噸

CO2e，降至 2010 年的 3.23 公噸。

      宏遠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為電力，其次為煤炭、重油、液化石油氣 (LPG) 及柴油；

藉由節能措施，降低電力、能源耗用，電力排放 CO2e 已從 2009 年每公噸產品排放

1.747 公噸 CO2e 降至 2010 年 1.630 公噸 CO2e；煤炭排放 CO2e 也從 2009 年 1.567

公噸 CO2e，降至 2010 年 1.545 公噸 CO2e。

     宏遠對環境保護的投入不遺餘力。2010 年所購置的節能染色機，不僅耗電量低、

用水量少，且產量提高，將大幅降低每公噸產品成本及溫室氣體排放量。2011 年參加

「經濟部工業區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計畫」，藉由政府輔導、業界交流，預期 2011 年

至 2015 年，每年可降低 2% 以上 CO2e 的排放，約 3,992 公噸 CO2e 排放。

6.2.2  能源、資源管理與減量

2010 溫室氣體排放

台 灣

廠 區

中 國

泰 國

台北辦事處

直接排放
Scope 1 
(t CO2e)

間接排放
Scope 2 
(t CO2e)

總量
(t CO2e)

121,024.05                     100,798.93                 221,822.98

 25,277.32                       13,637.47                   38,914.79

109.34                          10,346.78                    10,456.13

  0                                 111.83                         111.83

宏遠節能效益 單位：新台幣萬元

台 灣

中 國

泰 國

經濟效益廠區 投入金額

11,660

9,900

2,323

12,827/ 年

8,521/ 年

3,481/ 年

2005-2010碳排放趨勢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2.75

1.715 1.774 1.910
1.719

0.889

1.5451.567

1.747 1.630

2.78 2.84
2.96

3.41
3.23

20062005 20082007 2009 2010

總量

電力

煤碳

仟公噸 CO2e

排

放

量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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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分析 ( 總表 )

註 : 水煤漿為上海廠使用的能源

單位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電力

廚房及宿舍使用的
液化石油氣 (LPG)

煤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 重油 )

水煤漿

木柴

仟度

公斤

噸

1,000 公升

1,000 公升

1,000 公升

1,000 公升

噸

190,925

664,640

33,042

24

81

8,859

206

186,787

601,240

46,351

34

125.99

1,355

5,304

2,820

197,167

603,699

54,603

40

142.96

438

6,600

1,244

廠區節能行動

負壓水簾節電
關閉空調系統、停開冷氣，辦公室、化驗室、
研發單位採用負壓水簾代替冷氣 , 利用負壓
原理使室內通風涼爽 

改用節水節能染色機
熱能回收再利用

依空壓出風量調度開機台數
區分系統壓力與操作壓力 , 並將高壓的多餘
壓縮空氣提供中壓使用

將定型機 2、3 號烘箱馬達及部分大馬達改用變
頻器調節

織布機廢水處理回收

用燃煤鍋爐替代重油鍋爐

將進入定型機烘箱的低溫空氣與排出的高溫空
氣，進行交換，提高進氣溫度，回收熱能使用

照明工程改善

改用變頻器

織布水回收工程

染整廠改用節能機台

鍋爐改造工程

定型機增設空氣預熱器

  壓縮空氣使用壓力區隔

織布廠及假撚廠冷凍
主機停開

說明方法行動方案

節省電力

設備改善

熱氣回收

製程改善

熱能回收  風力暨太陽能發電路燈 負壓原理排風扇 自然通風

將辦公室及部分廠房照明更換為 T5 燈管，
減少用電

利用水簾替代冷凍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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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的織布及染整製程，對水資源有大量需求。宏遠透過「製程節水」與「回收

再利用」二大策略，具體提升水資源的使用效率。

　　各廠區的用水，主要來自於自來水公司及經政府許可取用的地下井水，搭配「離

子交換樹脂設備」處理過的軟水，及回收處理的廢水為主。目前織布事業部每日淨用

水量約為 1,000 噸 / 日 ( 不含回收使用量 )；染整事業部約為 4,500 噸 / 日；假撚事業

部約為 500 噸 / 日；上海廠 2,500 噸 / 日。

　　在染整廠，為了減少水資源的耗用，我們以「水布比」( 生產一噸布料所需消耗的

水量 ( 噸 )-T/T) 作為廠區用水的控管指標，推動水資源節約行動，包括更新節水機台

及流程改造等措施，來提升用水效率。在量化指標的控管下，水布比已從 2006 年的 

258 T/T，下降至 120 T/T。我們遵循馮．魏哲克 (Ernst Ulrich von Wei) 在「四倍數－

資源使用減半，人民福祉加倍」( Factor Four - Doubling Wealth, Halving Resource ) 

一書中所倡導的原則。 因此，宏遠未來將朝 50 T/T 的目標繼續努力。

單位：1000m3

註 1：織布回收水

水資源管理

染整新型節能機台 
( 節水、節電、節熱能、節化學藥劑 )

自來水

地下水

其他 ( 註 1)

小計

163,336

2,326,829

280,771

2,770,936

163,981

2,732,769

274,684

3,171,434

168,756

2,535,196

322,233

3,026,185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年度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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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宏遠台灣廠的廢水處理廠，每天約可處理 12,400 噸的廢水，由專業環保人

員，針對不同廢水特性作妥善處理。

    對於 COD 較高的製程廢水，我們主要用「活性污泥法」配合「化學混凝加藥法」

來進行處理；而一般 COD 在 1000 以下的廢水，則是先透過「生物處理」後，再視情

況進行適當的化學處理；經自行檢測後，達到政府法令規定排放標準，才排放到承受

水體當中。

註：台灣廢水排放標準，包括化學需氧量 (COD)160 mg/L、懸浮固體物 (SS)30 mg/L、

酸鹼度 (pH)6~9、生化需氧量 (BOD) 30 mg/L 等以內。上海廠 COD 排放為 100mg/L

以內，泰國廠 COD 排放為 400 mg/L 以內。

織布水回收率 85%

> 水資源回收再用

雙掛染色過程

> 節能、省水、省藥劑

PVA/ 液鹼回收再用

> 省藥劑、少污染

完整的廢水處理

歷年水布比 ( 台灣廠 )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target)     2012 (target)

水布比 (T/T) 258    186        121        123 120       8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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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廢水處理流程圖

排放承受水體

中 國

台 灣

泰 國

承受水體廠區

鹽水溪

湄公河

廢水處理後，直接納管排放到政府污水處理場進一
步處理，處理後直接排入深海。

綜合廢水

ph=7.5~9

ph=7.5~9

ph=6.8~7.0

ph=6.8~7.0

ph=6.2~6.5

ph=6.2~6.5

退漿廢水

染四廢水

織布廢水

一期
調勻池

二期
調勻池

染四
調勻池

織布
調勻池

活性污泥
曝氣槽 (A/B)

活性污泥
曝氣槽

活性污泥
曝氣槽

深層
曝氣槽

沉澱池

沉澱池

沉澱池

沉澱池

混凝池

混凝池

砂濾器 回收至原水槽

放
流
槽

浮除槽
(5/6)

浮除槽
3浮除槽

酸化槽 厭氧槽

水資源使用分析 ( 總表 )

* 註 : 中國廠廢水排放標準，由原本把已完全處裡完的廢水直接排入深海，改為初級處理後納管排入

市政府污水處理中心，因此將 COD 由 100mg/L 提高到 COD500mg/L，將排水費由人民幣 0.45 元 / 噸

提高到人民幣 1.6 元 / 噸。

年度            排放水量 ( 噸 )         回收水量 ( 噸 )      COD 平均濃度 (mg/l)

2008

2009

2010

2008

2009

2010

2008

2009

2010

2,408,250

2,446,060

2,515,751

769,071

782,816

764,694

484,416

413,825

467,695

280,771

274,684

322,233

516,394

305,566

367,451

268,108

269,369

280,336

113

103

102

82

78

386*

290

299

208

中 國

台 灣

泰 國

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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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自然－利用垂直流人工濕地處理工業污水

師法自然－利用水平流人工乾床淨化雨水和生活廢水

　　宏遠秉持師法自然的概念，建置垂直流人工濕地來處理工業污水。我們與勤益科

技大學合作，在 2010 年推動「宏遠人工濕地效率改善計畫」，透過人工濕地，將進

流水的化學需氧量 (COD 值 )，從原本的近 2000 (mg/L) 降低到約 500 (mg/L)，獲得

極大成效。

　　我們利用水槽中的微生物，作為主要分解機制，並且再利用淨化後的排放水，再

利用作為生態景觀池用水，大量減少廢水處理費用。

　　人工濕地具備淨化水質、增加水體溶氧量、促使微生物加速分解有機污染源等功

能；經人工濕地處理的廢水，也因此減少了化學藥劑的使用量，大幅降低廢水處理成

本。此外，建置人工濕地所創造的動、植物生物多樣性景觀，也為宏遠的員工帶來了

視覺享受與環境教育的價值。

人工濕地協助社區淨化溝渠

人工水平流乾床水系

      宏遠秉持師法自然的概念，以煤磚、鵝卵石製作生態水平式淨水乾床，利用高低

水位自然緩坡設計，淨化雨水和生活廢水再利用。同時建置宏遠生態水系，復育地球

之腎的『溼地』，兼具淨水、景觀、生態和教育功能。

39



　　對於製程中所需使用的化學品，宏遠特別注意控管措施，按相關勞安法令規定，

執行員工訓練，確立緊急處理機制，並定期查核，確保化學品管理作業能具體落實。

我們嚴格要求供應商必須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並於內部網

路平台建立專檔管理，放在作業現場明顯處，讓員工易於查詢使用。

同時為了緊急事件發生時，能快速了解該項化學品的主要危害成分、

物化性質及救災資訊，也在緊急應變中心放置全套化學品物質安全

資料表，以及危害物清單備用。

宏遠員工必須依據各化學品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進行化學品危害

物辨識與分類管理。在化學品放置區，劃設地標線與儲位專區管理，

並依法令規定進行化學品危害標示及執行預防措施，確保化學品存

放的安全。

對於操作化學品員工，則進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強化其化學品危

害及預防知識。在進行化學品操作時，確實配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

具，避免人員吸入或接觸化學品，同時設置緊急沖身洗眼器，於接

觸化學品時緊急救護使用。

為了確保化學品管理的機制，我們定期進行查核，如化學品使用或

貯放處中、英、泰文名稱標示，與法令危害標示查核、容器外觀危

害物標示查核、化學品使用及貯存處放置 MSDS 查核及化學品使

用及貯存處洩漏防止措施（承溢盤、集溢溝或防溢堤）查核。

化學品管理

資訊透明

安全儲存

員工訓練

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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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環保，日常行為的一小步，卻是環保推進的一大步。宏遠期望永續可以從

個人生活中做起，以減少資源的浪費。

　　我們用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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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生態復原 (Recovery) 等「綠

色 7R」概念，跟員工一起思考及推動讓地球更永續的行動。

　　我們倡導惜福愛物理念，強調資源回收，垃圾變黃金；儘量買可資源再生的產品

與包裝；不使用處理上會造成困擾的包裝材料；隨身攜帶環保筷及環保杯，保護自己

的健康，也更節能環保。

目前宏遠餐廳全面採用不鏽鋼餐具，並贈送每

位員工環保杯、環保筷，另外更製作瓷杯供客

戶及外賓使用。不僅照顧員工健康，更大大減

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台灣廠約 1,800 名員

工預估每年減少 6 萬雙免洗筷所製造的垃圾及

23,000 個紙杯的耗用。

6.2.3  7R 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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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供應全球品牌客戶布料產品外，宏遠為了推廣企業永續發展理念，鼓勵大家

一起愛護地球，特別建置了「ESM 網購平台」，提供相關生活用品的設計製造服務，

包括健康衫、環保帽、手帕等，讓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理念，並進一步認

識與體驗環保科技的創新布料。

　　宏遠以物超所值的價格，與跟大家分享環保理念。我們承諾，只要在宏遠 ESM

網構平台上採購相關商品，我們就會為您捐出消費總額的 1%，作為捐助環保公益團

體來保謢地球的基金，讓大家在響應環保之餘，也能對社會公益盡一份心力。

　　為正確衡量投入環保的努力，並用客觀的數據來呈現環境支出，宏遠主動導入環

境會計制度，充分揭露環境資源的利用與改善情況，以便繼續投入適當資源，並了解

產品的環境成本變化。

　　宏遠將環境活動分為七大類 ( 企業營運環境成本、上下游關聯成本、環境管理成

本、研發成本、社會活動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稅捐及規費 )，共 44 小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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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均每月環境支出約新台幣 309 萬，其中 13% 為資本投資支出，87% 為

經常性支出。

39% 用於防治污染，33% 用於社會活動成本 , 資本

支出主要為污染防治設備及生態公園維護等工作。

66% 用於污染防治，22% 用於環境管理成本。可

看出除致力於污染防治外，公司在環境教育與環境

監測系統的建立方面亦投注大量資源與心力。

ESM 網購平台

建置環境會計系統

資本投資支出

經常支出

2010 年環保罰鍰

項目 罰鍰 ( 新台幣元 )日期

違反毒化物管理法

違反空污法 ( 永續創新大樓 )

違反空污法 ( 物流倉庫 )

合計

66,000

100,000

100,000

266,000

10/8

11/1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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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3R：Reinvent 破壞性創新思維

　　自開廠以來，宏遠一直擁抱破壞性創新思維，以顛覆市場現有產品與服務的創新，

聞名於業界，我們鼓勵員工邊學邊做，提供嘗試及犯錯的空間，驅動內部流程的改革

與轉型，突破現有產品與服務的限制；往後，在新策略的引導下，我們將針對金字塔

底層消費群，提供負擔得起的永續產品與服務，以創造更多的市場發展機會。

　　我們認為，破壞性創新可為紡織產業帶來新的機會；而聚焦於金字塔底層市場，

則可讓宏遠用全新的方式創造新的經濟價值，並促進底層消費者的生活品質。

　　宏遠除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滿足全球品牌客戶對中、高端產品的需求外，

2011 年也開始針對金字塔底層消費者，藉由更具創意、更省資源、既平價又優質產品

的開發，將宏遠的高科技平民化，讓更多的消費者能使用我們所提供的優質產品與服務。

6.3.1  金字塔底層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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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致力製造與推廣環保綠色產品；從產品的設計階段，就已經考慮到最後廢棄物

回收的循環，積極開發天然有機、易於回收再利用，及無毒無害無殘留的加工技術與

原料，提供我們客戶更安全、健康與永續自然的產品選擇。

採用 100% 回收寶特瓶再生紗；已廣泛運用於宏遠

EVERTEK 品牌產品中，品質及外觀與一般聚酯紗僅

有很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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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降低了聚酯材料對石

化產品的依賴，更減少 52% 的 CO2 排放，同時賦予

天然永久抗靜電、手感柔軟等特性。

宏遠採用有機栽培、生長過程中無藥劑，且沒有漂

白、染色等製程所致的化學污染的有機棉，確保對環

境友善，對人類健康無害。

除了使用天然與再生材料，宏遠領先業界開發了生

物可降解材料，如聚乳酸纖維（PLA）、生物可降解

聚酯 (APEXA)( 杜邦原料品牌 )、聚羥基烷酸酯纖維

(PHA) 等。目前宏遠正積極研究如何結合生物基材料

與生物可降解技術，期望能透過技術創新，解決環境

友善與產品廢棄問題。

6.3.2  綠色產品

宏遠綠色產品開發策略

使用再生原料 有機棉 生物基聚酯 生物可降解材料

使用再生原料

有 機 棉

生物基聚酯

生物可降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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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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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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長半衰期對人體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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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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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尼龍纖維廢棄物再抽成紗線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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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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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纖維具備生物可分解性，高度親水性，

能夠立即吸收水分且避免皺摺，擁有良好的

回復率、捲曲度以及優異的型態記憶功能。

以永續森林出產的天然素材，並使用環保紡

絲製程，擁有自然乾爽的手感及良好的染色

效果。

宏遠綠色產品

類別 名稱 特色說明

產品特色：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

產品特色：生物

可分解性

產品特色：輕薄

不含有害化學物

質，具生態永續

概念

回收再利用

天然素材

對生態友善

寶特瓶
環保聚酯纖維
(Bottle to Fiber)

環保尼龍纖維
(Recycled Nylon)

廢紗、廢布
環保聚酯纖維
(Fabric to Fabric)

有機棉
(Organic Cotton)

PLA 玉米纖維
(Corn)

天絲棉
(Tencel)

無氟素撥水劑
(Fluorine-free)

細丹尼輕薄織物
(Ever Ultra Light 
Weight)

生物基纖維
(EVER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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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藍色製程 (bluesign  )

　　為了讓宏遠的製程與產品，符合最高等級的健康環保標準，宏遠全球三地工廠皆

取得紡織品環保標準 - 瑞士「藍色製程標準 (bluesign®  standard)」的認證，生產符合

該標準的產品，並成功轉移該組織在環保上的經驗，以系統性的管理，確保消費者的

健康與安全。

　　bluesign® 製程標準為全球許多紡織供應鏈廠商所採用，其對紡織產業的環境、健

康、安全的全面性管理，是國際知名嚴格環保標準。該標準獲得 Huntsman Textile 

Effects 及 Clariant International Ltd. 等化學產業龍頭及眾多知名成衣品牌商所支持。

R

R

bluesign® 認證五大原則：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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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遠在發動「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verest SustainAbility Model）後，台灣

廠隨即申請加入 bluesign®  standard，並成為亞洲第一家塗佈貼合產品通過 bluesign  

認證的公司；之後，並推動泰國廠及上海廠通過 bluesign  認證，目前宏遠集團全

系列產品都已取得 bluesign approved fabric 標章，正式成為 bluesign®  系統的合作 

夥伴。

　　這除了顯示宏遠致力發展生態型環保產品外，更證明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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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宏遠將持續秉持一致態

度，兼顧消費者權益、職場健康與安全及環境保護，並為市場提供更多的綠色環保 

產品。

R

R R

R

R

頒發 bluesign  證書R

bluesign  證書R

bluesign  獎座R

bluesign  吊牌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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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力求從市場脫穎而出；希望藉由行為改變、遵守道德規範與擁

抱破壞性創新思維，強化組織因應永續議題的能力，以蛻變成具競爭

優勢的世界級生態型領導廠商，並能跟我們的員工、股東、社區、非營

利組織、政府、供應商、客戶等利害關係者，共享商業機會與社會進步

價值。

�7�.�0� 創造共享價值

世界地球日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舉辦淨灘活動

The North Face 來訪

NIKE 來訪 山上區電音太子團至宏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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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與員工共享

�7�.�1�.�1� 融洽透明的勞資關係

宏遠的利害關係者，包括員工、供應商、顧客、股東、社區、非政府組織、地方

團體、學校、大自然等，我們期望創造彼此雙贏，共享幸福，成為利害關係者一致認

同的幸福企業。

我們以成為「世界級生態型領導廠商」為目標，用「道法自然」向大自然學習的

態度與方式，抱持謙讓、利他、儉樸三原則，達成「天人合一」，與萬物性靈共生

共榮。

「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客戶、創造出得意的企業」，宏遠提供員工多元化

的溝通管道，促進勞資關係的和諧。

宏遠本著勞資一體、共存共榮的經營理念來面對勞資關係，對員工的意見極為重

視，員工隨時都可以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管道，向公司反應在生活及工作上所遭

遇的問題。

為了解員工想法與需求，及有效傳達企業文化、理念與營運目標，宏遠不斷致力

提升勞資雙方的溝通與透明度。除利用月會及晨會時間，傳達重要訊息外，我們也出

版了「宏遠人月刊」，做為公司與員工交流的管道；藉由雙向溝通，讓彼此能更加了

解與體認，以求凝聚共識、共創佳績。

每半年舉辦「員工滿意度調查」專案，透過各方意見的

蒐集，積極了解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了解員工心聲，

並彙整統計分析各項問題點並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以

提供公司及各部門主管改進的參考。

宏遠勞資關係促進措施

申訴與意見反應管道 員工申訴專線、員工意見箱

處理機制
所有申訴案件皆以專案處理，從各個角度深入了解實際

情況，並持續追蹤確定處理狀況。

員工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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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宏遠設有獨立運作的員工工會來促進勞資和諧；宏遠工會以創造雙贏局面為目

標，從創設以來，一直扮演著公司與員工間的溝通橋樑，透過舉辦各種議題的勞資會

議，來反應及爭取員工相關權益。

重視員工心靈健康

擁有身心健康員工，才能有高品質、高效率的績效，宏遠從「心」出發，重視對

「人」的關懷，並以「行動」處理問題，成為員工最佳夥伴。

「心」是宏遠對於員工關懷的出發點，力求在員工需要時給予幫助、面對困

難時提供協助，用同理心為員工著想。2010 年起逐步建立員工心理輔導方案措

施，用積極行動的方式來關懷廠內員工，包括：

� � � � � � � � � � � ‧� 各部門設置專責關懷人員，藉由深入廠區第一線，主動發現員工問題並給予 適

              當的協助。

� � � � � � � � � � � ‧� 舉辦新人關懷茶會，協助新進員工更快速融入公司，並透過跨部門員工交流，

              消弭不安的情緒。

� � � � � � � � � � � ‧� 設置專線電話，專人傾聽員工心聲及協助解決問題。

� � � � � � � � � � � ‧� 規劃紓壓課程，透過身體與心靈的放鬆，消除員工工作壓力。

� � � � � � � � � � � ‧� 規劃「師徒制」制度，建立師與徒深厚的情誼，提供深度輔導與關懷機制。

我們以成為員工最佳夥伴為目標，用更積極行動方式，深入了解員工身心靈需求，

並期許能夠在問題發生前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讓員工能在健康安全與溫暖的環境

下，追求企業與個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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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重視勞動人權與福利

宏遠秉持在地深耕的理念，在許多產業因利潤及人力成本考量，紛紛將生產重心

外移之際，我們仍堅持以台灣為生產研發中心，提供在地就業機會與安全的工作環

境，讓員工可以安心、放心的工作。

      在男、女從業人員的比例上，2010年宏遠的男性員工約有1,558 人、女性員工約

1,444人，男女比率約1.08:1。

創造時尚美麗，不一定要花很多錢。

我們為員工設立了「宏遠幸福布屋」運用零碼布，邀

請專業講師提供訓練，配合員工的創意，讓對DIY 有

興趣的員工，製作自己喜愛的服飾配件或傢飾。紓放

緊張的工作壓力，美化生活環境。

宏遠幸福布屋

宏遠邀請您一起品布樂!! 一塊拼布樂!!

用循序漸進的課程 通過布的剪裁與拼綴

一針一線 傳達最初的感覺與溫暖

作品美觀實用兼具 歡迎踴躍報名學習

宏遠幸福布屋

招生嘍!!

名額有限，心動就趕快行動!!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4月30日止(學員人數限20人)
報名方式：E-MAIL至carol.chang@everest.com.tw

或撥分機6222/群組7474  洽張靜琪
報名時請留下姓名、工號、分機及行動電話

福木植物染DIY成果照

員工DIY的各式作品

宏遠幸福布屋教室

男 女 男 女

2009年度 2010

797 672台 灣 885 741

339 388中 國 442 455

148 146泰 國 205 185

22 52台北辦事處

總 計

小 計

26 63

1,306 1,258 1,558 1,444

性別
廠區

2,564 3,002

年度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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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宏遠男女員工比例

�1�,�5�5�8�1�,�4�4�4

48% 52%

男

女

645 666

157 154

741 895

1,543 1715

35.8 36.9

8.37.9

2009 2010年度

平均年齡

合計

幹部

職員

技術員

服務年資

員
工
人
數

職務分佈比例(台灣廠及台北辦事處)

男女主管比例

男女主管比例性別

廠區
男性主管人數 女性主管人數

男 女

台灣(副課長以上) 61 17 3.5 

台北辦事處 6 1 

1 

1 6

1 泰國 17 1.4 12

1 35 10 3.5中國

對外，宏遠用創新永續的理念來經營企業；對內，我們用平等尊重的態度，來對

待所有的員工，所有員工不分男女，皆能透過公平的制度，逐步在公司內晉升。

透過多元化的僱用管道，進用國際人才來推動全球佈局，目前員工國籍涵蓋了台

灣、中國、菲律賓、泰國、緬甸及越南等6個國家，不分種族、膚色、國籍、年齡與

性別，共同在宏遠大家庭中貢獻所長，成為宏遠人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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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宏遠員工國籍分布圖

台灣� � �1�,�3�7�1

泰國� � �6�5�3

中國� � �8�1�8

菲律賓� � �2�0�8
越南� � �1�1
緬甸� � �1

45%
21%

27%

7% 0%

在員工福利方面，均依法令或優於規範，提供勞、健、團體保險、勞退金提撥、

三節禮金/禮品、年終獎金等，另更設立結婚補助金、喪葬補助金、子女教育獎助金、

喬遷補助金，並舉辦員工旅遊及補助、健康檢查，以維護員工身心健康。

在員工福利設施上，提供員工宿舍、停車場、餐飲、圖書室、外籍員工網路電腦

設施，更特別為在台灣廠的外籍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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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並鼓勵成立社團，提升同仁間的交流，至今已有登山

社、生態社、羽球社等15個社團。

針對身心障礙人員，我們更是敞開大門，歡迎身心障礙人士加入宏遠的大家庭，

2010 年台灣廠身心障礙人士僱用比例為1.6%，超過勞基法所規範的比例(1.0%)，但

我們不因此而滿足，更訂定2%的身心障礙人士僱用比例為目標前進。

三廠身心障礙員工人數

2009廠區 2010

台灣

中國

泰國

20

7

0

23

7

1

員工多樣性

台灣 泰國 中國大陸 菲律賓 越南 緬甸

台灣

中國

泰國

台北辦事處

總計

1,251

12

11

97

1,371

238

0

415

0

653

0

815

3

0

818

11

0

0

0

11

208

0

0

0

208

0

0

1

0

1

國籍

廠區

註：2011/03/31 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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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完善的教育訓練

     宏遠從「誠信、團隊、堅持、創新」管理理念出發，訂定人力資源管理辦法，透

過完整的教育訓練機制，來增強新進及在職員工的技能與專業知識，強化員工的競爭

力與工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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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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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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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全員自主學習的企業文化

2. 以最有效資源利用方式，培育人才競爭力

3. 結合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SM)，培育生態相關人才，成為生態型企業的標竿

為達成上述目標，我們設置了專責單位，來負責統籌教育訓練策略的規劃、執行

與評核，並逐步推展到各個部門，從點、線到面，全面落實各廠區的教育訓練，並透

過系統來進行績效評核與控管，做最有效率的管理。

我們會針對不同對象與需求，設計符合其需求的教育訓練課程，除了專業技能

外，更推動了多樣化的通識訓練課程，包括看電影學管理、英日語、紓壓、自然生態/

記錄片專案等課程，讓員工的專業技能與人文素質得以均衡發展。

員工訓練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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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嚴謹的職安衛管理機制

宏遠秉持最高的標準來保護員工、客戶及鄰近社區民眾，在產品製造過程中，工

廠端可能會產生的環安衛生風險包括了1.製程安全衛生風險；2.設備設施安全衛生風

險；3.安全衛生專業人員與制度風險等。

對此，宏遠早在2001 年就建置了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持續

通過外部驗證，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要求納入日常作業，同時設置「勞工安全衛生委

員會」，負責統籌相關業務與相關措施的檢討及進度追蹤，確保風險得以有效管控。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共有12 名委員，其中工會推舉的代表人數為4 名，參與

比率為1/3，符合法令規定。委員會每3 個月至少開會一次，主要任務是對安全衛生政

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及協調與安全衛生有關的事項。

為培養未來的管理人才，我們規劃「儲備幹部教育課程」，透過課堂教育與現場

實習機制，讓具潛力的人才，完整了解宏遠的經營文化、理念、組織架構及作業流

程，逐步提升為管理階層。2010 年宏遠參與政府「人力資源提升計劃」，獲得銅牌獎

的肯定。

我們規劃在2011 年完成「線上學習系統」，提供員工更多元的學習管道，讓學習

不受時間、空間的束縛，提高員工技術職能。未來，我們希望結合「宏遠永續發展模

式」，讓企業文化及理念落實到所有廠區的員工，並邀請員工眷屬加入，與公司共同

成長。

2010 年全球三廠及台北辦事處教育訓練時數

項目
廠區

總訓練時數
(小時)

員工人數
2010年度

每人訓練平均時數
(小時)

31,035 1,715 19.53
台   灣 

及
台北辦事處

9,312 10.38 中   國

3,903 10.01

897

390泰   國

織布機噪音防治 抽風櫃及個人防護用具  安全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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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政策

       宏遠秉持污染預防、持續改善、生態保育及零災害、零事故為目標，凝聚

全體同仁的共識，以建立美好工作環境，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而努力 。我們承諾做到：

1. 遵守相關環安衛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2. 持續推行宏遠永續發展模式(ESM)所要求的節能、環保、愛地球，資源回收及

    零災害運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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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由訓練有素的員工，以落實環安衛工作。

5. 對員工、客戶、供應商、承包商、承運商傳達環安衛政策,共同為保護環安衛

    及杜絕人員傷害而努力。

6. 徹底實施環安衛管理系統，藉持續改善來提升環安衛績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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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的安全衛生。

我們訂有「職業安全衛生評價管理辦法」，作為各廠區進行風險評價、訂定目標

與管理方案的依據，舉凡相關作業、產品、研發、服務等所有活動，對於可能產生風

險的活動都要進行評價，並針對各項行動進行稽核。

透過正確的規劃、培訓、預防行動與稽核，將員工的職安衛潛在風險（如電器和

其他能源、車輛、滑倒、絆倒和墜落危險）降到最低程度。例如在進行承攬作業發包

時，應要求承攬商必須設置合格的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並在施工前完成相關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以及危害告知等相關措施。

尖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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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全廠消防救災能力，杜絕災害發生，辦理消防安全訓練與演練，共計有

740人參加。

‧依照法律規定，每年定期檢查290座法定危險性機械設備，全數合格。

‧為提昇相關人員作業所須的安全衛生認知與能力，共舉辦了19項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課程，529人參訓。

‧有效控管進廠施工的作業安全，全年共有909件廠商施工申請，並無發生任何職

安衛工傷事件。

‧持續進行生產相關機台設施共41項改善，桶槽管路安全共19項改善，其他工安類

   改善共296項，消防設施類改善共143項。

‧關懷在職員工的健康狀態，共有515人進行一般健康檢查項目，473人進行特定

   健康檢查項目，共計988人參與。

‧持續進行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18001）的

推動與改善工作，順利通過外部驗證公司驗證程序，繼續持有此兩項證書的有效性。

為了在緊急事故發生時，能確保員工生命安全無虞，我們設置緊急應變中心，並

成立緊急應變編組，建置緊急應變程序，包括：實施員工安全衛生及消防教育訓練、

滅火設備操作演練、年度逃生演練等，務必將災害所造成的人員與財產損失降到最低

程度。

此外，也定期與當地消防單位進行演練，提升緊急訓練成效，若災害事故需要外

部單位支援，我們會立即啟動支援系統，邀集外部單位提供協助，並提升緊急應變指

揮系統，避免災情擴大。

2010年環安衛成果(台灣廠)

災害應變演練機制

消防演習(台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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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迎接“119＂全國消防宣傳活動日的到來，加強公司安全生產管理工作，提高

全體同仁的消防安全意識，保證消防安全。我們舉行消防普及活動，包括新進員工消

防訓練及系列消防比賽。

　　宏遠是台灣紡織業第一家通過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A8000)認證的企業。運用系統

制度，管理及履行我們對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培訓、薪酬、工會權利的承諾。

　　SA8000是社會責任國際組織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所訂定

的國際標準，根據國家法律，國際人權準則和勞工組織公約，訂出在工作場所雇主必

須遵循的規範，包括工人的權利，工作條件和管理制度等。

展望未來，宏遠將持續改善管理系統，對經濟、環境和社會永續發展做出最好的

貢獻，為公司所有利害關係者開創多贏，更為社會永續發展善盡企業責任。

台灣第一家導入SA8000的紡織企業

消防演習(中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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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道法自然

自然生態中有無限多種的可能性和資源，唯有萬物共存共榮，釋放愛與同情，才

能產生對環境的尊重，對人的關懷。

　　宏遠以生態學為基礎，以自然為師，創造生態化廠區，在廠區種植多樣化植物、

原生種果樹、喬木及灌木等，吸引各類生物、昆蟲、鳥類、蝴蝶前來覓食，除了改善

廠區環境與生態，也讓員工在工作之餘，有良好的環境放鬆身心。

文利-泰籍員工宏遠台南廠

เริ ่มตั ้งแต่ระบบ SA8000ได้ผ่านอย่างสมบูรณ์แบบแล้ว

ผมรู ้ส ึกว ่าพนักงานได้ร ับเก ียรติ 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มนุษยชนและว ัฒนธรรมประเพณี　
ในด้านเอกสารที ่ได้รับมอบให้พนักงานเก็บรักษาเองเช่น

พลาสปอร์ต 

และในตู ้เก็บเอกสารที ่สำคัญให้ความรู ้สึก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พร้อมกับมีสภา

พแวดล้อมในที ่ทำงานที ่ดีกับเพื ่อนร่วมงานล้วนมีมิตรสัมพันธ์ที ่ดีและมีความสามั

คคีกัน

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มีการสื ่อสารที ่ดียกระดั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เพื ่อให้ผลที ่ดีต่อการผลิต

พืชสวนสีเข ียวนิเวศวิทยาให้พนักงานขณะที ่ทำงานแล้วมีเวลาที ่ เหลือหลังเลิกงานส

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กั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จนทำให้เป็นสถานที ่ที ่คลายเครียดอย่างดี

　

　自從公司導入SA8000制度，我感受到公司對員工的人格及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文件很

透明化，提供我們自行保管護照及個人重要文件的保管箱，給予安全感且便利良好的工作

環境，與同事間的工作互動愉快和諧，溝通及反映管道也很暢通，而且廠內有綠化得像生

態公園般的環境，讓我們在工作下班之餘，也能夠接觸大自然，讓情緒得到舒緩。

宏遠將台灣廠後方鄰近曾文溪的農地，規劃成26個土耕區域及數個水耕區，開闢

了「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讓員工認養、耕種時令蔬果，或是自己喜歡的農作

物，並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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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自然耕種的方法，讓員工利用下班或工作空檔到農莊耕種，體驗自然耕作的

魅力，並藉此紓發身心所累積的壓力。

透過「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的建置，提供員工心靈舒展與體驗自然的管道，

讓幸福健康在員工身上萌芽。

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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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農藥、無化肥、無有機肥-善用大自然能量的純自然農法。

‧把蔬果種得跟種草一樣，可自然健康的成長。

‧自然的照顧更省力、更健康，富含營養，具天然酵素、甲殼素、微量元素。

　　「自然農法」以健康的土、乾淨的水及適度的陽光三大元素，再加上感謝及尊重

自然的心，來培育作物。

　　藉由不施肥、少除草，以及乾淨水源與健康的土壤，並加上「留種再用」精神，

讓農作物慢慢回到它原本較為自然的生長過程，最後讓耕種者吃到自然健康的食物，

而這也是「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想要傳遞及教導給員工的理念，用健康的心態對

待工作與壓力，用感恩及珍惜的心情，去關心多樣性物種在生態上的永續，同時將自

然農法推廣至在地社區(參考宏遠DVD第二版，2011.07)。

　　我們也定期舉辦農夫市集；員工們一同分享採用自然農法栽種出來的健康蔬菓，

並將出售所得，再回饋到自然農莊管理團隊，透過「宏遠自然農法平台」將更多資訊

與員工和在地農夫分享。

自然農法理念

農夫市集

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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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公司永續經營的理念，讓我有

機會再重拾小時候農耕的回憶，可以雙

腳踩在土壤上，很放鬆、很棒！

       小時候種田的印象是從阿公來的，

他總是大清早牽著黃牛，後腰背插著鐮

刀，肩頭扛著一把鋤頭，黃牛綁在「牛

頓樟」草上，人到田裡幹活...

        現在的農夫，不管是騎腳踏車、摩托車、貨車，共同的配備是什麼？答案其實

很叫人心酸，就是「農藥噴霧器」。然而，公司強調的「秀明自然農法」，是依循

岡田茂吉先生所教導「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利用自然生態系循環之原理，除了

枯草、落葉製作之草葉堆肥以外，不加入任何不純物質，讓土壤能發揮其原本的力

量。真正有用心參與農作的「自然農夫」，其實都會很有感觸。我們只堅定做「對

的事」…

除了「宏遠自然蔬菓教育農莊」，我們也在永續創新大樓的樓頂開闢了「自然健康

菜園」，利用廢棄的染助劑空桶為容器，覆蓋木屑與土壤，再用草葉堆肥等自然農法來

栽種，作為自然農法推廣的展示區，也因此降低了永續大樓樓頂的幅射熱，可謂一舉

兩得。

未來，宏遠將繼續秉持一貫的理念，提供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讓每位員工的

身、心、靈都能平衡發展，成為員工心目中的幸福企業。

陳銘俊-染整事業部 員工

永續創新大樓屋頂自然健康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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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公司導入ESM，我覺得我的生活

變得多采多姿，以前來上班純粹只是為了

工作賺錢，早上八點來上班，五點下班，

沒有其他工作上的消遣，自從公司導入

ESM，只要工作到一半我覺得有點疲累，

或是受到一些壓力時，我就會到生態工業

園及自然蔬菓教育農莊走走，看看花花草

草，伸展一下筋骨，很快地，工作的心情

又來了！

      陳麗詩-總經理室 員工

      收成的喜悅～芋頭冬瓜

      氣象報告說明天颱風要來了，被

CNN 主播用「怪物風暴」形容的凡那

比颱風，在颱風來襲之前咱們得趕快向

大自然搶食….

       兒時記憶中的冬瓜，應該長在泥土

裡，但公司內自然農莊所種植的芋頭冬

瓜，卻像拳擊手的沙包一樣高掛樹頭，

掛滿棚架的冬瓜看了讓人有滿滿感動!

        用自然農法栽種的作物除了擁有作

物原有風味外，還多了一份大自然的美

味，今天算是大豐收，還得開車才能全

部載回這些圓胖的小冬瓜，已經預約下

次還要種更多…

      林麗娟-人力資源處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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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與客戶共享

�7�.�2�.�1� 重視客戶

宏遠建置專業團隊來服務全球客戶，團隊成員包括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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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年會先進行客戶滿意度的自我評核，評核項目包括：產品多樣和適合性、

打色核可率、交期達成率、品質核可率、客訴處理時效等，並配合品牌客戶的供應商

評比，針對需要改進的項目，提出改善行動方案。

為回應客戶的建議及申訴，宏遠設有「零客訴功能團隊理事會」，由各業務主管

擔任理事，以當責態度帶領業務團隊，透過教育訓練、個案研討、分享客戶滿意的成

功案例等方式，來提升業務團隊的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度。

       目前客訴主要是品質和交期延誤等問題，除了透過客訴標準作業流程處理外，另

針對客戶所提出的客訴信函或瑕疵樣品，由內部專業團隊進行分析，確認客訴是否成

立，務求以適當方式快速回應客戶。

宏遠將創新的思維化作實際的行動，以布料創新設計與研發，提供客戶多元化的

整合服務，共享產業鏈價值。

‧定期洽談：平均一個月或一個半月，我們會跟主要客戶進行面對面洽談，了

解客戶需求，並保持溝通管道順暢。

‧國內外展覽：宏遠一年參加15 個國際展會，品牌客戶會至宏遠攤位洽談。

‧深度拜訪：定期拜訪主要品牌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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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客戶的供應商會談：依客戶下一季需求，開發新產品，並先期擬定接單

生產計畫。

‧客戶來訪：客戶到宏遠公司或工廠參訪。

客戶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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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與供應商共享

�7�.�3�.�1� 綠色採購

宏遠認為，透過綠色採購來影響供應商，是協助其轉型成綠色企業的重要推力，

然而綠色採購並不是對現有採購運作方式進行大幅改變，而是一種調整與強化。

對此，我們擬訂了宏遠「綠色採購政策」（Principle of Green Procurement），具體

執行四大策略；針對交易行為中的產品與服務，所涉及的物流管理、包裝、原料、能

源以及所排放的碳足跡進行考量。

宏遠所提供的一站式完成服務，需要供應商夥伴的支持才能完成。我們期望與供

應商夥伴一起提升紡織產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構築永續的供應鏈體系。

選用環保素材
綠色採購

供應商研討會

綠色採購創造綠色生活
Green Procurement Create Green Life.

綠色採購創造綠色生活
Green Procurement Create Green Life.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aterial

Promote
Eco-Procurement 

Seminar

Upgrade
Eco-Procurement 

Platform

Procurement 
Optimization 
Low Carbon 

Footprint

綠色採購供應鏈‧友愛地球串成鏈綠色採購供應鏈‧友愛地球串成鏈

綠色採購
平台建置

採購最適化
減少碳足跡

From Idea to Practice  - Green Procurement to beautify our Earth.From Idea to Practice  - Green Procurement to beautify our Earth.

綠色採購

選用環保素材

綠色採購供應商研討會

‧嚴選符合綠色製程與產品的原物料供應商。
‧宣導供應商包裝材回收再利用。
‧選用環保節能設備及原物料。
‧要求供應商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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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並分享ESM的推廣成效。

建置綠色採購平台 ‧提供綠色採購資訊，形成綠色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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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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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發表了「宏遠興業-社會責任準則聲明書」，承諾將致力於開發對人類及生態

無害的紡織產品，並向主要的合作供應商進行宣導，共同創造健康永續的環境，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在2010 年導入SA8000 管理系統後，我們也將系統精神擴展至供應商管理，除了

既有的評鑑外，亦加入工作環境、員工人權、社會責任等評核項目。

因應全球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趨勢，宏遠針對供應商夥伴，調整了既有評核機制，

評估及分析供應商對社會責任議題的因應程度，在掌握夥伴的狀況後，規劃推動一系

列教育訓練課程，輔導及協助供應商夥伴，提升其對永續及社會責任議題的因應能力。

評核表格

社會責任及環境評估表 供應商評鑑表

1. 環境安全衛生

2. 增加員工人權與社會責任的評分

    項目

1. 實地評鑑

2. 社會責任評鑑

3. 樣品評鑑，增加社會責任評鑑項目

宏遠邀請供應商夥伴填寫「供應商評鑑表」與「供應商社會責任及環境評估表」，

視供應商夥伴的特性與需求，邀集現場或技術人員進行現場評鑑，進行評核與分級，

並視供應商的符合程度，採行不同合作模式。

2010年針對宏遠供應商的評核結果，在91家影響宏遠產品品質甚鉅的供應商中，

共有84 家列為甲等、4 家列為乙等、3 家列為丙等，並未出現不合格的廠商。

等級 甲  乙  丙  不合格

門檻           總分90分以上          70-89分               60-69分             低於60分

優勢

合作模式

有新物品採購

時做為優先供

貨的供應商

繼續供貨 通知供應商加

強改善並減少

供貨

總分未達60分，

則通知廠商停止

供貨並取消其供

應商資格

須重新提出

申請與評鑑

通過評核(丙等以上)的供應商始可繼續供貨並再

接受半年一次的考核，但校正服務性的供應商則

免行考核

調整評核機制

邁向永續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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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興業�-社會責任準則聲明書

為了將企業社會責任原則落實於經營策略中，宏遠承諾奉行以下社會責任

相關準則。

1.1 遵守法律

遵守所有適用的國家法律和規則、工業標準、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公約，

以及任何更為嚴格的相關法規。

1.2 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利

在某些情況或國家，因為法律規定而導致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利受到限制

的情況下，應以類似方式促成自主和自由的組織與談判。

1.3 禁止歧視

不得有任何對性別、年齡、宗教信仰、血統、社會地位、社會背景、殘疾、

種族、成員身份、黨派、性取向或任何其它個人特徵的歧視。

1.4 薪資

正常工時工資、加班時間工資和加班工資級差的支付，應符合或高於法定最

低及/或行業標準。不得非法或未經許可而降低員工工資。若法定最低工資無

法支付日常生活開支和提供額外的可支配收入，公司應努力為員工提供足夠

的補償以滿足這部分需要。

1.5 工作時間

加班工作應出於個人自願。每週允許的工作時間最長為48 小時，允許的加班

時間最長為12 小時。員工在連續工作6 天後有權擁有一天休息時間。

1.6 工作場所安全

必須明確建立一套關於職業衛生和安全的規章和程序，並嚴格加以執行。工

作場所的實務和條件不得損害基本人權。

1.7 禁止雇用童工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公約及/或國家法的規定，禁止雇用童工。在這些

標準中，應參照最嚴格者。並禁止任何形式剝削兒童，且未成年員工的權利

必須得到保護。

1.8 禁止強迫勞動

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性勞動，例如違反基本人權的囚犯式勞動。

1.9 環境和安全問題

廢棄物管理的程序和標準、化學品和其他危險物品的處理和清除、排放物和

流出物的處理，都必須符合或高於最低法定要求。

宏遠將盡力邀請供應商夥伴共同遵守社會責任規範，若有相關違反《企業社會責任

準則》情事，我們會立即跟供應商進行協商，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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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與社群共享

�7�.�4�.�1積極參與外部組織與策略聯盟

唯有穩定的社區與鄰里，才能創造幸福的居民，讓人們擁有多產、有益的生活，

從而得到安全感與歸屬感。這是幸福健康的人類底線，光靠經濟不能創造良善的社群

關係，宏遠與社群共享愛、幸福與合作，共同促進產業與社區發展。

面對全球化趨勢，國內紡織業面臨了激烈的國際競

爭壓力。在前台南縣縣長蘇煥智發起下，宏遠積極參與成

立「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 Southern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Alliance, STTRA），由葉清來總經理擔任召集

人與第一屆理事長。

「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成立的目標，主要是為了促

進紡織產業的創新成長，該組織結合了產、官、學、研的資源，促進相關產業創新技

術的結盟合作，提升紡織業研發能量，帶動產業快速轉型。

葉總經理更提出「STTRA的永續發展系統」-3S（STTRA Sustainabi l i ty  

System）概念，期望藉由「3S」的推廣，累積台灣紡織業的綠色競爭力，開創企業

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為強化會員研發能量，聯盟定期舉辦研討會、科技媒合會，並不定期舉行異業觀

摩交流，透過經驗的分享，瞭解其他產業的經營模式，精進學習的成效。

展望未來，聯盟期許會員發揮垂直整合與水平合作的結盟力量，共同研發更多對

環境友善以及可循環再使用的產品，為工業環境與自然生態帶來和平共生與永續發展

的新契機。

2008年宏遠成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會員，並與所有會員公司共同宣誓

「環保168宣言」。具體實踐宏遠永續經營的承諾，其中包含了六項社會責任以及八大實

際行動。

168 宣言：

宏遠承諾在 1 年內落實 6 項社會責任、推動 8 大實際行動
綠色生產 

環保文化

生態保育

綠色管理

精實生產

公益回饋

綠色生活作 7R

環境化設計

綠色生產

獲bluesign  認證

環境會計

公益回饋

廢棄物變黃金

宏遠生態工業園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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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部落格

1運動啟動儀式 (11/1/2010)   

響應1 運動

宏遠在2010年響應由「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所發起的「健康低碳樂生活，

全民一起1運動」倡議。我們將每月第1日訂為「健康蔬食、少吃紅肉」日，並列入

「宏遠永續發展模式」的持續行動方案之一，在每月1日邀請員工號召親朋好友共同參

與。自響應以來，2010 年 11 月1 日和 12 月1 日共舉辦了兩次活動，吸引 3,845 人次

參與，共計減少1,636 KG 的CO2 排放。

全球三廠(台灣、中國、泰國)每月
第一天供應健康蔬食無紅肉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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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運動� ― 健康蔬食 少吃紅肉 活動餐點-泰國廠

贊助「綠色魔法學校」

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座落於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的「孫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又稱「綠色魔法學

校」，是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及數十家國內

企業所共同打造的綠色奇蹟，是一棟樓板面積4799.67平方公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

的綠色建築。

以拯救地球「諾亞方舟」為旗幟的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是台灣首座「零

碳建築」，採用「適當技術」、「本土科技」及「國產綠建材」所建構而成，成為達

到節能50％、節水30％、CO2減量30％、耐久100年的綠建築標竿。

宏遠2010年投入了超過3百萬元經費與人力，參與綠色魔法學校部份建築的執行，

包括了屋頂薄層綠化工程(諾亞花園)、環保地毯工程及環保窗簾製作等，跟成大等頂尖

研究團隊，以及來自台灣四面八方的企業綠達人，共同打造經濟實惠，高品質的綠色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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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綠色魔法學校」

�7�.�4�.�2� 宏遠�E�S�M志工團

諾亞花園 環保地毯工程 環保窗簾

環保窗簾製作

特別選用9種耐旱、耐風、

耐污染的多年生本土草灌木

建構出「野生花園」。

當南台灣艷陽高照下的屋頂

溫度達70℃時，經過這片屋

頂花園的冷卻後，屋頂樓板

室內的最高溫度還可維持在

32℃，對於室內降溫有優越

的表現。

使用經抗菌處理、具防燄

性、耐磨擦牢度的回收尼

龍6.6，底層具GlasBac專

利技術製作的回收環保地

毯。(向美國著名環保紡織

公司，也是宏遠的永續模

式標竿企業Interface購買)

利用寶特瓶回收製作的布

料，以6個碳的環保撥水

劑加工，不含生物累積性

的毒素材料(PFOA/PFOS 

free)，再加上宏遠的高科

技 染 整 後 加 工 ， 具 有 可

吸 音 / 防 燄 / 隔 熱 / 遮 光 等

功能。

志工團組織架構

志工團長

NGO志工小隊

小隊副隊長

小隊隊員

小隊副隊長

小隊隊員

小隊副隊長

小隊隊員

小隊副隊長

小隊隊員

小隊副隊長

小隊隊員

導讀志工小隊 環保志工小隊 社區關懷小隊 社區營造小隊

副團長

各隊負責人

為實踐「以創新與永續貢獻社會、改造世界」的承諾，2010年宏遠成立「宏遠

ESM志工團」，跟社區、藝文單位和生態環保團體合作，推動各項志工行動；此種志工

活動，將參與公益行動的精神，與宏遠企業核心價值融合，促進企業「向善」的文化。

「宏遠ESM志工團」底下分設5個志工小隊，除積極號召員工加入，我們也提供專

業的志工訓練，讓每位永續志工，都能成為營造良好社區環境及公益活動的重要資源，

為實踐宏遠永續發展模式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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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招募對象為宏遠全體員工，並須全程參與志工團所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

經查核滿12 小時後才能加入。

任務

1.主動參與社區關懷與回饋社會行動。 

2.配合國小課後輔導計劃，協助學童課後學習。 

3.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以生態工法建置與修整社區樣貌。

4.協助NGO組織推動大型活動。

5.其它公益活動的協助。 

月眉池生態建置  

�2�0�1�0� 年宏遠�E�S�M志工團成果

1.社區生態環境整建

‧台南市山上區山上里月眉池生態建置，打造綠意盎然與充滿生命力的生態池，讓鄰

里社區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綠化的好處，進而學習重視生態保育。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椰樹腳景觀步道生態建置。

2.參與黑面琵鷺保護區淨灘活動

3.EEIP宏遠生態工業園參訪

2010年宏遠生態工業園，累計來廠參觀交流單位多達60個以上，參訪人數突破1000人次。

黑面琵鷺保護區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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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華郎-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暨三舍里里長

�7�.�4�.�3� 社會公益與貢獻

贊助及參與環保團體

(1) 美國野生保育協會The Conservation Alliance

宏遠加入美國野生保育協會成為會員，該協會

會員有150多個公司與組織，是由戶外產業所發起的

野生環境保護機構，主要保育北美荒地和河流。許

多美國野生保育協會的會員也是宏遠的客戶，宏遠

期望延伸ESM精神，與客戶同步產生連結，共同為

環境保育貢獻心力。

宏遠將工廠生態建置的經驗，拓展至

台南市新市區三舍里的社區排水溝渠綠美

化工程。

　　2010年宏遠志工隊，跟我們社區志

工隊成立了超過50人的隊伍，展開排水

溝渠的生態建置。

　　穿著青蛙裝的村民，雖然都是第一次

『下水』，但卻一點也不生畏，後來有更

多的村民及小朋友看到後，主動投入工

作，另有熱心的村民提供飲料及包子讓大

夥兒休息充電。在宏遠志工隊及三舍里志

工通力合作下，終於將原本充斥水泥、垃

圾等毫無生氣的排水溝渠，打造成綠意盎

然與充滿生命力的生態溝渠。

宏遠積極投入環保公益活動，以一系列實際行動彰顯企業愛地球的決心。包括認

養台南市官田區的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贊助台灣荒野保護協會，以及相關環境團體的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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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在生態建置與保育的豐富經驗，是宏遠生態工業園的標竿學習與

主要合作對象，除了贊助該協會，我們也會定期交流，並積極參與相關活動。

           2010年參與活動包括：

‧響應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關燈活動

‧參與國際淨灘日全台淨灘活動

‧參與該協會每週五晚上的生態相關課程

‧邀請綠活圖推廣講師到宏遠工廠上課

‧荒野台南分會解說員聯誼活動在宏遠生態工業園舉辦，並由宏遠將自然蔬

菓教育農莊的蔬菜提供午餐烹煮食用

認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2010 年宏遠主動認養「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保護台南地區特有且瀕臨絕種的保育

鳥類－「水雉」，盼能為水雉復育奉獻心力，並回饋企業所在的這塊土地。

水雉又名菱角鳥，是台灣瀕臨絕種的保育鳥類，由於受到土地開發及環境污染的影

響，讓水雉賴以生存的濕地被大幅破壞，現存的棲地又因農藥肥料的使用與廢水污染，對

水雉造成嚴重的生存威脅，目前僅能在台南八掌溪至曾文溪間的菱角田發現其蹤跡，因

此被列為第二級珍貴稀有的保育類動物。

宏遠所認養的「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位于台南官田，是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所發起

的認養計畫，透過認養及參與復育水雉棲地，呼籲大家共同關心及保育水雉的未來。

如欲了解更多水雉復育計畫，請洽下列網址：http://jacana.tw/

(2) 荒野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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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社區影展

永續宏遠，就從關心我們生活的土地做起

生態宏遠，讓影片來說話，拓展生態新視野

活動目的：為了提升同仁們的人文素質與藝文素養、增進永續與生態環保的內涵，

透過對紀錄片的認識與觀賞，更加清楚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角落、很多地方，發

生著值得我們了解和關心的議題。

播放影片：牽著你的日子

　　此片為宏遠興業與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合作而獲授權播映的學生優良作品。導

演為宏遠員工。

為增加宏遠員工對永續發展精神的了解，提升人文素養，我們定期舉辦紀錄片觀

賞活動，並邀請電影導演舉行映後座談會，分享紀錄片的概念與心得。

    2010年宏遠贊助了「第14屆烏山頭影展」，該影展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學院影

展，主要以教學為目的，播放以學生為主的音像紀錄，而其後學生們也會帶著各自的

作品，到台灣各地進行巡迴播映。請參閱官網：

http://www.wretch.cc/blog/wushantou14/9455037

宏遠永續部落格

為了讓廠商、客戶及消費者能更了解宏遠在環保上的具體作為，特別開闢「宏遠

永續部落格」，將宏遠為『節能‧環保‧愛地球』所做的相關活動，定期透過部落格

來呈現，同時也分享全球的環保議題、趨勢與觀點，希望透過互動的交流方式，引領

同好一起關懷地球。http://everest-esm.blogspot.com/ 

員工部落格

http://blog.yam.com/hwansh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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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手帕

官田水雉認養兒福基金會感謝狀

宏遠對外捐贈的總金額

年度
項目

2008 2009 2010

705,500 1,664,083 3,340,160現金捐贈金額(NT$)

650,000 1,326,118物資捐贈金額(NT$)

1,355,500 4,666,278

1,248,795

2,912,878總計

推廣ESM 

捐贈環保衫、環保帽、健康帽、環保手帕給學校、產業工會、政府機構、野鳥協

會、高雄洲仔溼地志工等，落實永續發展推廣。

  環保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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