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鴻 2017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念茲在織 成就永續

 



目錄

關於本報告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
董事長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
2017 年度大事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8
關鍵利害關係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9
重大主題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2
1. 永續治理與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1.1 關於儒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1.1.1 經營概況一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1.1.2 經營績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1
            1.1.3 治理架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2
            1.1.4 誠信經營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4
     1.2 永續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4
            1.2.1 永續治理機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4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6
            1.2.3 企業永續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8
2. 價值鏈的創造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0
     2.1 產品創新與生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0
            2.1.1 創新與研發優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0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4
            2.1.3 客戶關係維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0
     2.2 推動責任供應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0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0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1

02



3. 產業人才的育成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4
     3.1 人力結構組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4
     3.2 致力員工關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7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8
            3.2.2 友善工作環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1
            3.2.3 員工意見溝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6
     3.3 實踐人才培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7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7
            3.3.2 產業人才培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1
4. 環境資源的守護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3
     4.1 環境衝擊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4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4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7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1
     4.2 產品安全與創新研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2
            4.2.1 安全製程與產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2
            4.2.2 環保技術研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3
5. 企業責任的實踐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4
     5.1 社區共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4
     5.2 社會回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4

03



關於本報告書

主題意義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儒鴻」或「本公司」）以「念茲在織，成就永續」
作為 2017 年報告書主題，強調儒鴻公司自成立以來即專心致志於紡織本業的精進與創新，
「織」一字也有連結、同心協力之意涵，代表我們與企業各方利害關係人攜手努力、
共創社會與環境友善產品的決心；並將影響力擴及成衣的設計與製造，
將永續的精神化作終端產品展現，達成「以成衣成就永續」的最終理念、引領全球必然趨勢。
2017 年儒鴻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下稱為本報告書）為儒鴻所發行的第一本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期許透過本報告書說明儒鴻在永續治理之願景與策略，
呈現儒鴻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表現，並回應利害關係人對儒鴻在永續發展關注的議題。 

編製保證

本報告書係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
所發布 GRI 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Standards）之核心選項進行編製。
本公司委託獨立且具公信力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 對本公司
依 GRI Standards 所編製之報告書，按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確信準則公報
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
（係參考國際確信準則 ISAE3000 訂定）針對特定指標進行獨立有限確信 (limited assurance)，確信報告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本報告書所揭露之財務數據係採用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查核後之財務報告。
本報告書所揭露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係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Taiwan Ltd.)
依循 ISO14064-1：2006 完成「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邊界範疇

本公司營業事業部分為針織事業部及成衣事業部，本次報告書的編製以針織事業部為主要揭露範疇，
說明儒鴻公司 2017 年（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之執行情形與具體績效，未來將逐步擴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涵蓋範圍至儒鴻所有營業事業部。

04



本次揭露邊界包含台北總部及針織事業部 4 個廠區，詳細說明如下：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28 號

1.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 134 號

2.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地址：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 90 號

3.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溪洲廠
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三好路 39、42、42-1 號

4.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越南布廠
地址：越南巴地頭頓省新城縣美春 A2 工業區 VII-1 
(MY XUAN A2 INDUSTRIAL ZONE VII-1 TAN THANAH DISTRICT, BA RIA-VUNG TAU. )

由於本報告書為儒鴻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求完整揭露，
部分資料將追溯至 2017 年前資料數據或 2018 年後至發行前的資訊。
另報告書於重大主題揭露若有範疇不一致之情形將於報告書中特別說明。

發行時間

報告書於 2018 年 6 月發行，為儒鴻所發行的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下載網頁 :
http://www.eclat.com.tw/zh-tw/social_policies.php

聯絡資訊

聯絡窗口：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室
總行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28 號
總行電話：+886-2-2299-6000

公司網址：http://www.eclat.com.tw/zh-tw/

儒鴻企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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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儒鴻企業自民國 66 年成立，從一個只有 4 位同仁、資本額新台幣 50 萬元之公司，
經過 40 年默默耕耘，成長為海內外同仁共 2 萬人，資本額為新台幣 27.4 億元之公司，
並在全球 頂尖品牌之供應鏈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
一路走來我們秉持「持續創新，永續經營」之核心價值，透過供應商影響力，推動紡織成衣產業轉型，
近 10 年，儒鴻開始引領服飾業流行，將流行元素加入運動服裝中，進而影響人類穿著文化。
儒鴻今年出版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念茲在織，成就永續」作為報告書主軸，
除展露出對紡織與成衣本業的堅持，也期望藉由持續創新及夥伴合作精神推動產業永續發展，
同時也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利害關係人進行議合與檢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報告書中說明本公司的主要永續經營策略及企業永續治理、產業價值創造、人才育成、環境資源守護和社會公益五大實踐面向，
讓讀者了解儒鴻如何持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企業綠色轉型，促進產業共融與發展。

永續治理面向

儒鴻為實踐企業永續治理，於 2017 年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透過不同小組權責分工，確實管理企業社會責任議題，推動企業永續發展；
此外，儒鴻關注國際產業永續趨勢，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藉由永續目標盤點，開創並強化企業行動作法，為企業、產業、社會與環境永續盡一份力。

價值創造面向

儒鴻以對研發創新的堅持，持續引進新型原料與設備，從 OEM 跨足到 ODM 並輔以垂直整合之競爭優勢，不斷強化企業產能、效率與差異性，
提升企業競爭力，創造產業價值；此外，儒鴻積極開創夥伴合作價值，透過多方合作研發開創性紡織品及製程技術，最大化產業價值，帶動產業創新發展趨勢。

人才育成面向

我們相信「人」為企業核心，是儒鴻成功的基石，藉由建教合作，降低人力資源召募的銜接落差，透過選、育、用、留全面管理架構，留住產業精英人才；
儒鴻也致力於改善外籍勞工條件，與品牌商合作推動「移工無需自行負擔費用」行動方案，提升移工權益。
   
環境資源守護面向

儒鴻致力於維護資源與環境，導入管理系統與行動方案推動企業永續轉型。2017 年擴展溫室氣體盤查範疇至整體企業，大園廠更於同年率先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透過強化管理逐步降低環境影響，近期，儒鴻也規劃與國際頂尖品牌合作建設綠色工廠，推動綠色製程，推動產業永續。

社會公益實踐面向

我們以成為社區鄉親們的好鄰居為己任，透過活動參與、資源與人力協助，回饋工廠周邊社區，促進社區和諧與共融；此外，儒鴻以核心本業出發，
藉由捐贈物資、設置紡織相關獎助學金及提供工作機會等方式回饋社會，透過與本業的結合，讓社會回饋能持續推動並達到雙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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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 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
       — 依據 AA 1000 SES 標準進行利害關係人鑑別與企業重大主題分析
       — 投入 167,348,000 元於創新研發，占營業收入的 0.69 % 
       — 完成 48 場永續創新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參與人次達 922 人
       — 得獎紀錄
  榮獲列入亞洲企業 300 強 (Asia 300) 第 7 名
  榮獲 LENZING 頒發的 LENZING Innovation Award
  榮獲 Under Armour 供應商高峰會的年度服飾供應商 (Apparel Vendor of the year )
  榮獲 FILA 所頒發的 Gold Supplier 2017

  連續 2 年獲頒 ISPO 冬季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十大優秀商品殊榮

環境

       — 大園廠導入 ISO 50001 系統之建置，並完成系統外部驗證
       — 推動能源轉型，天然氣使用量占企業總能源使用的 45% 
       — 導入溫室氣體盤查至成衣事業部，並完成 ISO 14064 的認證

       — 大幅減少營運所產生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與懸浮微粒，提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檢測

準確度

       — 善用水資源，雨水使用量提升 1 倍；回收水使用提升至總用水的 11 %

社會

       — 公益投入總金額超過 3,700 萬元，推估受惠人數有 2,674 人
       — 台灣廠區社區回饋投入 141 萬元，提供超過 100 個小時的服務
       — 研究單位策略合作開發專案 9 件
       — 企業參訪 8 件；產學合作交流 8 件
       — 當地採購金額，台灣廠區 94.6%；越南廠區 69%

       — 年度教育訓練 625 次，時數累計 30,995 小時，平均每人受訓時數約 11.6 小時

2017 年度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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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利害關係人

鑑別關鍵利害關係人有助於儒鴻排列優先順序，與企業內、外部進行議合，而瞭解利害關係人所重視的議題有益於掌握整體發展趨勢，作為擘劃經營策略之基礎。
儒鴻為系統化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回應利害關係人與其關注議題，今年依據 AA1000 SES 利害關係人議和標準「依賴性」、「影響力」、「責任性」、「多元觀點」、
「關注張力」等五大原則，判斷利害關係人對企業永續經營之連結程度，最後鑑別出 7 大關鍵利害關係人，
包含客戶 / 品牌商、員工、股東 / 投資人、供應商 / 代工廠 / 承包商、政府機關、社區人員及 NGOs ／公協會，

儒鴻期望能藉由利害關係人的有效議合掌握市場動向，並進一步擬定風險應變機制、危機處理機制以及企業短、中長期發展策略。

員工

政府機關

社區人員

NGOs 
公協會

客戶
品牌商

股東
投資人

供應商
代工商
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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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與 2017 年溝通績效 關注議題

員工 教育訓練、主管員工溝通會議、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教育宣導、員工意見箱、電子信箱、電話、面談

每季至少 1 次主管員工溝通會議 /
安全衛生委員會議，2017 年共 36 場次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教育訓練與人才發展

化學物質管理
廢棄物管理
企業形象

員工薪資與福利政策
公司治理

職場安全與健康
勞資關係

不定期各項教育訓練與宣導，2017 年共 625 場次

2017 年員工意見箱 / 信箱 / 專線接獲申訴數量：0 件，
詳細說明請詳 3.2.3 員工意見溝通

客戶 / 品牌商 E-mail 聯繫、電話、會議、驗廠及訪廠、國際展覽

不定期國際展覽，2017 年共計辦理 7 場次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水資源管理
永續發展策略
化學物質管理

環保技術與產品
企業形象

員工薪資與福利政策
商業倫理與誠信

公司治理
產品品質與生產效率
客戶溝通與申訴管道

不定期客戶驗廠與訪廠，
2017 年各廠區共計 24 次驗廠與 83 次訪廠

股東 / 投資人 股東常會、法說會、溝通會議

每年 1 次召開股東常會，2017 年於 6 月召開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永續發展策略
環保技術與產品

企業形象
公司治理

風險與機會
經營績效
股東權益

每季 1 次召開法說會，2017 年共計召開 4 次

不定期受邀法說會，2017 年共計參與 6 次 

社區居民 E-mail 信箱 / 電話 / 社區活動贊助

不定期社區鄰里訪視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環境衝擊管理與評估

水資源管理
化學物質管理
廢棄物管理

社區參與與社會投入
不定期居民投訴意見與溝通，2017 年累積 1 次

利害關係人溝通

為提供多元且便捷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儒鴻公司除於日常工作中，藉由相關會議、電話、電子信箱、公文等方式與企業利害關係人溝通聯繫外，也於公司網站
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針對供應商、客戶、員工與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提供聯絡窗口及專人電子信箱，由專人處理以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相關議題。

以下彙整儒鴻針對七大類別利害關係人提供相關溝通管道、2017 年溝通績效及其主要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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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
代工廠 / 承包商

電子信箱、電話、書面行文、面談、會議
( 研討會、產銷、採購承包等相關會議 )、

公佈欄、施工作業安全告知單

不定期供應商會議

原物料採購
環保技術與產品
商業倫理與誠信

供應商管理

不定期辦理新產品發表，2017 年共計發表 16 件
每月 1 次辦理警衛會議，說明安全衛生建議及需改善事項，

2017 年共計辦理 24 次
每 2 個月 1 次辦理伙食會議，提出供膳安全衛生事項，

2017 年共計辦理 12 次
不定期辦理施工前工安會議，

2017 年累積開會共 27 次
不定期辦理主題性宣導，2

017 年辦理他廠職災事故案例宣導 1 次

政府 / 主管機關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網站、電話、公文、電子郵件、
政府公開網站、實地檢測

每年 1 次申報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教育訓練時數和人員、
內控聲明書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水資源管理

化學物質管理
環境衝擊管理與評估

環境法規遵循
廢棄物管理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員工薪資與福利政策

法規遵循
職場安全與健康
消防與建築安全

不定期接受台灣廠勞動、消防設施、安全衛生、廢水檢查，
2017 年共受檢 23 次；參與職安衛說明會 7 次

不定期接受越南廠消防、線上系統、勞動、廢水檢查，
2017 年共受檢 6 次；加入化學物質急應變演練 1 次；

參加化學物質教育訓練 1 次

NGOs ／公協會 出席會議、書面行文 不定期參與公協會會議，2017 年共參與 20 場次
環境衝擊管理與評估

水資源管理
化學物質管理

媒體 電話、視訊、報章雜誌專訪 不定期接受新聞媒體專訪，2017 年共計接受 3 次專訪
 ( 商業周刊、工商時報、非凡電視 )

企業形象
經營績效

商業倫理與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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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分析

儒鴻考量永續發展趨勢、產業同業、公司經營方向，由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小組代表討論提出企業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加以篩選及調整產出最終重大主題清單。
今年以內部問卷調查為主，由各部門參採各自職掌職務所接觸之利害關係人與其對議題之關注程度進行回應，重大主題矩陣以三大面向判別議題的重大性，
包含利害關係人對議題的重視程度、議題對企業永續經營的影響程度、以及議題對大環境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程度，

最後經由儒鴻高階經理人進行檢視、調整與確認，確保最終之重大主題矩陣符合儒鴻的永續發展脈絡，並能有效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蒐集永續議題 : 參考國內外產業現況，各部門業務經驗，考量儒鴻經營課題，分析歸納出 27 個永續議題，
                           作為報告書重大主題鑑別的範疇。

關注議題調查 : 透過問卷調查蒐集鑑別出之利害關係人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議題對於公司永續營運的重要程度
                           及對企業價值鏈所產生的衝擊程度。

確認 : 就鑑別之重大性議題結果進行檢視及確認。由此定義出儒鴻的重大主題。

重大主題鑑別 : 透過問卷分析，將重大主題影響利害關係人之程度、企業永續經營程度及對產業價值鏈經濟、環境、社會的衝擊
                           程度繪製成三維矩陣圖，以確保具有重大主題於報告書中完整揭露，符合利害關係人與企業之期望。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12



重大主題鑑別流程與矩陣圖

儒鴻鑑別出之重大主題清單共 27 項，其中經濟議題 10 項 ( 以 G 表示 )，環境議題 8 項 ( 以 E 表示 )，社會議題 9 項 ( 以 S 表示 )，
考量議題對公司永續經營衝擊 (X 軸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 (Y 軸 ) 及對環境、社會與經濟產生的影響程度 (Z 軸 )，
將議題分為高、中、低度衝擊，並分別以深紫、淺紫、深灰三色呈現。

法規遵循

股東權益

勞資關係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廢棄物管理

化學物質管理
水資源管理

永續發展策略

環境法規遵循

員工薪資與福利政策

環境衝擊管理與評估
重大事件處理與應變

教育訓練與人才發展

商業倫理與誠信

產品品質與生產效率

客戶溝通與申訴管理

環保技術與產品

勞動政策與人權保護消防與建築安全

企業形象

公司治理

原物料採購

風險與機會

供應商管理
職場安全與健康

社區參與與社會投入

影
響
利
害
關
係
人
評
估
及
決
策
的
程
度

對公司永續經營的重要程度

經營績效

G

G
G

G

G
G

G

G

G

G

S

S

S

S

S

S

S

S

S

E
E

E

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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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
造成衝擊的主體

衝擊原因與潛在影響 對應章節 對應 GRI
準則內部 外部

儒鴻企業 / 員工 消費者 / 品牌商 供應商 股東 / 投資人 社區 / 環境

高
度
衝
擊

重大事件
處理與應變

天災、人為災害或是企業內部突發事件可能導致重大營運
或財務衝擊的發生，事前預防與後續應變處理系統的完善
建立，將大幅降低對企業的負面影響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102

教育訓練與
人才發展

完備的教育訓練、人才培育與職涯發展系統有助於提升企
業人力素質，協助企業獲利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404

環境衝擊
管理與評估

營運地點周邊的生態監測與維護 ( 環境污染、地下水、週
界噪音等 )，有助於管控企業對環境的影響程度，降低企
業對環境的衝擊

4.1
環境衝擊管理 管理方針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使用為紡織業的重大議題，其供給與價值可能受資
源稀缺性、氣候與天災之影響，故必須加以管理與回收再
用以利於產業綠色轉型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303
306

環境法規
遵循

環境法規的遵循為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求，並
且管控自身對地方自然環境的負面衝擊

4.1
環境衝擊管理 307

永續發展
策略

永續發展策略的建立與實踐，能有效協助儒鴻迴避風險、
掌握機會，同時提升對自身營運資源與創造效益的掌握，
強化企業永續營運基礎

1.1
關於儒鴻 102

化學物質
管理

透過對化學物質從採購、製程使用至最終產品含量進行管
理，為品牌商及消費者提供經認證的永續產品，降低化學
品對人體健康與永續環境的負面影響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306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理為產業環境面向基本議題，檢視企業營運產生
的廢棄物與處理方式，有助於擬定企業減廢目標與措施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306

原物料採購
原物料採購議題包含在地採購、再生物料與回收物料的使
用。有效實踐相關議題將展現儒鴻對營運國家的貢獻，以
及對環境友善、對產品創新之決心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301

環保技術與
產品

將環保理念融入核心技術與產品，有助於提升企業於產業
價值鏈的價值，引領趨勢並提升企業形象

4.2.2
 環保技術研發 管理方針

企業形象

維護企業正面形象有益於客戶合作關係並吸引資金流入，
包括提升企業對產業整體價值鏈的正面影響力

1.1 關於儒鴻
1.2 永續策略

3.1 人力結構組成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102
202

能源與溫室
氣體管理

能源與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有助於設定減碳目標並減少
能源使用支出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302
305

員工薪資與
福利政策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能有效吸引潛力人才的加入，
累積企業人才資本與創新動能，亦可支持經濟與社會條件
的正向成長及發展

3.1 人力結構組成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01

重大主題對儒鴻之衝擊範圍與影響

此部份就儒鴻辨識出之重大主題，說明造成衝擊的實體、對企業經營的衝擊影響部位、重大原因、涉入程度、對應章節及 GRI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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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
造成衝擊的主體

衝擊原因與潛在影響 對應章節 對應 GRI
準則內部 外部

儒鴻企業 / 員工 消費者 / 品牌商 供應商 股東 / 投資人 社區 / 環境

中
度
衝
擊

商業倫理與
誠信

商業倫理與誠信是企業長期營運的根本。制訂完善的規範並確
實落實，將能降低違反事件之發生頻率，以減少對企業形象與
信用的負面影響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05

公司治理
健全的公司治理架構與完備的治理機制能有效支持企業營運，
對損害環境或侵害利害關係人的行為進行有效管控 1.1 關於儒鴻 102

風險與機會
企業的營運風險來自自然、經濟、社會等面向，所帶來的衝擊
可能間接或直接影響其財務與非財務的表現。良好的風險鑑別
與管控有助企業及早應變、降低衝擊，並掌握獲益機會

1.2 永續策略 102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管理除品質與交期外，尚包括環境與社會面向。清楚了
解供應商的狀況，並與供應商一同精進將可建立穩定的夥伴關
係，除提升儒鴻對價值鏈上游的正面影響力，也強化企業理念
與產品永續性的實踐

2.2 推動責任供應鏈
3.2.2 友善工作環境

204
308
409
414

勞動政策與
人權保護

工時、休假、人權、協商權利等基本勞動政策規範的遵循，有
助於避免發生聘用童工、歧視等可能引起內、外部利害關係人
關切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1.3 治理架構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3.1 人力結構組成
3.2 致力員工關懷

405
406
408
412

法規遵循
遵循當地政府制定的法令規章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並且控
制企業在營運獲利與聲譽上的損失，以減少對相關利害關係人
的衝擊。

1.1.4 誠信經營理念
3.2.2 友善工作環境
4.1 環境衝擊管理

419

高
度
衝
擊

產品品質與
生產效率

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為儒鴻成功與獲利的基本要素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417

經營績效
企業經營策略或市場景氣皆有可能影響到企業經營績效，
進而影響投資人決策

1.1.2 經營績效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201

客戶溝通與
申訴管道

儒鴻重視與客戶的正向溝通與合作，
並透過維持與客戶的良好關係掌握市場動態與發展趨勢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416

職場安全與
健康

儒鴻透過完善之職安衛管理系統控管化學物質使用、
職場的安全與健康，提供員工友善職場環境 3.2.2 友善工作環境 403

消防與建築
安全

企業設施符合消防與建築安全規範，
在面臨自然與人為災害時能保障員工及社區安全 3.2.2 友善工作環境 管理方針

勞資關係
儒鴻重視員工意見，期許透過勞資互動、溝通與調整，
作為推動企業不斷前進的動力 3.2.3 員工意見溝通 402

社區參與與
社會投入

儒鴻深耕在地，重視廠區周邊社區生活，
並透過回饋鄉鄰凝聚社區意識，協助社區發展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413

股東權益
儒鴻為一上市企業，股東權益以及公司決策的參與角色，
為股東投資人重視之議題 1.1.2 經營績效 201

備註：
    ● 直接造成衝擊；● 間接促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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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治理與發展

     1.1 關於儒鴻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7 年 11 月，為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之一。
                儒鴻倚靠過去累積的 40 餘年經驗，運用垂直整合的優勢，提供客戶從織布到成衣製作一站式購足 (One-stop shop) 的服務，包含織布、染整、定型、成衣製造，

                提供之產品服務以產銷彈性針織布及成衣製造加工買賣為主，尤其專精於彈性針織布料及專業機能性服飾。

公司名稱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1476 (2001 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

成立日期 1977 年 11 月 28 日

總部位置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28 號

員工人數 1,797 人 ( 台灣 ) ; 853 人 ( 海外布廠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銷售量 6,767,264 成衣 ( 打 )    14,153 針織布 ( 噸 )

營業收入 新臺幣 24,231,970,000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總資產 新臺幣 20,066,414,000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1.1 經營概況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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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儒鴻企業自 1977 年成立以來，以布、成衣、紡織原料起家，透過自我品質要求、上下游產業整合、全球佈局、一站式購足規劃的四大經營策略在不斷變換的環境中，
維持一定的成長動能，並透過上下游產業的策略聯盟、自動化生產設備投入以及不斷開發與創新，如今已成為許多世界知名品牌商長期合作的專業供應商，

其中詳細公司沿革與企業發展歷程可見企業官方網站或參閱公司年報。

提供服務的市場及營運據點分布

儒鴻過去 40 年來，秉持根留台灣的精神將全球運籌中心設於新北市的五股區，於 2017 年年底更斥資新台幣 33.67 億餘元，購置新莊副都心 1,566 坪土地興建新的企業總部。
儒鴻之事業版圖包含針織事業部及成衣事業部，其中針織事業部於國內大園、苗栗及海外越南分設不同功能之工廠；而成衣事業部的生產基地則以越南及柬埔寨為主。

為推廣布料及成衣兩項業務，儒鴻於紐約及香港均設有辦事處，以貼近市場，掌握消費市場動態，蒐集流行資訊，並就近接單服務客戶。

儒鴻樂於連結同業，於南非賴索托、越南及中國大陸等地，設有成衣事業部之策略聯盟代工廠；另於全球各主要消費市場，皆有長期配合代理商，

代理本公司布料及成衣銷售業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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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核心價值

儒鴻秉持著「持續創新及開發功能與流行兼備、永續性的布料及成衣，以提升生活的品質」之願景，提供不斷創新的產品，以對產業與產品的「熱情」、

技術與產品的「專業」能力、上下游的「夥伴」關係與「人本」企業文化作為企業四大核心價值，驅動企業發展，產業創新，進而帶動時尚潮流。

持續創新及開發功能與流行兼備、
永續性的布料及成衣，

以提升生活的品質

夥伴

我們致力與客戶及產業鏈創造多贏。
我們與客戶及供應商協同設計

專屬的產品。

專業

對於專業領域精進的投入
使我們領先市場 !

我們持續強化技術、
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功能。

熱情

對於新產品以及產業的熱情
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

人本

儒鴻秉持著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
我們深信「人」是儒鴻的企業核心，

重視多元發展，
以「人」為儒鴻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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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歷程

儒鴻秉持「紡織品製造並非一種消耗，而是美感的創新，生活品質的提升，時代文化的轉變，以及產業永續轉型的見證」，將永續創新視為企業經營理念，

並期許自己藉由企業影響力，帶動產業永續轉型，提升大眾生活品質。表中彙整過去於治理、環境與社會三面向之發展歷程與期間獲外界授予的肯定。

時間 發展績效

1977 年 ‐ 成立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 公司電腦化且生產設備自動化
‐ 營業額進入台灣 500 大製造業

1993 年 ‐ 榮獲美國杜邦公司頒授 "QMark" 品質認證，為亞太地區第一家榮獲杜邦公司授權認證之
   企業，表彰證明儒鴻公司具有生產含 Lycra® 彈性布料之品質及開發能力

1994 年 ‐ 研發成功 "Eclon®" 紗線和布料

1996 年 ‐ 與儒傑合併，股票公開發行

2000 年 ‐ 溪洲廠通過 SGS 國際驗證機構檢驗，獲得 ISO14001 環境管理認 證
‐ 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評定，入選為全國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

2001 年 ‐ 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

2005 年 ‐ 通過 Control Union Sustainable Textile 和 Organic Exchange 有機棉生產製程認證

2006 年 - 通過 IMO GOTS 有機棉生產製程認證

2007 年 - 通過 Oeko-Tax 環保認證

2011 年 - 通過 Bluesign 認證

2012 年 - 榮獲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頒發進出口績優廠商
- 榮獲經濟部所頒發經濟部金貿獎

2013 年 - 溪洲廠鍋爐全面使用天然氣，減少能源使用所產生之碳排放

2014 年 -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所舉辦「2013 台灣創新企業 20 強」

2015 年 - 越南布廠鍋爐全面使用天然氣，二氧化碳減量約 60%

2016 年 - 榮獲教育部體育署頒授 2016 運動企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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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產業公協會 會員性質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董事長擔任顧問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一般會員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一般會員

傳產數位轉型聯盟 一般會員

苗栗縣工業會 一般會員

桃園市大園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一般會員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一般會員

公共參與

儒鴻積極參與國內紡織相關公協會組織，透過與產業公協會互動與交流，掌握產業資訊，透過提供顧問諮詢與產業同業建立友好關係，協助推動我國紡織業發展，
於國際競爭市場中站穩腳步，放眼未來，達到產業永續發展。

儒鴻重視產業永續發展，配合國際永續紡織相關倡議與行動，成為 bluesign® system 製造商合作夥伴，並為客戶提供符合 ZDHC 規範之產品，

使用永續成衣聯盟 (SAC) 推出的 Higg Index 進行企業永續評量，為產業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儒鴻為 bluesign® system 製造商合作
夥伴，管理化學品及有害物質使用，

為客戶提供經 bluesign® 認證之
永續性紡織品。

作為知名品牌供應商，儒鴻為客戶提供
符合 ZDHC 生產限用物質清單 (MRSL)

規範之產品。

儒鴻使用永續成衣聯盟 (SAC) 推出的
Higg Index 進行永續評量，評估企業於

環境與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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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表現 2015  2016 2017

總資產 15,166,165 18,079,758 20,066,414

總負債  3,391,836 2,983,558 4,994,168

股東權益 11,774,329 15,096,200 15,072,246

營業收入 25,520,749 24,525,694 24,231,970

稅後淨利 4,247,338 3,586,238 3,052,055

分配給利害關係人的經濟價值 2015  2016 2017

營運成本 17,403,544 16,446,532 16,543,323

員工薪資與福利 3,277,234 3,375,281 3,462,007

股利分配 2,087,899 2,824,367 2,878,164 

支付利息 36,268 32,063 26,858

支付政府的款項 948,216 888,808 712,460

社區投資 2,374 4,237 26,293

1.1.2 經營績效

儒鴻透過持續創新開發新產品，為顧客、股東與企業持續創造價值，2017 年雖遭遇產業景氣衰退，與新台幣大幅度升值等不同衝擊，儒鴻仍舊維持既有的水準，
整體表現優於市場預期；未來一年將透過提升垂直整合比例，強化既有產品品質，開發新產品與新客戶等多項策略，帶領企業再創高峰。
以下經營績效表現內容同時包含布廠與成衣廠之財務資訊，除財務績效外，也揭露儒鴻分配給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及政府財務補助，詳細的財報資訊可參閱 2017 年年報。

備註：

稅收減免及抵減全部來自於越南政府對外資提供之租稅獎勵。

儒鴻 2017 年報

來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類型 2015 2016 2017

政府財務補助的貨幣總值

稅收減免及抵減 15,888 12,474 4,174

其他：投資補助、研發補助及其他補助、補貼、獎勵、權利金豁免期、
來自於出口信貸機構 (ECAs) 的財務援助、財務獎勵

0 0 　0

政府在股權結構中與其所占比例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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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治理架構

儒鴻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公開在儒鴻官方網站，以強化公司誠信經營及公司治理成效，
此外，本公司除定期於官網揭露財報、年報資訊外，也指派專人將企業即時訊息揭露於官網，以回應股東及利害關係人需求。
儒鴻於治理上，除董事會外，也設有功能性委員會協助企業營運，其中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以監督公司治理並評估公司經營績效為主；
今年年中亦針對環保及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事務新設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以落實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之理念 ( 詳見章節 1.2 永續策略 )。

另外為有效管理企業內部系統運作，於董事會下設有內部稽核室，由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進行指揮督導。

董事會組成與運作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皆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進行遴選，為強化董事會之獨立性與多元性，董事會成員依公司營運需求，由不同背景之專業人員組成，
專精領域包括商務、財務、會計與紡織領域等。董事會運作符合「董事會議事辦法」規定，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每三年進行一次董事遴選，
上次選任日期為 2015 年 6 月，另如遇有重大事項屬董事會決議之職權時，也會另行召開董事會討論及決議，董事成員及相關學經歷可參考儒鴻 2017 年年報。

董事會
董事長

財務
會計部

成衣
事業部

織布
事業部

職安衛
管理處

轉投資
事業處行政部 資訊室

企業社會責任
推行委員會

股東大會

董事長室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內部稽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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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於 2017 年董事會決議訂定「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
相關辦法內容已揭露於企業網站上。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 2015 年成立審計委員會，作為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環節，負責監督公司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
法令及規則遵循及公司風險之管控等。審計委員會委員共 3 人，由 3 位獨立董事擔任，每季至少召開一次常會，
並透過內部稽核室之稽核人員協助進行風險管理控制及程序監督與執行成果追蹤。

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及每位委員的出席率，請參考本公司各年度年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任命，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章程」每年至少召開二次常會，並以不少於 3 人為限，現由 2 位獨立董事及 1 位外部委員擔任，
負責協助董事會進行綜合考量，研訂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與相關措施，並定期評估。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止，
業已完成審查 2017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建議案以及經理人調薪案，並將相關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決議通過。

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及每位委員的出席率，請參考本公司各年度年報。

內部稽核室

內部稽核室為獨立單位直接隸屬於董事會，受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的指揮督導，辦理稽核作業，配有專任稽核人員，主管及所屬稽核人員共計 3 人，
工作包含依據環境的變化及先前的查核結果進行風險評估，據以規劃次年的稽核重點，擬訂年度查核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稽核之發現與建議於報告呈核後，於完成次月底前交付各審計委員查閱。稽核主管列席董事會，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

風險鑑別與控管流程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於每季會議與獨立董事
進行溝通會議

內稽主管列席董事會，
報告監督成果、

公司內控運作情形與風險

獨立董事 董事會成員內部稽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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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誠信經營理念

誠信經營為儒鴻的根本，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秉持誠信原則，訂定「公司章程」及「防範內線交易暨內部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執行，並公開於企業官網，
透過管理規範、薪酬制度、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辦法 ( 含管理政策、授權制度及職能分工等措施 ) 的配合，輔以內部稽核作業之實施及相關懲戒規定，
使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員工能確實遵守相關規定，此外，儒鴻也提供正當檢舉管道與申訴制度，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
並建立公司重大資訊處理及相關揭露或保密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漏，確保公司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

儒鴻要求新進員工依「員工管理規則」第五條，簽署誠信行為「保證書」及「保密承諾書」，確保員工了解公司反貪腐理念與政策，並同時於儒鴻各工廠，
張貼各種不同語言之宣導海報，說明相關議題；此外，儒鴻於 2017 年也針對「員工執行業務守則」進行改版更新，更清楚的說明誠信、平等、利益衝突、反貪腐、
內線交易、保密與智慧財產等不同面向之考量，讓同仁充分了解公司經營理念及相關行為規範，並製成中文與越文對照版本，
規劃自 2018 年起逐漸推廣至越南地區之台籍幹部與當地同仁；另外，為加強宣導誠信經營理念，儒鴻已著手進行教育訓練規劃，
預計於 2018 年 3 月對全體員工進行完整的誠信經營教育宣導課程，而往後教育訓練的執行頻率與內容，將視該次執行情形進行調整。

儒鴻以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為基礎，要求與客戶往來之各項商業活動皆應避免與具不誠信紀錄者進行交易，亦要求供應商於合作前簽署「反貪污政策聲明書」，
以確保誠信行為，並自 2017 年起，針對委外加工供應商合約進行全面更新，新增簽署「供應商行為準則」，除更詳細說明反貪腐之約定外，
並同步要求供應商在勞工權利、安全衛生與環境等三大議題上給予承諾，以符合當地法律規定為誠信經營的最低標準，而未來將逐步擴大簽署反貪污政策聲明書的涵蓋範圍，
預計在 2019 年底完成所有委外加工供應商的簽署，以防範不誠信經營之營運風險，此外，也藉此機會展現本公司對誠信治理的重視。2017 年度並無發生已確認的貪腐事件。

1.2 永續策略

1.2.1 永續治理機制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達成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於 2017 年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依守則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及「永續環境發展」、「人力資源」、「公司治理」、「產品與服務」及「社會參與」等五個小組，並依設置辦法進行各組權責分工，
管理本公司整體營運對經濟、環境及社會影響，以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實踐儒鴻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由董事會推舉主任委員與各小組召集人，主任委員由 3 位董事擔任，包含 2 位獨立董事及公司執行副總，另指派董事長室擔任事務單位，
秉承主任委員指示，執行會議召集、議程安排、資料整理等事務，並定期追蹤列管事項將相關進度回報給董事會。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執掌包含識別永續發展議題、
建議永續發展相關議題與執行永續行動計畫，委員會視需求召開每半年或不定期之會議，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執行成果與下一年度的工作計劃，確保企業社會責任守
則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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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

主任委員

事務單位 : 董事長室事務單位 : 董事長室

永續環境發展

◆ 水資源管理
◆ 廢棄物管理
◆ 能源管理
◆ 溫室氣體管理
◆ 空汙防治管理
◆ 環境保護

人力資源

◆ 人資政策
◆ 職涯發展
◆ 員工關懷
◆ 勞安管理
◆ 勞工權益

社會參與

◆ 儒鴻教育基金會
◆ 產學活動
◆ 地方關懷
◆ 公益活動

產品及服務

◆ 客戶服務
◆ 供應商管理
◆ 研發創新

公司治理

◆ 風險控管

◆ 法規遵循
    -內控程序
    -公司資訊揭露
◆ 投資人關係

◆ 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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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永續經營為所有企業面臨的課題，儒鴻雖透過不斷創新、研發新布料與衣服作為企業發展之利基，引領企業、產業及整體社會朝永續邁進，然企業若要達到永續經營，

則需重視不同面向之經營風險與機會，目前本公司鑑別出六大永續經營之風險與機會，並加以回應，以協助儒鴻公司朝企業永續經營再跨前一步。

主要管理做法

分散風險、強化管理

客戶風險

健全管理架構、優先布局

財務風險 供應風險 人才風險 環境風險 勞動風險客戶風險

◆ 客戶單家營收
   佔比不可超過
   總營收 10%，
   分散營收風險
◆ 多角化經營策
   略，分散經營
   風險
◆ 不放帳，避免
   信用風險

目標於未來三年強化管理，穩健營運

◆ 交付財物管理
    公司控管
◆ 強化貨幣 /
   匯率風險控管
◆ 強化客戶溝通
   透明度，掌握
   採購政策變動

◆ 要求供應商產
   量、品質與研
   發潛能
◆ 與供應商共同
   研發
◆ 採取分散採購
   策略

◆ 完善的員工基  
   礎培訓
◆ 推行建教合作  
   提升招募資源
◆ 強化升遷制度
   與管理階層培   
   訓
◆ 持續追蹤流動
   率與員工滿意
   度，進行制度
   調整

◆ 設定環境衝擊
   管理目標
◆ 調整符合客戶
   環境相關要求
◆ 自主導入
    ISO 50001
◆ 追蹤地方環境
   政策走向

◆ 持續強化勞工
   安全教育宣導
   、落實與稽核
◆ 投資機械設備
   ，維持基層作
    業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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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預警原則

客戶風險：透過定期的客戶拜訪、產品的提供與市場訊息的分享，了解客戶發展的方向以規劃產業發展、產能運用，因應市場之變化、人力及資源之分配，
                    另外透過檢視客戶單家營收，確保儒鴻不過度依賴單一客戶，減少受客戶影響所產生的營運風險。

財務風險預警：鑑別出之財務風險包含利率風險及匯率風險，可透過評估銀行借款利率，積極與銀行協商以取得較優惠之融資利率，降低利率風險；
                            隨時追蹤美金市場匯率變動之狀況，適時運用預售遠期外匯進行避險，以降低匯率波動造成之損失。

供應商風險：透過分散採購、建立原料協同開發模式，提升產品供應之量能與質能，提高供應商價值，也提供供應商技術輔導，強化供應鏈能力，降低供應商可能產生的風險。

人才風險：透過順暢的溝通管道，掌握員工需求，即時回應與調整，以降低人才流失率。台灣廠區提供內外部申訴管道，以及主管員工溝通會議以掌握員工訴求；
                    越南廠區則藉由設立工團，訂立罷工處理協商機制，參與定期與工團會議，了解員工需求。 

環境風險：透過定期能源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及溫室氣體盤查的驗證機制，達到企業體檢以及環境相關風險預警之目的。 

勞動風險：透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處，進行勞動風險查檢，另透過定期消防演練、教育宣導及企業稽核與落實達到風險預警，
                    除此之外，也建立通報及急救機制、為員工申請意外保險、火險以降低可能造成的影響。

風險管理
儒鴻公司由董事會全權負責監督本公司之風險管理架構，並建置風險管理政策以辨認及分析本公司所面臨之風險，透過設定適當風險限額，監督控管風險限額之遵循。
本公司會定期覆核風險管理政策及系統以反映市場情況及本公司運作之變化。也另透過訓練、管理準則及作業程序，以發展有紀律且具建設性之控制環境，
使所有員工了解其角色及義務。
審計委員會監督管理階層於監控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之遵循，及覆核本公司對於所面臨風險之相關風險管理架構之適當性。
而內部稽核人員也會協助審計委員會扮演監督角色，進行定期及例外覆核風險管理控制及程序，將覆核結果報告予審計委員會。

重大事件處理
公司如發生重大事件時，首先依據「風險管理辦法」程序判斷風險之重大性，且符合「核決權限管理辦法」董事會之職權，
即透過「董事會議事辦法」規定程序召開臨時董事會，處理重大性風險事宜。必要時配合 ｢ 防範內線交易暨重大訊息處理程序 ｣ 相關人員簽訂保密合約。

召開臨時董事會事件發生

「風險管理辦法」
判斷重大性

「核決權限管理辦法」
屬董事會之職權

「董事會議事辦法」
召開臨時董事會

「防範內線交易暨
     重大訊息處理程序」

重大事件
相關人員

簽訂保密合約
符合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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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年度，本公司共召開 7 場董事會，主要討論議題包含因應人才風險的員工酬勞與獎金分發及晉升；因應財務風險如融資額度、背書保證及相關投資案；

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的成立及相關政策與辦法的擬訂案等，2017 年經判定並無影響企業經營之重大事件發生。

1.2.3 企業永續策略

儒鴻公司本著持續創新，用心經營之精神，善用自身優勢，發展出垂直整合的產業，用織線一針針織起永續的產業藍圖，提升生活品質。

在過去多年耕耘下，儒鴻已鑑別出企業四大永續發展策略，未來將藉由掌握自身在市場上的利基點，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逐步擴大屬於自己的紡織版圖。

策略方向 利基與行動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價值鏈的創造者

利基

•OEM、ODM 與產品查驗的垂直整合優勢
•創新思維與技術，引領產業趨勢
•平等、公開的供應商採購原則
•產學合作，支持原料端創新研發

         

     

     

行動

•持續掌握生產效率、產量與研發能力，
    達產業價值最大化
•增加國際佈局提升成本效益

產業人才的育成者

利基

•透過建教合作，提升招募資源及人力銜接落差

    
行動

•強化選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面管理架構
•強化管理階層培訓與建立明確升遷制度

掌握產業發展趨勢與利基，
提供優良工作機會，推動經濟成展

透過創新技術，運用可再生與回收物料，
推動永續產品

上下游夥伴合作，
推動產業永續轉型

提供男女平等的工作機會，
推動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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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提升再生能源使用

環境與能源管理系統的導入，因應氣候變遷威脅

建置廢水處理系統，
降低使用量並保護水資源及水中生態

提供員工友善工作環境與相關照顧

提供清寒獎助學金協助取得更好的教育機會

環境資源的守護者

利基

•設有環境相關管理方針與目標
•自主性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要求供應商提供自主聲明書

行動

•持續推動再生能源使用
•增設雨水回收系統與廢水處理及回收系統
•發展可分解原料與產品生命週期計算系統
•成衣廠與 NIKE 合作建設綠色工廠，領導產業趨勢

企業責任的實踐者

利基

•因應需求提供員工平等照護
•履行工廠周邊社區回饋
•行之有年的清寒獎學金

行動

•強化推動內部 CSR 追蹤與管理機制
（企業社會責任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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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價值鏈的創造者

秉持對研發創新的堅持，儒鴻持續引進新型原料與設備以發展新製程及產品；透過垂直整合的競爭優勢，提供客戶從織布到成衣一站式購足的服務，
全面提升生產效率、達成規模性產量並領導創新思維及能力。我們與供應商及客戶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不僅支持原料端之研發，亦嚴格要求自身及代工廠、
承包商符合地方法規與品牌規範，共同發展具備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創造產業價值。

    2.1 產品創新與生產

               儒鴻以「根留台灣，全球製造」為經營策略，將設計研發、高階生產技術中心設於台灣，同時於全球設置生產基地、佈局與當地優良工廠之策略性聯盟，
               有效提升產能、降低成本、縮短交期。透過對新型技術的掌握以及完善的品管制度，建立從 OEM 至高附加價值 ODM 的差異化能力，
               形成儒鴻與鄰近國家代工市場其低廉勞動成本抗衡的關鍵競爭力。

            2.1.1 創新與研發優勢

                          儒鴻期許每五年在技術與設計創新面向達成策略性突破。1993 年於台灣總部成立「研究發展中心」，隸屬企劃研發部門，除掌握市場流行趨勢，
                          亦聚焦智慧、環保、機能為核心研發理念，專責開發新型布種、織布技術、染整及後加工處理技術。企劃研發部門每年亦定期針對研發團隊規劃教育訓練、
                          研討會以及合作開發專案，確保對全球領先紡織議題、趨勢與技術的掌握，強化產業競爭優勢。

投入研發費用 佔營業收入比率
2015 $140,032 0.55%
2016 $151,902 0.60%
2017 $167,348 0.69%

專利申請件數 專利獲准件數
25 19

智慧科技

儒鴻創新
研發利基

環保永續 高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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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團隊教育訓練

為持續提供領先業界的產品與技術，研發團隊每年皆會針對機能性紡織、環保製程、科技技術等領域辦理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介紹全球永續發展議題、產業趨勢及規範，將永續理念融入企業技術研發與策略性發展利基。2017 年共計完成 48 場永續創新相關的內、外訓課程，參與人次達 922 人。

2017 年永續相關訓練課程

2017 年創新與研發訓練績效

2017 智慧型紡織品發展趨勢
通過創新推動可持續紡織業
永續發展之路：無氟無水高性能紡織品處理技術
生質染助劑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2017 年其它重點訓練課程

面對產業遷移的巨大挑戰，服裝供應鏈如何提高其成本、速度和生產力的競爭力？
創新推動可持續紡織業
- 解決高品質聚酯織物濕牢度困擾
- 解決高品質尼龍織物色牢度困擾
紡織大數據分析應用實例
美麗諾羊毛 – 功能性纖維與創新產品
功能性紗線及機能性助劑介紹

內部訓練課程

內部訓練課程

內部訓練課程

累計場次

累計課程時數

累計參與人次

外部訓練課程

外部訓練課程

外部訓練課程

21

840
82

27

31.5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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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策略聯盟與合作

除內部技術研發投入，儒鴻亦積極與外部研究單位發展合作專案、主動建立策略性聯盟，結合各方核心技術、專業知識與科技資源，共同研發開創性紡織品及製程技術。

整合社會的創新能量，維持紡織產品的差異化及多樣性，將自身價值最大化、為促進整體紡織產業之進步貢獻一己之力。

創新研發產品與實績

伴隨專業研發團隊、創新合作夥伴以及垂直整合技術帶來的協作優勢，儒鴻強力的研發能量深獲品牌客戶與國際獎項的肯定。
運用核心業務能力，持續在智慧科技、環保永續、高機能性三大領域提供高品質的布料及設計，全方位滿足客戶與消費者對運動型衣著的需求。
另一方面，為擴展儒鴻對機能性紡織與服飾之流行趨勢的影響力，儒鴻積極參與國內外展覽以及經濟部委託各專業機構所舉辦的計畫和活動，爭取最大程度的產品曝光。
在促進自身產品競爭力的同時，向國際推廣台灣紡織技術與成衣設計。例舉 2017 年儒鴻所參與具代表性的國際型展覽如下，

其中，儒鴻生物可分解聚酯布種亦於 ISPO Textrends 獲得「Best Product 最佳產品獎」前 10 名的肯定。

執行中合作開發專案及策略夥伴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機能性纖維開發專案
紡織品檢測技術專案
動態感知偵測紡織品技術專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色環保製程技術開發專案
人體穿戴用動態感知偵測紡織品技術專案
運動機能與居家保健服裝產品之開發技術專案
製程資料數據分析專案

國立師範大學 運動機能服裝開發與功能專案
林口長庚醫院 智慧醫療紡織品開發專案

儒鴻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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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台北紡織展（Taipei Innovative Textile Application Show, TTIAS）

  儒鴻於 2017 年推出 ”Intentional knit”概念，以回歸人本的設計理念為主軸，
  透過卓越的技術與知識支援，提升產品舒適性，創造使用者進行各類運動時的美好體驗。

  我們的彈性機能型產品強調符合 Ath-leisure 和 Me time 的生活主張，
  以因應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的使用需求。於 2017 年紡織與運動用品展覽，
  推出 3 大產品主題。儒鴻對綠色環保素材的重視與使用亦獲得青睞，
  榮獲 ISPO TEXTREND TOP 10 殊榮。

  Relax：提供良好手感和舒適科技產品，使消費者能夠真正感到放鬆
  Connect：高機能織物防風、防水等多功能性質，因應戶外休閒運動
  Play：Jacq Delights 緹花萬花筒設計，兼具視覺美感與功能多樣性

2017 美國戶外運動用品展（Outdoor Retailer Market Show）

2017 ISPO 冬季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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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面對鄰近各國的低價生產競爭，儒鴻除透過創新研發發展利基產品，亦在海內外建立垂直整合生產基地，提供客戶從布到成衣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服務。
以台灣總部作為全球運籌管理中心，透過全球生產與銷售據點，高效掌握加工製程、產品品質與交貨日期，有效貼近地方市場，

建立對上游管理及對下游客戶需求快速反應的能力，形成產業競爭優勢。

儒鴻垂直整合供應鏈管理

節省外包成本

In-house 檢驗中心把關
產品品質、節省外包成本

塑化原料 纖維製造 終端市場上游 織布 染整中游 成衣 下游

織物品檢與測試

儒 鴻 垂 直 整 合 供 應 鏈

儒鴻一次性購足服務客戶多元需求

台灣管理總部 全球生產與銷售產品製程掌握
全球 / 在地生產分配，

節省物流成本、縮短交期

代理布料 / 成衣銷售業務

產品推廣與地方客戶服務

依據交付訂單完成生產

客製化設計/打版/打樣

新型布種與技術研發

全球訂單與庫存管理

共同研發、客製化
設計服務，滿足產品技術
需求，提供特色產品並

產品品質管理

產品創新與特色 研究發展中心

全球運籌管理中心

快速打樣中心

紡織品檢驗中心

地方代理商

業務據點

生產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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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垂直整合的生產模式與各營運單位的平行協作系統，儒鴻具備較彈性的製程改善空間，以及規模性生產能力，用以因應國際紡織市場少量多樣、交期壓縮的需求。
一次購足的服務模式協助自身與客戶大幅降低重工、產品進出口、委外設計與檢驗的時間和成本，為供應商與品牌客戶創造最大價值。
另一方面，為提升布廠產能並深化布料染整的產品及價格競爭力，儒鴻董事會於 2017 年 8 月正式通過數位印花布料廠投資案，以支持地方就業和技術為宗旨，
新工廠斥資新台幣 10 億元設立於台灣苗栗，預計於 2018 年第三季前可正式投產。期透過投資新製程技術，推動布料乃至成衣的接單價成長。
董事會亦於 2018 年初通過投入 1,100 萬美元，擴建越南第三期布廠，主要生產如混紡布及電腦提花布等高價位、布面處理複雜度高的布料，

預計於 2018 年第四季完工投產，月產能可達 25 萬公斤。

產品品質與行銷標示

儒鴻的紡織品與布料，在產品出貨前皆規定由第三方檢驗單位確保產品的原料品質、安全性和永續性，以符合品牌以及銷售區域之法規規範，再交由本公司進行製作生產。
產品銷售標示的設計亦由客戶指定，依據檢驗結果完成標示，保障消費者取得產品資訊的權利。
唯因儒鴻設有內部檢驗中心，針對部分品牌客戶認證許可，儒鴻可自行就紡織品、布料之特定檢測類別與項目進行檢驗，並將檢驗取得之數據直接提供給品牌客戶審視，

確保產品均符合客戶指定之要求，在交貨前無須特別交由第三方檢驗單位驗證，減少檢驗等待時間。

品牌認證許可

Nike Columbia
Lululemon JCPenny
Nordstrom Kohl’s

Under Armour Land’s End

Walmart Tory B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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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測試類別與項目

[ 耐久性 Durability]
縮率 Dimensional Stability
歪斜 Spirality
洗後外觀 Appearance after Wash

[ 色牢度 Colorfastness]

水洗牢度 Accelerated Laundering 
耐水牢度 Water, 耐汗牢度 Perspiration, 耐海水牢度 Sea Water
摩擦牢度 Crocking,
耐熱壓牢度 / 昇華牢度 Hot Pressing
倉儲移染 Dye Transfer in storage
酚黃 Phenolic Yellowing 
耐氯漂 & 耐非氯漂 Chlorine & Non-chlorine bleach
日光牢度 Light,  汗液日光牢度 Perspiration Light

[ 物性 Physical]

幅寬 Fabric Width, 布重 Fabric Weight
破裂強度 Bursting Strength
彈性測試 Stretch & Recovery
耐磨 Abrasion
起毬 Pilling, 鉤紗 Snagging

[ 功能性 Performance]
吸水性 Absorbency, 爬升高度 Wicking, 
水分管理 Moisture Management, 透氣 Air Permeability

[ 非物性 Non-Physical] 酸鹼值 PH Value

為確保所有製程產品符合一致的品質標準，儒鴻於各布廠皆訂有品質管制流程，以及「品管驗布員作業標準」供所有布廠人員依其作業內容以玆遵循。
憑藉累積多年的製造經驗及對品質的堅持，儒鴻為亞太地區第一家榮獲杜邦公司頒授「Q Mark」品質認證的公司，包括各大品牌客戶的品質肯定。
旗下產品亦獲得多項國際產品安全與環保認證，並定期更新確保產品持續符合規範。
經由對製程與產品品質的完善管理，2017 年並未發生違反產品健康與安全、行銷標示相關法規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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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布廠品質管制流程

織布成品檢驗後染成品檢驗前染成品檢驗

染整作業 - 前染 染整作業 - 後染 織布作業

製程檢驗製程檢驗胚紗檢驗 對色檢驗 產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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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認證

GRS Blu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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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肯定與獎項

客戶申訴回應流程

品牌客戶 獲頒獎項 獎項說明

FILA 2017 金牌供應商 (Gold Supplier 2017) 優良供應商

UNDER AMOUR 2017 頂級供應商 (Under Armour Supplier Summit Apparel Vendor) 優良供應商

LENZING 2017 蘭精創新獎 (Lenzing Innovation Awards 2017) 布料研發創新獎

2.1.3 客戶關係維護

儒鴻作為紡織與成衣業的頂尖供應商，品牌客戶遍及全球各地。以成為客戶的最佳合作夥伴為目標，我們不定期透過信件往來、業務拜訪以及供應商會議等形式，
建立流暢的溝通管道與完善的服務，即時因應客戶需求，並且依據客戶回饋進行追蹤改善，致力維護與客戶之間的正向關係及滿意度。
為確保客戶的意見能有效傳達、得到即時回應與處理，儒鴻於「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明確要求針對本公司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的申訴程序，
將客戶反饋視為協助我們持續精進改善的機會，確保所有問題獲得最妥適的處理，保障客戶權益。

2.2 推動責任供應鏈

為促進紡織與成衣產業的蓬勃發展，使社會大眾能長久受益於我們的產品。儒鴻將供應商視為共創價值的重要夥伴，攜手品牌客戶，
希望能充分影響供應鏈履行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進而降低對環境資源的消耗與衝擊，提升對整體經濟、社會、環境創造價值的能力。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儒鴻企業專精於彈性針織布料及機能性服飾之供應和製造服務，主要代工廠和供應商的生產據點分布於台灣、中國、越南、柬埔寨與賴索托。
         其中，用於針織布生產的主要原料為長纖紗、短纖紗及彈性纖維，其他非主原料的採購包括機器設備、工程 / 服務發包、貨運物流與廢棄物處理等類型。
         2017 年儒鴻織布事業採購支出共計約新台幣 69 億元  ，新進供應商計有 4 家，持續與來自全球的 531 間等供應商維持良好合作關係；
       「儒鴻供應商管理辦法」亦規範每年實施事前訪查、事後評鑑管理制度，確保供貨數量與品質的穩定性。

處理流程 業務單位接收客戶申訴→ 釐清權責與處置→ 重大問題呈報→ 問題分析與改善措施→ 改善追蹤與資料管理→

儒鴻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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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儒鴻布廠主要採購類型與支出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供應商管理政策

儒鴻致力確保與供應商之間的健全合作關係，要求所有供應商皆須遵循地方環境保育、勞動條件與人權相關法規，以及儒鴻誠信經營守則，
並提供設立登記、廢水、空污排放相關許可證明。於簽訂委託加工契約時，除針對供應商的商業信用、品質與設備產能進行評估，
亦要求簽署「無使用有毒物質加工聲明書」，保障儒鴻對原物料安全性的承諾。
為進一步落實供應鏈的永續性、以行動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儒鴻於 2017 年正式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明定供應商契約內容須包含履行環境與社會責任之聲明，並且將供應商對整體環境、社會造成之衝擊納入評估，避免發生違背企業社會責任的情事。
儒鴻已於 2017 年完成供應商合約改版並陸續更新供應商合約，預計將於 2019 年完成所有委外加工供應商更新合約之簽署。
另一方面，為確保廢棄物處理廠商的合規性，儒鴻針對台灣各生產廠區之廢棄物協力廠商訂定「廢棄物協力廠商任用管理辦法」，

適用廠商類型包括清除業者、處理業者、再利用業者和回收處理業者。必要時依據廢棄物清除處理標準、方法、義務與責任等議題進行審查。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為降低供應風險、確保產品品質，儒鴻原物料採購堅持以分散市場的多角化策略進行，健全整體採購結構；並且採用接單後計畫性生產模式，
透過事前評估需求進行採購，降低原物料的浪費，同時因應國際原物料波動風險。
另一方面，儒鴻針對採購實務設有三大管理策略，全面降低採購成本、因應潛在風險。首先，於大宗紗線採購，透過規格設定進行比價與採購分配，
並輔以預購與原物料交互使用，以因應突發情形，有效管控交期；其次，實施源頭管理，務求混纖紗線供應商針對批號更異，優先提供襪帶染色核對，
降低花紋差異，有利於生產預警，將異常發生源阻絕於程序前端；最後，為確保異常發生時能即時溯源追查與改善，針對延續性訂單用紗，以回溯既有供應商為原則，
減低紗源變換衍生異常之機率。

儒鴻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供應商家數 採購支出

原物料 124  $ 4,074 

服務型外包 164  $ 2,344 

設備 35  $ 137 

燃料 5 $ 126

貨運物流 62  $ 90 

產品測試 11  $ 33 

報關行 / 保險 3 $ 27

廢棄物處理 4  $ 22 

工程 8  $ 4 

其他營運雜項支出 115 $ 71

總計 531 $ 6,929

    僅涵蓋布廠採購數據，不含成衣廠。

    主要原料為長纖紗、短纖紗及彈性纖維。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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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區

當地採購

儒鴻生產基地遍布全球，為有效促進當地產業與社會發展、創造儒鴻進駐之價值，我們致力推動在地化採購和生產（Local to Local），亦使其利於產品運送，
降低從原料到最終產品的碳足跡。2017 年台灣地區在地採購金額佔比為 94.6%，過去三年在地採購量都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上；

越南地區在地採購比例雖較台灣廠區低，然在近年努力下，現今在地採購占比已將近 7 成，未來，將持續透過在地採購落實對地方廠商的扶持。

使用可再生物料

儒鴻致力於環境資源的保護，以「持續創新及開發功能與流行兼備、永續性的布料及成衣，以提升生活的品質」為願景，透過與客戶及供應商三方共同開發與合作，
推動可再生原物料使用，透過持續創新研發，推動原物料轉型，如在 2017 年與供應商合作推出的膠原蛋白尼龍紗，藉由生物紗取代塑化原料，減輕產業石化原料使用量。

ZIS®COLLAGEN 膠原蛋白尼龍紗

儒鴻今 (2017) 年與集盛企業合作，將其新推出的膠原蛋白尼龍紗，開發成布料及成衣。膠原蛋白尼龍紗由膠原蛋白尼龍纖維加上尼龍組成，
透過使用魚麟製成之膠原蛋白物料與尼龍完成改質聚合，開發出膠原蛋白尼龍粒，可以承受高溫高速抽絲製程，兼具絲滑及機能性，除使用生質材料外，
也因廢棄物的使用，實現循環經濟生產模式。
膠原蛋白尼龍的上色能力與染色效果較常規尼龍纖維更佳，膠原蛋白纖維染料殘留較少，可提升纖維的色牢度，達到減廢效果，此外，膠原蛋白尼龍纖維吸濕回潮率較高，
有利於平衡皮膚產生的濕氣，達到保濕親膚的效果。

3 越南廠區 4

  台灣廠區主要採購類型：紗線

  越南廠區主要採購類型：紗線、染助劑；由於儒鴻多與品牌配合特色產品，但越南目前資源仍較不足，故尚無法 100% 為在地原料。

3

4

2015 年 2015 年2016 年 2016 年2017 年 2017 年

在地採購

海外採購

55%94.6%98.5%97.5%

2.5% 1.5% 5.4%

64% 69%

31%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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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物料使用

儒鴻從本業出發積極推動回收物料的使用，讓已使用過的物料能持續發揮價值，降低最終廢棄物產量，在主要原物料使用上積極推動客戶採用環保回收紗，

回收紗線的使用量占所有紗線使用率的 3~4%；此外在包裝物料使用上，盡可能的使用回收再生膠管取代新膠管，回收再生膠管的使用已超過 4 成。

產品及其包材回收

儒鴻除透過再生物料以及回收物料的使用減輕企業對環境影響衝擊外，也持續透過回收運送原物料的紙箱，使用在產品包裝上；

此外，儒鴻也善用其垂直整合的優勢推動包材的回收與再利用，藉由廠際間包材如紙箱、紙管與膠管等的回收與循環使用，降低資源的消耗，同時減少企業廢棄物的產生。

單位：公斤

單位：公斤

主要原物料 2015 2016 2017

總紗  20,427,233  17,276,400  14,731,132 

回收紗  618,158  715,185  528,360 

主要包材 2015 2016 2017

總膠管  260,119.53  192,137.91  196,941.32 

回收膠管  78,175.34  77,907.93  84,352.97 

原料 產品

43



3. 產業人才的育成者

以「聚焦育才，關心員工」為人才經營理念，儒鴻透過完善的基礎培訓與發展制度，以及優於法令的福利措施，全面強化人才的育、攬、用、留管理架構；
亦全力推動建教合作、整合業界與學界資源，共同提升地方產業人才競爭力。於內遵循《國際人權法典》、《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社會責任標準與地方法律規範，
訂定儒鴻人權政策與管理機制，保障員工基本勞動條件及權利。

     3.1 人力結構組成

       除台灣總部外，儒鴻於台灣及越南皆設有布廠，2017 年兩地員工總數共計達 2,650 人，台灣與越南地區 100% 皆為正式員工，未使用任何兼職員工；
       其中，台灣地區當地聘用比例為 78.5%、越南地區則達 95.2%，主要由台灣籍員工擔任管理階層。

       兩地皆以女性員工佔多數，女性同仁占台灣地區員工總數的 59.4%；越南地區亦達 46.5%。

營運地區人力分佈 單位 : 人

　 2015 2016 2017

台灣地區
男 619 42.3% 732 43.2% 730 40.6%
女 846 57.7% 962 56.8% 1067 59.4%

合計 1465 100.0% 1694 100.0% 1797 100.0%

越南地區
男 341 48.7% 327 51.3% 456 53.5%
女 359 51.3% 310 48.7% 397 46.5%

合計 700 100.0% 637 100.0% 853 100.0%
總人數 2,165 2,331 2,650

當地聘用比例   - 台灣地區 單位 : 人

　 2015 2016 2017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高階管理層級 23 0 22 0 21 0
管理層級 236 0 238 0 228 0

非管理層級 874 332 1105 329 1162 386
占比 77.3% 22.7% 80.6% 19.4% 78.5% 21.5%

5

6

   儒鴻布廠於台灣與越南地區聘用之工作者皆係簽訂不定期合約的全職員工。

   高階管理層級：公司協理級（含）以上職稱之主管
   管理層級：公司課級 ( 含 ) 以上職稱之主管或副領班（含）級以上員工，不含高階管理層級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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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外籍勞工來台工作條件、避免移工與仲介間的不平等關係，儒鴻於 2017 年起響應品牌客戶 Patagonia 與 Lululemon 之「移工無需自行負擔費用」（No fees）
三年期行動方案，配合詳細的工作計畫、定期向品牌商更新推動成果，以求在 2020 年前協助儒鴻在台移工逐步消除高額仲介費負擔。同時，以加速台灣移工權益相關法
規的推動為目標，持續與我國政府維持雙向溝通、共同研擬移工仲介費的替代措施。

單位 : 人

單位 : 人

單位 : 人

當地聘用比例   - 越南地區

員工多元背景分佈 

員工教育背景分佈

員工組成結構一覽

   高階管理層級：部門主管

   管理層級：副領班、副領組（含）級以上員工，不含高階管理層級
   表中為實際進用人數，如係依據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5 項，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
   三年度均有 4 人屬重度身心障礙人士，則計為 16 人。

　 2015 2016 2017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當地員工 外籍員工

高階管理層級 1 23 1 19 1 23
管理層級 144 7 117 7 123 7

非管理層級 514 11 483 10 688 11
占比 94.1％ 5.9％ 94.3％ 5.7％ 95.2％ 4.8％

　
2015 2016 2017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原住民 0 0 0 0 0 0

身心障礙人士 2 10 2 10 2 10

2015 2016 2017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高中職及以下 197 984 184 1097 186 1294
大學／專科 214 683 199 753 196 873

碩士 20 64 19 76 19 79
博士 3 0 2 1 2 1
合計 434 1731 404 1927 403 2247

7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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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30 歲（含）以下 107 986 68 1114 65 1374

31-49 歲 265 613 266 669 264 713
50 歲（含）以上 62 132 70 144 74 160

合計 434 1731 404 1927 403 2247

員工年齡分布

職級性別分布

2015 2016 2017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管理層級 非管理層級

女 195 1010 181 1091 175 1289
男 239 721 223 836 228 958

合計 434 1731 404 1927 403 2247

單位 : 人

單位 : 人

人才招募管理

儒鴻以「才德兼備」與「適才適所」為原則訂定《人才招募政策》；對不同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國籍或政治立場皆平等對待，
透過公平、公開的甄選程序進行聘用，促進人才庫的多元性、專業度與創造力。勞資合約以及公司員工手冊亦明訂員工應得的法定權利，確保同仁工作權益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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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分布

離職員工分布

3.2 致力員工關懷

儒鴻致力提供員工優良的工作條件與環境，使同仁擁有熱忱、創新及負責任的工作態度，與公司共同成長；對工廠員工亦給予最好的技能訓練及生活福利，
盡可能確保員工無後顧之憂。為保障所有員工皆受到尊重、公平的對待，儒鴻於 2017 年正式訂定《儒鴻人權政策》，完善企業的人權管理標準。

2015 2016 201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0 歲（含）以下
台灣 101 153 113 157 70 194
越南 104 86 70 64 194 109

31-49 歲
台灣 32 37 44 30 35 65
越南 12 21 11 9 23 18

50 歲（含）以上
台灣 2 2 3 5 6 4
越南 1 0 0 1 1 0

合計 252 299 241 266 329 390

2015 2016 201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0 歲（含）以下
台灣 66 83 51 107 54 89
越南 89 78 72 76 87 45

31-49 歲
台灣 28 27 34 38 35 62
越南 18 18 24 38 20 10

50 歲（含）以上
台灣 13 15 9 9 14 10
越南 1 2 1 9 2 1

合計 215 223 191 277 21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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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透過優於地方法令、具競爭力的薪酬與福利方案，激勵員工的工作熱忱。以提供員工最貼心的照護為目標，儒鴻特建立「整體薪資福利架構」，
期能持續滿足同仁對企業的期待、維護員工向心力。

儒鴻整體薪資福利架構

交通車、用餐補助、
外地員工宿舍、訓練補助

福利項目

底薪 / 年度12個月 /
伙食津貼 / 退休金提撥

固定薪資組成

現金分紅 / 全勤獎金 /
各類獎金

變動薪資
工作與生活平衡

彈性上班 / 每週一日提早
下班 / 健身房 / 瑜珈教室 / 
圖書室 / 公司旅遊活動 /

 部門聚餐

優於法規的薪酬制度
有鑑於平等、完善的薪酬制度為人才留任的基礎，儒鴻各職務起薪皆以同工同酬為原則，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台灣與越南地區的男女薪資比例為 1:1；
基層人員起薪水準皆高於地方法定標準，台灣地區與越南地區分別高於當地基本薪資超過 30% 及 14%。公司每年亦會依據營運績效與獲利狀況提撥現金紅利，
回饋員工對公司的貢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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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育嬰假統計  

最貼心的福利措施

儒鴻針對正式員工訂有退休辦法，依循《勞動基準法》之規範，依據員工服務年資及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由本公司承擔給付退休金；
於 2005 年起配合新制《勞工退休金條列》，除新制施行後到職員工，原員工亦得選擇採用新制並保留舊制時期工作年資，
由本公司按月工資 6% 定期提撥退休金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越南地區退休金係由公司定期提撥員工底薪的 14%、員工提撥底薪的 8% 到退休及死亡基金，
作為符合退休資格之員工其費用請領來源。

為維護員工的身心健康，儒鴻於內設有福利委員會，負責推廣完善的福利計畫及措施，致力使同仁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除了健康、勞動、職災相關保險、育嬰假及退休金等法定基本福利項目，儒鴻亦針對員工的食、心、住、行提供多元的措施；針對女性員工亦提供完善的孕期、育兒福利制度，
如哺乳室、額外哺乳休息時間、不減薪改調等，保障其平等工作權利，攜手邁向幸福職場願景。

2017 年退休金提撥 單位：新台幣元

     包含全勤獎金、房屋津貼、環境津貼、伙食津貼等經常性給與之薪資。

     此表僅揭露台灣地區育嬰假申請狀況；越南地區無育嬰假，唯提供女性勞工半年產假、男性勞工 5 天陪產假。
      2017 年儒鴻越南地區女男勞工產假申請率分別為 7.4% 以及 2%。

台灣 越南
$30,000,000 $7,300,000

　 台灣 越南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當年度符合育嬰假申請資格人數 (A) 0 14 14 0 0 0
當年度實際育嬰假申請人數 (B) 0 14 14 0 0 0
申請率 (B/A) 0 100% 100% 0 0 0
請育嬰假者於當年度應復職人數 ( C) 0 5 5 0 0 0
當年度實際申請復職人數 (D) 0 5 5 0 0 0
復職率 (D/C) 0 1 1 0 0 0
上一年度復職人數 (E) 0 5 5 0 0 0
上一年度復職滿一年人數 (F) 0 5 5 0 0 0
留任率 (F/E) 0 1 1 0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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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額外福利措施 

食娛照護 身心照護 住行照護 其他照護

伙食用餐輔助
員工部門聚餐
每月慶生禮金

團體保險及健康檢查
圖書室
健身房

瑜珈教室
哺乳室

交通車
外地員工宿舍

年終獎金
三節福利金

婚喪喜慶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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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人權議題訓練狀況 

2017 年性騷擾防治教育講習

儒鴻性騷擾防治申訴管道

3.2.2 友善工作環境

儒鴻十分重視職場環境的多元包容性以及安全性，除透過完善的職安衛管理機制保障勞工安全健康，針對不同性別、文化背景、年齡與價值觀的員工皆一視同仁，
以平等的績效考核和升遷制度（詳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確保每位員工獲得符合其個人能力的待遇與發展機會。

人權議題倡導與管理

響應國際對人權議題越發重視，儒鴻期望透過強化同仁對自身權益的理解，以建立平等、平權的工作環境。定期辦理人權相關教育訓練鼓勵員工參與，
內容包含勞工就業自由、工時、薪資、童工等議題。

多元平等與性騷擾防治

為維護兩性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儒鴻除遵循《性別工作平等法》，亦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懲戒辦法」並設置性騷擾申訴管道，嚴禁勞動場所的性騷擾行為。同時定
期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講習對員工進行佈達，致力建構健康、無歧視的工作環境。2017 年台灣與越南地區皆未發生性騷擾事件。

　 五股廠 大園廠 溪洲廠 苗栗廠 越南布廠
人權訓練時數 0.5 0.5 0.5 0.5 0.5

受人權訓練之員工總人數 257 36 58 8 345
員工總數 1106 259 308 124 853

員工人權訓練受訓百分比 23.2% 13.8% 18.8% 6.4% 40.4%

　 辦理次數 參與員工數
台灣地區 12 257
越南地區 38 345

申訴信箱 申訴電話 2017 接獲申訴事件數

台灣地區
eclat@eclat.com.tw

personnel@eclat.com.tw
lindalee@eclat.com.tw

02-22996000#400/#403 0

越南地區 amy.ruan@eclat.com.tw 84-2543-932211 #4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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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

儒鴻嚴謹遵循《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勞動場所規範，於內訂有「儒鴻企業環安衛及能源政策」，
並依循 OHSAS 18000、CNS 15506 等職安衛管理系統要求，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透過完整的 PDCA 職安衛管理制度，持續改善作業環境，全面防止職業傷害和疾病的發生。越南地區亦比照台灣制度設有「勞動安全與衛生規範」，
確保作業環境條件一致性。

為全面落實職安衛管理，儒鴻台灣各廠區皆設有「環境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做為環安衛最高審議組織，負責各廠環安政策與行動之研訂、督導、執行與追蹤；
由各廠區副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並指派管理代表，執行秘書則由管理代表指派委任，並由各單位主管擔任委員。
委員會每月召開一次會議，由管理代表主持、各委員代表及推動方案負責人進行報告，各決議事項將交由委員代表限期執行。為確保職安衛管理系統維持有效運作，
由各廠區稽核小組透過「內部稽核管制程序」及「監督與量測管制程序」追蹤改善結果，呈報予管理代表進行審查、確認。亦定期接受國內外客戶廠驗，
確保符合客戶對環安衛之要求，其中，大園廠已取得 OHSAS 18000 驗證，其餘工廠也將持續推動驗證程序。

台灣廠區環境及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架構

儒鴻企業環安衛及能源政策

管理階層審查

規劃
檢核與矯正措施

實施與運作

政策

繼續改善

執行秘書

主任委員

管理代表

各單位委員代表

執
行
單
位
1

執
行
單
位
2

執
行
單
位
3

執
行
單
位
4

稽
核
小
組

推
行
小
組

文
件
小
組

緊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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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小
組

環
工
小
組
職
安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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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損工日數率較往年高係因苗栗廠工作人員於進行風管棉絮清潔作業時，使用堆高機進行升降作業，導致作業人員手部不慎遭夾傷；該員目前已返回工作崗位，
儒鴻亦加強高處清潔作業安全管理，包括規範正當升降工具之使用以及強化配戴防護用具、夥同作業之要求，避免相同工傷事件再次發生。
另一方面，儒鴻透過與越南地區工會團體協約之簽訂，由越南工會針對儒鴻對當地勞動法規之遵循以及勞工健康安全措施之執行進行監督，保障地方勞工權益
（越南勞資溝通績效詳 3.2.3 員工意見溝通）。

      台灣地區預計於 2018 年起於職安衛數據納入性別分類進行統計。

      傷害率 (IR) = 工傷事故總計 / 工作總時數 × 200,000*
      職業病率 (ODR) = 職業病事件總計 / 工作總時數 × 200,000*
      缺勤率 (AR) = 缺勤天數 / 工作總天數 × 100%
      損工日數率 (LDR) = 誤工天數 / 工作總時數 × 200,000*
      (*：指按照每年 50 個星期，每星期 40 個工時計，每 100 名僱員的比率 )

單位：人2017 安全衛生委員會勞工佔比 

2017 環安衛會議辦理成果 

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總數 勞工代表數 勞工佔比
五股廠 9 3 33%
大園廠 36 15 42%
溪洲廠 12 6 50%
苗栗廠 17 11 65%

會議召開次數 重大決議事項

五股廠 4 2018 年聘請職醫臨場健康服務
下半年度作業環境監測新增檢測項目 : 洗標室去漬油作業

大園廠 12 無

溪洲廠 4 無

苗栗廠 16
下半年度作業環境監測新增檢測項目 : 染色課有機溶劑 IPA、粉塵作業

承攬商廠內卸貨規定，須配戴 PPE( 安全帽及安全帶 )，
使用輪檔固定車輛及三角錐進行警示

職安衛數據    - 台灣地區

2015 2016 2017
傷害率 (IR) 0.07 0.14 0.13

職業病率 (ODR) 0 0 0
缺勤率 (AR) 0.12 0.10 0.10

損工日數率 (LDR) 0.44 0.21 6.2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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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數據 – 越南地區

儒鴻職業健康與安全推動措施

　 2015 2016 2017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傷害率 (IR) 1.48 1.03 1.27 0.59 0.45 0.52 0.68 0.83 0.74

職業病率 (ODR) 0 0 0 0 0 0 0 0 0
缺勤率 (AR) 0.71 1.15 0.93 0.81 1.10 0.96 0.65 1.10 0.87

損工日數率 (LDR)        16.54 3.4 10.32 6.5 9.96 8.12 4.47 8.52 6.29

職安衛教育訓練

持續於全廠區推動職安衛教育訓練，宣導職災預防相關知識，達成全員參與目標。
2017 年度台灣與越南布廠共計辦理 543 場職安衛訓練，訓練課程涵蓋個人防護具使用、化學品危害、作業安全、緊急應變等議題。
五股廠並於 2017 年底開始製作 Safety Issue 月刊，用 E-mail 的方式提供噪音、呼吸防護具使用等職安衛主題訊息予同仁。

　 投入金額（$NTD） 辦理次數 課程總時數 各廠員工參與 %
五股廠 0 15 24 24%
大園廠 0 268 124 91%
溪洲廠 16,220 56 194 99%
苗栗廠 231,170 197 9,981 98%

越南布廠 195 7 44 89%

12

     越南地區損工率較台灣地區高係因越南法規針對當地職災統計無相關規範，故大、小輕傷皆納入統計。

      2018 年將參照台灣職安衛法規進行職災相關統計，輕傷不列入統計數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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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防護

持續監測與改善作業環境安全性，提供員工例行性健康檢查以及個人防護裝備，落實日常管理、防止職業傷害與疾病的發生。依據例行健檢結果，
目前並未發現特定職業疾病，台灣廠區亦規劃於 2018 年聘請專職醫師加入安全衛生管理團隊，完善健康管理措施。

消防建築安全

於內依循「緊急狀況準備與應變管制程序」，在發生自然或人為災害時採取即時、適當的應變措施，降低意外事故造成的人員傷害及設備財產損失。
除定期辦理消防演習、建築消防安全性檢查等，管道間亦採耐火材質，降低事故發生機率並提升廠區人員遭遇突發性火災、爆炸事故的應變能力。
2017 年各廠共計完成辦理 35 場防災演練，各生產據點亦完成年度定期建築消防安全檢查與消防系統測試維護，確保緊急狀況時系統得以正常運作。

2017 年防護用具與環境改善投入
投入金額（$NTD） 提供防護用具 環境改善推動措施

五股廠 $27,860

安全帽、口罩、護目鏡、圍裙、
手套、耳塞、雨鞋

洗標室呼吸防護具
大園廠 $812,800 無
溪洲廠 $11496 無

苗栗廠 $658,978

屋頂易踏穿材質更換為堅固材質及增設安全母索
現場助劑桶加裝防漏盤，避免因操作時溢漏至地面

廠內樓梯新增扶手，供人員上下樓使用
廠內建築物內部易燃建材使用法定防火材質包覆

越南布廠 $860,000
前染及污泥場藥劑管理輸送區牆面異常處理

前染染助劑室隔間空間改善
廠內樓梯新增扶手

防災演練辦理次數 防災演練類型
五股廠 2 火災應變演練

大園廠 14 火災應變演練、化學品洩漏應變演練

溪洲廠 2 火災應變演練
苗栗廠 14 火災應變演練、化學品洩漏應變演練

越南布廠 3 火災應變演練、化學品洩漏應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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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員工意見溝通

儒鴻致力於建立透明、公開的員工溝通管道以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秉持自主管理、全員參與之經營方針，由各部門主管定期與部屬透過業務會議、產銷會議等進行雙向溝通；
同時，每季皆會固定召開主管員工溝通會議，使員工得以反應問題與提供建議。另一方面，越南地區亦於 2009 年正式成立地方工會，
成員數計有 627 人、佔當地員工數的 80%，建構有力的雙向溝通橋樑。故 2017 年台灣與越南皆未發生勞資糾紛及違反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之情事。

員工申訴管理機制

為確保員工意見得以傾聽，儒鴻員工如欲針對勞資關係、薪資福利、職業安全與衛生等相關問題提供意見，可透過以下管道進行具名 / 匿名的反饋或申訴，
由人事處安排專責人員協助處理。2017 年儒鴻並未接獲經由正式申訴管道申訴之案件。

年度勞資溝通管道與績效

員工申訴管道與年度接獲案件

重大營運變化預告規範

溝通管道 辦理頻率 2017 年溝通績效
業務會議 每月 各單位持續運作 , 有效解決業務單位相關客戶與作業問題
產銷會議 每月 每月順利解決業務需求與生產出貨協調事宜

主管員工溝通會議 每季一次 完善員工反應問題與建議

台灣 依循《勞動基準法》規範，依照員工年資設有相對之最短預告期。
越南 依循《越南勞動法》規範，針對永久合約之勞工給予 45 天預告期；針對臨時合約之勞工給予 30 天預告期。

台灣 越南
申訴管道 年度接獲申訴數 申訴管道 年度接獲申訴數

實體申訴信箱 台灣總部 0 越南布廠 0
申訴專線 (02)- 02-22996000#400/#403 0 84-2543-932211 #403 0

申訴信箱
eclat@eclat.com.tw

personnel@eclat.com.tw
lindalee@eclat.com.tw

0 amy.ruan@eclat.com.t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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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踐人才培育

儒鴻深信，人才培育不僅是企業競爭力的基石，亦是創造社會價值的重要元素之一。於內，我們注重於人才的專業訓練與職能發展；
對外，則全力提供企業資源促進產業人才池的累積與育成。為配合公司整體營運策略，本公司特定訂「儒鴻教育訓練辦法」，
透過專業訓練及產學合作，致力打造學習型工作環境；結合績效考核制度，提供員工適才適所的職涯發展制度。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為確保員工獲得符合其專業、職能需求的訓練及知識，以培養員工領先國際的專業度、創造力與競爭力，使來自全球的客戶皆可獲得滿意的服務。
        儒鴻的員工教育訓練規劃每年底由各級主管依據其所屬業務單位及同仁需求，提出各單位下一年度工作訓練計畫及預算，呈報人事處進行核定，
        並提供辦理資源。人事處亦負責訂定公司教育訓練方針、內部講師培育以及教育訓練計畫的追蹤、考核與檢討。

員工申訴受理流程

受理員工申訴 → 查證 → 是否開啟評議會 → 回覆處理事宜 → 結案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提出流程

行政部
人事處

需求
單位

年度教育訓練
需求調查

訓練計畫
彙整與審核

決策 年度教育訓練
計畫定案

提出年度
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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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訓練品質管理系統

另一方面，為進一步完善教育訓練制度，儒鴻參考 TTQS 品質評量條文與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設計訓練品質管理系統。
於年度教育訓練計畫的規劃及執行過程中進行系統性監督與管理，保障培訓品質。同仁教育訓練之參與度亦將列入年度績效考核評量，
並做為日後晉升、職務調整之參考依據。

Review
監控 / 查核 / 回饋

定期執行分析與全程，
監控與異常處理

Plan 計畫

發展目標關聯性及訓練，

體系之操作能力

Do 執行
強調訓練執行的落實制度，

訓練紀錄與管理系統化程度

Outcome 成果
著重訓練成果評估之等級，

與完整性，及訓練持續改善

Design 設計
著重訓練方案系統設計

專注訓練規劃與機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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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數

各廠區員工訓練時數 

訓練類型 課程說明 辦理課程數 參與人次
新進人員訓練 新進人員入職的人資 / 法規 / 勞安等 62 704
新進人員專業基礎作業能力訓練 指各單位的專業基礎實務訓練 36 229
各級主管人員管理訓練 指管理類的相關管理職能等訓練 2 55
各事業單位專業能力訓練 專業技術與知識相關課程 333 11,134
年度專案與策略主題訓練 如法規或數位印花等策略研習 14 177

總計 447 12,299

　
2015 2016 2017

總時數 年度平均人數 人均上課時數 總時數 年度平均人數 人均上課時數 總時數 年度平均人數 人均上課時數
五股廠 2,560 904 2.83 2,968 1006 2.95 14,432 1,106 13.05
大園廠 1,867 133 14.03 3,507 264 13.28 5,339 308 17.33
溪洲廠 3,281 311 10.54 836 300 2.78 2,824 259 10.91
苗栗廠 4,780 117 40.85 5,648 124 45.54 6,695 124 53.99

越南布廠 2,536 700 3.62 3,653 637 5.73 12,218 853 14.32
總計 15,024 2,165 6.94 16,612 2,331 7.13 41,508 2,650 15.66

員工績效管理與考核

儒鴻所設績效管理制度旨在追求最佳組織績效的同時開發同仁潛能，促進主管和同仁間互動討論，以達成雙方對業務、個人目標及其達成狀況的共識。
定期以各部門業務目標為基礎，展開溝通、設定與執行，於每年度年中與年尾進行績效評核，由各級主管追蹤旗下員工目標達成狀況，
並參與同仁下階段的專業與職涯發展要點之設定；包括妥善回饋考核結果，成為人才差異化管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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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績效管理與考核系統

各職級定期接受績效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 台灣地區 ) 

各廠區定期接受績效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2015 2016 2017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管理階層 239 195 434 100% 223 181 404 100% 228 175 403 100%

非管理階層 721 1010 1731 100% 836 1091 1927 100% 958 1289 2247 100%

　
2015 2016 2017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男 女 總人數 佔比
五股廠 306 598 904 100% 323 683 971 100% 320 786 1,106 100%
大園廠 86 47 133 100% 172 92 264 100% 164 95 259 100%
溪洲廠 165 146 311 100% 169 131 300 100% 174 134 308 100%
苗栗廠 62 55 117 100% 68 56 124 100% 72 52 124 100%

越南布廠 341 359 700 100% 327 310 637 100% 456 397 853 100%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涯發展檢核的員工 / 總員工數

期中考核 / 回饋

部門年度目標

個人年度工作目標

目標規劃

進度討論 / 溝通

年度績效追蹤 / 

訓練發展推動

公司營運目標

公司營運目標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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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產業人才培育

以促進產業創新、設計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及回饋社會為宗旨，儒鴻設有「台灣紡織產業設計人才培育計畫」；
除定期針對國內相關系所捐贈相關設備、提供國際專業師資以及提供實習機會，每年亦定期協同儒鴻教育基金會舉辦「儒鴻服裝設計競賽」，
透過不同競賽主題，提供國內學子一個發揮平台，鼓勵及發掘國內潛力新星、活絡台灣設計產業能量。

儒鴻實習生制度

為全力培育產業新血，儒鴻每年定期與輔仁大學、實踐大學、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文化大學、亞東技術學院等大學合作辦理實習生計畫，
依據學生興趣於寒、暑假媒合至公司相關單位實習，並提供全職薪資，累積產業實作經驗。
另亦辦理產業實習計畫，由學校推薦優秀學生，成績、操行、英文達到一定條件者得以申請整學年在公司實習輪調，公司將指派專人給予指導，符合實習單位要求者，
畢業後即可立即就職，並給予高額「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獎助金」，2017 年總計招募實習人次共 12 人，有 3 人獲轉正職。

國內外產學合作

儒鴻貢獻自身的產業技術、專業人才與企業經驗，不定期與各國學界合作，提供相關學系參訪學習機會，協助促進國內外紡織專業與技術人才發展。
同時，我們也會提供企業資源，外派內部講師或是特邀國外技師，提供合作學術機構的師生相關教育課程。

2017 年產學合作貢獻
合作單位 合作說明與相關績效（如國內外師資數量、提供課程數、捐贈設備數量、參訪主題 / 次數 / 天數等）

企業參訪

諾魯總統暨台灣外交部參訪 配合政府外交政策，介紹台灣優勢產業，接待諾魯總統、使節等 11 名人員
輔仁大學 參訪人次超過 300 人 / 年
黎明技術學院 參訪人次 10 人
台北科技大學 參訪人次 30 人
政大科智所 參訪人次 30 人
實踐大學 參訪人次超過 300 人 / 年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參訪人次 10 人
Texas Tech. University 參訪人次 15 人

產學合作交流

工研院 分享實務經驗，授課人數 40 人 *1HR，多項合作開發產品專案
政治大學 CEO 論壇  人數 100 人

實踐大學 實習人次 3-5 人 / 年。產學合作課程，協助設計課綱、指派業師授課。捐贈機台 20 台。協助老師於公司內部訓練，
以結合理論與實務。老師參訪工廠運作實務

輔仁大學 實習人次 3-5 人 / 年。董事長於輔大授課共計 1 學期 3 學分 60 人
台北師範大學 實習人次 3-5 人 / 年
台北科技大學 實習人次 1-3 人 / 年
亞東技術學院 整學年實習，實習人次 1-3 人 / 年

產學合作，共計 8 人，1 周
合作開發產品，協助學生作品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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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儒鴻服裝設計競賽

儒鴻每年定期辦理服裝設計競賽，期盼提供台灣青年學子一個揮灑創意的平台，激起對服裝設計的不同觀點與火花，提升年輕世代的曝光機會以及對服飾產業的熱情。
2017 年以 M.O.V.E（Motion, Observe, Vital, Explore）為主題，邀請國內各大專院校服裝相關科系學生參與競賽，共同開發結合多元元素的創新運動服飾。

本年度吸引 7 所學府、450 組學生參與，共 20 組進入決選；最後共計頒發 21 座表揚與獎項    、獎金總計 NTD$1,530,000 元。

入選參賽人員亦擁有本公司優先錄取資格，截至 2017 年共計透過本設計競賽錄取 9 名學生。

第七屆儒鴻服裝設計競賽

14

     第一名 1 座、第二名 2 座、第三名 3 座、佳作 4 座、最佳市場潛力獎 10 座、校園團體獎 1 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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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資源的守護者

儒鴻企業基於維護自然環境與資源、工作者安全與健康，訂定「環安衛及能源政策」，並積極投入於節能設備及改善製程，強化管理系統，減少內部能、資源使用，
並降低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儒鴻從各面向著手，以精益求精、自我突破為企業發展目標，朝綠色轉型邁進。
能源面向：儒鴻致力於推動再生能源，並透過綠建築設計減少能源消耗，並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能源減量目標以 2015 年為基準，
目標在 2020 年減少 5% 的能源使用。

碳管理面向：儒鴻特別設置溫室氣體盤查委員會，推動廠內溫室氣體盤查，2016 年已完成針織事業部工廠的首次溫室氣體盤查，2017 年擴大盤查範疇至整個集團，
並以 2017 年作為溫室氣體排放之基準年，期能於 2020 年達到減量 5% 的目標。

空污管理面向：儒鴻持續提升對污染源的控制與改善，設置污染源防治設備，有效去除 90%-95% 的揮發性及粒狀物質。

水資源管理面向：儒鴻透過廢水回收及製程改善降低企業用水量，使用無水染色技術，減少染整製程的耗水量，另導入蒸汽冷凝及廢水回收系統，
有效提升廢水回收率，台灣區大園廠廢水回收率最高可達 40%-50%，而海外越南布廠廢水回收率最高超過 50%，未來將持續擴大範圍與提升回收率，
目標在 2022 年能將至少一家工廠之廢水回收率提升到 70%。

廢水管理面向：儒鴻設有完整的廢水作業規範，僱有專責人員負責各廠廢水管理，每日進行水質監控，另針對越南布廠，廢水處理取得 A 級標準，
經處理之廢水可直接排入自然環境中，未來將持續。

儒鴻環安衛及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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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環境衝擊管理

近年來氣候變遷與環境污染議題逐漸影響投資者與消費者的決策，當經濟面向不再能全權代表企業發展趨勢時，儒鴻相信有效管理企業能、資源使用與環境衝擊能達到
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企業價值，是以針對不同面向之環境影響，儒鴻設有不同的策略目標、管理辦法與現況發展，期許藉由定期檢視與改善，步步前進，邁向永續。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能源管理

為有效管理企業能源使用，儒鴻大園廠率先參與經濟部工業局 2017 年製造業能源管理示範輔導計畫，建置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並於成功導入後完成外部驗證，
未來將採 2016 年作為基準年，進行能源減量目標設定；而苗栗廠與溪洲廠也於今年完成能源管理系統、能源基線建立等教育訓練，並採用滾動式基準年進行管理，
未來將評估能源管理系統導入之可行性，另儒鴻也透過邀請外部單位於工廠進行訪視與能源診斷，參考提出之改善建議與預期效益擬定企業節能策略，
未來將採取滾動式檢討，以訂定符合營運狀況之目標。
儒鴻定期針對企業能源消耗進行分析與檢討，近年來，也透過企業能源策略的改變，成功降低能源使用，原訂 2020 年能源減量 5% 的目標已於 2016 年達成，
減少總能源使用高達 27.95%，2017 年持續透過燈具汰換、設備更新等計畫的實施，管理能源使用，2017 年總能源使用量雖較 2016 年稍高，但若以能源密集度作計算，
每公斤產能所使用的能源仍保持著下降的趨勢。
儒鴻自 2016 年起推動能源轉型，提升天然氣的使用量，進而提升能效，在 2016 年有效減少將近 28% 能源總使用量，如今，天然氣已成為企業的最大能源主力，
占能源總使用量的 45%；此外，儒鴻也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除在溪洲廠出租廠房屋頂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也於越南布廠實施太陽能發電系統試行計畫，
未來也將藉此評估各廠設置太陽能系統的可能與實施辦法。

備註：
1. 能源使用統計範圍包含台灣生產據點及越南布廠
2. 活動強度來源依抄表紀錄或採購量
3. 轉換係數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

4. 電力轉換係數：1kWh=3600 KJ

能源種類 2015 2016 2017

 非再生燃料 

汽油 ( 不分 92/95) 1,039,296,255 700,691,224 624,724,277 
柴油 6,575,061,788 2,831,918,863 2,104,748,300 

液化石油氣 (LPG) 566,255,657 565,318,046 0 
天然氣 (LNG) 140,646,003,937 478,632,673,276 507,645,915,183 
重油 / 燃料油 90,747,181,786 19,697,520,730 683,285,760

煤 834,459,279,034 157,539,060,672 163,892,281,395 
 再生燃料 太陽能發電 - 10,771,200 131,997,600  

 購買使用 
電力 271,199,980,800 258,043,946,400 262,749,168,000 
蒸汽 175,112,340,000 177,457,345,000 178,784,970,000　

組織能源總使用量 1,520,345,399,257  1,095,479,245,411  1,116,617,090,515 
節能績效 - 27.95% -1.93% 單位：千焦耳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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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

儒鴻雖非屬法規管制之應盤查登錄名單，但本於善盡環境友善之責，儒鴻制定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並依循「儒鴻企業環安衛及能源政策」設置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
由董事長室擔任主任委員，推動廠區溫室氣體盤查。自 2016 年起進行自願性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作業，首年先對台灣生產據點及越南布廠等共 4 間生產工廠進行盤查與
查證，並於 2017 年將總公司與海外成衣生產據點 ( 不屬此本報告書範疇中 ) 納入盤查，也因加入總公司數據，是以整體數據較 2016 年高，未來將以 2017 年作為公司
溫室氣體盤查的基準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在 2020 達到 5% 減量績效。 

能源密集度 2015 2016 2017
內部能源總用量 ( 千焦耳 ) 1,520,345,399,257 1,095,479,245,411 1,116,617,090,515 
總產能 ( 公斤 ) 19,620,863 21,551,908 23,559,289 
能源密集度 ( 千焦耳 / 公斤 ) 77,486 50,830 47,396 
減量績效 - 34.40% 6.76%

單位：公噸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 2016 2017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Scope1) 44,390.83 43,023.09

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 44,072.14 42,512.33
甲烷 CH4 排放量 ( 包含來自生質燃料使用的 CH4 排放 ) 187.54 354.61

氧化亞氮 N2O 排放量 
 ( 包含來自生質燃料使用的 N2O 排放 ) 98.13 88.32

氫氟碳化物 HFCs 排放量 33.02 67.84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Scope2) 58,927.73 61,195.70

備註：
1. 本公司選用排放係數及全球暖化潛勢之來源，係由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3 版」，並遵循 ISO 14064-1 之標準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與計算，    
    溫室氣體盤查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等七大氣體的計算。
2. 溫室氣體盤查範圍包含大園廠、苗栗廠、溪洲廠及越南布廠，本公司採營運控制權法彙整溫室氣體排放量方法，故所盤查之排放量 100% 認列。
3. 範疇一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源包含：天然氣、煙煤、柴油、汽油。
4. 盤查範圍包含台灣廠區與越南布廠，2017 年加入台灣總公司資訊，成衣廠因不屬於此報告書範疇，故不納入計算。
5. 台灣各廠區電力排放係數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力排放係數；越南廠區之電力排放係數係依越南能源與環境部 - 氣象水文與氣候變化局所公告之電力排放係數；
    外購蒸氣之排放係數依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外售蒸氣排放係數。
6. 本公司範疇三僅定性盤查，未定量盤查。排放來源包括：員工差旅、員工通勤、事業廢棄物之運輸及處理…等等。
7. 2016 年度與 2017 年度盤查結果已經過第三方機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Taiwan Limited) 完成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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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污染源管理

儒鴻致力於減輕營運製程中對大氣的衝擊，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並系統管理程序架構下落實管理與監督。近年來，儒鴻針對各污染源設置相關防制設備，
如透過裝設冷凝設備、靜電集塵設備與洗滌塔去除的定型機排放之 90% 以上之揮發性有機物及 95% 以上之粒狀物；此外，也藉由燃料替代方案的實施，
以較乾淨的的天然氣取代傳統煤炭與重油，大量減少 NOx、SOx、VOCs 與懸浮微粒的產生。

備註：
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懸浮微粒之排放係數採年度定檢之檢測報告結果；揮發性有機物之排放係數係以行政院環保署公告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揮發性有機物之行業製程排放係數、操作單元 ( 含設備元件 ) 排放係數、控制效率及其他計量規定」進行選定。
2. 依檢測報告之計算方式：採集檢測結果與年度之總風量相乘後所產出之結果。
3. 採行業別排放係數者，依公告之行業別係數乘上產品量或服務量所產出之結果。
4. 本公司並未輸入、使用或產出 ODS。
5. 範圍包含台灣廠區與越南布廠，因總公司不屬於生產工廠，故未進行檢測。
6.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數據估算方法：採產量 x 行業別排放係數。

備註：
1. 太陽能以每年發電 32000KWH( 度 ) 為標準，並採越南政府公告之太陽能減碳係數計算 ( 越南政府公告 605/KTTVBDKH-GSPT)。
2. 溪洲廠替換燈管 2000 支，以每支節能 20W 計算，每年使用 8000H。
3. 越南布廠 T8 燈管換裝 LED 燈管共計 5956 支，以每支節能 11W 計算，每月運行 26 天，其中 4368 支運行 24H，1588 支運行 12H。

4. 原 100HP 空壓機更換轉子後風量提升約 21% 以 20% 計算。

其他污染源  2015 排放量  2016 排放量  2017 排放量 2017 減排績效
氮氧化物 (NOx) 85,494.66 48,909.30 29,234.11 40.23%
硫氧化物 (SOx) 78,959.56 23,381.14 16,675.88 28.68%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16,661.46 16,076.03 12,905.45 19.72%
懸浮微粒 (PM) 36,593.62 35,888.95 16,750.00 53.33%

營運據點 節能減碳 專案計畫說明 節能量或減碳量 單位
大園廠 空壓系統 壓縮機轉子更新 131,400 Kwh( 度 )
溪洲廠 提升能源使用 T8 燈換 LED 燈 320,000 Kwh( 度 )

越南布廠 再生能源使用 太陽能 21,000 公噸碳當量 / 年
越南布廠 提升能源效率 T8 燈換 LED 燈 280 公噸碳當量 / 年

單位：公斤

節能減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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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水資源管理

全球對環境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於紡織業關注議題尤以對水資源管理為主，因此儒鴻相當重視水資源之管理，透過每日抄表計錄，每月分析以及每季檢討，
達到水資源議題的有效預警與管理；在省水策略上，儒鴻積極投入環保製程，透過製程研發降低水資源使用，如過去與同業開發出的無水染色技術，
即為紡織製造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另外也藉由增設雨水、蒸汽回收系統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自 2016 年新建雨水回收系統，逐年提升雨水使用占比；
另外，回收再利用水量也因系統導入大幅提升，2017 年回收再利用水量提高到總用水量的近 11%，未來將持續努力，
並以 2020 年回收再利用水量達到總使用量 20% 的目標前進。

備註：
1. 取水來源之計算範圍：台灣生產據點及越南布廠。
2. 活動數據來源以抄表紀錄或購買單據為依據。
3. 取水之水源並無涉及國家級或國際級之保護區。

4. 回收再利用水量計算不含雨水使用量。

單位：度 (1000 公升 )

水資源使用 2015 2016 2017

自來水使用量 2,283,354 2,095,854 2,137,575　
地下水使用量 295,549 283,071 244,012　
雨水使用量 　 　 19,640 40,280　
總使用量 2,578,903 2,398,565 2,421,867

回收再利用水的總量 114,882 241,172 256,822　
回收再利用水量占取用水總量比例 4.45% 10.05% 10.60%

廢水管理

儒鴻設有完整之廢水作業規範，並嚴守當地法規的廢水排放標準，除每年定期的廢水檢測外，各廠也會透過每日水質檢測，達到即時預警與管理的目的，
檢測內容包含 pH 值、生化需氧量 (BOD)、化學需氧量 (COD)、溫度等，廠區也依其規模大小，每季或每半年進行廢水定檢申報，並透過專職環境管理稽核員查核申報資料，
保證資料的準確性，儒鴻不論是內部放流水定期檢測或是外部環保相關主管機關檢測結果皆符合放流水標準，2017 年未有因放流水遭主管機關開立罰單之事件。
董事長室環境管理稽核員透過網路不定期蒐集並提供廢水相關最新法規及說明會之資訊，並視需求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協助同仁掌握最新消息，
未來儒鴻除在製程中調整降低水資源使用外，也將透過提升現有廢水回收設備之效率或新增廢水回收系統，達到企業水資源減量以及終端廢水排放減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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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老街溪、後龍溪皆屬於丙類水體，非水源保護區，亦非屬國家或國際的保護區；越南布廠廢水排放目的地為施布河，非水源保護區，亦非屬國家或國際的保護區。
2. 本公司 2017 年截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之嚴重洩漏。

單位：度 (1,000 公升 )

排放目的地 處理方法 / 水質 排放量
大園廠 - 老街溪 化學處理加生物處理 731,286.00 

溪洲廠 - 水尾子圳 - 後龍溪 化學處理加生物處理 54,231.52 
苗栗廠 - 後龍溪 化學處理加生物處理 414,188.00 

越南布廠 - 施布河 化學處理加生物處理 837,298.00 
非計畫性排放 0
總排放水量 2037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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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法規的遵循為儒鴻於廢棄物管理面向的基本要求，所有事業廢棄物均依當地法規要求申報與回覆，並依廢棄物特性進行分類貯存，
各工廠指派專責人員落實廢棄物暫存區之巡檢，以及申報相關產出與暫存量。儒鴻台灣廠區依公司訂定之「廢棄物協力商任用管理辦法」及「廢棄物廠商評核辦法」選用
廢棄物清理廠商，並對其進行評核，評核項目含括書面審查、清理能力以及風險評估，並優先選用採取廢棄物再利用方式的廠商，
確保企業廢棄物皆能以最好的方式進行處理；越南廠區預計於 2018 年導入「廢棄物廠商評核辦法」進行廠商評核 2017 年廢棄物產出皆依規定申報，
並完成本年度廢棄物處理廠商之評核，其間並無違法之情事發生。

備註：
1. 因各廠的塑膠桶大小不一，換算上較為困難，此外對總重影響相對小，故於一般事業廢棄物計算上暫不包括塑膠桶之重量。
2. 除廢燈管外，塑膠桶、金屬桶、廢油、PP 包及沾油廢布等因受越南法規之規範，故針對當地所產生之上述廢棄物歸類為有害。

單位：公斤

有害與非有害廢棄物的總重量 2015 2016 2017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量 9,668,065 8,004,738 9,477,583

回收處理 種類 3,676,755 4,767,924 5,651,523

回收處理廢棄物類別及個別數量

廢紙 1,643,824 1,315,015 1,586,747
塑膠袋、塑膠管 258,004 219,827 165,451

廢鐵 159,364 58,755 24,660
污泥 430,190 2,136,100 2,579,220

燃煤底灰 586,020 505,480 757,550
廢塑膠 29,040 22,461 15,448

廢紗、廢布塊 570,313 508,246 522,447
焚化處理 廢布、棉絮 318,090 256,534 399,440
掩埋處理 污泥 5,673,220 2,980,280 3,426,620

有害事業廢棄物總量 ( 僅越南布廠 ) 139,776 118,024 176,320
回收處理 塑膠桶、金屬桶、廢油 108,526 72,924 127,430

焚化處理 / 委託處理 種類 31,250 45,100 48,890
焚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類別

及個別數量
廢布 30,920 42,600 43,560

廢燈管、電池等相關電子設備 330 2,500 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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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狀況準備與應變管制程序

儒鴻致力減輕廠區營運對環境的負荷，降低環境衝擊，為期能於緊急事件發生時，有效降低環境衝擊與影響，儒鴻訂定「緊急狀況準備與應變管制程序」，
並依據管制程序配置緊急應變處理小組，進行管制流程規劃與定期演練，使意外事故發生時，能有效且即時的採取適當應變措施。

截至 2017 年儒鴻台灣廠區，例如 : 大園廠、溪洲廠及苗栗廠皆具備 (ISO14001: 2015) 相關驗證，且每年皆通過第三方驗證機構之稽核查證，證書持續有效；
越南各廠雖然當地環保法規未如台灣嚴謹，而為使越南各廠區環保事務管理妥善，將藉由台灣專業團隊提供協助越南廠區建置環境管理及相關經驗，
並配合定期內、外部稽核來確保降低對環境影響。

緊急應變小組 發生單位

參考文件

流程

責任單位 發生單位
環工小組
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發生單位
環工小組
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緊急應變小組 發生單位 環安管理委員會

緊急狀況
應變準備

緊急狀況
發生

緊急狀況
通知評估

緊急狀況
應變處理

檢討更新緊急狀況
準備與應變管制程序

善後處理 報告處理

緊急應變作業標準書

環安不符合
事項及矯正

措施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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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儒鴻部份生產據點位於工業區內，是以對社區衝擊影響較小，如公司總部及大園廠；苗栗廠、溪洲廠及越南布廠周圍則有少數社區，是以儒鴻公司針對環境改善議題設有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環境管理溝通管制程序」，社區居民作為外部利害關係人之一，可透過電話、信箱、面對面交談等相關管道，針對特定工廠提出環境改善及污染防
治建議，而各廠則會依公司訂定之「溝通作業程序」進行處理，2017 年有 1 件越南布廠之申訴案件，反應工廠周遭有異味產生，經調查後發現是由廢水廠池底底泥淤積
產生，為此儒鴻特請合格廠商進行空氣檢測，檢測結果符合當地標準，但為了不影響居民的空氣品質，除進行底泥的清理外，布廠主管決議在廢水廠旁加設一道牆阻擋味
道擴散，降低對居民可能的影響。 

溝通作業流程

申訴管道

苗栗廠
申訴信箱：lisa.liu@eclat.com.tw
申訴地址：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 90 號
申訴專線：037-450822 分機 108
負責受理窗口：柳麗冠
2017 年申訴件數：0

溪洲廠
申訴信箱：rita@eclat.com.tw
申訴地址：苗栗縣後龍鎮三好路 39 號
申訴專線：037-731600 分機 108
負責受理窗口：王媛麗
2017 年申訴件數：0

越南布廠
申訴信箱：amy.ruan@eclat.com.tw
申訴地址：MY XUAN A2 INDUSTRIAL ZONE VII-1 TAN THANAH DISTRICT,   
                    BA RIA-VUNG TAU.
申訴專線：+84 254-3932211 分機 403
負責受理窗口：行政部
2017 年申訴件數：1

No

Yes

溝通
取得共識

內部訊息接收

外部利害相關
團體訊息接收

處理

專案處理

回覆 紀錄留存

71



4.2 產品安全與創新研發

4.2.1 安全製程與產品

儒鴻以環境保護及消費者安全的社會責任為本公司永續經營的承諾，除透過物料選用、創新製程研發，節能設備建置，推動再生能源等各項措施展現企業影響力外，
另透過製程中的化學品管理，提供客戶及消費者更為安全且環境友善之產品。

化學品管理

為確保最終產品的安全各種有害物質含量，品牌商會透過提供限用物質清單 (Restricted Substances List，RSL) 或生產限用物質清單
(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s List，MRSL) 給中、上游廠商，達到產品品質控管之目的，以此保護消費者和環境不受此化學物質的傷害。
為因應品牌每年更新之化學品要求，儒鴻透過清單管制步驟的執行，管理企業化學品使用，以達友善環境之目的。

清單管制步驟

1. 透過 bluesign® bluefinder，查明化學品是經 bluesign®  approved
2. 提供客戶 RSL 和 MRSL 給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查詢販售的產品是否有限 ( 禁 ) 用物質，並要求供應商、製造商開立相關保證書。
3. 利用廠內 SDS 或化學品清單查詢 RSL 及 MRSL 中限 ( 禁 ) 用物質清單。
4. 請第三方檢測單位檢測化學品是否含有 RSL 及 MRSL 規定的限 ( 禁 ) 用物質清單。

Bluesign® system 製程認證

儒鴻堅持產品安全為企業經營的根本，為展現決心，儒鴻自 2011 年起加入成為 bluesign® 系統製造商合作夥伴，從製造流程開始，限制有害物質的使用，
進行環保和安全生產標準的設定及管控，確保最終紡織產品符合永續消費品之安全需求，藉以提升消費者對永續產品信心。儒鴻同時也依循 bluesign® 標準進行
企業採購、工作場所運作流程和產品安全等篩選與審核，為品牌廠及消費者提供經 bluesign® approved 的產品。

bluesign® system 五大原則

•資源生產率 – 能源和原材料的可持續性使用
•消費者安全 – 對公眾和環境負責
•廢水排放 – 加強對自然水迴圈的保護
•廢氣排放 – 空氣污染更少，氣候更好
•職業健康與安全 – 改進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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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環保技術研發

儒鴻公司以持續創新作為企業前進的動力，隨著消費者對環保議題重視不斷提升，環保技術的研發也自然成為公司重要發展方向，儒鴻除自己研發外，
也協同供應商合作開發環保素材，並以 3R 環保布種為發展方向，系列布種包含減廢 (Reduce)、回收 (Recycle) 與再生 (Renew)。

產品名稱                                                            用途及效能說明

Reduce : 領先的材料和製造方式減少污染，減少水資源浪費和降低廢棄物。

Tencel® 天絲棉環保纖維布種
- 儒鴻與蘭精公司合作開發 Tencel® 系列纖維，原料取自於天然木材，纖維製程符合環保概念
- 柔軟度與懸垂性佳、光澤素雅、舒適性。結合高吸濕纖維，將 Tencel® 開發成具功能性產品
- 適用瑜珈、慢跑的運動領域

Polypropylene 環保纖維布種

- 聚丙烯環保素材，比重輕物性，形成超輕量運動服概念。不吸水無法染色的特性，
   形成低廢氣廢水排放，低資源損耗的環保概念。易受日光氧化作用而老化自然裂解
- 快乾功能性產品
- 適合應用於戶外運動、慢跑的運動領域

 APEXA®  生物可分解纖維布種

- 杜邦 Apexa® 於製紗過程中添加可被分解之物質，掩埋於條件混合土壤中，
   經過時間可完全被細菌分解，以減少地球污染與廢棄
- 具乾爽舒適功能與特性
- 適合應用於運動休閒服等系列

Recycle: 回收環保的材料和製造方式減少能源污染和降低廢棄物

Recycle PET/Recycle Nylon 環保纖維布種
- 經由工業廢料回收或是消費端廢棄回收處理原料，經處理過程之回收再利用環保纖維
- 具乾爽舒適功能與特性
- 適合應用於運動休閒服等系列

Renew: 革命性的再生素材，達到保護自然界的使命

Sorona® 環保纖維布種
- 杜邦 Sorona® 纖維係以玉米蛋白醣類所提煉的原料，不同於由石油提煉原料之人造纖維
- 纖維具有良好之彈性與回復力，柔軟手感與舒適感，吸濕排汗快乾功能，且具有良好手感
- 符合對全球永續發展創新理念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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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責任的實踐者

自儒鴻企業成立以來，在社會資源的支持與利害關係人的信任下不斷成長茁壯，我們亦秉持合規、誠信、負責的道德精神回饋社會。除了致力創造經濟價值、
強化自我管理降低對整體環境及社會的衝擊，我們也積極與不同組織合作，或參與地方活動以促進當地參與，力求與社區維持和諧關係、邁向共同發展。
透過提供資源、身體力行參與公益行動，履行社會關懷承諾。

5.1 社區共融

為了進一步促進社區包容性、保障工廠與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互惠與互信，儒鴻各工廠致力於規劃與參與當地活動，透過資源、人力的支援，以及與地方單位的合作專案，
穩定經營雙贏成長的長期關係。重點推動項目包括：

5.2 社會回饋

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為社會回饋宗旨，儒鴻不間斷透過核心本業的結合，創造對外部環境與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力。除了捐贈物資、善款以及提供就業機會，
本公司亦於 2013 年正式成立「儒鴻教育基金會」，設置獎助學金方案並致力推動紡織業與學術界之合作，強化台灣紡織人才基礎。

2017 年，儒鴻企業在台灣的公益投入總金額超過 3,700 萬元，持續建設地方發展能力。

廠區 行動名稱 行動內容與績效概述
大園廠 河川認養計畫 認養桃園區老街溪上游河段，定期巡視清理進行河段維護作業

苗栗廠

後龍鎮社區敦親睦鄰活動 2017 年共計贊助後龍鎮及周遭社區 20 場敦親睦鄰活動，投入經費 $479,200 元。
鄰近國小活動贊助（5 件） 2017 年共計投入經費 $100,860 元。

社區環境服務 2017 年協助周遭社區及公共區域打掃環境 7 次，
累計投入 15 位廠區員工、提供共 102 小時的服務時間。

溪州廠
後龍鎮社區敦親睦鄰活動 2017 年共計投入經費 $204,000 元。
鄰近國小活動贊助（5 件） 2017 年共計投入經費 $564,000 元。
警消活動贊助 2017 年共計投入經費 $65,000 元。

越南布廠 社區敦親睦鄰活動 2017 年共訪視兩次共 6 戶居民，發放 50 份禮品給居民孩童。

2017 年儒鴻社會投入績效 

備註：含儒鴻教育基金會之公益績效。

社會公益活動投入與募得金額（NTD$） $3,700 萬
志工投入人次 81 人次
志工投入時數 100 小時  

推估總受惠人數 約 2,6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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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儒鴻社會關懷專案

No. 合作對象 / 專案名稱 活動內容與績效概述 投入金額
（NTD$）

參與志
工人次

推估受惠
人數 受惠團體

1 儒鴻教育基金會 – 
儒鴻教育獎助學金

為鼓勵學生積極向學，發展外語能力，對於青年、清寒學生能減少其經濟負擔，
助其家境，期能學業有成，利己利人，貢獻社稷。 1,110 萬 20 111 N/A

2 儒鴻教育基金會 – 
時裝設計新人獎贊助 贊助活動舉辦、獎金資助。 50 萬 3 20 紡拓會

3
儒鴻教育基金會 – 
贊助輔仁大學、

實踐大學
贊助機器設備、校務發展基金。 60 萬 11 300 輔仁大學、實踐大學

4 儒鴻教育基金會 – 
儒鴻服裝設計競賽獎金贊助

為提昇運動休閒服飾產業創意美學，透過競賽活動平台鼓勵及發掘國內優秀設計人才，
藉以活絡產業整體氛圍。競賽以創意出發，兼顧美感以表現出機能性的設計概念，
打造充滿能量的設計。期盼青年學子以熱情創新的創作精神，再創運動時尚的力量。

153 萬 5 30 輔仁大學、實踐大學等
設有服裝設計之校系

5

儒鴻教育基金會 –
Wilson School of Design 
|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產學合作案贊助

贊助國外知名機能服飾設計學府與儒鴻企業進行產學合作案，
學生來台與產業合作開發設計產品。 17 萬 2 10 W i l s o n  S c h o o l  o f 

Design

6
讓世界看見台灣 – 
世大運 FISU 計畫

傲視全球的台灣機能性紡織品一向為國際品牌的賽事助力。
適逢大規模 FISU 國際賽事，儒鴻企業期望能為台灣產業創造舞台、提升國際能見度。
贊助世大運工作人員及志工高科技機能性布料成衣，提供舒適、安全的機能性穿著，
為營造與提昇世大運的氛圍一起努力。

超過 2 千萬 30 2,000 世大運維安、醫療、賽
會工作人員及志工

7 儒鴻企業 - 設備贊助 協助採購最先進教學用機台，供學校教學使用。 320 萬 5 200 輔仁大學、實踐大學

8 儒鴻企業 -
產業人才培育獎學金

針對國內紡織相關科系，提供獎學金補助，學生可先透過實習接軌產業學校理論，
並於畢業後直接於公司任職。 30 萬 5 3 輔仁大學、實踐大學。

名額最高可達 6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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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一 GRI Standards 指標索引表

GRI Standards 揭露項目 揭露項目 頁碼
一般揭露

GRI 102: 一般揭露 2016

102-1 組織名稱 1.1 關於儒鴻 16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1 關於儒鴻 16
102-3 總部位置 1.1.1 經營概況一覽 16
102-4 營運據點 1.1.1 經營概況一覽 16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1.1 關於儒鴻 16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1.1 經營概況一覽 16
102-7 組織規模 1.1.1 經營概況一覽 16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3.1 人力結構組成 44
102-9 供應鏈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40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26
102-12 外部倡議 1.1.1 經營概況一覽 20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1.1.1 經營概況一覽 20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董事長的話 06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26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4
102-17 關於倫理之建議與顧慮的機制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4
102-18 治理結構 1.1.3 治理架構 22
102-19 委任權責 1.2.1 永續治理機制 24
102-20 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1.1.3 治理架構

1.2.1 永續治理機制
22
24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1.1.3 治理架構 22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1.1.3 治理架構 22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1.1.3 治理架構 22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再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1.1.3 治理架構 22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1.1.3 治理架構 22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1.2.1 永續治理機制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24
26

102-30 風險管理程序的有效性 1.2.1 永續治理機制 24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1.2.1 永續治理機制 24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重大主題分析 12
102-33 溝通重要關鍵議題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27
102-34 關鍵議題的性質與總數 1.2.2 永續風險與機會 27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1.1.3 治理架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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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關鍵利害關係人 09
102-41 團體協約 3.2.3 員工意見溝通 56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關鍵利害關係人 09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關鍵利害關係人 09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重大主題分析 12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重大主題分析 12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重大主題分析 12
102-48 資訊重編 本報告書為儒鴻第一本 CSR 報告書
102-49 報導改變 本報告書為儒鴻第一本 CSR 報告書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本報告書為儒鴻第一本 CSR 報告書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本報告書 04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件
102-56 外部保證 / 確信 附件

管理方針
GRI 103: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重大主題分析 12
重大主題
GRI 201: 經濟績效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1.1.2 經營績效 21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1.1.2 經營績效 21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8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1.1.2 經營績效 21

GRI 202: 市場地位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1 人力結構組成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4
48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率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8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3.1 人力結構組成 44

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重大主題分析
1.2.3 企業永續策略

12
28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71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重大主題分析

1.2.3 企業永續策略
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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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4: 採購實務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41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41

GRI 205: 反貪腐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4
205-1 已進行反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4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1.1.4 誠信經營理念 24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24

GRI 301: 物料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41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2.2.2 原物料採購管理 43

GRI 302: 能源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4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4
302-3 能源密集度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4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4

GRI 303: 水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7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7
303-3 回收再利用的水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7

GRI 305: 排放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4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5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5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5
305-7 氮氧化物 (NOx)、硫氧化物 (SOx)，及其它重大的氣體
排放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66

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7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7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9
306-3 嚴重洩漏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67

GRI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1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4.1.2 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

64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67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40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40

GRI 401: 勞雇關係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1 人力結構組成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0
48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3.1 人力結構組成 4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9

401-3 育嬰假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9
GRI 402: 勞 / 資關係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2.3 員工意見溝通 56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3.2.3 員工意見溝通 56

78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1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員會中的工作者代表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2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工日數、缺勤等比率，以
及因公死亡件數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2

403-4 工會正式協定中納入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2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57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57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57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3.3.1 員工訓練與發展 59

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1.1.3 治理架構
3.1 人力結構組成

22
44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1.1.3 治理架構
3.1 人力結構組成

22
44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3.2.1 薪資待遇與福利 48
GRI 406: 不歧視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1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51
GRI 407: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201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2.3 員工意見溝通 53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風險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 3.2.3 員工意見溝通
（定期辦理主管員工溝通會議，保障員
工節社與團體協商自由，然未評估高風
險熱點）

56

GRI 408: 童工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3.2.2 友善工作環境

40
51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3.2.2 友善工作環境
（定期對內辦理人權訓練，並要求供應
商簽署 CSR 實務守則，然未評估高風險
熱點）

40
51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3.2.2 友善工作環境

40
51

409-1 具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3.2.2 友善工作環境
（定期對內辦理人權訓練，並要求供應
商簽署 CSR 實務守則，然未評估高風險
熱點）

40
51

GRI 412: 人權評估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1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3.2.2 友善工作環境 51

GRI 413: 當地社區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71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營運活動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71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4.1.3 社區衝擊及溝通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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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40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2.2.1 供應商永續管理 40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34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35

GRI 417: 行銷與標示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35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2.1.2 生產效率與品質 35
417-2 未遵循產品予服務之資訊與標示法規的事件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35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35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16 103-2、3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管理方針的評估 1.1.4 誠信經營理念
3.2.2 友善工作環境
4.1 環境衝擊管理

24
51
64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本年度未發生相關情事

80



會計師確信之報告書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