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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理念： 

 

在這多元化的競爭市場裡，我們奮

鬥與追求的目標始終不變，「根留

台灣，放眼世界」是我們一貫秉持

信念。在追求利潤同時，也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推動各項工安環保作

為、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公益、協助

政府執行政策及經驗分享等，以貢

獻一己心力。在此同時，我們也朝

向中、長期發展目標，不斷創新領

先、以提昇市場競爭力。並以「積

極進取、活潑明朗、重視人性、自

我超越、團隊學習、團隊合作、共

同分享」為公司企業文化；以人為

主，追求進步創新；以「團隊贏，

大家贏」做為經營者與全體員工的

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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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堡紡織 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 局長序文 

紡織產業為我國重要民生產業，具備相當深厚的技術基礎及完整

上、中、下游供應鏈。在國內，口罩國家隊在 COVID-19 疫情防堵上

貢獻極大，在國外更是許多國際品牌如 Adidas、Nike 等的供應商。

因此為了接軌國際潮流，工業局攜手紡織產業積極投入綠色升級轉

型，特別近年來產品綠色設計及再生原材料的導入，尤為我國紡織業

一大特色。 

世堡紡織雖屬中小企業，但成立逾 40 年，一路走來創造許多亮

點，於 1997 年即投入寶特瓶回收纖維及布料的開發及生產，並獲得

國內外獎項認證，也以環保購物袋、再生喇叭布吸引日本 Sony 公司

的合作。世堡紡織近年也持續追求突破，於 2020 年參與經濟部傳統

產業創新研發(CITD)計畫，與台農發公司合作，以鳳梨葉環保材質開

發紡織布料，其實踐綠色創新與循環經濟的精神，著實令人印象深刻。 

世堡紡織是全國第一家通過環安衛認證的紡織業中小企業，工業

局自 1998 年推行工業減廢中衛體系，世堡紡織也是第一家由中小企

業擔任中心廠角色來推行中衛體系的企業，更榮獲工業減廢績優獎；

近年響應我國綠能政策，投入屋頂型太陽能廠的設置，可謂是長期以

實際行動支持政府政策的典範，本人謹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謝忱。 

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SR）與環境社會治理（ESG）即是重

視永續發展，同時也是企業維持競爭力的根基，本人很榮幸能見證世

堡紡織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出版，相信本報告書能更好地展現世堡

紡織各項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作為，將經驗及成果分享予所有的利害關

係人及同業，並期許世堡紡織未來能精進不懈，向國際傳達台灣紡織

產業旺盛的綠色競爭力。 

經濟部工業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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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20 年在 COVID-19 疫情的衝擊下，全球企業面臨供應鏈重組

及顧客消費行為改變等挑戰，但仍有許多企業持續在 Environmental 

(環境)、Social (社會)、Governance (治理)積極作為，發揮正面影響力，

ESG 已成為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的關鍵指標。 

世堡紡織為環保再生織物產業領導廠商，秉持「根留台灣、放眼

世界」的信念，除本身持續改善製程，發展綠色產品外，更響應碳中

和活動，進行碳足跡盤查以及訂定減碳目標，歷年來榮獲「企業環保

獎」、「國家磐石獎」、「工業永續精銳獎」及「國家永續發展獎」等多

項獎項肯定，為永續發展的優秀企業。 

玉山銀行長期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協助中小企業成長茁壯，

2020 年中小企業放款為民營銀行第一，並連續 16 年榮獲經濟部「信

保績優總行獎」的肯定，除此之外也協助並推薦優質企業參選「國家

磐石獎」、「小巨人獎」等獎項，近年來由玉山銀行輔導獲獎的企業約

占得獎者三成。世堡紡織於 2021 年 2 月參加由玉山銀行主辦的「玉

山 ESG 永續倡議行動」，與 32 家台灣傑出企業共同承諾對氣候變遷

採取具體行動，並承諾於 2021 年盤點用電及碳排放情形、規劃投入

資源、採取具體節電或減碳行動，在台灣中小企業普遍尚未揭露碳排

放資訊的現在，這個承諾極具前瞻性。 

此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呈現世堡紡織以「豐富視野，擁抱未知」

的永續理念推動 ESG 的各項作為，發揮企業影響力，打造韌性、永

續的樂活家園。玉山銀行衷心期待世堡紡織持續展現社會正面力量，

在永續發展的路上不斷向前，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玉山銀行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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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於世堡 

公司簡介 

世堡紡織成立於 1975 年，為工業用紡織品專業製造商，如音響喇叭

布、嬰兒車椅套布等。1997 年起，世堡就已經投入寶特瓶回收環保布料的

開發，取得環保標章、Oeko-Tex Standard 100、 CE 等國內外認證，並多

次獲得台灣精品獎的肯定。 

近年來環保意識高漲，世堡多年的努力開始受到外界的關注，更於

2010 年通過 TÜ V 德國萊茵全球首張再生材質驗證服務，還陸續榮獲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獎、遠見雜誌環境英雄獎、中小企業優良 CSR、台北市幸

福企業獎及經濟部綠色典範獎等獎項肯定。而近年來更逐步轉型，建立自

有品牌，由 B2B 走向 B2C，並創立 Quest 品牌切入馬術用品市場。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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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 1975 年 公司成立 

 

‧ 1985 年 取得 UL 防火標誌。 

 

‧ 1993 年 公司工廠全面電腦化。 

 

‧ 1996 年 取得英國勞氏 ISO 9002 證書。 

 

‧ 1997 年 取得英國勞氏 ISO 14001 證書。 

 

‧ 1997 年 音響專用喇叭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1997 年 研究開發回收寶特瓶再生環保織物。 

 

‧ 1998 年 回收寶特瓶再生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1998 年 高性能擦拭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1998 年 回收寶特瓶再生針織布及平織布皆獲得「環保標章」。 

 

‧ 1999 年 遠紅外線針織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1999 年 榮獲工業減廢績優獎。 

 

‧ 1999 年 環保布獲頒「優良設計獎」。 

 

‧ 2000 年 取得挪威商 DNV ISO 14001 /OHSAS 18001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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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吸濕快乾針織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2001 年 取得挪威商 DNV ISO9001/QS 9000 / TS 16949 證書。 

 

‧ 2001 年 建立 TQM / 5S 制度。 

 

‧ 2001 年 榮獲經濟部節約能源優等獎。 

 

‧ 2001 年 環保袋系列獲頒「優良設計獎」。 

 

‧ 2002 年 魔術毛巾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2002 年 三明治彈性布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 2002 年 夜光布料榮獲「台灣精品標誌」標誌。 

 

‧ 2002 年 榮獲工業減廢績優工廠獎 。 

 

‧ 2002 年 第 3 屆工業永續精銳獎(民生化工類--紡織工業)。 

 

‧ 2003 年 榮獲國家磐石獎。 

 

‧ 2003 年 榮獲創新研發績優中小企業獎。 

 

‧ 2003 年 建構 KM 知識入口網站。 

 

‧ 2003 年 建構 TS16949(T2 版)品質系統。 

 

‧ 2004 年 通過航空局頒發防火防靜電航空毛毯檢驗通過證書。 

 

‧ 2004 年 深化 KM 知識入口網站 。 

 

‧ 2005 年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第 14 屆企業環保獎"。 

 

‧ 2006 年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第 15 屆企業環保獎"。 

 

‧ 2006 年 榮獲第 7 屆全國標準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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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建置 "協同設計" 平台。 

 

‧ 2006 年 取得 Oeko Tex 100 認證。 

 

‧ 2007 年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第 16 屆企業環保獎。" 

 
‧ 2007 年 深化 "協同設計"平台。 

 

‧ 2008 年 建置 "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 

 

‧ 2008 年 榮獲行政院勞委會頒發 

 

                 "97 年無災害工時記錄累積達 10 萬小時証明"。 

 

‧ 2009 年 榮獲桃園縣政府頒發 "第三屆長青企業卓越獎"。 

 

‧ 2009 年 取得 CE 標誌 Test No. 113122559-01 

 

‧ 2009 年 取得 Sanitized 抗菌合格認證。 

 

‧ 2009 年 工業技術研究院 “人文與生活高值化”紡織品開發計畫 

 

‧ 2009 年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能源紡織品開發與應用計劃” 

 

˙ 2009 年 切入馬術用品市場 

 

‧ 2010 年 取得 CE 標誌 Test No. 113123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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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榮獲全球首張 TUV 再生材質驗證服務 No. 0000000001 

 

‧ 2010 年 獲頒 99 年度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 2010 年 獲頒第二屆遠見雜誌環境英雄獎 

 
‧ 2011 年 獲頒台北市勞工局 幸福企業獎 

 

‧ 2011 年 獲頒 2011 台灣中小企業優良 CSR 

 

‧ 2011 年 獲頒第一屆台灣綠色典範獎-產品類 

 

˙ 2011 年 建立 Quest 馬術用品品牌  

 

‧ 2012 年 通過德國萊因 TUV 碳足跡驗證 



 11 

 

‧ 2012 年 獲頒台北市勞工局第二屆幸福企業獎 

 

‧ 2012 年 獲頒第二屆台灣綠色典範獎-服務類 

 

˙ 2013 年 獲頒第三屆台灣綠色典範獎-產品類 

 

˙ 2013 年 通過 PBWWD 驗證 

 

˙ 2014 年 通過 TUV 再生材質驗證服務 

           通過 ISO 9001 認證 

           通過 DISNEY MATERIAL SUPPLIER 及 VENDOR 稽核 

 

˙ 2017 年 獲頒經濟部創業四十年以上歷史悠久促進工商發展及就業貢   

           獻感謝狀 

            台灣精品獎-USB 遠紅外線水壺套         

                      -USB 遠紅外線眼罩 

                      -USB 遠紅外線貼片 

                      -USB 遠紅外線護腕 

 

˙ 2018 年 通過 TUV 德國萊茵的 ISO9001:2015 年版之品質管理系統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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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榮獲第 12 屆桃園績優企業卓越獎-環保循環 

 

˙ 2020 年 榮獲第 26 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 2021 年 購置世堡楊梅三廠 

 

˙ 2021 年 世堡楊梅二廠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屋頂 

 

˙ 2021 年 榮獲 26 屆國家品質獎「功能典範類-永續發展典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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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 

產品項目： 

一、各種針織布、平織布生產；涵蓋聽、坐、看、穿、等生活領域產品 

● 聽：工業用布 

 

● 坐：汽車內裝/  

       嬰兒車布料 

 

2021年 榮獲 26屆國家品質獎「功能典範類-永續發展典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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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成衣用布 

 
二、自有品牌產品，以自家生產的機能型布料、回收寶特瓶環保布料向下

延伸開發出的終端產品 

● Quest 馬術用品：以遠紅外線機能性布料製成各種馬術用品。 

 
 

  

● ecotouch 環保系列產品：以回收寶特瓶環保布料所製成各式服

飾、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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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 

近年來，國際情勢波動劇烈，連帶也影響到國內的經濟情勢；在情勢晦暗

不明的情形下，世堡紡織保持著實事求是，穩健發展的腳步，除了深耕既

有的客戶，也投入更多研發發展新產品，開拓新市場尋求更高的突破，讓

公司穩健營運。 

 

年度 2018 2019 2020 

營業額 20,428 20,515 18,305 

單位:萬元新台幣 

CSR 政策 

世堡紡織了解企業除經營獲利外，應積極實踐社會責任，特訂定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為： 

 實踐企業承諾 善盡企業責任 依循 ETI ( 道德貿易聯盟 ) 之倡議提

供員工良好的工作環境，並承諾遵守 ETI ( 道德貿易聯盟 ) 之基本守則，

指派高階主管監督及執行承諾事項，並遵守雇主與員工間應有的道德規

範。 

 

並採取以下策略 

1. 落實公司治理，兼顧利害關係人利益 

2. 重視生態效益，降低環境衝擊 

3. 參與社會公益，促進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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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鑑別 

世堡紡織追求永續經營，將盡力與公司所有利害關係人建立透明有效的多

元溝通管道，以了解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對世堡的期許，作為擬定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與相關方針的重要參考。 

依循公司創立宗旨、經營理念與原則、企業願景與定位，企業文化以及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等重要原則，本公司鑑別利害關係人，並分析實質性問

題。本報告書所稱之利害關係人依各部門實務運作作為提報，並依上述原

則進行鑑別，包括股東、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區、政府機關、銀行、

非政府機關及競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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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議題分析 

針對上述利害關係人提出之關心議題，考量與「公司治理」、「環境保護」

及「社會公益」等 GRI G3.1 指標面相的關係，經各部門討論與評比後，提

出下列重要的實質性議題，並評估上述議題之「利害關係人關心程度」與

「對企業衝擊與影響迫切性」，歸納出議題在各面向重要性排序。 

 

環境保護 

1 重大工安事件 

4. 碳足跡與水足跡 

 

2. 廢棄物管理 

5. 環安衛管理績效 

 

3. 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 

6. 太陽能光電應用 

社會公益 

1. 產品與服務訊息 

4. 教育訓練與職涯發

展 

7. 權益保障 

 

2. 產品責任安全 

5. 勞資關係與勞動條件 

8. 社會公益 

 

3. 薪資福利 

6. 工作環境與安全 

9. 性騷擾防治 

公司治理 

1.合法性與法規符合度 

4.風險管理 

7.公平競爭 

 

2. 企業誠信與永續發展 

5. 綠色創新與綠色產品 

 

3. 營運與獲利 

6. 客戶服務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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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通 

利害關係人 關心議題 溝通方式 

股東 營運獲利 

公司治理 

經營方針 

投資計畫 

股東會 

公司網站 

客戶 營運獲利 

綠色產品與創新 

環境責任 

勞資關係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參訪與認真稽核 

公司網站 

員工 營運獲利 

福利與保障 

勞動條件 

勞工安全 

勞資關係 

內部會議 

員工滿意度調查 

提案改善 

面談 

鄰近社區 環境責任 

社會公益 

參與社區會議 

參與社區活動 

政府機關 公司治理 

環境責任 

勞資關係 

勞工安全 

參加研討會/座談會 

申報審查 

到場稽查 

公文來往 

銀行 營運獲利 

公司治理 

定期拜訪 

企業網站 

電話溝通 

供應商 企業誠信 

碳足跡水足跡 

滿意度調查 

拜訪/參訪 

公司網站/E-mail 溝通 

非政府組織 公司治理 

環境責任 

社會公益 

實地訪查 

座談會/研討會 

公司網站 

同業 公平競爭 產業工業活動 

電話或 E-mail 溝通 

客戶滿意度 

客戶滿意度是掌握客戶感受的資訊來源，是保衛了加強服務與提供最佳品

質的產品給客戶，每年進行一次客戶滿意度調查，已掌握是否符合客戶需

求，作為持續改善的依據。調查內容包含：客戶滿意度、產品品質、使用

者意見、產品創新、客訴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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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董事長忠祐先生於 1989 年加入自創品牌協會，推廣品牌行銷，持續的參

加各種外部協會或組織： 

1. 針織公會監事 2000~2003 

Executive Supervisor of Taiwan Knitting Industrial Association 

2. 自創品牌協會理事 1989-1991 

Director of Br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BIPA) 

3. 中華民國台灣精品廠商協會理事(1999/1/20~2001/1/19) 

Director of Taiwan Excellent Product Manufactory Association  

4. 中華民國台灣精品廠商協會常務理事(2006/3/28~2008/3/28) 

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wan Excellent Product Manufactory Association. 

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紡織工業國家標準起草委員會委員

(1997/7/1~1999/6/30)   Affairs (MOEA) 

Committeeman of Textile Industry National Standards Draft Committee,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 Inspection (BSMI), Ministry of Economic    

6.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5/3/1~2005/12/31) 

Vice Chairman of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Technology 

Committee .MOEA 

7.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2005 年紡織工業年鑑」撰稿委(2005/1/1~2005/7/31) 

Committeeman of “2005 Textile Industry Annual” Author Committee,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TTRI) 

8. 行政院國科會 94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環保領域審查委員 

Auditor of 2005 Govern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 Eco Fiel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9. 自創品牌協會常務理事(2001/11/2~2007/11/26) 

Executive Director of Br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sociation(BIPA)  

10. 年度產學研合作委員會委員 2005 

Committeeman of 2005 Industry, Academ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 Committee 

11. 年度紡織專業展第一次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2005 

Committeeman of The 1st Purchase Jury, 2005 Textile Exhibition  

12.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府產業商字第 10282643800 號 3/29/102 

任期 3/18/102~迄今)   Director and G.M. of Super Textile Corp. 

13. 工商協進會產業提升研究委員會委員(2007/8/17~2009/8/16) 

Committeeman of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 Committee, CNAIC 

14.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第十一屆常務理事(2020/2/21-)兼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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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1-)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wan Excellence Branding Association  

(TEBA) 

15.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業務指導小組」第五屆委員

兼副召集人(紡(101) 貿字第 01752 號 2014/5/17~迄今) 

Committeeman of “Functional Textile Certification Affairs,”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16.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衣物組副召集人(2006/10/01~) 

Deputy convener of Garment Division, Tzu Chi Foundation 

17.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第六屆常務理事兼理事長(台內團字第

1080043978 號 2019/5/31~2022/5/30) 

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wan Industrial Textile Association 

18. 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第二十五屆常務理事((24)益 102 總字第 00026

號 2015/12~迄今     Supervisor of Taiwan Knitting Industrial Association   

19. 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第二十五屆市場拓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5/12~迄今 Committeeman of the 22th MarkCom committee, Taiwan 

Knitting Industrial Association 

20.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紡織產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6 開始(紡所(103)紡

委字第 103012 號 2014/1/1~迄今)兼主任委員(2019/6/6 ~ 2023/1/31 

Committeeman of TTRI Textile Industry Development Committee 紡所(110)

紡委字第 110001 號  

21. 新力大樓管理委員會委員 

22. 中華民國台灣土耳其經貿協會第二屆常務理事兼副理事長  

(2018/6/11~2021/6/10) 

23.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十九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107) 貿综行

字第 00681 號 2018/5/17 ~)  

24.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候補監事 

25.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產業提升研究委員會委員 (107) 工商字第 383 號

( 2018/9/5~2022/6/24) 

26.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會務委員會委員召集人 (107)工商字第 391 號

( 2018/9/5~2022/6/24) 

27.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107)工商字第 389 號

( 2018/9/5~2022/6/24) 

28.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十九屆紡織品小組召集人((107) 貿進聘

字第 A1414 號 201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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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兩岸紡織科技交流理事會副理事長 2019/5/31~2022/5/30 

30.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第三屆理事兼副理事長  

自 2020/8/18 ~ 2024/8/17 

31. 國品永續精銳聯盟  總會長 自 2021/1/1 ~ 2022/1/1 任期一年 

32. 「台灣產業競爭力促進協會」第三屆顧問 (戴宏怡邀請) 

33. 創新研究獎聯誼會 - 第七屆顧問(緯和 周淑慧董事長邀請) 

 

工商貿易類 

1.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2.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3. 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4.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5.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紡織產業發展委員會 

6.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業務指導

小組」委員 

7. 工商協進會會員委員會委員 

8. 工商協進會勞資關係研究委員會委員 

9. 工研院材化所纖維領域研發諮詢會委員 

10.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治理 

臺灣精品品牌協會 

 

政府機關 

勞工保險局經管基金管理及運用諮詢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2 年度紡織業專款評審小組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審查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政策研究暨智庫建構計畫智庫

委員 

 

其他 

國家磐石獎聯誼會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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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委員 

世堡藉由參加上述外部協會或組織，了解利害關係人所關心的實質議題，

並表達公司就這些議題之立場與看法。其中本公司羅忠祐董事長在中華民

國紡織業拓展會、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臺

灣精品品牌協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等外部協會或組織皆有擔任

常任理事、理事、監察人或召集人，最近三年：2019 年擔任兩岸紡織科技

交流理事會副理事長、2020 年擔任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長、中華民

國東亞經濟協會副理事長、2021 年擔任國品永續精銳聯盟總會長與創新研

究獎聯誼會顧問。 

 

第三章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為了實現「創造更美好的明天」的企業使命，世堡紡織藉由強化內部治理

機制、提高營運效率，並保持跟所有利害相關人，包括社區、員工、客戶

和業務合作夥伴的良好關係，獲取社會大眾的信賴，確實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邁向永續經營。 

我們也曾參照「公司治理制度評量」標準及指標，進行公司治理機制自評，

透過保障股東權益、資訊透明度、確保管理階層紀律、尊重利害相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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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社會責任等構面，提昇公司治理績效。 

股東會 

世堡紡織已成立46年，雖然是中小企業，但世堡紡織恪守相關法規，並定

期召開股東會，報告公司目前的營運績效與未來發展方向。秉持透明、公

開的原則讓股東、投資人充分了解公司目前的營運情況，也根據當前趨勢

給予建議調整未來走向。 

 

內控制度 

世堡紡織為確保並落實公司治理，強化內部控制與稽核，於每季進行例行

內部部門交互稽核，並提出稽核報告公佈於公司知識管理系統上，提供給

公司管理階層及所有員工查閱。在執行方面，除了年度稽核計畫進行實地

查核或書面審查，並搭配不定期、特殊目的所做的專案稽核及

ISO/DNV/OHSAS等管理系統等，提供改善建議，以協助公司覆核內部控管

制度之缺點及營運效果與效率，以合理確保營運效果、法律遵循、與財務

報告得以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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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理 

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其影響層面廣泛。我們辨識氣候變遷的

風險，並提出對應管理作法。此舉有助於企業在目前與未來的組織與資產

配置、投資策略、供應鏈選擇，和人才延攬上，採取適當的預防行動，把

影響程度降至最低。世堡是外銷導向的紡織業，為強化風險管理以達成企

業永續經營的目標，有效降低經營風險，我們針對「原物料價格波動管

理」、「財務風險管理」、「信用管理」、「資訊安全管理」及「環境與

工安風險管理」等五大項目，辨識與定義其風險內容並擬定控管對策。 

 

 

全球氣候的劇烈變化，導致原物料及能源價格大幅波動，而歐債危機造成

景氣低迷，進而演變成全球經濟衰退，形成企業經營壓力。為避免原物料

價格波動的損失風險，並維持穩定供貨，我們採取的因應對策如下： 

1. 內部產銷檢討會議，管控原物料庫存 

定期調整整體採購策略方向，避免跌價損失，並及時調整採買量 

2. 準備替代來源廠商，避免單一貨源風險 

持續尋找替代供應商，並與現場使用單位合作試用他廠原料。 

供應商的政策與管理 

世堡持續推動綠色採購來影響供應商，激勵供應商轉變為綠色企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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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綠色採購並非大幅度地改變，而是一種「調整」與「強化」，項目

涵蓋產品、服務、物流管理、外箱包裝、原料及能源等，並透過傳真向供

應商宣導，邁向永續供應鏈。 

 

財務風險管理 

在財會面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包括: 銀行融資額度是否充足而影響資金的籌

措、利率與匯率的波動、現金流量的掌握與流動性等等。針對這些潛在的

問題，我們採取的因應對策如下： 

銀行端 

隨時與銀行保持暢通的聯繫。適度增加備用額度，以備不時之需。 

資金端 

評估市場資金供需與利率變化，慎選籌資方式。 

業務端 

縮短應收帳款回收期，生產部門降低存貨持有期。 

 

資訊安全管理 

為確保嚴密控管資訊安全，確保日常

營運正常運作，為公司員工、客戶、

供應商等提供安全和妥適的服務，以

達到資訊安全零風險。 

我們提供全球客戶產品與服務，相當

重視資訊的安全與保障。對此，我們

針對資訊的機密性與完整性，採取嚴密的控管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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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行異地備份及存放，提升檔案保存安全性。 

2. 資料安全防護：對內防護上，個人電腦端建置病毒防護機制，定期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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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軟體上之漏洞，提高電腦本身的防禦力；對外防護上，建置防火牆

入侵偵測設備及各項資安閘道器，嚴格監控異常網路行為，杜絕駭客入

侵及個資外洩的風險。 

3. 系統快速復原：定期進行異機、異地系統復原的實際演練，提升系統穩

定度，以確保公司正常營運。 

 

安全衛生風險管理 

2000年建置國際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OHSAS18001），並經認證

公司DNV 認證通過。一直以來，世堡恪遵本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規

範、國內法規及利害相關者等要求，透過全面清查作業流程與內容，進行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供應商管理 

 

世堡已建立「採購管理

程序」，採購原則上，

需向合格供應商採購;

如第一次採購時，需監視供應商之供應能力，以評斷供應商是否合格。採

購相關記錄，應予以維持，所有資料均建制於貿易系統中。所有採購產品，

均有所管制，並符合政府相關安全法規的規定。供應商及代工廠的品質系

統開發，以技術及客戶品質要求為要件，其未建立 ISO 9001:2000 系統時，

採購貨品以世堡品質系統之標準交貨，建立供應商審查.登錄管理及評鑑制

度，開發之優先順序完全依據其品質及產品重要性來決定。世堡對供應商

之評鑑，依客戶之要求為要件，並做定期性的評估，以確保供應商品質與

交期，而供應商之評鑑及考核，依據「供應商管理程序」辦理。當合約有

規定時，世堡得向顧客核准之供應商採購原.物料，此供應商應確保交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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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各項責任。採購文件須明確載明訂購之品名、規格、交期、數量、價

格或特殊規定等，以方便供應商查核。依「進貨檢驗程序」對採購的原物

料、半成品、成品實施檢驗，以確保品質符合要求。世堡或顧客要到供應

商執行驗證時，須在採購合約中說明之，並安排驗證作業。依「進貨檢驗

程序」來確保進貨產品的品質,有以下方式執行之： 

a. 由倉管課進行進貨產品的點收,由針織課、檢驗課分別對半成品、成品

進行檢驗,且要有文件記錄。 

b. 針對世堡無法檢驗者,供應商需附出貨檢驗記錄,尤其是原物料供應商則

在採購合約中要求附「物性化驗表」。如有需要則由進料中抽樣送公證

第三者驗證。 

c. 依據進貨産品的品質記錄,在有必要時由世堡或公證的第三者機構對供

應商現場進行評審或稽核。 

d. 性能要求則由實驗室或委由合格驗證機構驗證。 

e. 顧客同意的其他方式。 

品質監控—依據「成布每日差異明細表」及「異常狀況處理單」對品質做

持續監控。交期監控—依據「染廠追蹤表」及「供應商延遲交貨通知回覆

單」對供應商進行持續之跟催與監控。對於品質和交期等特殊問題要反映

給業務，客戶退貨問題則依世堡之「顧客抱怨處理程序」進行。 

 

 

第四章 永續環境 

環境管理制度 

本公司董事長，負責公司、工廠整體營運推動及擬定公司中、長期發展目

標。並設有品質管理推行委員會及環安衛管理推行委員會，組織結構採「扁

平化」管理，並以「企業家族」精神經營企業，對協力廠及客戶採「策略

聯盟」創造雙鸁為依歸。建立勞資和諧、積極溝通、協調合作的網狀結構

組織。 

自 1996 年 ISO 9002 品質管理系統通過英國勞氏驗證公司、經濟部商品檢

驗局驗證後，翌年 1997 年建立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並通過英國勞氏

驗證，從此邁向環保新里程。西元 2000 年，有感於職業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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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整合 ISO 14001 與 OHSAS 18000 環安衛管理系統二合為一，並獲挪威

DNV 驗證公司驗證。 

 

綠色產品與製程 

自 1997 年起，世堡紡織即致力開發織造“回收寶特瓶再生織品系列”產

品，將回收的寶特瓶經過一系列的製程，製造出環保再生織物，並申請台

灣的環保標章。 

由於每年全世界生產約 3000 億磅的塑膠產品，但少量能夠循環再利用。寶

特瓶原本是從石油所提煉出的產品，目前雖然已經發現“頁岩氣”的產物

分別可以取代天然氣及石油的能源取代品，仍有一些物品還是得靠石油聚

合才可製作，但石油是有限的，因此使用寶特瓶回收再製造，可減少 CO2、

水資源、化學添加物等約 80%的能源損耗，可降低產業的衝擊，減少能源

的開採，改善環境的污染。 

 

2007 年起至今，為進入歐洲市場，世堡紡織通過 Oeko-Tex Standard 100，

符合歐洲對於環保的高標準規範，2009 年為開拓終端成品市場，取得歐盟

CE 標章認證；更於 2010 年成為全球首家通過 TUV 再生材質驗證服務認

證的企業，為環保永續發展寫下歷史性的紀錄。 

資   源 
回收點 

(慈濟或回
收商) 

寶特瓶 

環 保 
纖 維 

 
再 生 
酯 粒 

(遠東/新光) 

 瓶 磚 

 
再 生 
瓶 片 

毛  毯 

再  生 
處理廠 
(亞東創新/

尚益) 

溫  暖 
送愛心 

 
再  生 
造粒廠 

假  撚 
(遠東/新光) 染  整 

資源 
回收站 
(慈濟或回
收商) 

裁  剪 織  布 

資   源 

處理場 

垃圾變黃金   黃金變鑽石 
鑽石轉大愛   大愛慰群生 

再生製品 

紡  絲 
分類 

清潔 

清 洗 

切碎 

壓縮 

分類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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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布邊回收再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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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一格的中衛體系 

世堡紡織自 1998 年推行工業減廢中衛體系以來，成為第一家推行中衛體系

中心廠之中小企業，更在 2002 年工研院環安中心實施永續發展技術工具整

合性輔導，陸續有億東紗廠、福盈助劑廠及名陽織廠等上中下游廠商共同

參與執行。 

結合供應商建立綠色供應鏈，實施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環境化設計、環境

成本會計與清潔生產技術等持續改善，致力達成供應鏈整合的環境管理，

整合 17 家廠商，總計 11 種行業共同推動，總參與員工數達 2,422 人，總

經濟效益更達 1 億 6 仟多萬元。 

     世堡紡織(股)公司中衛體系組織圖

 
落實環境會計 

2005 年由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實施環境會計輔導，藉以建立「環境會計綠色

帳」，具體落實執行量化指標環境管理。為整合產業趨勢、研發知識共享

平台，轉化員工為知識型員工，建立無紙化作業流程，減少紙張浪費，落

實環保理念。 

 

製程改善所做的努力 

於 2003、2004 連續兩年，委請中國生產力中心 CPC 執行專案輔導。製程

改善方面逐年汰舊換新機具（進口瑞士自動裁布機、德國電腦提花針織

機、日本平衡裁剪機、法國力克電腦自動裁剪機等），製程速度快，提高

產能、品質良率、減少瑕疵品與廢棄物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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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 

領先全球實踐「搖籃到搖籃理念」(Cradle to Cradle) 

綠色產品之具體做法與績效方面，世堡紡織公司產品主要原料聚酯加工紗 

PET 屬無危害性原料，在製程後段定型染整中，亦要求委外染廠使用無毒

染劑，其中難燃助劑亦改向國外(日本)採購無毒性，故不會造成任何環境

污染與人體危害。 

在追求永續發展與資源重新整合、再利用的目標下，世堡已成功開發出：

廢布邊回收、抽絲紡紗，而目前已成功開發出終端成品如：披肩、毛衣、

帽子等；在廢棄物減量與再利用的里程上又進一步。 

寶特瓶回收環保布料 

1 與協力廠商建立新的綠色伙伴關係 

2 與協力廠商建立對環境保護的承諾 

3 宣示不使用環境相關物質的責任保証，使用原材料均接受監查 

4 建立綠色伙伴的認定程序 

5 遵守歐盟 ROHS、 EUP 環保指令 

6 建立原材料進料檢驗體系、環保相關物質的含量數據 

7 製造過程的保證體系：不使用証明書不使用重金屬－鉛、鎘、六

價鉻、汞、溴化耐燃劑（PBBs 與 PBDEs）等 6 種化學物質。 

8 採用生態化設計方式提昇產品的能源效率，鼓勵開發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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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 

帽子主要是保護頭部及美觀裝飾之作用，不僅可以遮太陽且在冬天可以保

暖，其用途相當廣泛。一般的帽子大都是採用多裁片進行拼接成錐狀，相

互車縫連接，又因為車縫在一起造成透氣不佳，因此會在其上貫穿複數透

氣孔使其透氣，為解決現有技術不足之處，世堡創作一種帽子改良結構，

其帽體是由寶特瓶材質的透氣紗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作。其帽緣後端下方

以彈性紗作為輔助，提供帽子自行依照配戴人的頭調整大小。世堡開發改

良結構欲解決之問題，系由於主要由裁切六片車縫且不透氣，又需要一針

一線相互困難的車縫，製造上費時且又不方便，稍有偏差就會造成變形，

因此世堡採用一體成形的方式，解決困難車縫的部份，更減少製作的時

間，並利用寶特瓶所製的透氣紗。藉此設計，可以節省材料、時間、加工

手續，同時具備節能減碳、環保、透氣，有效提昇製造及使用方便性。 

 

  

 

環保袋 

在袋子的設計上，世堡紡織突破一般的環保袋，除了一般採用車縫的方

式，還使用無車縫線的方式，採用高溫高壓的技術，將環保袋的裁片貼合

在一起，並在外觀設計上，有別一般的印花或其他顏色搭配設計，外觀上

採用鏤空的方式，在布面上形成特殊的圖案，由於要在布面上呈現圖形，

大都會另外在圖形上以繡花的方式修正圖形，但世堡的產品所主打標榜無

線車縫，因此在製作上更是一項挑戰，利用高壓重力的方式，並迅速的完

成圖案的建立，使圖形的四週不會形成脫線或裂開，為了達到這項要求，

世堡花了無數的心力與時間不斷的嘗試，終於做到外觀設計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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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毯 

環保毛毯主要原料屬於無危害原料，在製程後段染整定型中，要求委外染

整廠使用無毒的染劑及助劑，同時也會建議客人採用寶特瓶的原色直接製

作，亦可以減少染劑及水資源的浪費，並可以縮短製程達到能源使用的減

量，綠色寶特瓶製作綠色的產品，透明的寶特瓶製作白色的產品。並在追

求永續發展與資源整合，在製作環保毛毯的同時，會有車縫及裁切，世堡

紡織已經成功的將裁切所產生的廢布邊回收再利用，開發出新的產品使廢

棄物減量與再利用的里程上又往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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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綠冠農場合作開發鳳梨葉取纖技術並研發鳳梨葉布料與產品 

參與 109 年度經濟部傳統產業創新研發(CITD)-主題式研發計畫補助(以鳳

梨葉環保材質開發紡織布料)與 110 年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紡織品整合行

銷與商機開發計畫(永續環保紡織品國際市場整合行銷計畫)，藉計畫之資

源進一步來推廣與行銷。 

 

環保管理構面：按 PDCA 循環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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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管理構面：按 PDCA 循環作管理 

 

 

 

 

 

碳足跡盤查 

由世堡所蒐集的資料，並協助由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100 年度產品碳足跡示範案例專案工作計畫』，擔任『產品類別

規則-紡織材料製手提袋』之主導廠商，制定『紡織材料製手提袋』產品類

別規則。 

同時協助大愛感恩科技制定『人造紡織材料製毯』的產品類別規則，並配

合大愛感恩科技以環保署計算指引揭露毛毯的碳足跡。 

世堡由 TÜV 採用行政院環保署的計算指引揭露世堡環保袋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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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碳中和活動，並追求零碳評估表： 

減碳績效與目標管理 

永續發展 關鍵指標 2018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核心目標 衡量 KPI 實績 實績 實績 目標 

負碳排放 

用電度數(度) 305,280 282,160 265,200 260,000 

比較 2017 年使用

351,600 度省電(度) 
46,320 69,440 86,400 

 

用電減碳量(kg) 25,661.3 38,469.8 47,865.6 
 

用水度數(度) 642 356 421 400 度 

回收雨水(度) 636 754 607 
 

實際總用水量(度) 1,278 1,110 1,028 1,000 

未設置雨水回

收時度數 

比起 2000 年 

用水 1,810 度 
省 1,268 度 省 1,454 度 省 1,389 度 

 

節能減碳 用水減碳量(kg) 766.5 814.4 821.1 
 

減碳專案 

1.設置雨水回收再生系統 2000-2021 年 ； 20 年來共減少用水 19,078 噸 

2.設置 LED 燈管取代傳統燈管 2017 年-2021 年 

3.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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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 

在節約用水方面更是不遺餘力，從 1995 年起，世堡於廠區內先後建立兩座

雨水回收槽，總儲水量約 254 噸；且定時檢驗水質，世堡將這些水用於：

一般廠區用水、冷氣機冷卻用水、廁所用水、園藝澆溉、及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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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設置太陽能屋頂(189Kw)，並於2021年5月14日完成掛錶： 

 

廢棄物管理 

自 1997 年，世堡紡織開始投入環保回收布料的開發之後，為了還給下一代

一個乾淨的環境，也開始進行工業減廢的相關作業，在 2002 年榮獲「工業

減廢績優工廠獎」，透過我們持續不斷的努力，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有

效地將生產時產生的廢棄物總量逐年減少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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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業承諾 

友善職場 

世堡紡織秉持正派經營的理念，一切勞動條件、管理制度，與制定的工作

規則均遵守中華民國政府相關勞動法規，以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本公司

遵循性別工作平等法與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平等對待每位員工，並已頒

行「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定」。尊重員工為本公司經營原則之一，

遵行人性化管理，對所有員工給予必要協助，並提供公平合理的工作環

境，培訓員工專業技能，幫助員工成長。 

在廠區入口處即設立輪椅道，提供行動不便者方便進出。二棟廠房間，更

規劃以天橋及電梯作連結，不論是上下貨及通行，皆能提供便利又快速的

方式。而在辦公室設施方面，為身障同仁準備專用的辦公桌椅，在化妝室

亦設有輔助把手，方便身障同仁使用。 

  
 

 

員工權益 退休制度 

本公司遵守勞基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性騷擾防治與申訴等

相關法令規定，除員工加入勞保、健保、享有生理假、育嬰假等各項休假

權益外，並且實施勞工退休管理辦法，按新舊制員工提撥退休金，並讓員

工了解公司重大政策與發展，建立暢通的員工溝通管道，以確保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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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勞基法規定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於銀行專戶，員工符合退休條件

者，依其服務年資計算退休金基數，核發退休金；符合勞退新制員工，公

司依法按月提撥退休金匯入個人帳戶。 

                                                                         

進用中高齡工作者 

所有行業中，最難獲得的就是經驗，世堡紡織很願意照顧每位同仁，更珍

惜有豐富經驗的同仁，在目前 57 位員工中，有超過 21 位 45 歲以上，年資

10 年以上有 25 位，甚至還有已經退休的同仁，再度回來世堡擔任專員做

經驗傳承，而世堡更在民國 88 年獲頒行政院勞委會晉用中高齡者績優廠

商。 

 

 

 

 

環境安全保護 

本公司推行 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秉持「追求零職災」之

安衛政策，並採取下列措施：1. 實施 OHSAS18001 職業安全管理系統；2. 實

施教育訓練，提高員工安全意識與能力；3. 遵守安衛法令，重視工業安全

與人員安全。世堡紡織於公司與作業廠所推行環境 5S，維持辦公環境與作

業廠所整潔以及設備安全防護措施的有效功能，定期施行勞工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與宣導。除訂定工作安全作業規定與訓練辦法，且每三年實施員工

健康檢查、定期舉辦演練及推動零職災活動等，藉以防止意外事故發生，

使職業傷害降至最低。 

世堡紡織自 1997 年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2000 年整合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 TS16949 系統，結合成三合一的環安衛管理系

統。更依據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制定相關作業規定。律定全廠整體

性污染防治規劃、廠區內外周界環境污染監測情形，因應未來環保標準所

配合之規劃與改善措施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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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永續經營目標與績效管理 

永續發展 關鍵指標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核心目標 衡量 KPI 實績 實績 實績 目標 

愛護環境 

用電費用(元) 1,273,158 1,218,085 998,288* 1,150,000 

用水費用(元) 11,698 9,799 9,562* 9,700 

認養面積 維護世堡周圍約 1000 坪綠地(156 顆樹)與植栽 

重視工安 無災害工時 2006.10.1-2021.4.30 共計 1,425,407 小時 

廢棄物減量 減量噸數 

按產線狀況，將產出廢料做好分類與再回收利

用，並請專業清運業者處理無法回收之廢棄物 
廢棄物回收 回收噸數 

廢棄物再利用 再利用噸數 

 
員工任用與培育 

紡織業是台灣最早外移的傳統產業之一，當同業紛紛外移中國大陸或東南

亞的時候，世堡紡織選擇根留台灣，持續投資自動化生產，積極轉型，而

近年來的員工維持在 50~60 人之間，員工流動率低。 

2020 年員工人數為 57 人，男性員工 17 人，女性員工總數則為 40 人。 

員工學歷統計 

學歷 研究所 大專 國高中職 

人數 1 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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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47.7%

1.5%

研究所

大專

國高中

 

人才向來是世堡最看重的資產，員工可依據工作管理規則之相關內容，查

閱相關訊息。依據環安衛系統與法規之規定，針對員工年資作各項的健康

檢查，及視員工之體力適度調整工作的內容。 

每年年底就各單位，皆可提出申請年度計劃，每位同仁皆有一本學習護

照，登錄相關學習資料，作為人力調配重要參考。同時，公司也透過生產

力中心輔導並建立 S-OJT 計劃表及技能檢定表，同時建構了 E-OJT 線上在

職教育電子化管理系統，由每位同仁於派訓後，自行登錄於平台，讓人力

資源更能充份運用。 

 

  

 

 

員工關懷與照顧 

本公司重視員工關懷與照顧，提供員工完整薪資、獎金、及福利制度，讓

每位員工在工作崗位上貢獻一己之力，相關福利措施包括：為員工投保勞

保/健保/團保、發給三節禮金，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工廠提供員工宿

舍等。 

近年來生育率全台下降，本公司為照顧員工，員工生育後由公司提供 3000

元生育津貼，部門主管為 6000 元。而公司將每位員工當子女一樣的看待，

盡可能照顧員工，董事長考量到現在生活物價高漲，照顧新生兒開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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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依當時公司的營運情況，額外再撥出一些款項補助，讓同仁可以安心照

顧小孩。 

 

 

 

 

外籍員工關懷 

2020 年本公司於桃園廠區，雇用了 12 名外籍員工，負責工廠各部門基礎

的工作，在世堡紡織是沒有本國人跟外國人之分，同仁與外勞相處就像一

家人，噓寒問暖更是少不了，讓離鄉在外遠在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就好

像在家跟家人相處一樣，工作的很愉快。 

世堡的外籍員工皆來自菲律賓，近年來氣候變遷，台灣與菲律賓在夏季常

遭受颱風侵襲造成不小災害，2013 年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中部，公司管理

階層立即詢問菲籍同仁，家中是否為災區需要協助，並指派專人協助處

理；而公司同仁秉持著同舟共濟，人飢己飢的精神，自動發起捐贈一日所

得協助家中受災的同仁重建家園。 

 

  
 

而為了讓這些離鄉工作的同仁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公司董事長親自帶領工

廠主管及外籍員工清理員工宿舍，並規畫斥資上百萬，重新規劃，打造更

為舒適的居住環境，讓外籍員工能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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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通的溝通管道 

世堡紡織把員工當作重要資產，員工的意見是公司進步的原動力，公司重

視員工的心聲。意見的溝通管道非常多，舉凡課員可向該課主管、廠長、

工作日誌、或向董事長等等管道反應。創造優良職場不是口號，上至董事

長，下至基層員工作業員，「立即改善」是世堡紡織的傳統文化，溝通無

障礙更是世堡紡織為員工排解問題的重要管道。 

外勞的關懷照護與相關福利，舉凡工作上、生活起居、私生活方面，皆與

本勞一視同仁。不但有專人關心，本勞更是對外勞照顧有加，如同一家人

般。雖然同仁在語言上時有雞同鴨講，溝通卻是無障礙。耐心的溝通與無

微不至的照護，致使外勞常在任用期間或返回家鄉時，總是很開心的願意

再回到公司任用。用心的對待每位員工，把員工當作資產。 

 

 

幸福企業 永續經營 

世堡紡織相信，一個好的企業除了要能用人之外，更要能留人，因此我們

關心每個在世堡工作或曾經在世堡工作的同仁，員工不僅僅是企業的資

產，我們更把員工當成自己的家人，讓每個員工有家的感覺。另外我們還

在 2011 年、2012 年榮獲台北市政府所頒發的幸福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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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責任 

異業交流 

世堡紡織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盡我們的能力回饋社

會，認養廠區周邊 2,400 坪綠地；並定期實施環境整理與植栽綠化，且在

每年開工敦親睦鄰，植栽綠化，為降低溫室氣體盡份心力。近年來亦不斷

開發相關環保性產品，如床墊、毛毯、生活包、袋子、衣物及帽子等，為

使參訪者更能實際了解回收寶特瓶再生織品完整流程，特於廠區規劃設置

「環保性產品展示專區」，就回收寶特瓶及生產製程詳加介紹，落實環保

教育成效。除了在自己的產區內不斷的進行環保相關的開發之外，也常受

邀至產官學界分享世堡在環保的理念與作法，獲得外界廣大的迴響，也吸

引了不同的機關、團體前來廠區參觀與經驗交流；而每年約有 400 人次到

廠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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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堡周圍植栽綠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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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堡楊梅廠開放企業參訪： 

世堡積極與業界交流，分享經驗與共創商機。 

 

  
 

 

 

產學合作 

世堡同時提供和學校的合作，除了參觀交流外還提供機會給予學生實習，

讓學生可以對紡織業能更進一步了解，讓學生畢業後可以投入紡織產業創

造出更多的火花。為配合學校加強學生對理論及產業的了解，提供場地及

宣導，由世堡內部的員工和學生做面談交流，希望可以達到人力札根，為

紡織產業創造強而有力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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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環保觀念要從小建立，因此世堡開放幼稚園，國中小學生參觀如何做

垃圾分類及環保做法(如喜星園幼稚園、柔德托兒所、諾瓦小學、臺北市永

樂國民小學與香港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此外為讓學生能學以致

用，也提供各大專院校紡織相關科系學生參訪，希望能加強學生對產業的

了解，進而能投入這個產業(如文化大學、萬能技術學院、輔大織品服裝學

系、逢甲大學纖維系、中原大學企管系、清華大學科技研究所...等十多所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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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 

世堡紡織廠房位於桃園幼獅工業區，為了維護廠區及其他廠家的安全，內

部定期進行消防演習之外，更主動與當地消防單位合作，配合進行區域消

防演習，以提升應變能力與區域安全維護；更能與周圍廠家相互交流，讓

社區關係更加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