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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永續發展摘要中概述豐泰企業的永續發展政策與措施，並且呈現相關績效。雖然這是第一次
針對這主題深入報告，但自 1971 年創立以來，企業責任即一直為豐泰文化的基礎部分之一。
在監督這份摘要編寫的同時，我對企業內各單位成員在永續發展方面的不同實力以及專業領域獲得
更多瞭解，於是決定開始定期召開集團企業責任會議。所有部級總經理與副總經理、工廠總經理、
處長、總部企業責任與總務團隊，以及集團的企業責任顧問，每季集合在總部檢視績效，分享企業
內最佳措施，並且規劃永續發展策略。在會議中創造的協同作用也已產生正面的結果，譬如所有工
廠已開始執行環境、安全及衛生相關的最佳措施。此外，本企業已確定未來幾年在永續發展方面的
主要挑戰，包括進一步降低傷害與疾病率，提高能源與用水的節約，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除召
開集團會議外，此摘要的編寫也增加本企業對某些指標的了解，譬如員工流動率以及用水情形，而
針對這些指標探討改善的機會。
這是本企業第一份永續發展摘要，也是為社區永續發展而採取許多步驟中的一步。在本企業永續發
展的努力中，與利害相關者對話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我期待傾聽您的任何疑問或建議。
豐泰企業總裁 王建弘

社 區 夥 伴 關 係
豐泰企業一直將積極支援地方社區視為公司的整體責任。1981 年在台灣斗六成立財團法人豐泰文
教基金會，以回饋社區為宗旨，其資金來源主要為公司股東及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捐款。基金
會每年辦理小學、中學、和大學清寒學生獎助學金的
發放，同時亦資助消防局等民間組織，並且贊助許多
社區活動，包括運動項目、音樂與舞蹈表演、以及美
展。此外，自 1992 年起，基金會即定期出版「環保資
訊」雜誌，提供環境保護的實用資訊給中小型企業及
一般讀者，目前「環保資訊」係以電子期刊的方式每
月透過基金會網站（www.fengtay.org.tw）出刊。
大豐文化基金會 1991 年成立於中國福建省，做為回饋
社區的管道，其基金來源包括本企業關係公司以及私
人捐贈。基金會曾資助福建省 120 所學校的教室和宿舍的維修，亦曾提供小學及職業學校清寒學生
獎學金。其他由大豐文化基金會或由中國區工廠直接捐助的項目包括：捐助警察局和消防局、贊助
道路修復、及救災；亦曾贊助多項社區活動，譬如運動會以及老年人活動。
在越南，本企業直接對社區的回饋項目包括：贊助道路建設、捐款給警察局、以及提供大學生獎學
金。本企業在越南的公司也贊助社區活動，包括殘障人士就業活動、學校運動會、以及一部以當地
開發為主題之紀錄片的製作。在印尼，本企業曾捐款給警察局、軍隊以及救災和慈善救濟。其他回
饋社區的項目包括：舉辦禽流感教育活動、贊助回教寺院重建、以及紅十字會捐血活動。社區活動
的捐助則包括印尼國慶日與兒童日的慶祝活動以及 Idul Adha 慶典。
除了上述的社區投資外，本企業一般均在工廠所在地雇用員工，亦在適當且合乎經濟原則時儘可能
向當地供應商購買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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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力 資 源 管 理
豐泰企業的人力資源策略為對所有層級均儘可能雇
用當地員工，並絕對不雇用外國流動勞工。總員工

2007 員工數
地區

豐泰企業員工

承包商員工

總員工數

總部

1,683

0

1,683

北亞區

25,918

167

26,085

南亞區

32,999

261

33,260

數的 99.3% 為豐泰企業公司員工，均為全職，其他
包括餐飲服務、園藝、及醫療服務之承包公司員工。
本企業管理團隊視人力資源為公司最寶貴的資產，
企業內所有公司的起薪至少與當地最低工資相等，

事實上，有 48% 員工服務的公司其支付的起薪比當
地最低工資多 20%。根據 1988 年制定的企業政策，
集團內任何公司不得雇用年齡低於 18 歲的員工。本企業不將加班做為經常性措施，加班僅限於內
在或外在因素造成的特殊情況，例如客戶於製造後期再對規格做修改，因訂單的季節變化而導致生
產規劃上的困難，以及材料品質的問題。為確保任何加班要求已事先經過同意並且嚴格遵守最多准
許加班時數的限制，由人力資源與企業責任執行人員負責加班核准表格及員工打卡紀錄的檢查。
總計

60,600

428

61,028

豐泰企業管理團隊要求確實執行平等對待全體員工的政策，並且不容許任何形式的歧視。因此，雇
用、薪資、福利、晉升、降職及解約完全以個人資格與表現為基準，絕對不將種族、膚色、性別、
年齡、婚姻狀況、性取向、性別認同、退役身份、殘疾或其他與工作無關的因素納入考量。

勞 工 權 利 保 障
豐泰企業竭盡全力保障所有員工的人權，因此企業內全部的新進員工必須參加有關勞工管理訓練，
其內容涵蓋薪資、無歧視、無性騷擾與不濫用職權之政策、以及申訴制度。同時，新進員工訓練亦
包含環境、衛生及安全相關主題，譬如個人防護配備、機台安全、人因工程以及廢棄物處置。此外，
全部員工必須接受與其工作相關的特定安全程序訓練。本企業為保護懷孕及分娩後之女性員工，規
定懷孕及分娩後一年內的勞工禁止操作高風險機台、不得提取重量超過 8 公斤的物品、或接觸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並且在許多工作場所為懷孕員工和哺乳母親提供休息區域、哺乳室、以及有關懷孕
與照料幼兒的圖書資料。懷孕員工不須排隊即可領取餐點，進出工廠時可使用快速打卡通道。
本企業管理團隊視其與勞工對話為最基本的職責，員工可經由所有企業工廠提供的途徑表達意見、
申訴及疑慮。工會提供重要的工具讓員工向管理團隊表達及解決任何疑慮和問題，此項措施已在所
有工廠執行。此外，員工也可於各工廠總經理每季至少舉行一次的面對面會議中，以及在公司營運
或規定有任何改變時舉行的面對面會議中，提出問題或意見。同時，員工也能透過設置於廠內多處
的「總經理信箱」，直接向總經理或是董事會投書。每封投書均會加以認真處理，且於必要時展開
調查。對匿名投書的書面回應會張貼於各工廠的佈告欄，而對署名投書的回應則會說明任何已經採
取或計劃採取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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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府法令規定必須提供的福利，本企業另外提供多項福利給員工。服務滿一年的員工有帶薪年
假，所有員工均有涵蓋職業及非職業傷害與疾病的醫療、分娩和退休的社會保險。
其他福利包含免費餐飲或補貼餐費，並有休閒設施如運動
和娛樂器材以及娛樂空間、圖書室、電視與卡拉 OK 歌唱
區。醫療診所設於廠區內；在印尼的醫療診所則提供員工
及社區居民廣泛的服務，包括抽血化驗、X 光、牙科及藥房。
本企業在台灣和中國
提供員工宿舍，在越南
的員工宿舍則預計於
2008 年夏啟用。另外，
中國和越南的員工可搭乘免費或補助的巴士通勤，越南員工則
可穿著免費提供的制服。本企業並安排教育課程供公司員工進
修，2007 年共有 321 位員工參加相當於高中的課程（其中有
96 名畢業生）。本企業提供的其他福利包括：在印尼每年全額
補助兩位員工前往麥加進行朝聖之旅；在台灣服務滿八年的
員工可獲得全額補助前往日本做休閒與教育目的的旅遊。
1979 年本企業在台灣為員工子女創設幼兒園，目前計有 174
位兒童免費上學。得知豐泰的幼兒園後，本企業的客戶之一
NIKE 公司因而決定為其他們自己員工的子女設立幼兒園。
除豐泰總部外，在中國福建的荔豐和協豐廠也各設有幼兒
園，提供各約 450 位兒童免費上學，本企業亦已計劃 2008
年秋在越南啟用一所可容納 600 名員工子女的幼兒園。

衛生與安全管理
員工的健康與安全是豐泰企業管理團隊最關切的事項，因此除了已在企業內建立傷害與疾病應變程
序外，所有工廠均已建立及維持一環安衛（環境、安全與衛生）委員會。環安衛委員會由兼辦環境、
安全與衛生管理業務的工廠副總經理或協理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相等人數的管理人員及勞工代表。
委員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檢討自上次會議後發生的廠內傷害與疾病事件。此外，在每季集團
企業責任會議中，總裁、所有部級總經理與副總經理、工廠總經理、處長、總部環安與總務團隊，
以及企業責任顧問，綜合檢討各工廠的傷害與疾病發生率及嚴重率，以及特定事件的肇因與發生後
所採取的預防措施。降低傷害與疾病的發生率及嚴重率一向是本企業管理團隊必須最優先處理的項
目之一。
所有新進員工於開始工作前必須接受一般的安全與衛生訓練，並且在使用特種機器設備或執行某些
作業前另接受特定的安全與衛生訓練。本企業工廠為預防職業傷害與疾病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基於
安全考量而規劃的工程場所，設於廠內道路的減速丘，機動車輛、行人與手推車的分道通行標示，
通風系統，噪音消減裝置，以及機器安全設備。此外，為避免可能傷害身體的彎身或扭轉，設備與
機台的設計及擺放均儘量符合人因工程。譬如，成品的裝箱作業採用特別設計的斜角架，可消除彎
背的需要。同時，透過訓練課程及海報，本企業內各工廠為員工提供愛滋病、B 型肝炎、流行性感
冒、登革熱、禽流感及癌症的相關教育，亦於其所在地的社區舉辦有關傳染性疾病的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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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與保護

︵

豐泰視環境保護為企業的基本責任，且已因此將遵循法規與企業營運結合。本企業的環境保護相關
開支包括：廢棄物收集中心、廢水處理廠、空氣污染控制設備以及噪音消減裝置的設置和維護；廢
棄物與廢水的處理和排放許可；相關人事費
每雙鞋在製程中產生的固廢
用；環境評估；以及認證。同時也在數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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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企業為達成廢棄物減量的目標，持續努力尋
218.3
固 200
197.1
廢
求最新的減量方法及改進既有方法。數年來
172.0
150
公
每雙鞋在製程中產生的廢棄物重量逐年穩
克
︶

∕ 100
雙
50
0
2004

2005

2006

2007

定下降。2007 年間本企業採用較環保方式處
置 75% 的非危害性廢棄物及 21% 的危害
性廢棄物。企業內產生的所有危害性廢棄物
均運送至廠外由持有執照的廠商處置；危害
性廢棄物絕不准許跨越國界的輸出或輸入。

豐泰企業清楚認知全球暖化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已將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的消減列為最首要事
項之一。至今的努力包括下列措施：
集團內相距不遠的所有公司實施車輛共乘制度。
集團內全面實施統一班機的出差安排，以利共乘車輛往返機場。
冷氣機和冰箱替換為使用環境友善冷媒的類型，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
冷氣機限於氣溫達 28°C 以上時才可使用。
將電燈裝設於照明效果最佳的位置，並減少使用的電燈總數。
使用節能燈泡。
使用自動感應器，於需要時才開燈。
利用太陽能來產生熱水。

配置電燈以達到最佳照明，並且使用節能燈泡。

同時，本企業內工廠亦已積極探討更多的節水方法，對水的回收、再利用、及節約用水的現有措施
包括：利用處理後的廢水來澆花草及沖洗馬桶，製程所使用的冷卻水加以再利用，以及在洗手間和
餐廳裝用低流速水龍頭。此外，自 1997 年起，本企業已普遍使用不含具有潛在危害的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的水性黏著劑。目前僅在下列極少的情況下會使用油性黏著劑：水性黏著劑無法達成足夠強
度的黏合效果；或為防止勞工因暴露於經紫外線烘乾的一些水性黏著劑而產生接觸性過敏皮膚炎。
在使用含潛在危害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溶劑時，必須採用適當的通風系統，並要求勞工配戴個人
防護用具，以消除健康危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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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責 任 管 理
企業責任已融入豐泰企業所有部門與層級。本企業在總部任用兩位專門負責內部稽核的人員，另有
九位董事會秘書（北亞區五位和南亞區四位）其職務包含內部稽核。企業責任與總務人員負責確保
企業工廠於勞工措施、環境、衛生及安全方面的執行工作均能合乎規定；並由總裁、部級總經理、
副總經理和總部的總監訂定及執行策略，藉以帶動本集團在遵循法規方面的持續改善。本集團並任
用一位企業責任顧問，其工作包括：巡視工廠及提供改善措施的建議，參與企業責任策略的擬定，
且於特別專案與彙報中提供指導。
此外，董事會在監督豐泰企業永續發展的執行工作上扮演一重要角色。區域總監及內部稽核員必須
於董事會會議中報告環境、衛生、安全與勞工管理的執行績效，並必須於任何與遵循法規相關的重
大事件發生時立即通知董事會。此外，董事會有兩位成員負責監督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的編寫以及
定期向董事會呈報此類報告書的最新進度。本企業視稽核為改善工作場
所條件的重要方法，遵循法規的執行團隊與工廠管理團隊及員工密切配
合進行稽核時發現的任何問題的矯正。包含 NIKE、Bureau Veritas、公
平勞工協會、國際 SOS 公司、以及政府單位的外部稽核團隊平均每年至
各家工廠進行五次稽核，其中包括追蹤訪視以確認問題得到改善。稽核
後的切實矯正已帶動系統性的改變，因而得以防止類似問題的再次發
生，而汲取的教訓則週知企業內所有工廠。因此，本集團工廠在最佳做
法及持續改善的績效上，一貫獲得外部稽核團隊的良好評論與認可。
越南 CSR 獎“Overall excellence”

得 獎 與 認 證
近年來，豐泰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付出倍受肯定。2005 至 2007 年間，越南的三家鞋廠分別陸續
獲得由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及 Vietnam Labor Union 所頒發的「CSR 獎」。
其中，Dona Victor 亦曾在 2005 年獲頒「The Typical Employer」與「The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
in Labor Relation」等獎項；Dona
Orient 於 2007 年榮獲 Peoples
Committee of Dong Nai Province
之主席贈予勞工安全管理績效優
異的祝賀證書，同時亦獲得
Saigon Times 遴選為「前 40 家」
永續發展企業之一，肯定其致力
於環保與回饋社區的實質表現。
另一方面，豐泰企業總部及位於
中國的兩間鞋廠目前已取得
OHSAS 18001 和 ISO 14001 雙項
認證。

越南三鞋廠皆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獲得各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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