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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21 年，面對 COVID-19 疫情重挫全球經濟，百貨購物中心首當其衝，大環境充滿不確定性進而影響消費信心。巨城秉持審慎態度
於疫情初期即超前佈署，「安全商場」是巨城給消費者、員工及供應商最重要的承諾之一。2021 年，巨城邁入開幕第 10 年。巨城委託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管理公司以真實價值方法學，就藝文展演、健康促進、社區共融、弱勢關懷等四大公益面向，進行開幕 1-10 年
社會真實影響力量化評估。2012-2021 年十年巨城舉辦公益活動累積創造社會真實影響力約新台幣 15.6 億元，一年創造平均約 1.56 億額
外的社會影響力，與在地社區共好共融，落實成為社會公益的中繼站，將傳承共好的正能量，透過巨城平台無限放大。

身為北台灣最大的購物中心，巨城善用空間資源，優化自身公益空間為學生及居民提供優質、免費、便利、安全的休閒運動場域，並投
入人力舉辦相關活動，引導社區民眾擁抱更健康的生活。巨城秉持社會共好的價值，長期關注臺灣季節性缺血及捐血年齡斷層問題，是
竹竹苗地區最大募血基地。迄今攜手夥伴團體已舉辦超過 177 場捐血活動，2017 年起連續 4 年創桃竹苗單日捐血紀錄，累計捐血超過
23,000 袋、逾 577 萬 c.c.，為全台灣最熱血的購物中心。

自 2020 年，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企業，反覆不定的疫情，加速企業轉型數位科技的腳步。巨城數位團隊掌握成功經驗與既有行銷資源，
持續善用 FB 粉專，並透過影片、線上遊戲等數位宣傳，提升個人化體驗，加速 App 服務功能再升級，同時邀請全館約 150 家品牌廠商
投入電子商務資源，發展出行動外帶、行動宅配等全新功能，靈活運用巨城 FB 粉專粉絲及巨城 App 數位行銷的強大影響力，吸引線上
消費者與線下賣場緊密連結，整合虛實資源，強化數據完整度，在疫情衝擊下成功擴大服務範圍，拓展創新商機。

持續提升職場幸福感，凝聚員工向心力，為巨城十年來在營運上帶動業績穩定成長之基石，加倍用心照顧員工與駐點專櫃及委外人員之
福祉，擴大社會影響力。巨城於 2021 年獲第 17 屆遠見 CSR 傑出方案類幸福企業組楷模，並連續兩年蟬聯 HR ASIA 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展現全方位人才培育與共好經營的硬實力及軟實力。巨城的人才發展計畫亦獲得 2021 年行政院勞動部頒發「國家人才發展獎」中小企業
獎肯定，為全台首家獲獎之百貨購物中心。

巨城積極展現企業對環境永續的擔當，實踐「Big City, Big Green.」的承諾，自 2020 年通過 ISO 14064-1:2006 溫室氣體盤查第三方查證 ( 
BSI ) 後，2021 年更進一步通過改版後溫室氣體盤查第三方查證，成為全台首家通過 ISO 14064-1：2018 的購物中心。2021 年繼續完成
第 3 期冰水系統節能專案，進一步提升冰水主機能源效率。2021 年巨城場域正式納入新竹市政府公共汙水下水道處理，提升污水處理效
率以及居住環境品質。

企業對社會的影響是 ESG 各面向的總合，巨城承諾在 ESG 持續努力精進，攜手更多夥伴團體與供應商在巨城公益平台上一起推動善循
環，共創社會影響力。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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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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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 以下簡稱巨城 ) 承襲遠東集團立業精神，秉持「誠、勤、樸、慎、創新、熱情」核心價值，以「滿足顧客需求，創
造舒適歡樂的購物環境」為使命，首家購物中心於 2012 年在新竹市開幕，2018 年 6 月擴大營業面積，增加創藝大樓 1-4 樓空間，又於
2020 年 7 月二度擴大營業面積，增加創藝大樓 5 樓空間。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巨城樓地板面積約 38,000 坪，擁有逾 300 個專櫃品牌、逾 90 個餐飲櫃位、約 4,500 個用餐席次、Facebook 擁
有超過 68 萬粉絲大軍及全台灣最大室內休閒娛樂空間，包含：影城、健身中心、親子遊戲場、棒球打擊場、成人與兒童保齡球場、書店等。

巨城為消費者提供全客層一站到位式服務，2021 年因受疫情影響來客數約 1,300 萬人次，汽、機車進車數各約 225 萬及 208 萬車次，營
業額約新台幣 76.2 億元，年增 0.04%。巨城追求的不只是財務績效，也不斷提昇社會影響力，巨城對公益投入不曾停歇，在環境永續上
亦持續精進，不斷提升對員工及供應商夥伴之照顧，攜手重要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朝向「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購物中心」之企業願景
邁進。

關於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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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巨城特色

室內停車場規模
北台灣同業第一

( 汽機車位各約 3,000 個 )

接駁車載客量
全台同業第一

全台首間物業管理
通過 ISO 9001 驗證

之購物中心

全台首家通過
ISO 14064-1：2018

查證之購物中心

室內休閒娛樂空間全台
同業第一

單一據點假日活動數
全台同業第一

Facebook 打卡數全台第二
( 僅次於桃園機場 )

餐飲櫃位座席數
北台灣同業第一

Facebook 粉絲團
全台同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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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永續發展績效

雲端發票載具使用量年增 14%

用電密集度年減 5.14%

DM 用紙使用量年減  10%

YouBike 借還量全新竹第二 (  僅次於新竹火車站  )

免費接駁車載運量 73 萬人次，全台同業第一

募血 7,036 袋，五度刷新新竹單日
外點最高捐血紀錄 1,323 袋

社會面

環境面

治理面

連續 10 年營業額成長

Facebook 累積粉絲 68 萬人 
維持全台同業第一 

專櫃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簽署比例
佔總營業額 84.0%
一般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簽署比例
佔總採購金額 94.5%

辦理公益活動逾 300 場

連續 4 年舉辦員工健走比賽
累積 7.2 億步，約繞行地球 12.6 圈

連續 10 年進行年度調薪

APP 會員人數年增 45%

舉辦 105 場樂齡友善活動

關
於
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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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2021 年榮耀與肯定

　● 獲「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小巨人組第 13 名 ( 天下雜誌 )

　● 獲「110 年度使用電子發票績優營業人」( 財政部 )

　● 連續 9 年獲得新竹市政府哺集乳室競賽或評鑑第一及特優獎

　● 全台首家通過 ISO 14064-1：2018 的購物中心

　● 獲「全國營業人開立雲端發票競賽活動」績優總機構獎第 2 名（財政部）

　● 連續 4 年符合「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績優單位」資格（新竹市）

　● 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 （行政院環保署）

　● 獲「110 年捐血特殊貢獻獎」( 衛生福利部 )

　● 獲「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 傑出方案類幸福企業組楷模獎 ( 遠見雜誌 )

　● 連續 2 年獲得「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 台灣區 ) 」( HR Asia 期刊 )

　● 連續 3 年獲得「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 AREA ) 」，2021 年獲得健康推廣獎、綠色領導獎 ( 亞洲企業商社 )

　● 獲「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

　● 獲「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參獎（經濟部）

　● 獲「NTDA 國家人才發展獎」中小企業獎  ( 行政院勞動部 )

環境面

治理面

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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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巨
城 眾志成城．十年有成 - 巨城社會真實影響力

巨城為新竹人聚會、購物、娛樂、藝文、公益展演等全方位的生活中心，於新竹地區深耕 10 年，巨城委託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管理
公司專業顧問團隊協助以真實價值方法學，就藝文展演 ( Big Culture )、健康促進 ( Big Health )、社區共融 ( Big Support )、弱勢關懷 ( 
Big Care ) 四大公益面向，進行開幕 1-10 年社會真實影響力量化評估，並作為審視自身投入公益的成果及永續推廣之重要參考。

主要內涵包括：

　● Big Culture
巨城多年致力於街頭藝術及在地學校藝文活動贊助與音樂舞蹈藝術推廣，持續增加與學校之合作，擴大與社區的合作機會與提升社區
居民有感的藝文薰陶和文化共榮。

　● Big Health
巨城攜手民間團體群策群力，將資源、愛心傳遞分享，號召消費者一同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與肝病篩檢活動與打造全齡共好
健康促進平台，提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與健康意識。

　● Big Support
巨城支持小農發展，並支持在地學校活動與租借場地，
優化自身公益空間、里民廣場、噴水池廣場等，為學生
及居民提供優質、免費、便利、安全的休閒運動場域，
實現對社區支持與回饋。

　● Big Care
巨城多年出借場地給馨生人更生人與舉辦樂齡友善活動
有卓越成效，發揮自身影響力，透過公益平台串聯多方
資源為弱勢提供服務，協助弱勢團體與社會大眾溝通，
讓愛凝聚綿延不絕。

Big Culture 
藝文
10.32 億2.67 億

0.95 億

1.70 億

Big Health 
健康

Big Support 
共融

Big Care
關懷

66%17%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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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巨城在新竹地區紮根 10 年，積極投入社會公益，已成為在地重要的藝文與健康中心，不遺餘力促進社會共融、關懷全客層之生活與健康
需求。舉辦公益活動累積創造社會真實影響力約新台幣 15.6 億元，一年創造平均約 1.56 億額外的社會影響力。

▲  巨城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舉辦 10 歲生日慶

巨城 10 年
10 分感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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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15

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巨城重視公司營運的完整性與透明度，相信唯有健全及有效率的公司治理制度及運作，才能為公司發展建立穩健的基礎，強化長期的
競爭優勢；透過建立及落實公司治理制度，不僅保障股東權益，亦能兼顧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等全體利害關係人
共同利益，共同維持良好的共好多贏關係。

2021 全年度未接獲或發生貪腐事件
2021 全年度在地法令遵循成果，無重大影響公司營運之罰鍰事件及違反社會經濟法規之情事

公司治理

董事會為巨城最高治理單位，稽核組負責定期執行各項稽核業務，
並向董事會呈報稽核結果。本公司依據公司章程規定，設置五名董
事（含董事長）及一名監察人，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本 ( 第
四 ) 屆董監事於 2020 年股東常會時選任，董事長由李靜芳女士續
任，主責健全公司治理與董事會運作，當選董事均具備豐富的產業
知識與經營管理、營運決策、財會分析、危機處理、國際市場觀等
各方面專業能力，足以執行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評估與決策。

依據董事會議事規範，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以審核經營績效
與討論重要議題。2021 年度本公司董事會共召開六次會議，董事會
之通知、出席簽到、開會、議程、議案討論、決議及會議記錄與錄
音均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辦理，內部經營主管及稽核人員均列
席每次會議，期間內並無應迴避之議案。董事出席率為 100%，董
事高度積極參與公司營運，並依據管理階層提出之問題與策略，適
時給予確切指導及鼓勵，使得公司的經營方針能夠落實執行並與時
俱進。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期間，巨城主要股東和經營團隊均無重
大變化。

董事會組成與運作

01

本屆（第四屆）董事會成員及主要經歷如下表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監察人

職 稱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性 別

遠東集團綜效暨零售規劃總部 執行長
遠傳電信 執行副總
全虹企業 董事長

遠東百貨 副總經理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總經理
太平洋崇光百貨 副總經理
遠東百貨 副總經理

太平洋崇光百貨 副總經理

專 業 經 歷

楊政憲

姓 名

太平洋崇光百貨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靜芳

太平洋崇光百貨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羅仕清

太平洋崇光百貨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汪郭鼎松

百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志成

百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湯治亞

董事

董事

遠東百貨 副總經理

太平洋崇光百貨 營業總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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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設董事長，下設總經理，總經理統籌三大本部，營運管理本部主導招商及商場營運管理、財務行政本部負責財務行政事務及工務、
物業管理本部掌管環境清潔與物業安全，三大本部相互合作相輔相成，使巨城成為優質的商場。

組織架構



17

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巨城注重企業社會責任，2018 年為企業 CSR 元年並成立 CSR 專案小組，
由總經理擔任專案負責人，各本部主管為專案成員，並於 2019 年發佈第
一本 CSR 報告書且每年持續發佈。巨城董事長重視 CSR 業務推展，CSR
專案小組每月定期向董事長及部級以上主管報告 CSR 工作規劃與進度，
以凝聚共識並確認運作方向，且於每年 12 月向董事會報告年度工作成果。

企業社會責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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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19

巨城長期關注健康議題，以「打造全齡共好健康促進平台」之公益願景，凝聚逾 50 個夥伴團體的力量，舉辦多元健康促進活動，透過
捐血、肝病防治及舉辦適合各年齡層的健康促進活動等三大方法，與在地民眾深度連結，提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與健康意識。

巨城廣泛連結政府、學校、公益團體，集結適合各年齡層民眾的健康活動，以購物中心為平台，
提供親民的管道與整合性的資源。巨城長期關注台灣季節性缺血及捐血年齡斷層、肝癌肝炎等
國病待除、高齡化社會趨勢等問題，自 2018 年起攜手逾 50 個夥伴團體舉辦多元健康促進活動，
提升社區健康與民眾生活品質。2021 年度以「社區健康 Big 加值─打造全齡共好健康平台」
榮獲第一屆「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殊榮。亦以此主題勇奪「AREA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
健康衛生推廣獎。

全齡共好健康促進平台

健康促進02

▲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 ( 左圖 )
▲ 「 AREA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健康衛生推 

廣獎 ( 右圖 ) 

台灣捐血率雖是世界數一數二，但仍存在季節性缺血及年輕人捐血出現斷層的隱
憂。巨城深受年輕族群喜愛且具集客力，自 2017 年起即結合夥伴團體力量、開放
公共空間、投入行銷資源、發揮社群影響力，長期推廣捐血活動。2021 年雖因疫
情影響減少捐血場次，仍募血 7,036 袋，約 176 萬 C.C. 血液。2017-2021 年累積
舉辦 177 場捐血活動，累積募血 23,072 袋，約 577 萬 C.C. 血液，累積發送逾 5,759
份捐血好禮 ( 如：巨城贊助之電影票、巨城購物抵用劵、巨城美食兌換劵等 )，FB 
捐血發文互動約 8.4 萬人次 ( 含讚、回應、分享 )。並於 2018-2021 年連續 4 年 5
度刷新新竹單日單點最高捐血紀錄，2020-2021 連續 2 年皆獲衛福部「捐血特殊
貢獻獎」及桃竹苗區捐血中心「捐血績優機關社團及企業獎」肯定。歷經多年努
力，巨城已是竹竹苗地區最大募血基地，在募血困難的 2020-2021 年， 持續刷新
募血紀錄，顯示巨城長期耕耘累積能量的可貴，堪稱全台最熱血的購物中心。

熱血募集

▲「挽袖捐血，Big 愛分享」活動，吸引年輕族群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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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是台灣的國病，肝癌位居台灣癌症死因第 2 名，B、C 型肝炎是台灣病毒性肝炎的頭號敵人，可能會導致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
癌，而肝病治療佔用台灣龐大的健保資源，也深刻影響病患及其眷屬的生活品質。肝病防治將有助於提升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並釋放健
保資源。WHO 宣示「2030 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為目標，衛福部亦訂定「2025 根除 C 肝」為目標，其中肝炎及肝癌「篩檢」是肝病防治
的重要關鍵之一。

巨城於 2018 年開始協助推動肝病防治，贊助台灣師範大學舉辦大師講堂「好心救好肝」健康講座，邀請好心肝基金會董事長暨台大醫學
院內科名譽教授許金川醫師擔任主講者，教導民眾如何從日常生活中預防肝病，提升健康醫療常識。2019 年，為長期協助好心肝基金會

肝病防治

　● 2018.03 捐血 423 袋，創新竹單日外點最高紀錄
　● 2019.02 捐血 674 袋，刷新新竹單日外點最高紀錄
　● 2020.02 捐血 1,086 袋，三度刷新新竹單日外點最高紀錄
　● 2021.01 捐血 1,221 袋，四度刷新新竹單日外點最高紀錄
　● 2021.12 捐血 1,323 袋，五度刷新新竹單日外點最高紀錄
　● 2020-2021 年連續兩度獲「捐血特殊貢獻獎」( 衛生福利部 )
　● 2020-2021 年連續兩度獲「捐血績優機關社團及企業獎」

( 桃竹苗區捐血中心 )

里程碑 捐血袋數

場次數

捐血活動辦理情形

44

2019

5,036

59

2020

8,139

5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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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

2018

辨理健康講座，協助大眾
提升健康醫療與肝病防治
知識。

健康講座

發票募捐

2019

提供雲端及實體發票虛
實 整 合 募 捐 服 務， 以 長
期協助籌募肝病防治所
需經費。

發票募捐

免費肝篩

2020

辦理免費肝炎肝癌篩檢，協
助發現潛在病患，藉由早期
發 現 早 期 治 療， 提 高 治 癒
率。2020 年 11 月 14 日 三
小時完成 1,336 人肝篩。

免費肝篩
發票募捐

健康講座

偏鄉弱勢肝篩

2021

原預計擴大免費肝篩服務範
圍，協助偏鄉弱勢族群參與
免費肝篩活動。

因疫情取消
免費肝篩

發票募捐

偏鄉弱勢肝篩

▲  巨城推廣「免費肝炎及肝癌大檢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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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肝病防治所需經費，巨城除為其設置實體發票捐贈箱外，更將其雲端發票捐贈碼預設為捐贈對象，當消費者不指定捐贈單位時，即
協助消費者將發票捐助予好心肝基金會，使巨城成為全台首家為肝病防治提供虛實整合發票募捐服務之購物中心。2020 年，巨城擴大
肝病防治推廣活動，與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基金會、全民健康基金會、好心肝基金會、新竹市政府、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台灣人壽、長
豐智能科技公司、高羽國際公司等夥伴合作，共同整合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多方力量，舉辦「免費肝炎肝癌大檢驗」及「好心肝 
時尚 X 健康講座」，為新竹在地居民提供免費肝篩，協助發現潛在病患，以利藉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來提升治癒率，活動當日在短短 3
小時內即為 1,336 位新竹在地居民完成肝篩檢驗。巨城為全台首家推動「免費肝炎肝癌大檢驗」及「肝病防治健康講座」之購物中心。
2021 年雖因疫情取消原規畫偏鄉弱勢肝篩及免費肝篩的活動，仍繼續協助消費者實體發票與雲端發票捐助好心肝基金會，以利肝病防治
推廣經費募集。

巨城發揮商場聚客力、FB 社群經營能量、在地團體及鄰里友好關係等優勢，線上線下同步宣傳行銷，鼓勵民眾逛街順便做檢查，成功讓
肝篩活動走進民眾日常生活，累積 2018-2021 年，肝病防治篩檢及健康講座累積參與約 1,700 人次、雲端發票捐贈累積參與 46,428 人次
捐贈予 NPO、肝病防治累積公益捐贈 80 萬元。

巨城期望成為深度連結在地社區全齡共好的健康促進平台，擔任資源整合者的關鍵角色，將散落各地的
資源有效整合，使各界資源的投入能發揮最大綜效，也使民眾獲得更完整的資訊與服務，為樂齡長者、
青 ( 少 ) 年及嬰幼童等不同世代提供健康促進資源。巨城 2018-2021 年累積舉辦約 243 場全齡健康促進
活動，吸引約 5.9 萬人次的各年齡層民眾參與響應，贊助活動場地與經費。三種世代族群包含：

各年齡層健康促進活動

嬰幼童族群青（少）年族群樂齡長者族群

為嬰幼童提供可持續性的友
善健康體驗空間，促進親子
關 係 和 諧， 巨 城 連 續 10 年
舉辦寶寶爬行比賽並開辦多
元 的 假 日 親 子 活 動 與 運 動
體驗課程。巨城促進全齡共
好的健康促進平台腳步不停
歇，與在地社區共融共好。

為鼓勵青 ( 少 ) 年培養運動
嗜好與發展正向志趣，巨城
結合學校、政府、公益團體、
民間企業等資源，打造竹竹
苗地區最大的、全年無休的
舞蹈競技交流平台。

巨城關懷高齡化社會議題，
促 進 活 躍 老 化， 攜 手 ICSW 
及社會企業辦理各式樂齡課
程，並於購物中心打造全台
首例跨世代交流示範公益空
間 BBC 三合院。

▲  樂齡 - 益智桌遊活動

▲  青少年 - 舞蹈競技交流

▲  嬰幼童 - 寶寶爬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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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重視藝文推廣，盼望善用購物中心優勢，搭座連接藝術世界的橋樑，提供觀眾、藝術家、大新竹區更多優質藝文展演機會。長年
投入，並已打造出相當具代表性的巨城舞台，吸引全台頂尖藝術新銳來到巨城舞台展演、比賽、交流，為社區注入藝術能量，提升民
眾人文涵養，培養多元創新力。

街頭藝術豐富多元、無需門票、沒有距離，是許多觀眾接
觸表演藝術的啟蒙者，也是眾多藝術家實現夢想的起點。
巨城讓才華洋溢的街頭藝術家抓住行人匆忙的腳步，欣賞
一場即時藝術饗宴，為熙來攘往的街道注入輕快悠閒的
藝術氛圍。巨城不僅長期支持街頭藝術，打造全台最大街
頭藝術競技交流平台，也為街頭藝術家激發靈感與開拓視
野，並向民眾傳遞街頭藝術的魅力。

 「平台、空間、人潮、便利、安全」是巨城的優勢，巨城
發揮自身的力量，自 2012 年開幕起，即每年邀請街頭藝
人來到巨城舞台演出，表演種類多元，包含：音樂 ( 演唱、
打擊樂、口琴 )、雜技 ( 火舞、足技、扯鈴 )、靜態活動 ( 
草編藝術、手工藝、繪畫 ) 等類型。2018-2021 年，巨城
累積舉辦 251 場街頭藝術表演，現場觸及觀眾約 125,176
人次。長年的推廣已漸漸培養出民眾到巨城舞台參與街頭
表演的風氣，平均每場街頭表演觀看人次逐年攀升。尤以
親子族群為大宗，形塑出一股相當活潑的藝文氣息。可預
見，這樣的藝文投入將對下一代的創新力和多元接納都會
產生相當的助益。

巨城舞台

2018

2019

2021

2020

2018-2021 合計

年度

63

60

59

69

251

街頭表演場次

8,240

22,400

46,376

48,160

125,176

報名組數

【特輯】街頭藝術

▲  2021 第四屆街頭藝術節雜技組冠軍精采特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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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參賽者回饋，參與巨城街頭藝術節賽事，不僅更加激發他們的創意靈感，也獲得更多宣傳管道、增加表演邀約次數，機會之門就此
開啟。獲獎者亦經常受邀回到巨城舞台演出，持續帶給地方觀眾優質的藝文欣賞品質。

「遠東巨城街頭藝術節」是台灣極少數由民間企業主辦且以打造街頭藝術競技交流平台為主的大型街頭藝術競賽活動。遠東巨城街頭藝
術節自 2018 年起已連續舉辦 4 屆，大賽包含五階段：報名、海選、10 強巨城舞台表演、網路人氣票選、總決賽等，活動為期長達約 3
個月。從 2018 年第一屆以音樂為主、第二屆以雜技為主，第三屆擴大規模同時囊括音樂、雜技二大組，至 2021 年第四屆，在音樂、雜
技外再增加靜態表演組，幫助年輕世代認識傳統技藝。巨城投入相當多人力物力，善用自身豐沛的社群經營及數位行銷能量推廣街頭藝
術活動，如：FB 發文及 APP 宣傳、FB 舉辦網路人氣票選、總決賽影音分享，巨城發揮磁吸效應，帶動整體活動的能見度，達到協助街
頭藝人提升知名度之目的。另外巨城規劃豐厚的獎金，吸引優秀街頭藝人同台競技交流，同時聘請具備國際街頭藝術表演經驗的專家評
審給予講評指導，藉以將街頭藝術表演提升至街頭藝人技藝交流層次，以優質的比賽條件吸引全台最強街頭藝術家共襄盛舉。

 街頭藝術節大賽：自 2018-2021 年連續舉辦 4 年，累積報名表演者 637 組，累積頒發 980,000 元獎金，投入街頭藝術節預算約 125 萬元，
吸引現場觀眾參與 1.8 萬人次，網路票選逾 14.2 萬人次投票。

街頭藝術節大賽，全台具指標性街藝競技平台

2018

2019

2021

2020

2018-2021 合計

年度

街頭音樂節

雜技藝術嘉年華

街頭藝術節 音樂 X 雜技 X 靜態

街頭藝術嘉年華 音樂 X 雜技

街頭表演藝術大賽主題

137

81

211

208

637

報名組數

16 萬

總獎金

3,000

3,500

6,000

5,800

18,300

現場觀眾

39,953

28,032

19,171

55,079

142,235

網路票選投票數

16 萬

32 萬

34 萬

9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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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街頭藝術節總決賽，得獎人團體大合照

街頭藝人留言肯定：

為使民眾對街頭藝術有更深的體驗，巨城規劃街頭藝術體驗課程，邀
請經常在巨城舞台演出的知名街頭藝人，帶來雜耍球、溜溜球、扯鈴、
打擊樂等雜技項目體驗課程，吸引親子同樂感受街頭藝術的親民特性，
同時巨城也為同仁及專櫃夥伴舉辦街頭藝術相關講座，藉由街頭藝人
訴說人生經驗，分享從事街頭藝術表演的心路歷程，感受街頭藝術的
酸甜苦辣，培養正向人生觀，也讓同仁能更進一步了解街頭藝術的價
值及街頭藝術對傳統技藝傳承上的重要性。

舉辦街頭藝術課程，深化街頭藝術體驗

▲  街頭藝術之溜溜球體驗課程，吸引大小朋友參與

▲  街頭藝術家帶領巨城同仁體驗草編藝術

謝謝巨城舉辦此活動讓我們有表演機會，希望能持續下去。

因為參與這次的比賽活動更凝聚了阿咘噜瑪的團隊力量，尤其在疫情
期間多人的群聚彩排是不客易的。感謝這一切的美好！

在疫情環境的情況下，能有機會參與，實在是很感謝協辦單位，謝謝，
下次有機會會繼續參與。

亮點

2018-2021 年街頭藝術推廣成果

　● 連續 4 年舉辦街頭藝術
　● 累積舉辦 251 場街頭表演
　● 累積街頭藝術節比賽報名 637 組
　● 累積街頭藝術節比賽頒發獎金 98 萬元
　● 累積現場參與 125,176 人次
　● 累積網路觸及 1,034,9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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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重視青年培力，自 2012 年開幕起，每年攜手政府、學校、NPO ( 非營利組織 )、
民間團體等多方夥伴舉辦舞蹈運動競賽，投入人力舉辦活動、免費提供購物中心廣
場、贊助軟硬體設備、協助宣傳行銷、發揮集客能量，讓熱愛跳舞的青年學子凝聚
於巨城舞台。包含：奧運霹靂舞國手選拔竹苗站積分賽、新竹市校外會拒菸反毒飆
舞大賽、陽光反毒百合扶輪盃街舞大賽、新竹市警局新世代拒菸反毒打詐反暴力街
舞大賽、新竹 12 校高中熱舞社團成果發表、新竹市兒童街舞藝文季、大專院校及
學生社團之舞蹈成果發表、KGB 桃竹苗聯合舞展等，不但結合反毒宣導，鼓勵青少
年從事正常休閒活動，也為各級學校、學生社團及舞蹈班提供表演舞台，讓缺少表
演機會的年輕人能獲得舞台經驗，提升自信、促進身心健全發展。其中將於 2024
年首度登上奧運殿堂的中華民國霹靂舞國手選拔賽，在 2021 年積分賽第三站來到
巨城噴水池廣場，吸引頂尖舞者齊聚巨城舞台較勁。當日活動表演者逾 400 人次，
現場觀眾約 4,500 人次，活動熱血沸騰，為殿堂級的舞蹈饗宴。巨城亦邀請 KGB
舞團為巨城 10 歲生日慶飆舞開場，並贊助 KGB 舞團 30 萬元支持續辦積分賽及未
來選手參加國際賽的經費，以實際行動力挺青年逐夢。

 2021 年舉辦之大型舞蹈活動總計表演者逾 551 人次，吸引 8,530 現場觀看人次。
2018-2021 年，巨城累積舉辦 24 場舞蹈表演、競賽或課程，累積參與約 37,220 人次 ( 
包含表演者及觀眾 )，投入活動經費與贊助街舞運動約 49 萬元。除了贊助經費及場
地，巨城也時常贊助在地舞團出國比賽經費，替台灣街舞人才躍上國際相助一把。
巨城支持青少年舞蹈運動成果顯著，已成為竹竹苗地區最大的舞蹈交流競技平台。

 巨城亦支持青年學子及社區里民獲得更好的練舞環境，主動優化 B1 戶外廣場硬體
設施，設立不鏽鋼反光鏡，長期免費提供學生及社區居民使用，打造里民廣場成為
一個免費、便利、可遮風擋雨、可自由使用的公共運動休閒場域。現在，每天清晨、
放學、假日，都可以看到許多學生及居民聚集在此，練習街舞、土風舞、氣功等，
十分受到居民喜愛。巨城舞台除了讓喜愛舞蹈運動的年輕人有一個更專業、更能展
現舞技的舞台，也扮演了影響年輕人正向發展，邁向國際的重要角色。

青春熱舞

▲  奧運霹靂舞國手積分賽竹苗站優勝選手合照

▲  2021 年桃竹苗聯合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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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動態藝文表演，巨城也長期提供場域，支持新竹各級學校和社團舉辦靜態展覽，提供青年學子展現藝術才華的平台，給予他們欣賞、
肯定、成就感，激發這些年輕藝術家繼續為藝術付出的動機。

 2021 年舉辦的展覽包括新竹女中第 31 屆美術班畢業美展、坤泰盃繪畫比賽得獎畫作展覽，以及三校聯合美術展。其中三校聯合美術展
已連續第四年與巨城合作舉辦，展現新竹女中、建華國中、清大附小美術班學生的創意藝術作品，共展出 76 幅作品。財團法人坤泰文教
基金會「坤泰盃繪畫比賽」得獎畫作展覽，從幼稚園到國中以「疫情過後」為主題，展現孩子們心中珍惜的事物，並用畫筆勾勒出自己
內心最真實的渴望。2021 年度美術類展覽觀看人次總計逾 40,720 人，為購物中心注入舒緩平靜的氛圍，提升消費者體驗，享受沉浸在
藝術氛圍的購物體驗。

靜態舞台

▲  新竹女中第 31 屆美術班畢業美展，展現與新竹在地的美術文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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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關懷高齡化社會議題，攜手社會企業辦理各式樂齡課程，關懷不同世代所面臨的挑戰，並於購物中心打造全台首例跨世代交流示
範公益空間 BBC 三合院。善用自身的資源提升跨世代交流互動，成為深度連結在地社區的全齡共好平台。

台灣面對高齡化社會帶來的衝擊，越來越多長者面臨退休後因生活失去重心、社交互動減少、活
動力降低等等因素，面臨身心安頓的課題。巨城與公益團體及社會企業合作，以多元協助方案為
樂齡長者提供嶄新的舞台，藉以保持積極生命態度，豐富退休生活。巨城協助樂齡長者走進正常
社交生活，讓購物中心成為樂齡長者的友善休閒娛樂空間，攜家帶眷一起到巨城享受天倫之樂。

巨城與社團法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 簡稱 ICSW ) 攜手合作運用購物中心公益空間，
開創跨齡交流平台「Baby Boomers Club 三合院」 ( 簡稱 BBC 三合院 )，開啟社會企業走進商場
與民眾融合的台灣新典範。自 2020 年 ICSW 舉辦銀髮數位學習、銀髮時尚走秀、人生劇場、銀髮
桌遊、園藝手作、皮雕藝術等為樂齡課程設計的系列活動。2021 年更增加數位生命說故事，運用
長者照片串聯成影片故事，從舊相片中，讓長者發現自己人生故事的亮點與新竹在地的人文連結，
串聯成生命的彩虹。2021 年不僅延續前幾年的系列並強化樂齡活動，於 BBC 三合院舉辦「老派
時尚成果發表會」，匯集 11 個社區，超過 150 位長者參與，將自己的人生下半場過得更加充實
精采。累積參與逾 1,520 人次。

巨城與 ICSW 獨特合作方案，曾於 2018 年獲經濟部頒發「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
購獎勵機制」特別獎肯定，ICWS 是巨城推動樂齡友善活動的重要夥伴。BBC 三合院成功為樂齡
長者提供一個經驗分享與學習成長的優質場域，促進社區樂齡長者維持身心靈的健康與活力，實
踐不老精神。巨城亦與老玩客社會企業合作，透過協辦課程講座、社企採購、義賣活動等多元形
式，共同為樂齡族群提供更好的生活選擇。多年來巨城以公益空間及相關軟硬體設施支援老玩客
完成各樂齡體適能肌力課程及全齡學習成長公益講座。自 2020 年，也積極舉辦二代願景就業促
進計畫，2021 年進一步推出「Big 未來 - 青少年職涯探索願景計畫」，推出一系列線上藝術課程
與職涯講座。協助社會企業探索新商業模式以促進實踐永續經營目標。

樂齡友善，促進活躍老化

04 世代共好

▲  BBC 三合院舉辦第三屆老派時尚成果
發表會 ( 照片來源：IC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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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出生率全國名列前茅，巨城亦以為兒童提供一
個可持續性的友善健康體驗空間為目標，協助親子擁抱
健康休閒生活，舒緩育兒壓力，促進家庭和樂。巨城自
2012 年開幕首年起，連續 10 年舉辦「寶寶爬行大賽」，
活動深受民眾喜愛，近年來每次開放報名便快速額滿，
巨城亦持續精進，從 2020 年以前的百人寶寶爬行大賽，
到 2021 年更擴大舉辦，增加嬰幼兒參賽名額，回應民
眾的建議與期待。每回比賽過程中皆可看見父母、祖父
母與嬰幼兒甜蜜可愛的互動，著實為許多家庭創造愉快
回憶及有趣的嬰幼兒運動體驗。2012-2021 年累積參與
寶寶爬行及相關趣味活動的嬰幼兒共 2,383 位，是深受
市民喜愛的嬰幼兒健康趣味活動之一。

巨城更於 2021 年 4 月結合兒童節規劃「Big 愛動」檔期，舉辦一系列親
子運動體驗活動，促進親子關係和諧，包含：親子律動課程、兒童街舞課
程、跳繩 / 呼拉圈 / 足球等趣味運動挑戰賽等活動。

親子友善，寶寶爬行比賽

▲  2021.4.1-4.14「Big 愛動」檔期規劃多項親子活動

▲  2021 年寶寶爬行大賽全家大小出動為小小選手喝采加油（左圖）
▲  2021 年寶寶爬行大賽小童組冠軍歡樂合影（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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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將在地青創事業導入購物中心，投入自身通路平台、集客能量及行銷資源協助宣傳曝光，以市集空間概念打造「Big Fresh Mart」友
好平台，匯集全台各縣市農會及青農帶來特色農產品展售會。「Big Fresh Mart」匯集全台各地特色美食與精選食材，襲捲消費者味蕾並
引導消費者探索品牌故事，消費者透過購買行動支持地方創生，協助實踐「小農做頭家」、「食農教育」及「產地餐桌」精神。每年邀
請美食新創店家及文創品牌共同舉辦野餐音樂節，獲得廣大迴響。

巨城自 2013 年起，即長期與各縣市政府及農會合作，連續 9 年舉辦在地農特產品展售會，邀請消費者一起支持在地小農，推廣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縮短食物里程與提倡友善農法，如：農村好物市集展售會、苗栗「菁市集」青創商品展售計劃、台東農產品展售會等，2017-
2021 累積辦理 13 場、累積參與約 6.7 萬人次、累積銷售金額約 298 萬元。巨城致力創造社會價值，未來計劃與台灣更多各縣市的小農
合作，發揮磁吸效應，串聯生產者與消費者，縮短產地到餐桌的距離。

Big Fresh Mart 市集空間，支持青創事業推廣在地產銷

▲  台東糧品有購農市集聚集多家小農優質產品 ▲  苗栗菁市集青創商品展售計劃 ▲  FB 推廣台東農產品展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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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肯定青年學子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多次資助並與原聲合唱團合作。2021 年巨城聖誕樹點燈儀式，邀請原聲國際學院獻唱布農族歌
謠「拍手歌」及耶誕組曲，純淨美聲獲熱烈回響，吸引大批民眾駐足欣賞為其喝采，為新竹民眾在疫情後的日子裡帶來無限暖意。不僅
如此，巨城更持續為教育投入資源，捐贈原聲國際學院 100 萬元，由馬彼得校長、謝榮懋校長代表受贈。期望讓年輕學子們懂得惜福、
提升自信，在感恩與良善的循環中成長。

巨城自 2018 年起，與沂風儀隊 ( 新竹女中儀隊 ) 展開為期 3 年的深度合作，鼓勵努力練習的學生勇敢逐夢，讓儀隊能無憂地征戰比賽，
另外也陸續資助儀隊進行服裝及設備汰舊換新，讓經常受邀表演的儀隊能發揮更好的整體表現。巨城連續多年元旦皆邀請沂風儀隊於巨
城噴水池廣場演出，2021 年巨城聖誕樹點燈儀式，開場表演亦邀請新竹女中儀隊表演操槍，於儀式後更捐贈新竹女中 100 萬元，做為未
來三年的教育基金，由林桂鳳校長代表受贈。沂風儀隊發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公益精神，與巨城攜手關懷偏鄉兒童，完成
多次偏鄉弱勢學童關懷之旅。2021 年度公益關懷之旅抵達內灣國小與北埔國小等偏鄉學校，給予偏鄉學童欣賞儀隊表演的機會，精彩演
出讓偏鄉孩童十分陶醉。

資助原聲合唱團與沂風儀隊，鼓勵年輕學子勇敢逐夢

▲  2021 年聖誕點燈儀式 - 原聲國際學院精采演出

原聲國際學院合唱團在
巨城帶來拍手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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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元旦竹女沂風儀隊英姿煥發的精采演出 ▲  2021 年沂風儀隊偏鄉演出，與北埔國小學童合影

2021 年元旦
竹女沂風儀隊表演



05

弱勢翻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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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投身公益服務多年，視關懷對象為夥伴，給予展現自我與探索職涯的平台，讓他們轉換視角看見自己所擁有的能力，進而激發翻
轉命運的動能，巨城期許自身能串連社會各界的力量，幫助弱勢族群獲取更多資源，為社會增加溫暖，推動善循環，讓愛持續蔓延。

新竹縣天主教德蘭兒童中心收容父母無力照顧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的兒童，是新竹地區
重要的兒童收容機構之一，也是巨城長期關懷的對象。這群特殊際遇的孩子來自失能的
家庭，生活中缺乏良好的關係連結，長大進入職場後容易顛簸不順。巨城和德蘭在規畫
合作方式時，即朝正向人生態度引導、潛能開發、以及職涯探索等方向努力。

巨城期許以購物中心典範之姿扮演孩子們生命中的學習楷模，帶領孩童建立正確價值
觀，以志工實習、藝文演出、義賣會、偏鄉關懷、職涯探索願景計畫等活動，把力量交
到孩子手中，讓他們跳脫框架，看見自己所擁有的而非缺乏的，從中激發內在動機，創
造具有韌性的未來。2017 至 2020 年，巨城發揮購物中心多元特性，規劃獨特的服務業
志工實習體驗營，於寒暑假期間邀請 15-17 歲之德蘭院生至巨城擔任實習志工。實習期
間由巨城優秀同仁擔任職場導師，引導實習志工正確工作態度以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2021 年雖受疫情影響停辦實體營隊，也以推
出一系列線上課程與職涯講座，繼續為德蘭院生傳承職場經驗。2021 年德蘭愛分享電影特映活動，邀請德蘭中心 40 位師生至巨城威
秀影城欣賞「聽見歌 ‧ 再唱」電影，收到師生許多感動的迴響，並獲頒感謝狀。

德蘭兒童中心支持計畫

05 弱勢翻轉機會

▲  2021 邀請德蘭兒童中心師生欣賞「聽見歌 ‧ 再唱」
電影特映活動

小志工體驗營

2017

提 供 15-17 歲 之 德 蘭 院
生至巨城擔任實習志工。
透過職場上的學習跟展
現，建立孩子們的自信
心及執行力。

原民聚落關懷
暑期小志工體驗營

鼓藝演出

端午節公益之旅

客家 / 原民聚落關懷

2018

德蘭兒童從被幫助者轉化
為 給 予 者， 參 與 物 資 募
集與運送服務，與巨城攜
手關懷偏鄉和原鄉弱勢兒
童，體驗施比受有福。

原民聚落關懷
暑期小志工體驗營

鼓藝演出

德蘭 50 週年關懷之旅

愛分享義賣園遊會

2019

巨 城 邀 請 德 蘭 院 生 參 與
「愛分享義賣園遊會」歡
慶 Big City 生日。孩子從
備貨、上架到販售，學習
應對跟經營之道。

客家 / 原民聚落關懷
寒暑期小志工體驗營

愛分享義賣園遊會

職涯探索願景計畫

2020~2021 ( 新冠疫情期間）

結合老玩客社企多元課程
與長輩志工分享，以藝術
與運動課程、職前先修教
育、職人線上實習等互動
課程引領孩子們發覺潛能
以及探索職涯可能性。

暑期小志工體驗營

愛分享電影特映活動
Big 未來 - 青少年職涯探索願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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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為指標性的購物中心，也是許多嚮往進入服務業的社會新鮮人求職首選。巨城站在青年培力的角度，歡迎學生參訪了解服務業之環
境與需求，讓有意進入服務業的青年學子更有動機強化相關職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巨城除了長期攜手德蘭兒童中心舉辦志工實習體驗營。自 2020 年，巨城分別與世界展望會及老玩客社會企業合作，舉辦「巨有特色，我
最搖擺」及「二代願景就業促進計畫 - 夢想職涯探險參訪」等職涯探索課程，由巨城營業、企劃、美工、活動、公關、客服、安全等單
位之主管及優秀同仁擔任業師，分享各領域職人精神與工作內容，並安排參訪學生到專櫃進行職涯問卷訪談，提供深入了解服務工作酸
甜苦辣的機會，以為未來職涯規劃預作準備。

2021 年進一步推出「Big 未來 - 青少年職涯探索願景計畫」，總共包括 18 堂課程，邀請社會企業「老玩客」的長輩志工、專家職人，以
及巨城各單位主管或優秀同仁共同授課，推出一系列線上藝術治療課程與職涯講座。透過為德蘭兒童中心院生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
事處新竹中心關懷之孩童們，在疫情居家上課期間停課不停學，除學校課程外，透過本計劃以「藝術與運動」、「職前先修教育」、「職
人線上分享」三大面向，引領孩子們瞭解自己的潛能以及探索職涯的立基點，提前分享職場經驗，讓院生做好心理建設面對升學、打工、
畢業入職等階段，為獨立自主最好準備，對未來升學與職涯規劃具實質幫助，共計 420 位參與人次。

弱勢青年職涯探索願景計劃

▲  Big 未來青少年職涯探索願景計畫─藝術治療和諧粉彩課，引領孩子們潛能開發 ( 左圖 )
▲  職前先修教育課，引導學生進行個人生命設計與職涯規劃，激盪新的思考方式 ( 右圖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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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了解每位馨生人（即犯罪被害人）和更生人生活重建之路不易，除了心靈和職業技能重建，也需要行銷平台，讓他們的能力得以被
看見、故事得以被聽見。

巨城發揮優勢，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更生人保護協會，以及法務部等團體合
作，由巨城提供場地、設備和宣傳，幫助這群夥伴架構產品行銷平台，除了能帶
給他們實質收入，更期望人們可以直接看見他們的努力以及體驗商品的好品質，
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從此建立穩固口碑，創造更穩健的商業合作，也建立起他
們重建人生的自信。

2021 年 10 月舉辦「幸運草更生商品展售會」活動，融合市集銷售與反毒宣導，
安排更生人現身說法等，讓社會大眾瞭解並展現更生保護、更生人自立、創業的
成果，接納幫助更多更生人。並與合作團體邀請當地的更生商家共同設攤，在疫
情衝擊下，許多更生店家生意受到影響，展售會提供他們更多商品曝光機會，讓
更生人在復歸社會的路途上，不因疫情而受挫。活動吸引人潮約 1,200 人次，營
業額約 22 萬元。

11 月登場之「馨生公益市集」，已是 2014 年以來第 7 年舉辦 ( 2016 年除外 )。此次規畫 4 天的市集，邀集全臺各地馨生夥伴聯合展售，
共 6 個縣市、15 個攤位共襄盛舉。販售的產品皆為他們在犯保協會各分會所習得的技藝與創意作品，種類多元，從全台在地小吃、手作
飾品，到現場人像速寫一應俱全。巨城給予平台，讓馨生人發揮所學技能走出人生被害傷痛，重
拾新人生。活動吸引人潮約 6,000 人次，營業額約 80 萬元。

馨生與更生市集公益展售會

▲  2021 年與更生人保護協會合作舉辦「幸運草市集」

巨城自開幕以來致力於公益，至 2021 年已攜手新竹市政府社會處連續辦理第 5 年的聖誕心願卡
募集活動，透過巨城的大力宣傳，2021 年共有 100 份心願受到顧客熱烈響應，5 年來共完成超過
500 位弱勢孩童們的心願，傳遞溫暖。2021 年雖受到疫情影響，但民眾愛心未減，巨城聖誕心願
牆佈置完成後，立刻受到許多民眾關注，也有遠從臺北至巨城逛街的顧客認領禮物，希望盡自己
的一點力量幫助這些弱勢團體。

聖誕心願卡募集活動

▲  2021 年聖誕心願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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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秉持「以人為本」精神，將同仁、專櫃及委外同仁視為重要夥伴，提供
多元培育資源、全方位健康促進計畫、特色福利及員工活動等，為員工及
供應商夥伴提供一個具良好工作體驗的幸福職場。在巨城長期深耕之下，
2021 年獲得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國家人才發展獎中小企業獎、遠見
CSR 傑出方案類幸福企業組楷模獎，並連續 2 年獲 HR Asia Awards 亞洲最
佳企業雇主獎肯定。

巨城對待員工一視同仁，不分性別、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種族、國籍、社
會背景，所有員工皆受到公平對待，並以年度績效考核作為員工晉升與調薪之依據。

2021 年底，巨城員工數 163 人，性別結構男：女 = 1：1.7，員工年齡以 31-50 歲為主族群，佔總人數約 61.3%。2021 年離職率約
12.3%，員工離職主要原因：轉換產業、家庭因素、另有高就。

人力概況

06 創造幸福職場

30 歲 ( 含 ) 以下

2019

46

101

13

160

2020

49

103

14

166

2021

44

100

19

163

31-50 歲 ( 含 )

51 歲 ( 含 ) 以上

合計

年齡結構 註 1

註 1：年齡結構以當年度 12 月 31 日人力為準，2018-2019 數值因誤植進行修正。
註 2：育嬰留停復職率 = 當年實際復職人數 / 當年應復職人數，2018-2019 

數值因誤植進行修正。

2019 2020 2021

應復職 5 1 2

3 1 1

60% 100% 50%

實際復職

育嬰留停復職率

育嬰留停復職率 註 2

▲  遠見 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巨城李靜芳董事長 ( 右 ) 親自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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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組織發展需求，巨城每年透過訓練需求訪談、調查，制定年度訓練計畫，培育優秀人才作為支持公司長期成長的重要資源。2021
年巨城在內部講師培訓、數位人才培訓、專業職能訓練等方面投入豐富資源，藉由紮實訓練持續精進組織學習與員工自我成長。2021 年
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取消部分訓練課程，但巨城推動人才發展的腳步仍不停歇，相關訓練指標依然維持平穩表現。

人才發展

總訓練時數

2019

3,573

779,373

1,443

4,871

160

22

2020 2021

2,590 2,823

654,771 543,590

1,079 1,291

3,993 3,217

164 169

16 17

總訓練費用（單位：元）

總受訓人次

平均每人訓練成本註 2

當年平均人力註 1

平均每人訓練時數

教育訓練投入

註 1：當年度平均人力 = ( 期初人力 + 期末人力 ) / 2。
註 2：平均每人訓練成本 = 總訓練費用 / 當年平均人力；平均每人訓練時數 = 總訓練時數 / 當年平均人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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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重視人才發展，以「培養一流零售人才，打造幸福有感企
業」為目標，規劃 3 Big 行動方案，因應零售業特性、組織策略
目標及員工需求，從教育訓練、健康促進、供應商福祉提升三
大面向著手，提供多元完善的人才發展方法，引導人才培育成
果能落地執行，進而促進組織績效提升。巨城的人才發展計畫
獲得專家肯定，於 2021 年獲行政院勞動部頒發「國家人才發展
獎」中小企業獎肯定，為全台首家獲獎之百貨購物中心。

【特輯】培養一流零售人才，打造幸福有感企業

▲  巨城獲「國家人才發展獎」中小企業獎

•  深化企業價值觀與核心能力
•  強化人才國際接軌，開拓員工視野
•  多樣化人才培育，給予員工不同學習路徑
•  營業部系統化人才培育

•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攜手共創價值
•  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延攬人才

•  打造友善職場完善員工福利措施
•  全員參與，讓健康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3 Big
行動方案

Big 發展

Big 
幸福

Big 
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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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依據人才發展目標與教育訓練體系，緊扣核心價值與策略性發展目標，共規劃「共通訓練」、「管理訓練」、「專業訓練」、
「派外訓練」及「自我發展」五大訓練類別，提供員工企業價值觀與核心能力、主管領導能力、一般人員工作管理及專業技能發展
等領域的紮實訓練，實際運用在工作當中，達到深耕企業文化、培育人才的目標。

Big 發展

▲  同仁參與「全方位職場溝通關係課程」體驗式課程

▲  「店櫃改裝與注意事項」課程，同仁積極參與討論

巨城透過需求分析掌握同仁有提升「溝通協調、團隊合作」能力之
需求，2021 年舉辦全員必訓課程，共有 120 位同仁完成「全方位職
場溝通關係課程」培訓，透過體驗式學習引導同仁觀察與反思自身
行為表現，課程設計獲得參訓同仁高度肯定。

全方位職場溝通關係課程

巨城重視「知識傳承」，近年來積極培養優秀人才成為內部講師，
以利將自身經驗與專業知識結構化，藉由安排授課，促進交流及教
學相長，提升營業人員的專業能力。2021 年巨城透過內部講師培訓
課程，協助主管及資深同仁合作完成「招商技巧」及「店櫃改裝與
注意事項」教材開發及授課，並獲得學員高滿意度肯定。

營業人員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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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持續打造「幸福有感」的工作環境，長期規劃多元活動及福利措施，包含：健走競賽、健康飲食活動、健康講座、身心紓壓課程、
免費癌症篩檢、疫苗施打、休閒活動補助、慶生會、家庭日等各項活動，鼓勵全員參與讓「健康成為一種生活態度」。2021 年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巨城更為每位同仁加保防疫險，提供同仁多一層保障。

Big 幸福

▲  健康飲食微笑餐盤獲獎者合影

▲  健康五感趣味猜謎，好玩又能學習健康知識

巨城感謝同仁及眷屬一路來的支持，每年皆舉辦家庭日活動，2021
年家庭日以「古早童玩」為主題，結合健康五感趣味猜謎與捏麵人
手作體驗，增進親子的互動與情誼。

家庭日

巨城為鼓勵同仁選擇健康食材及重視營養均衡，2021 年規劃 14 天
的健康飲食競賽活動，邀請外部營養專家透過 Line 提供一對一互動
飲食指導，並結合健康餐盤評分及健康知識問答積分賽，來提升同
仁對健康飲食的自主意識。活動期間有內部同仁及委外同仁共同參
與，累計投稿健康餐盤達 443 件，獲得同仁高滿意度回饋。

健康飲食微笑餐盤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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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融入生活已成為巨城同仁的日常，深受同仁喜愛。2018-
2021 年，內部同仁及供應商夥伴累積參與健走競賽約 1,233 人次，
累積健走約 7.2 億步，約可繞行地球 12.6 圈 ( 以每步 70 公分估算 )，
其中 2021 年參與人次較前一年度增加 40%，累積健走步數較前一年
度增加 20%。

運動達人秀

巨城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需求，舉辦熱門有氧運動體驗班，包含：
ZUMBA、舒壓瑜珈、拳擊有氧等，協助同仁探索最適合自己的運動
方式，同時為同仁規劃多元豐富的舒壓方案，包含：運動刮痧體驗班、
免費視障按摩體驗、生日假、休閒活動補助、發放電影票、電影包
場等。2021 年巨城更與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合作，為同仁及供應商夥
伴完成視力檢測為健康把關，同時提供學生實習練習機會。

健康照顧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為巨城同仁量測視力

▲  運動達人秀競賽優勝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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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重視共好關係經營，主動提升專櫃及委外同仁等供應商夥伴福祉，從提供培訓課程、共享健康促進資源、規劃特色福利、
舉辦競賽獎勵活動等面向著手，藉以凝聚供應商夥伴向心力，作法領先同業。

Big 共好

巨城除了提供專櫃專業訓練也提供軟性課程，協助供應商夥伴持續
成長，包含：共享巨城 Big 學特色講座，藉以提升服務思維共同跨
界學習；週年慶激勵課程，凝聚專櫃與內部同仁的共識，共同為週
年慶努力；選拔與表揚年度優秀供應商夥伴以建立楷模學習榜樣；
響應節能減碳舉辦雲端發票推廣獎勵競賽及環保講座等。

學習成長

巨城將幸福職場經營理念擴及供應商夥伴，與其共享健康促進資源
及特色福利，如：開放供應商夥伴免費報名參加健康講座、盲人按
摩體驗、流感疫苗到場施打服務、職醫諮詢服務、免費視力檢測、
舉辦專屬健康促進競賽、發放周年慶餐點補給等，照顧供應商夥伴
健康需求。

供應商福祉

▲  周年慶期間分送水果與專櫃夥伴共享

▲  週年慶激勵課程，優勝組獲頒象徵業績大爆發的爆米花



07

打造優質服務 



47

董事長的話 關於巨城 公司治理 健康促進 巨城舞台 世代共好 弱勢翻轉機會 創造幸福職場 打造優質服務 邁向低碳營運 迎向未來

巨城追求消費者購物體驗滿意度，重視服務設計並強化人員訓練，除了持續提升各項服務品質，亦積極提升數位能力開啟智慧創新服
務模式。親子客群是巨城重要的服務對象，規劃多元的親子友善服務，打造親子友善購物空間，是巨城服務重要理念。應對 COVID-19 
疫情的挑戰，巨城亦主動規劃多項防疫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為消費者提供便利、友善、安全、安心的購物環境。

繼 2020 年巨城 APP 推出行動點餐、親子專人送餐服務、美食外送等三
項服務後，2021 年 5 月臺灣的疫情陡然升溫，巨城數位團隊掌握成功
經驗與既有行銷資源，持續善用 FB 粉專，並透過影片、線上遊戲等數
位宣傳，提升個人化體驗，加速 App 服務功能再升級，同時邀請全館
約 150 家品牌廠商投入電子商務資源，發展出行動外帶、行動宅配等
全新功能，靈活運用巨城 FB 粉專粉絲及巨城 App 數位行銷的強大影響
力，吸引線上消費者與線下賣場緊密連結，整合虛實資源，強化數據完
整度，在疫情升溫時成功擴大服務範圍，將購物體驗延伸至消費者居家
空間以觸及廣大的潛在消費客群，提供顧客更方便安心的零接觸購物。

07

巨城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引落實全民防疫，與館內餐飲、輕食、美
妝、3C、服飾等近百家品牌攜手，推出超過 1,500 項商品的行動外帶及
美食外送服務，行動外帶搭配 APP 禮品專區上線，搶攻自用送禮的零
接觸商機。作為新竹人的灶咖，巨城 APP 餐飲外送及外帶功能，提供
消費者居家防疫安心用餐服務。消費者於 APP 瀏覽各餐飲櫃位菜單，
再透過 APP 行動支付、雲端發票載具等整合服務，快速完成點餐結帳，
在疫情高峰期，推出 APP 線上預約外帶，餐點從各樓層餐飲櫃位製作、
後送至創藝大樓一樓配送區，消費者於約定時間至民權路創藝大樓前專
用得來速車道，享快速免下車取餐一條龍式服務，落實防疫零接觸。

打造優質服務

【特輯】數位服務 防疫零接觸

　● 行動外帶
▲  疫情升溫時，每日中午及晚餐尖峰時段，快速取餐車潮

▲  巨城加強防疫措施，並力推餐飲外送及外帶服務，消費者不用
下車就可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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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 疫情，巨城持續優化 APP 功能，積極結合館內物流中心與品牌
廠商推出「巨城行動宅配」；包含家庭客層所需的魚肉蔬果、冷凍料理包、輕
食配料、零食組合等一次購足的生鮮食品，異地辦公在家上班減少外出後所需
的 3C 配件類、居家生活類、親子娛樂類商品，以及不可或缺的清潔保養香氛
類等產品，讓消費者只需使用行動裝置操作，不受地域限制即可享線上選購支
付、線下宅配到府既便利又安心購物體驗。

巨城持續與 Uber Eat 合作推出美食外送服務，同時優化 APP 功能，使用美食
外送服務的消費者能自行於 APP 完成 Happy Go 累點補登，讓消費者權益不
受影響。

　● 行動商品宅配

　● 美食外送

▲  巨城 APP 行動外帶與行動商品宅配

▲  獲新竹市政府「友善新竹 哺集乳室認證」3 年特優

新竹市與竹北市的出生率全台名列前茅，親子客群是巨城重要的服務對象，打造親子友善購物空間，是巨城重要的服務目標。巨城作為
新竹每個家庭的好鄰居，規劃多元的親子友善服務，提供一個出門沒有負擔的休閒娛樂空間，協助舒緩育兒壓力並增進家庭和諧。

親子友善購物中心

哺集乳室
巨城於 2020 年將 2F 哺集乳室遷至 5F，並擴增哺集乳室空間、提供免費
且更加完善的軟硬體設施 ( 如：消毒鍋、母乳儲存冰箱、熱水、玩具、益
智遊戲、繪本故事書等 ) 及嬰幼兒所需耗材 ( 如：尿布、濕紙巾、清潔洗
劑…等 )，空間寬敞明亮，環境舒適安全，連續 9 年獲得新竹市公共場所
哺集乳室特優認證或哺集乳室競賽公共場所組第一名及特優獎之佳績。

親子友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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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幼兒音樂律動課程（左圖）
▲  FB 推廣假日嬰幼童活動及萬聖節討糖活動（右圖）

美食街兒童用餐專區
設有適合兒童高度的餐桌椅、洗手台及造型拼圖牆等設施，
提供親子客群舒適、便利、安全的美食空間。

寶寶爬行比賽
自 2012 年起，巨城連續 10 年舉辦寶寶爬行比賽，累積為
2,383 名寶寶參賽者提供服務，創造幼兒運動體驗，帶給無
數家庭歡樂美好的回憶。

BBC 三合院親子休息區
規劃有故事繪本區、玩具區、造型拼圖牆、休息座位等兒童
育樂設施，為親子客群提供免費休憩空間。

親子友善廁所
設有兒童專用馬桶、嬰兒掛椅、嬰兒折疊床、尿布台、兒童
洗手台等設施，為育兒父母及嬰幼童提供無壓力的如廁環境。

嬰兒車租借服務
1 樓服務台提供免費嬰兒車租借服務，每次歸還皆進行消毒
擦拭，方便且衛生，是親子逛街購物的好幫手。

婦幼車位
停車場依法設置婦幼停車位，空間寬敞舒適，便利嬰幼童安
全上下車，降低親子客群停車壓力。

婦嬰及兒童專櫃品牌
規劃多元親子相關專櫃品牌，包含：婦嬰用品、兒童文教 / 
玩具 / 家具 / 運動用品等，為親子提供一站到位式服務。

婦嬰幼兒活動
利用假日經常舉辦嬰幼童活動，協助舒緩育兒壓力並增進家
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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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良室內空氣品質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的數據顯示，室內空氣污染物的水平可能是室外的 2 到 5 倍，影響室內
生活人們的健康及舒適程度。巨城重視顧客在商場內的安全及健康，除了加強管理室內空氣品質並定期監測汙染物以外，更於 2021 年以
優於法規的規格導入室內空氣品質自動連續監測系統。該系統每 15 分鐘回拋檢測數值一次，同時顯示在商場各樓層的空氣品質螢幕中，
讓顧客和員工即時掌握巨城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個人健康主權。2021 年 9 月獲頒行政院環保署首年舉辦「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
標章」。

▲  2021 年 9 月獲頒「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左圖）
▲  賣場內室內空氣品質自動連續監測的螢幕（右圖）

亮點

巨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連年
獲得主管機關肯定

　● 2017.12 獲「106 年度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評鑑」優等 ( 新竹市政府 )
　● 2018.10 獲「107 年度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評鑑」優等 ( 新竹市政府 )
　● 2019.11 獲「新竹市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 新竹市環保局 )
　● 2021.09 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 行政院環保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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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防疫佈署
COVID-19 疫情於 2020 年開始襲捲全球，帶給百貨零售業巨大挑戰。巨城秉持審慎態度，於 2020 年 1 月即成立防疫指揮小組，由董事
長親自頒佈防疫政策，總經理擔任總指揮官，密切關注疫情發展，制定防疫措施並持續檢討改善，2021 年延續防疫政策，維持「安全商場」
是巨城給予顧客、員工及供應商重要的承諾。

社會面

巨城審慎面對疫情，防疫措施規劃完整並受到新竹市政府肯定，
疫情期間新竹市長林智堅多次率隊訪查巨城防疫措施並給予巨城
防疫執行成效肯定評價。巨城亦運用 Facebook、APP 訊息推播、
LED 電視牆宣傳，主動即時與消費者進行防疫措施宣導，鼓勵消
費者共同響應防疫政策。

員工面

加強員工疾病防治衛生教育、要求員工 / 專櫃同仁 / 委外同仁 / 廠
商 / 訪客進入購物中心需量測體溫並配戴口罩，2021 年除了持續
每周免費發放口罩予員工外，更在疫情高峰期間，加發防疫面罩
或眼鏡給第一線的同仁、啟動分區辦公、導入 ZOOM 線上會議系
統、進行員工及其眷屬旅遊史調查、持續實施全館工作人員體溫
量測及記錄。員工慶生會改以個人餐點提供，春酒改發放福利金
等，於疫情期間改變聚會形式避免群聚。並為全體員工投保防疫
險，給予員工最實質的保障。

▲  新竹市長林智堅視察巨城防疫措施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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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面

巨城延續 2020 年防疫政策，持續落實所有顧客入口處 ( 包括：大門、
停車場、停車塔 ) 及接駁車乘車處量測體溫及於平面入口、汽車車道入
口進場動線管制，為商場安全第一道防線嚴格把關，加強商場清潔消毒
頻率，並於近 70 個重要出入口及通道設置消毒酒精供顧客使用。

巨城於 2021 年 5 月本土疫情爆發起，更深化防疫措施，自主進行閉店
後全館防疫消毒作業，並配合政府政策全面實施消費者入館簡訊實聯制
QR Code、紙本登記等方式，落實全民防疫。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
佈全國三級警戒，進行人流管制。更在主要出入口增設「防疫通道」，
以紅外線測量體溫、供應酒精消毒手部、通道門還噴灑消毒噴霧，為顧
客消毒全身，讓顧客更能放心購物。美食街降載用餐區人數 50％、採
梅花座並加裝隔板、各店家使用食物罩等強化防疫，並加大餐桌間距，
隨時以乾淨抹布及消毒酒精擦拭座位區。點餐台定期消毒並提供酒精消
毒設備供消費者使用，用餐區亦設置多個感應式消毒設備及洗手專區，
方便消費者使用，另美食街店家也鼓勵消費多使用無接觸的數位支付方
式，加速數位轉型，推出美食外送及行動購物服務，使消費者將美食體
驗延伸至居家空間。減少接觸感染風險。另外還有商場空調增加換氣頻
率、空調設施也定期更新濾網以確保空氣品質，定時病媒防治清潔消毒。
暫停免費兒童玩具使用。各樓面手扶梯把手、電梯按鈕、休憩桌椅、賣
場推車及購物籃，每小時清消，為顧客健康把關。  

▲  落實集中入口處設置管制點，出入口體溫量測，並
實施入館簡訊實聯制

▲  新竹市長林智堅親自體驗防疫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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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意見為巨城進步的動力，巨城提供多元的顧客意見表達管道，包含：服務台、服務電話、客服信箱，許多消費者也會透過 Facebook 
社群留言及 CSR 信箱給予回饋。巨城服務人員秉持著用心傾聽、表達歉意、將心比心之原則，提供顧客最即時的協助，針對顧客反應事
項皆妥善紀錄並立即協助轉達予權責單位進行處理，權責單位需把握與顧客溝通的黃金時間於 3 天內回報處理情形，由客服課紀錄並呈
報相關主管。2021 年巨城接獲客訴案共 108 件，年減 28% 且處理完成率 100%；接獲顧客表揚 13 件，相較前一年度減少 2 件。

 因應行銷數位化趨勢，巨城用心經營社群，提升與粉絲溝通之即時性。巨城 Facebook 粉絲團主動提供粉絲即時商品與活動資訊，
回應熱門話題貼近粉絲生活，建立與粉絲之間的緊密連結，2021 年已累積 68 萬粉絲，持續維持全台同業最大規模。除此之外，為
觸及不同的年輕消費族群，巨城亦持續深耕 Instagram 之經營，展現品牌風格與個性，2021 年追蹤人數成長 15%，粉絲數及參與度 
（Engagement）皆為全台同業排名第一。

顧 客 可 透 過 現 場 或 線 上
的多元管道提出意見
‧ 服務台  
‧ 電話
‧ 客服信箱
‧Facebook

接 獲 後 詳 細 紀 錄 顧 客 反 應
之 原 由 及 事 件 過 程， 並 轉
呈負責單位進行處理

負責單位進行處理 負 責 單 位 於 三 日 內 回 報
處理狀況

由 客 戶 服 務 課 紀 錄 結 案
並存檔

顧客意見處理流程

顧客服務與溝通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STE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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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合作的供應商分為二類，一為專櫃廠商，如：服飾配件、家飾用品、3C 家電、餐飲美食、超市、影城、量販店等；另一為一般供應商，
如：清潔、保全、機電等委外廠商及庶務廠商等。巨城就不同供應商類型設計對應的管理機制，並在與供應商合作過程中，要求供應商
應善盡對勞工與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友善及道德規範之責任並簽署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共同關心環境、勞工、健康與安全等社會
議題。

供應商管理

巨城於專櫃廠商合約中，均有明確規範專櫃廠商所提供的產品須具合法正當性，且不得侵害他人權利，不得陳
列銷售政府規定之違禁品，亦不得違反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民、刑、行政規定。巨城要求專櫃廠商簽署專櫃廠商社會責任承諾書，2021 年簽署完成
專櫃計 94.5%，佔年度營業額 84 %。

 巨城就餐飲櫃位加強管理，要求專櫃每日依循衛生局食品安全之檢核標準進行自主檢查，並由營業單位抽查確
認；巨城組成跨部門聯合安全稽查小組，每月皆會針對餐飲櫃位加強清潔衛生稽查，確保製餐環境整潔衛生，
保障顧客健康安全。

 巨城為專櫃同仁投入培訓資源，提升其服務品質，舉辦專櫃新進人員訓練、收銀訓練、激勵課程、巨城 Big 學
特色講座等，教導正向思維、服務禮儀、顧客溝通技巧、收銀流程、館內貼心服務項目及緊急應變流程等，以
期提供完善的顧客服務。

 2021 年因疫情嚴峻，巨城一年一度舉辦的中元普渡為避免群聚、減少專櫃同仁接觸的機會，特別攜手新竹物流，
首創「專櫃普渡供品代收送」服務，除了減少專櫃同仁超過 2,000 人次搬運供品的群聚與接觸機會，由理貨中
心至各專櫃代收取供品送至普渡會場，讓專櫃同仁能有更多時間服務顧客，開創百貨購物中心同業的先河，既
便利又安全，成功減少普渡會場人流 66%。

專櫃廠商

專櫃廠商
社會責任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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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公佈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綠色採購宣言、供應商評鑑制度，並架設供應商投開標平台，超過一定金額之採購案，皆會同稽
核人員進行開標作業，建立與供應商之間公正透明的良好溝通管道。2021 年一般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簽署廠商之採購金額，佔年
度總採購金額 95.4%。

一般供應商

供應商社會責任
承諾書及巨城投
開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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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低碳營運
環境保護是人類永續發展的關鍵，也是當今全球企業必須共同面對的重大議題。巨城為北台灣最大的購物中心，身為地球公民，巨城
積極展現企業對環境永續的擔當，實踐「Big City, Big Green.」的承諾，以為消費者「打造綠色購物旅程」為目標，用更環保的服務
流程降低消費過程的碳足跡。巨城以綠色商場為目標，由各單位聯手制定環境永續行動方案，訂定量化目標定期追蹤檢討，以求營運
各面向落實環境保護。同時發揮企業影響力，攜手供應鏈和消費者共同加入環保行列，齊力建構永續商業模式。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是落實溫室氣體減量計畫的基礎，巨城自 2020 年起導入 ISO 14064-1：2006 進行
溫室氣體自主盤查，並通過第三方查證（BSI），建立起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數據基礎。2021 年更進
一步進行 ISO 14064-1：2018 改版，排放源盤查類別從原本兩個範疇更嚴格擴增至六大類別，於同年
10 月通過 ISO 14064-1:2018 第三方查證（BSI），成為全台首家通過 ISO 14064-1：2018 的購物中心。
藉由掌握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做為未來推動減量規劃之基礎。

根據 2021 年盤查報告顯示，巨城 2020 年組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 26,957 公噸約當碳排，主要溫室
氣體排放源為類別 2：輸入能源間接（即外購電力）佔總排放量 43.32 % 及類別 5：與來自組織的產
品相關間接（如專櫃使用電力及天然氣等）佔總排放量之 46.95%。「節電」依然是巨城達成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的重要關鍵。

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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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s Statement No:                                 GHGEV 1856 

Verification opinion statement 
 As a result of carrying out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SO 14064-3:2006, it is the opinion of BSI 
with reasonable assurance that: 
 
⚫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Far Eastern Big City Shopping Malls Co., Ltd. for the period from 

2019-01-01 to 2019-12-31 is 11,814.241 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including scope 1 emissions 49.0583 
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and scope 2 emissions 11,765.1828 tonnes of CO2 equivalent. 

⚫ No material misstatements for the period from 2019-01-01 to 2019-12-31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lculation were revealed. 

⚫ Data quality was considered acceptable in meeting the principles as set out in ISO/CNS 14064-1:2006. 
⚫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electricity of year 2019 is 0.509 kgCO2 per kWh. 

Originally Issue:  2020-11-19                     Latest Issue: 2020-11-19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Verification Opinion Statement 
 This is to verify that: 

For and on behalf of BSI: 

Far Eastern Big City Shopping Malls Co., Ltd.  
No. 229, Zhongyang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Taiwan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 

新竹市 

中央路 229號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is independent to the above named client and has no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above named client. This Opinion Statement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 above named client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verifying its statements relating to its carbon emissions mo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It was not prepar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will not, in providing this Opinion Statement, accept or assume 
responsibility (legal or otherwise) or accept liability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purpose for which it may be used or to any person by whom the 
Opinion Statement may be read.  This Opinion Statement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review by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of information presented to 
it by the above named client.  The review does not extend beyond such information and is solely based on it.  In performing such review,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has assumed that all such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y queries that may arise by virtue of this Opinion Statement or 
matters relating to i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above name client only. 
Taiwan Headquarters: 2nd Floor, No. 37, Ji-Hu Rd., Nei-Hu Dist., Taipei 114, Taiwan, R.O.C. 
BSI Taiwan is a subsidiary of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  2021 年通過 ISO 14064-1：2018
證書

巨城於 2019 年通過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第三方查證 ( SGS )，並設定每年節電 1% 或 5 年節電 5% 之節能目標，建立管理
程序、計算能源基線、盤點耗能設備、將日常繁雜的作業梳理成為 SOP、定期檢視節能成效，持續改善能源的運用與管理，落實企業
能源績效之提升。巨城於 2020、2021 年持續通過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第三方查證複查 ( SGS )。

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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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密集度

（ 單位：度 / 百萬營業額 ）
2017

5,910
5,878

2018

5,528

2019

5,261

2020

4,990

2021

巨城營業面積為北台灣同業第一，共有 8 組主要冰水主機為全館空調提供冰水供應源，龐大的冰水系統於國內同業罕見。過去
巨城冰水系統用電量佔全館總用電量超過 30%、佔營業費用約 5%，是經營績效的重要影響因子。而此冰水系統乃自舊風城時
期承接而來，近 20 年的老舊設備對能源成本管控帶來嚴峻挑戰。

有鑒於此，巨城投下資本，規劃三期冰機系統節能專案，升級冰水系統。同時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建立標準化管理
程序、提升能源效率。冰水系統節能專案 3 期工程重點如下：

2021 年巨城用電密集度為 4,990 度註 1，年減 5.14% 並持續維持下降
趨勢。2021 年年減幅度較大，主因為 COVID 19 疫情嚴峻，造成 5-7
月館內縮減營業時間，用電減少。另外 2021 年冰水系統節能專案三
期工程全數完成後，亦有效大幅節電，巨城持續提升能源績效。

2021 年節能行動

冰機冷卻水塔並聯工程

B1F 六大冰機冷卻水管路改管作業，將冰機與冷
卻水泵做 1:1 最佳化配置，減少用電浪費。並可
利用兩台冷卻水塔搭配一台冰機運轉，提升冷卻
效率。達到整體節能效果。工程於 2021 年 7 月
完工，完工後已節電 14 萬 5 千度電。

冰水系統節能專案第 3 期工程完工

2019 年第 4 季起推動冰水系統節能專案 3 期計畫，
第 1 及 第 2 期 於 2019 年 10 月 與 2020 年 4 月 完
工後陸續投入運轉，第 3 期工程新增區域泵加裝
變頻器及冰水溫度、室外焓值 SENSOR，以最適
運轉點，分別控制各設備，於 2021 年 6 月完成。
三階段冰機系統節能專案工程全數完工後，2021
年總共已節電 165 萬 6 千度電。

【特輯】冰水系統節能專案 3 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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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設變頻裝置
冰水系統周邊設備建置變頻裝置，三期工
程總共完成安裝 70 台。改善過去全載運
轉造成能源浪費。

　● 導入監控系統
第一期工程建立「冰機監控系統」，以即
時 擷 取 設 備 運 作 數 據、 產 生 即 時 監 控 線
圖、即時示警等功能強化冰水系統的管理
維運。第二期工程增設「遠端控制」( Remote Control ) 功能，使冰水系統相關設備可透過「時序設定、自動排程」完成開關作業，
建立即時自動化管理，提升服務品質同時兼顧節能效果。

　● 安裝儀表
巨城於第三期工程中，增設多項儀表以收集數據，並且導入最佳化節能程式，利用數學模型計算最佳並聯台數，以利以最適運轉
點分別控制各設備，使冰水系統之總功率控制在最低狀況，以達到節能目的。

第一期工程
投入運轉 2019.10 

473,760

1,184,400

第二期工程
投入運轉 2020.04 

192,780 

481,950

第三期工程
投入運轉 2021.07 

989,820

2,474,550

節省電（度）

2021 年

節省電費

巨城的水資源耗用主要在冰水主機系統、餐飲櫃位、洗手間等，因此氣溫、餐飲櫃位佔比、來客數、業績等皆為影響用水的重要因子。
巨城安裝用水監測設備，並透過 BI 商業智能系統由視覺化圖表進行長期數據追蹤分析，了解館內各區域及專櫃用水是否發生異常。每月
實施聯合安全稽查，包含水設備抽檢，發現漏水問題皆立即通報處理並限期改善。餐飲用水佔櫃位用水最大宗，巨城將美食街碗筷餐具
集中清洗，以標準化流程將用水量最佳化。2021 年初採購了 450 個省水龍頭進行汰換更新，安裝省水閥，有效控制出水量，有效節用水
資源。

在水資源管理基礎之上，再針對每個用水環節提出具體行動方案，除了水資源節用以外，減少汙水排放汙染，和回收再利用率也是實現
環境永續承諾的重要環節。多管齊下，積極面對水資源管理挑戰，持續提升使用效率，替地球盡一份心力。

巨城與物業所有權人合作，推動購物中心汙水納管專案，將購物中心生活廢水納入市政府汙水下水道，使生活廢水能獲得適當處理再行
排放。2021 年 9 月已正式納入新竹市政府公共汙水下水道處理。提升污水處理效率以及居住環境品質。將能降低汙水對河川與生態環境
的衝擊。

水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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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城將廢棄物區分為三大類，包含：一般垃圾、掩埋類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又包含：廚餘、紙類、資源垃圾。巨城廢棄
物皆委託合格廠商清運處理且不定期實施供應商稽核以確保廢棄物處理流程合乎規範。

巨城利用教育訓練提升全體員工 ( 含專櫃及內部員工 ) 之減廢與環保意識。同時推動辦公室和營業場所廢棄物減量行動，以多樣化行
動攜手員工和顧客一起從源頭減量開始落實。最終產生之廢棄物則須全面進行垃圾分類，廚餘會再乾濕分離，以降低廚餘重量。以
Reduce → Reuse → Recycle，3R 原則落實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理

2021 年巨城用水密集度 48.19 度註 1，年減 21.68%，主因為 2021
年 COVID 19 疫情嚴峻，影響館內餐飲櫃位業績與全館來客數，大
幅減少餐飲櫃位用水及生活用水。

2017

用水密集度

（ 單位：度 / 百萬營業額 ）

59.54

2019

60.95

2020

61.67

2021

48.1960.20

2018

2021 年省水行動

設 有 空 調 冷 卻 水 回 收 系 統， 冷 卻 水 塔 排 水 經 適 當
導電度設備控制，回收至廁所沖水利用。

空調冷卻水回收

生 活 廢 水 集 中 進 入 中 水 水 槽， 經 由 兩 道 加 工 過 濾
消毒後，回收供廁所或是空調使用。

中水處理系統

2021 年 初 採 購 了 450 個 省 水 龍 頭 閥 進 行 更 換，
加強省水力道。洗手間改裝工程 100% 採用省水
標 章 之 衛 浴 設 備， 並 持 續 加 裝 省 水 裝 置（ 例 如 感
應噴霧水龍頭、兩段式沖水手把 ）。

節水衛浴設備採用

2020 年 開 始 施 作，2021 年 9 月 正 式 納 入 新 竹 市
政 府 公 共 汙 水 下 水 道 處 理。 提 升 污 水 處 理 效 率 以
及居住環境品質。

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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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減廢行動

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專櫃新人訓，包含 30 分鐘廢棄物管
理課程，了解垃圾分類之重要性與作業方式。
2021 年受訓 108 人次。

廚餘回收

加強廚餘回收，減少一般廢棄物生成；強化廚餘
乾溼分離，降低廚餘重量。

洗手間減廢

響應環保政策鼓勵顧客減少洗手間廢棄物，設置
節能標章烘手機取代擦手紙、以酒精消毒馬桶坐
墊取代馬桶坐墊紙之使用，減少廢棄物生成。

落實管理  加強回收

強化廢棄物 3 階段撿拾分類。要求專櫃廠商加
強廢棄物分類並由清潔人員進行檢查，清潔人
員於回收場仍再次執行撿拾分類以提升可回收
垃圾佔比。

看準數位化的潛力，巨城於 2016 年即投身數位轉型，逐年擴大涵蓋範圍，持續朝智能商場的目標邁進。數位化的改變除了提升巨城整體
營運效率以外，同時顯著減少文化用紙使用量，也降低營運活動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近年巨城持續在服務流程和行政流程上數位轉型，
2021 年 APP 啟動電子商品券功能和 VIP 線上入會功能，用紙量顯著下降。在推動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巨城發揮服務業的強項，於服務過
程中同時教育顧客和廠商對於綠色消費的認識，發揮企業影響力，攜手上下游實踐永續目標，邁向綠色商場。

紙資源管理

註 1：巨城與關係企業共用部分電錶、水錶及共同處理廢棄物，用電、用水
度數及廢棄物產生噸數，乃依一定比例分攤後，僅以巨城部分計算。

廢棄物密集度

廢棄物密集度 ( 單位 : 公噸 / 百萬營業額 ) 可回收垃圾佔比 (%)

27.69%

0.236

2017

27.72%

0.228

2018

33.45%

0.241

2019

0.225

46.50%

2020

0.224

41.18%

2021

2021 年巨城廢棄物密集度為 0.224 公噸註 1，相較於 2020 年減
少 0.13%。巨城強化廢棄物回收，包含：加強廚餘回收及乾濕
分離、垃圾撿拾分類、舉辦專櫃及員工廢棄物管理教育訓練，
2021 年可回收垃圾佔總體廢棄物之 41.18%，相較於 2020 年
減少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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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數位化 - 推廣雲端發票載具及電子商品券上線

巨城利用官方網站、社群平台、APP 三大數位行銷工具，提升行銷精準度，同時減少紙張使用，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社群平台方面，巨城 Facebook 紛絲團擁有約 68 萬粉絲大軍，Instagram 約 4 萬粉絲，粉絲數和互動率長年位居同業之首，打下穩固的
數位行銷根基。APP 則將服務行銷流程整合數位化，例如 eDM、數位贈禮、活動宣傳、VIP 線上入會和電子商品券等，克服原本使用大
量紙本與郵寄之資源耗費。至 2021 年底，APP 累積 25 萬下載次數，並累積 1,417 萬使用次數。巨城善用社群經營成果，透過數位行銷
活動，推動粉絲轉化為 APP 會員，再於 APP 推播行銷資訊、舉辦集點活動及互動遊戲兌換抵用劵或各式贈禮，將 APP 會員導流線下進
入實體賣場。

 行銷禮贈品的部分，巨城提供 happygo 數位累點、APP 電子優惠券等數位贈品，以減少實體點數或生產配送與發放上對環境帶來的衝擊，
攜手顧客參與環保行動。

 行銷數位化對於紙張減量上效果顯著，加上消費者環保意識抬頭，顧客已逐漸養成瀏覽 eDM 習慣。2021 年巨城 eDM 瀏覽約 44 萬人次，

行銷數位化 - 減少紙本 DM 印製量

巨城在零售本業中，持續提出環保概念的服務流程創新變革，2021 年持
續推動消費者服務流程數位化：

　● 行動支付和雲端發票載具：2021 年巨城參加財政部「全國營業人開
立雲端發票競賽活動」以競賽期間成長率 17.5%，榮獲零售業績優總
機構獎全國第 2 名，突破前兩年連續第 4 名次，再創新高。2021 年
全年雲端發票載具使用率達 44%，年成長 13.8%。 

　● 2021 年 10 月巨城 APP 啟動電子商品券功能，將紙本商品券電子化，
提供顧客更完善的無紙化支付選擇。原以紙本發送之員工福利商品券
和周年慶銀行刷卡滿額禮，皆於同年改以電子商品券發行。協助培養
顧客及同仁新消費習慣。 ▲  巨城獲財政部頒發「全國營業人開立雲端發票競賽活動」績優總機構獎

第 2 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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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 DM 印製量紙本 DM 之 A4 紙印製量約 157 萬張，年減 10 %。相
對基期 2016 年減量 299 萬張，減碳量約 54 公噸 ( 以
每 張 A4 紙 產 生 0.018 kg CO₂ 估 算 )；2017-2021 年
累 積 eDM 瀏 覽 約 225 萬 人 次， 相 對 基 期 2016 年 紙
本 DM 累積減量 987 萬張，減碳量約 178 公噸。紙本
DM 自 2016 年起已連續 5 年維持減量趨勢，實體 DM
減量，同時可減少郵寄配送之資源消耗。

印刷張數 年減量比例

4,554,000

2016

3,157,000

2018

33%

1,746,800

2020

3,828,000

2017

16%

2021

10%

1,568,400
18%

2019

2,598,000

18%

為提升資訊表單標準化及效率、增進使用者操作便捷，以及減少紙本作業。自 2017 年下半年起，巨城持續推動內部行政流程數位化，對
內積極以數位化取代紙本作業流程，促進辦公室少紙化。已陸續啟用採購管理、庫存管理、費用請款、專櫃營運、人事管理、工務管理、
主管考勤、教育訓練、廠商交涉、事件處理報告等相關表單。累積至 2021 年底已完成約 41 張表單流程數位化，2018-2021 年電子表單
累計啟動約 12 萬次，保守估計節約 A4 用紙約 35 萬張 ( 以每張電子表單節省 3 張 A4 紙估算 )，約 6.4 公噸碳排量 ( 以每張 A4 紙約當產
生 0.018 KG 碳排放估算 )，加上相關附件電子化，能有效減少文化用紙使用量及儲存空間資源之耗費。

行政流程數位化

新竹居民以汽機車為主要代步工具，自 2012 開幕之初，巨城即投身布局從公共交通到停車場管理數位轉型等投資，以提升顧客低碳 / 零
碳交通使用率、降低私家車碳排量，以及協助所在社區提升交通品質。巨城每年來客數約 1,500 萬人次 ( 非疫情期間 )，為降低顧客汽機
車對社區交通帶來的影響，並補足大眾交通工具不足的最後一哩路，巨城長期推廣減碳與零碳交通、持續優化停車場管理流程並協助所
在社區提升交通品質。

巨城是在地居民的好鄰居，利用自身的資源來提升社區交通品質。包括社區里民優惠停車服務，為協助解決社區居民停車空間不足問題，
巨城每年皆提撥一定數量的停車位並以低於市價之優惠租金供社區居民租用。車位月租服務深受居民喜愛，出租率皆接近 100%，有助於
改善社區居住環境與交通問題。另外 2020 年巨城也與新竹市政府及台灣電力公司合作捐助新竹市免費公車候車亭，除提供巨城接駁車停
靠使用外，也與新竹市免費公車共享，為市民提供更舒適的搭乘環境，協助推廣大眾交通工具，引導市民加入低碳交通行列。

綠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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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費接駁車註 1

巨城自 2012 年開幕起即設置免費接駁車提供顧客及社區民眾使用，且領先全台同業成為首家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查證的商場接駁車，為全台載客量最大的商場接駁車，2021 年累積搭乘 73
萬人次 ( 因疫情搭乘人數減少 )、減碳量約 63 公噸、接駁車顧客滿意度 94%；自 2012 年開幕起至
2021 年底累積搭乘約 1,253 萬人次、累積減碳量約 1,069 公噸、相當於 2.75 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園
一年吸碳量。多年來巨城以持續提升接駁車服務品質，來促進大眾搭乘意願，歷年平均接駁車顧客
滿意度 93.3%，推廣成效顯著。

　● YouBike
巨城於 2016 年新竹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 YouBike ) 規劃時，便主動爭取加入首批建置行列並免費提供商場外圍空間建置「YouBike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站」，鼓勵顧客以腳踏車取代汽機車之使用，推出零碳交通服務。且每年皆推出相關行銷活動，如：2021 年「巨城
周年慶 Ubike 加碼」活動，鼓勵消費者搭乘零碳交通。YouBike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站之借還量是新竹市 YouBike 系統第 2 名 ( 僅次於新
竹火車站 )，2021 年借還約 15 萬人次 ( 因疫情搭乘人數減少 )，以巨城至新竹火車站距離 1.2 公里估算，減碳量約 11.2 公噸註 2；2018-
2021 累積借還約 86 萬人次，累積減碳量約 65 公噸。

註 1：接駁車減碳量估算原則於 2020 年進行修正：免費接駁車單趟行經路線約 1.4 公里；營業遊覽車 ( 柴油 )、自用小客車 ( 汽油 )、機車 ( 汽油 ) 之碳足跡係數，分
別為 0.0441、0.0951、0.115；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1 年公告之換算標準，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吸碳量約為 389 公噸。巨城以「延人公里 X 碳足跡係數」計
算碳排放，並假設搭乘接駁車人次 50% 改以汽車、50% 改以機車前往巨城估算減碳量。

註 2：以行政院環保署網站之碳排放計算器計算之。

巨城提供減碳與零碳交通服務，包含：免費接駁車、YouBike，給予消費者更環保的交通選擇，對於減少交通碳排及降低商場周邊交通壓
力帶來助益。

推廣減碳與零碳交通

▲  新竹市長林智堅視察巨城接駁車高標準
防疫措施

巨城擁有北台灣最大的室內停車場，停車位約 3,000 席次，2021 年進車約 225 萬輛次，為舒緩商場周邊交通壓力、減少汽機車碳排放量、
提升停車場運轉效率，巨城自 2018 年起連續 4 年進行停車場綠色智能升級，包含：

　● 車牌辨識及停車繳費無紙化
2019 年巨城啟動車牌辨識系統建置專案，進行停車場軟硬體全面升級並於 2020 年 3 月投入運轉，結合車牌辨識功能與巨城 APP 停車折

綠色智能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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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服務，提升汽車進出場速度及停車折抵便利性、全面淘汰傳統塑膠停車票幣；2020 年 12 月再次進行停車服務升級，使巨城 APP 會員
能透過行動支付及雲端發票載具功能，達到停車繳費無紙化服務。車牌辨識系統上線後，保守估算每部車進出場約可減少 10 秒鐘等待時
間，2021 年減少約 6,300 小時的汽車怠速 ( 以 2021 年全年汽車進場數約 225 萬輛次推估 )，相當於節約 22,000 公升汽油及減少 50 公噸
碳排放 ( 以汽車怠速每小時消耗 3.5 公升汽油且每公升汽油產生 2.26 公斤碳排推估 ) 且每年至少減少 5,000 個塑膠票幣因損壞或遺失的
重新購置。2021 年持續升級停車場功能，上線 VIP 車位顯示，減少顧客因等待車位時間的汽車怠速碳排量。

　● BA 自動控制系統
為使停車場的耗能設備達到節電與安全之目的，巨城為停車場耗能設備陸續建置 BA 自動控制系統，如：進排風設備 BA 系統、燈光 BA 
系統等等，透過電腦網路將在不同區域的設備連結在一起統一管理，以達到節能、預警、連動、安全等功能效益。

　● Epoxy 環保綠建材使用
2018-2022 年巨城停車場陸續進行地面整修，採用具綠建材標章的環保 Epoxy 地板塗料且塗料選用有助於物理反光的灰色系，利用物理
反光增加明亮度，節省燈光用量。2018-2022 年 Epoxy 環保綠建材綠色採購金額累積約 1,700 萬元，多年連續獲得新竹市環保局頒發「民
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績優單位」肯定。

　● 增設電動車充電站
打造無煤減碳環境是世界趨勢，電動車和充電站的設置能減緩交通的空氣污染問題，而推廣電動車時，提升充電站普及率是重要配套。
巨城 2021 年於 B3F 增設電動車充電站，友善電動車停車環境，並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

巨城響應國內外綠色環保減碳倡議，秉持在地採購的精神，透過採購管理程序持續開發在地供
應商，減少因長距離運送所產生的過量碳排放發生。此外，將友善環境認證列為選商評核項目
之一，優先採購綠色產品與服務，驅動供應商提供友善環境的產品與服務。綠色採購項目包括
停車場使用具綠建材標章之 Epoxy 地板塗料、FSC-COC 森林監管鏈認證之廠商提供用紙來源（ 
如購物提袋、與美食街備品餐巾紙、餐墊紙、筷套 ）、館內改裝工程 100% 採用省電、水標章之
燈具與衛浴設備、停車場巡檢全面採用電動車、100% 採用具環保標章之衛生紙及擦手紙等。
 
2021 年巨城綠色採購金額約 1,091 萬元，2018-2021 年累積約 3,681 萬元，且於 2018-2020 年
連續 3 年獲得新竹市環保局「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績優單位」之肯定，2021 年亦已達到獲
獎資格。

綠色採購

▲  獲新竹市環保局頒發「民間企業與團體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左 3 巨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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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 年，COVID-19 疫情於國內仍面臨嚴峻挑戰，巨城承諾秉持審慎態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為顧客、員工、供應商的健康安全
把關，提供一個值得信賴的安全購物場所。

「體驗」向來是實體通路的重要關鍵，疫情促進消費者行為的快速轉變，低接觸服務需
求迅速提升，巨城將持續引進話題品牌、強化服務品質、優化 APP 提升數位服務、發
揮社群優勢，透過更即時便利的整合性服務，掌握消費足跡、強化精準行銷，藉以持續
提升消費者購物體驗，持續發揮數位智慧的速度和實體活動的溫度。

巨城將持續整合各界資源，以空間優勢、人潮串聯及網路社群影響力，創造購物中心與
社會公益的緊密連結，由內到外落實人力投資發展、實踐社會公益、推動環境永續的優
質企業文化與精神，從藝文教育、社會關懷到承載跨世代共同的美好文化，發揮全臺第
一公益平臺的影響力。巨城關懷社會的腳步不停歇，串聯夥伴資源，推動捐血等活動為
促進社區健康持續努力、舉辦多元樂齡活動協助高齡化社會議題、為青年培力與為弱勢
發聲成為學校與社區的支持者，發揮巨城「暖實力」。

全民友善地球意識不斷提升，環保已經是企業永續經營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巨城完成
三階段冰水系統節能專案後，持續精進能源效率，於汙水納管計畫後降低對河川生態之
影響，啟動廢水回收專案持續為節約水資源做努力，也持續加強資源回收減少廢棄物生
成，並持續運用數位科技引導顧客改變購物習慣，降低消費過程碳足跡，實現綠色商場。

巨城走過 10 年歲月，2022 年巨城邁入開幕第 11 年， 將持續深耕企業社會責任， 追求 
ESG 永續發展，投入相關資源並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發揮數位智慧的速度和實體活動的溫度，以期在提升經營績效的同時，亦為員
工照顧、社會公益與友善環境盡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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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巨城耶誕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發行單位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靜芳

CSR 總召集人
羅仕清

CSR 專案小組
李玉華、李燕玲、林可薰、徐秉弘、
張炳富、陳育傑、傅心慧、游欣宜、
黃俐菁、黃政忠、黃景臻、楊荔茹、
楊曉蕙、葉哲倫、廖茂為、鄭保志、
卿媛 





https://www.febigcity.com/csr/index/index.aspx
https://apps.apple.com/tw/app/%E9%81%A0%E6%9D%B1%E5%B7%A8%E5%9F%8E/id1303474643
https://www.febigcity.com/bigcit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febigcity.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