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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民國企業環保獎自81年開辦以來，至今辦理

27屆，企業從早期以污染防治為重點，逐漸

朝向從環境永續的觀點，規劃下一個世代的企業核心價

值。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淬鍊，累計共有400家企業獲

獎，也見證了臺灣企業推動環境保護的歷程與決心，歷

年獲獎企業包括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航太工業、醫

療、教育、金融及銷售服務業等多元領域，獲獎事業規

模也涵蓋了跨國集團乃至於一般中小企業，證明無論產

業類型、規模大小或員工人數多寡，只要用心推動環保

政策，持續改善與精進，終究能引領企業獲得環保企業

之表揚與肯定，而這也正是企業環保獎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

近年來隨著全球因極端氣候所引起的天然災害逐年增加，造成國際經濟損失與民眾生活

受到影響，環保署呼籲所有企業能省思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必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透過

產源自主管理改善、源頭減量技術研發與推廣產業綠色技術等策略達成搖籃到搖籃理念，將

環境保護工作內化為企業核心價值。各位獲獎企業都是臺灣企業的領航先驅者，期盼共同發

揮影響力，提升臺灣企業的優勢競爭力，相信我們的環境會變得越來越好，企業也能永續發

展。

最後我要再次肯定、敬佩各位獲獎者傑出的環保表現，期許能帶動更多企業與社會大眾

的響應及參與，建立一個永續、美麗又健康的臺灣。共創藍天、綠地、青山、淨水的永續家

園，並把美好的環境留給下一代。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代理署長         謹識

署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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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曾說：「企業家最

大及唯一的責任，就是賺錢。」但這必須在

遵守政府的環保、勞工與租稅等法規前提下，才符合企

業的社會責任。透過企業環保獎評鑑制度，目的就是要

讓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確實內化到企業決策模式，期盼

每個企業能隨時想想有沒有更節能的生產方式，能不能

設計出更容易回收的產品，即使不能做到零廢棄，也要

將產品極小化，進而提升臺灣企業的優勢競爭力，使我

們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好，企業也能永續發展。

企業推動環保工作正蓬勃發展，無論是透過跨世代、

跨黨派、跨地域及跨國界的合作，企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希望藉由各獲獎企業

的努力與付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能夠帶動更多企業跟進學習，透過企業的商品或服務來

提升民眾對於環境相關議題的關注與認同，共同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謹識

前署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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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自81年開始辦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選拔活動，目的是公開表揚推動環境保

護工作績效優良的事業，並鼓勵其他事業以得獎者為楷模，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共同推動環保工

作，提升環境品質。辦理至今27年共有400家事業獲獎，其中更有49家連續三屆獲獎。

為因應各行各業多元屬性，今年區分為二組進行評選。評選重點包括「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環境保

護工作推行」以及「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等三大項。

今(107)年度共有24家企業獲獎，第一組17家，第二組7家。另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聯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Fab8E廠及嘉義市垃圾焚化廠（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操

作）連續三年獲得本獎項，頒發榮譽獎座。各組獲獎企業名單如下：

第一組

◎金級獎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銀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三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

發電廠、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嘉義分公司、嘉義市垃圾焚化廠（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操

作）、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8E廠

◎銅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

廠、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

第二組：

◎金級獎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級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弘光科技大學

◎銅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發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為使獲獎企業的績優環保事蹟，能夠持續累積、分享、傳承與推廣下去，本署特別針對今年的得獎者編輯

「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績優廠商優良環保事蹟彙編」，辦理得獎企業觀摩研討會，分享獲獎績優環保事

蹟，提供其他企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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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27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1992,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has been 

sponsoring the annu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EEP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Up to this year, 400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recognized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mong which 49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honored with an EEPA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accommodate a diverse business sector, this year’s EEPA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include three ite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e recipients of this year's (2018) EEPA include 24 organizations. Among them, 17 belonged to 
group one and 7 belonged to group two. In addition, Kuozui Motors, Ltd. Chungli plant; Chiayi City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Chiayi City Government entrusts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for Operation); 
and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Fab8E received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or Award for 
receiving an EEPA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he winn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two categories are:

Group One:
Gold Award： ChipMOS TECHNOLOGIES INC. Tainan Plant; Kuozui  Motors, Ltd. Chungli plant; and 

Hair O’righ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ilver Award： Coretronic Corporation  Chunan Office;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Fab3; TAIWAN POWER COMPANY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Keelung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of Keelung City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 Chiayi Branch,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Ltd. ; Chiayi City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Chiayi City Government entrusts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for operation) ;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Aero Engine Factory; YongKang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Plant (Tainan City 
Government entrusts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for Operation) ; and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Fab8E

Bronze Award：�Coretronic�Corporation�Tainan�Branch�Office;�Micron�Memory�Taiwan�Co.,�Ltd.;�HSIN��
TUNG  YANG  CO., LTD.  Da  Yuan  Factory; Grundfos Handels AG Taiwan Branch; 
and Tainan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Cheng-Hsi Branch

Group Two:
Gold Award：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Silver Award： CTBC Bank Co., Ltd.; and Hungkuang University
Bronze Award： Coretronic Corporation Headquarters; Pacific SOGO Department Stores Co. Ltd.; 

Cathay United Bank; and MediaTek Inc.

Striving to enhan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aiwan, the EPA has published the Summary of the 27th 
EEPA Winners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outlin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he EPA will also sponsor demonstration seminars and site visits to some 
of the award-winning organizations' facilities, allowing the winne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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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公司簡介

南茂科技在全球

半導體封裝測試領域產

業中具領先地位，南茂

科技不僅為客戶提供記

憶體半導體及混合訊號

產品多元化的後段封裝

測試服務，近幾年來也

積極地擴大平面顯示器

驅動積體電路器產品產

能。其中平面顯示器驅

動器IC封裝測試產能排

名位居全世界第2位，

服務的對象包括半導體設計公司、整合元件製造公

司及半導體晶圓廠。

南茂科技在記憶體、邏輯混合訊號及平面顯示

器驅動器等產品有提供測試及封裝技術服務。這些

產品主要應用於個人用電腦、通訊設備、辦公室自

動化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等等，南茂科技也與全球的

客戶合作，透過全球的營運據點，提供垂直整合且

完整的半導體後段製程服務。

南茂科技身為半導體封裝測試科技產業之領導

廠商，秉持永續發展精神，持續關注國際環保趨勢

變化，配合客戶致力於降低生產過程中能耗，以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提供更低碳的電子材料，並透

過綠色採購、綠色系統及綠色製程，保護地球提供

下一代自然友善的環境。

C h i p M O S  i s  a  l e a d e r  i n  t h e  f i e l d  o f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and testing. ChipMOS 
not  only  prov ides customers wi th memory 
semiconductors and a wide range of post-
packaging test ing services of mixed-signal 
products, but more recently extended the LCD 
driver integrated circuit products capacity. Now, our 
flat panel display driver IC packaging and testing 
capacity is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The service 
object includes semiconductor design company, 
integrated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and 
semiconductor fab.

鄭世杰 董事長

網　　址：http︰// www.chipmos.com.tw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業

員工人數：3,683人
地　　址： 臺南市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七路

五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5年8月1日
負 責 人：鄭世杰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雅鈴

電　　話：06-5052388
傳　　真：06-5052333
環安聯絡信箱：YALING_LI@chipmos.com
主要產品：半導體封裝測試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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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MOS offers a wide range of technology 
options for testing and packaging technology 
services, in memory, logic mixed-signal and flat- 
panel display drivers. These products are mainly 
used in personal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ffice autom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ChipMOS also works with global customers  
to provide vertically integrated and complete 
semiconductor post-process services through global 
operations.

As a leader of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technology industry, it upholds the spir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ives sustained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nds, 
with customers committed to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roviding 
more low-carbon 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through 
green procurement, green systems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process, protecting the earth to 
provide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a natural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卓連發 營運長

團隊成員／

新產品開發管理中心：黃國樑 副總經理

LCDD生產本部：許原豐 副總經理

APG-封裝生產本部：方金龍 副總經理

廠務工程處：張文龍 處長

安環室：

 李誌峯、李雅鈴、莊瑞隆、陳筱華

臺南廠廠務部：

 丁義益、楊立嘉、鄭錦陽、陳柏榮、王士栓、

許竹寬、劉政煌、劉禹均、劉文欽、康訓銘、

莊志賢、蔡鈞譯、郭榮澤、孫志成、林文郎、

吳泓毅

環保政策及理念

環境保護是南茂科技身為世界公民一分子的重

要責任與承諾。南茂科技公司向其所有員工、客戶

及社會大眾承諾，所有的管理及運作均以可靠的、

符合環境保護的方式進行。在作業中產生的廢棄

物、廢氣、廢（污）水及化學品使用等污染預防及

減量管制，節約能資源及其有效利用以滿足客戶需

求之綠色產品及清潔生產是公司對環境保護持續改

善的主要方向。

南茂公司承諾做到：

1.  深植環保文化，深化員工對環境保護的認知與

責任。

2.  遵守環保法規並履行環保

相關之自願性承諾。

3.  降低環境負荷，持續

投入減廢與污染預

防工作。

4.  關注全球氣候變遷

及相關議題，評估風

險與機會，善盡環境保

護之責。

5.  有效管控節約能源、資源回收。

6.  持續改進，以提升環境管理績效。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公司在環境友善方面全面推展環保相關系統及

查驗證：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14067碳足

跡、ISO14046水足跡、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

準則、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等系統。

推行相關環境管理事項：

1.  推動ISO 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從量測生產

之材料和能源存量物理單位並評估生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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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並減少資源消耗和降低

材料成本。

2.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積極努力在環境管理、社會

公益、員工照顧、產品責任等，持續實踐企業

公民的責任，並榮獲6大獎項：「TOP50台灣永

續企業」「TCSA台灣企業永續報告金獎」「企

業永續傑出獎」「企業環保獎」「南科環保績

優單位」「績優綠色採購企業」。

 

 TOP 50 台灣永續企業獎 第26屆企業環保獎

 

 TASS&TSIA小組交流會議 ISO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觀摩

3.  成立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藉由盤查確實

掌握溫室氣體排放，進而達成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整體計算產品之排放強度均有逐年下降之

趨勢（排放強度降低約4％-15％）。

4.  公司在產品碳／水足跡的推動上持續結合原物料

供應商共同盤查，且通過產品ISO14067碳足跡、

ISO14046水足跡查證，順利通過12項產品之碳

／水足跡盤查，產品通過查證率高達90％以上。

5.  確保產品的材料選用達到環境友善，並符合國際

法規及客戶規範，聯合TASS「台灣永續供應協

會」&TSIA「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與供應商共

同訂定供應商行為準則管理機制，並成立聯合稽

查小組推動供應鏈綠化及環境品質提升。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持續導入多項節能、節水及廢棄物減量等清潔

生產措施，包括：冰水主機熱回收、無塵室正壓調

降與溫度調升、循環空調箱增設變頻器、冰水主機

一次冰水Pump變流量、燈具變更LED燈具、切割研

磨廢水回收等，從製程當中更加努力節省原料用量

並降低廢棄丟棄量。

1. 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

(1)  固定：在空氣品質方面以提高防制設備處理

效率來降低空氣污染排放量為目標，增設

沸石轉輪及RTO
設備，VOC排放

量從0.06公斤／

hr降至0.02公斤

／hr。處理效率

亦由50％提升至

90％以上。

(2)  移動：推動柴油車排煙自主管理，南茂與

合作夥伴之柴油車輛共63台均符合「柴油

車排煙管理規定」方能進入廠區，達成率為

100％。

2.  用水／廢水減量與回收再利用：持續提升廠內

製程廢水回收率（如研磨及切割製程廢水回

收）外，並將冷凝水及雨水回收至Scrubber、
冷卻水塔、公共用水使用，同時推動源頭管理

等措施，以降低用水

量，104年至106年
用水廢水排放強度有

逐年下降趨勢(0.02-
0.093 m3／K)。

3. 節能減碳：

 推動製程與公共區域節能措施，如直接真空取

代CDA、增設變頻器（以RCU為例）、無塵

室正壓調降與溫度調升、照明調整、LED燈

管／拉把開關／時控照明等，共節省用電量

20,981,143度，並可減少11,078噸CO2e／年

碳排放量，約為28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收量。

（註：1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收量：389噸／年_
資料來源能源局）。

 

 冰水主機一次冰水Pump變流量 循環空調箱增設變頻器

(3)  建置及使用再生能源：設置太陽能發電系

統，併入廠內電力系統，101年至106年度共

減少外購電力1,584,688度。（107年至108
年持續建置太陽能設備）。

4. 配合政府政策：

(1)  認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公共場地，實行植栽

 

廢水處理設備

空污防制設備(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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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護、環境的清潔，以提升環境美觀及企

業形象。

(2)  認養佳里區圖書館公廁，響應行政院環保署

公廁認養政策，透過認養公廁並管理維護公

廁的潔淨，回饋社會，提升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正面形象。

(3)  環保集點，與環保局合作辦理「環保集點活

動」，宣導同仁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

購買綠色產品等行

動，藉由環保集點

達到「綠色消費循

環」，實現環保行

動有價化。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環保觀念之推行及作為：

1.  社會環境教育：藉由公司專長發揮社會及學校

教育題材，實地於廠內開辦偏鄉小學訓練課程

（如太陽能發電及DIY教學），將員工教育延伸

至學校及社會。

 

偏鄉小學環境教育課程

2.  氣候變遷：藉由環安專欄及情牽茂園介紹全球

暖化、節能減碳、氣候變遷異常之現象及全球

排碳量介紹，讓員工認知自身做起。

3.  災害防救：邀請南科消防隊及專家們到廠內開辦

天然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如颱風、地震、豪雨、

水患等），讓員工認知災害防救因應及應變。

4.  自然保育：探討自然議題，透過安平觀夕平台

及黃金海岸海灘認養，規劃海洋自然保育宣導

活動，打造友善生態環境。

5.  公害防治：教育員工日常及週遭之污染，例如

廠內污染源／汽機車之空氣污染、家庭及工廠

廢水污染，如何降低排放量。

6.  環境及資源管理：教育員工節能減碳，藉由廠

內現有「太陽能發電及資源回收」做介紹，增

加環境資源的利用知識。

 

環教人員與廠內同仁之互動

7.  社區參與：帶領員工友善鄉里社區參與，如協

助社區老人清掃家園、淨灘活動、綠地認養，

讓員工認識社區的特色。

8.  無肉日及在地農夫市集：為達到節能減碳，南茂

於每月第2個星期二設定為「南茂無肉日」，藉

由減少食肉達到減碳的效果，讓同仁吃的健康的

同時，一同環保愛地球。結合在地農夫市集，除

了可以讓大家買到新鮮的蔬果更可以減少運送中

產生的「碳排放」，輕鬆達到環保消費。

9. 環保公益活動：

 海灘認養與淨灘活動，並與臺南市環保局簽定

「海灘認養契約書」，響應「海岸淨灘認養活

動」。

 106年至107年認養區域為安平觀夕平台及黃金

海岸（各1,000公尺），以實際行動清理海岸

垃圾。南茂自93年起至今員工持續參與淨灘活

動，亦呼籲各界一起來淨灘，共同維護美麗的

海岸。

10.環教活動與宣導：

 南茂響應422地球日，邀請同仁一起關心生活

環境、發表綠色宣言，用行動表達愛地球的決

心；活動中有豐富熱鬧的「市集」、有趣的

「機智問答」、循環使用的「友好物」，還有

打卡發表獨創的「綠色宣言」，讓全體員工一

起守護地球，合奏一首樂活南茂狂想曲，High
翻整個活動~

四、結論

南茂科技身為半導體封裝測試領域中具領先地

位的公司，長期注重2大願景，並聚焦於「環境永

續」與「慈善實踐」。在營運的每個環節落實節能

減碳為產業樹立環保典範，近年來各項環保方案陸

續產出令人振奮的成果，讓公司持續在各項環境專

案上精益求精，積極應對氣候變遷對地球產生的環

境衝擊。同時積極與在地社區團體合作，鼓勵同仁

共同參與公益活動，將愛心種子撒播同仁心中，以

達到社會共融並創造共享價值。

在地農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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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工廠

公司簡介

國瑞汽車創立於73
年，為豐田、日野及和

泰汽車在臺投資設立之

汽車製造廠，迄今已生

產超過300萬輛車，產

品深獲國內外消費者認

同。

國瑞致力於製造環

保產品，在工廠環境管

理方面導入新設備以降

低污染，為國內第1家導

入水性塗料的汽車廠，

大幅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且配合豐田汽車西元（以下同）2050年環境挑

戰的6大目標，訂定短、中、長期污染防制及節能減

碳計畫，預計在114年排碳量能達到相對於104年時

減少54％、到139年達成CO2零排放的挑戰目標。

除自身落實環保活動外，亦推動綠色供應鏈，期

待在國瑞汽車的帶領之下，全體供應鏈廠商的環境管

理能力皆能共同提升。

KUOZUI MOTORS,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84. It's an automobile factory of Taiwan that 
is invested and established by TOYOTA, HINO 
and HOTAI. KUOZUI has produced more than 3 
million vehicles so far, and the produc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consumers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KUOZUI is devoted to manufacturing eco-
friendly products and installing new equipment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KUOZUI is the 
first�automotive�plant� for�using�waterborne�paint�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significantly,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impact.

Collaborate on Toyota's six goals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2050, KUOZUI formulate 
pollution preventio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plan with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

林永裕 總經理

網　　址：http：//www.kuozui.com.tw/
行 業 別：汽車製造業

員工人數：1,800人
地　　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定寧路73

號、73-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3年4月9日
負 責 人：林永裕 總經理

聯 絡 人：黃朝淇 經理

電　　話：03-4611222分機658
傳　　真：03-4311222分機613
環安信箱：10613hwang@mail.kuozui.com.tw
主要產品： TOYOTA小型車、HINO大貨車、巴

士底盤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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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plan.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2025 will be reduced by 54% compared to 2015, 
and achieve the challenge of CO2 zero emissions 
by 2050.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林永裕 總經理

團隊成員／

岡田史彥 執行副總經理

伍哲輝 協理（中壢工廠 工廠長）

井村明廣 理事

黃朝淇 經理、洪裕仁 室長、蔣祿中 室長、

陳祈錦 高專、尹季良 主任、湯心瑜、王秀芳、

簡鴻林、李欣峰、吳兆偉、黃依文、黃俊彥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瑞汽車公司以帶動臺灣汽車產業發展，創造

富足繁榮之社會為公司願景，為落實永續經營之理

念，實現能與社會相調和，且長期而穩定之成長，

訂定以下環保政策：

1.  恪遵並優於法規標準，落實環境及能源管理系

統。

2.  積極使用低污染之原材料及綠色商品，汰換耗

能設備，提升製程效率。

3.  藉由積極參與社會貢獻活動，將環境保護根植

於員工日常行為中，建立人與自然共生的社

會。

4.  結合集團內所有力量，積極推動豐田「環境挑

戰2050」，達成工廠CO2零排放，善盡守護地

球之責。

國瑞汽車環境及能源政策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國瑞汽車於臺灣已成立超過30年，公司依循日

本豐田汽車地球環境憲章理念訂定每年度公司方針

及每5年之中長期計畫，實施環境管理政策及推行各

項改善活動，為臺灣環境永續發展持續努力。而綠

色企業為公司追求目標，期望透過清潔生產，實現

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之目標。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A. 短中長期計畫跟實行

國瑞汽車由社方針開始強調環境保護及管理的

重要，為了維護環境並掌握績效，訂定了短中長期

計畫，希望藉由活動的推進、實績的掌握及改善，

藉此降低生產對環境帶來之衝擊，並持續及強化環

境管理系統運作，最終達到環境績效提升與異常、

抱怨”0”之目標。

短期計畫

106年度方針

中期計畫

5年 2016-2020
ACTION PLAN

長期計畫

10年 2016-2025
CO2排放減少54％

豐田

環境挑戰

2050

國瑞短中長期計畫

日本豐田汽車並於104年10月訂定了「豐田環

境挑戰2050」，發表了減少環境負荷至趨近於零，

並以「給世界帶來正能量」為目標的挑戰計畫，提

出「新車二氧化碳零排放」、「工廠二氧化碳零排

放」等六項挑戰以及達成挑戰的措施。

國瑞汽車身為豐田汽車製造廠，積極成立了CO2  
Busters Team管理相關活動內容，設定工廠CO2零

排放的部分提出至114年為止的削減計畫並積極尋找

改善機會，初步提出之減少CO2改善案預估可減少排

碳量達36,000噸，投資在製程及設備改善等金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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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億元，由於全場推動節能減碳計畫，106年

排碳量已由基準年度104年的75,000噸減少至62,000

噸，減碳17％，成效顯著。

豐田環境挑戰2050架構

B. 特別企劃與活動

‧TTT (Team Taiwan Toyota)活動

 國瑞汽車於104年起推行TTT(Team Taiwan 

Toyota)計畫，5年台當能源用量削減30％活

動，期望透過落實持續改善的精神，達到節能

減碳效果，目前已執行如：貫流式鍋爐導入、

空壓機汰舊換新、渦輪式冷凍機設置及熱泵浦

導入等改善，共計已削減超過電力8,249千度，

相當於降低5,246噸CO2排放量，由於效果相當

顯著，設定第2階段以6年減少能源消耗40％為

目標並實施相關計畫。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A. 106年環境保護重點摘要

106年國瑞汽車推行之重大環境保護工作及成效

如下表所示。

分類 項目 內容

污染
防制

空污 年減少VOCs排放1.29g／m2（減少6％）

廢水 通過水回收計畫，回收率將由62％→84％

廢棄物 年減少廢棄物0.43公斤／台（減少5％）

化學物質
除不使用第1到3類毒化物外，也不使用豐田禁
用的化學物質達1,000餘項。

能源
使用

太陽能 通過114年前設置發電容量達12.68MW計畫 

節能措施 通過全場LED照明設備改善計畫

環保
社會
貢獻

舉 辦  ／
參與環保
活動

• 舉辦淨山2回共150人次
• 舉辦周邊清掃活動
•  舉辦Karakuri無動力裝置推廣活動
• 參與淨灘1回共50人次
• 參與環保集點活動
• 參與NGO百萬綠行動

參與環保
贊助

• 與NGO合作捐贈環保圖書50本
•  贊助百萬綠行動推廣環保活動30萬元
• 捐贈車輛9台
• 認養公廁
•  「再生電腦，希望工程」捐贈電腦200台

B. 污染防制摘要

‧汽車業首次導入水性塗料

 身為臺灣汽車業第一大製造廠，公司於105年導

入豐田最新第4代水性塗料，本改善案投資金額

為新臺幣7億元，每年可削減VOCs 排放量220
噸及溶劑使用量730噸，並且於106年獲得桃園

市政府頒發空氣污染物減量績優單位。

‧廢水回收計畫

 為配合經濟部「水資源永續發展規劃」，其中

建議110年臺灣新工廠工業用水的水回收率要

達到65％以上，為達成豐田環境挑戰2050中挑

戰四水環境衝擊最小化，水回收率的提升也是

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國瑞將提升水回收率納入

中長期計畫之一，設定優於政府推薦回收率的

84％為目標，導入相關水回收設備。

C. 能源使用摘要說明

‧再生能源使用計畫

 配合政府永續能源政策，國瑞汽車廣泛設置太

陽能發電系統，截至105年底，公司已設置完成

494kW太陽能板。為了達成豐田環境挑戰2050
中工廠CO2零排放挑戰及響應桃園市政府提升再

生能源用電比率政策，國瑞汽車預計至108年底

再設置1500kW發電容量的太陽能板，之後每年

逐步增設太陽能板，至114年兩廠太陽能發電設

置容量可達12.68MW以上。

D. 環保社會貢獻

國瑞汽車除了持續執行及舉辦的環保貢獻活動

外，並參與許多NGO、政府及民間團體舉辦支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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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更是配合多樣政府政策，認購綠色電力、參

與淨灘及認養公廁等，同時也透過參加環保活動來

提升同仁環保意識及企業形象。

參與海洋日淨灘活動 新明國小公廁認養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A. 結合協力廠商一起做

基於永續經營理念，公司於91年發行第一版國

瑞汽車綠色調達方針，期望結合供應商，將綠色循

環機制納入整台車輛中，期間亦提出禁用化學物質

管制及要求交易金額達一定額度以上的供應商須通

過ISO14001認證等措施，並因應豐田環境挑戰2050
將綠色調達方針中相關內容進行增補，將帶領著各

供應商一同進行CO2零排放挑戰。

為加強綠色供應鏈大家庭的構想，建立供應商

環境管理考評稽核機制，內容包含環境管理及績效

指標展現等，評價方式由下列具體活動設定KPI後製

作評價表，並至協力廠商進行評價交流，希望由國

瑞起頭，帶領著各協力廠努力邁向永續發展。

NO 具體活動
內容

主要內容 KPI

1
環境管理
體制建立
與強化

‧管理組織編成
‧ 年度 ／中長期推進計畫作成
‧ 法規、抱怨之對應
‧ 社內環境會議、教育實施

‧ 管理體制製作
及運營

‧ 法規違反、抱
怨件數：0

2

削
減
改
善

VOCs 改善實施、橫展
‧減少浪費
‧減少使用量
‧電氣化
‧製程改善
‧省能源
‧再生能源使用
‧ 導入新技術、新設備等
交流‧見學會召開

△1％ ／年

CO2

△3％ ／年以上
 （ 114年較104年

實績△30％）

工水

△1％ ／年廢棄
物

3 化學物質
管理

利用IMDS管理
（International Material Data 
System）

‧ TMC方針遵守
‧ 法規違反數：0

國瑞汽車針對協力廠商活動展開內容

經過協力會員們1年的努力，106年度協力會全

體各項KPI目標皆達成，並且國瑞藉由長達兩個月的

現地環境評價，選出了環境管理優秀的廠商並予以表

揚。107年度將會針對評價較後落的廠商進行輔導，

提升整體協力會的環境體質，對社會做出貢獻。

林總經理頒發協力會環境優秀獎

B. 社會貢獻與環境活動推廣

‧社會貢獻

 102年起經濟部工業局請託國瑞汽車輔導臺

灣工具機業廠商導入豐田生產方式 (Toyo ta 
Production System,TPS)，總共輔導14家
畢業。T P S可以有效的減少生產線不必要

的浪費，依產業不同，生產線的效率約提

升2 0％~ 6 0％，半成品、原料庫存約降低

15％~40％，交貨準確率達到95％以上，而因

製程改善達成減少能源及資源之浪費。

‧環境活動推廣

 在1 0 6年為了推廣環境教育，設置了E C O 
LOUNGE，國瑞汽車的ECO LOUNGE是豐田

事業體中亞太地區第一間針對環境教育所設置

的室內場所，自106年6月建構以來，除了針對

社內所有員工進行環境教育外，大幅提升環境

教育時間，也開放社外人士見學，對象包含官

方組織、協力廠等相關人士，也針對在地小學

生對教材進行修正並邀請內定國小等學校至廠

內進行環境教育，期望藉由ECO LOUNGE，提

升大眾對環保的意識。

區分 見學人數 來賓

社內 3200 全社同仁、人員

社外 550

豐田體系 日本母社、中國及泰國豐田人員

官方組織 環保署、環保局官員

學校 中央大學、內定國小

製造業界
協力會、CSD中衛發展中心、
工具機業M-TEAM、
臺中市機械業二代協進會

組織 宜蘭縣暨桃園市榮譽指導員

106年至107年環境教育見學人數統計

廠內既有的同仁環境教育，包含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進階教育、溫室氣體減

量概要及環境改善手法的課程，要求各職層皆須參

加相關訓練，每年固定的環境活動月也會安排有環

教講師資格的人員入場教育，及派員前往認證通過

的環境教育場所進行學習，提升同仁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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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歐萊德是臺灣綠

色髮粧領導品牌，擁有

全亞洲第一座綠建築

化粧品GMP廠，通過

ISO9001、ISO 22716、
ISO 50001、ISO 14001 
、OHSAS 18001等10項
國際認證，以100％太

陽能與風力發電製造產

品，並以水循環資源再

生全面進行綠化改造。

是少數具備綠化研發、

環保設計、綠色製程、創意行銷的MIT公司。

令人驚豔的綠色創意獲得國際3大環保獎、3大
發明獎與3大設計獎等國際殊榮。綠色產品從採購、

原料、設計、生產、運送、使用到回收，所有細節

上都極盡可能地做到對環境友善，讓我們享受美麗

生活的同時，也為地球盡一分心，永續更美、更好

的未來。

As the leading green hair care brand in Taiwan, 
Hair O’righ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s the home 
to�Asia’s�first�GMP�certified�green�cosmetics�plant,�
which is certified to ISO 9001, ISO 22716, ISO 
50001, ISO 14001, and OHSAS 18001. O’right’s 
product manufacturing relies on 100% clean 
energies of solar and wind power, along with water 
recycling systems. O’right is one of the very few 
hair care manufacturers established in Taiwan that 
engages in gre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co-
friendly design, green processing, and creative 
marketing.

O’right has received global recognition for its 
innovative green products, winning multiple awards 
at the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ing 
awards,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designing awards, 
and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s. 
From the procurement, raw materials, design, 
production, delivery, usage, and recycling of green 

葛望平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oright.com.tw/
行 業 別：化粧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276人
地　　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1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0年8月28日
負 責 人：葛望平 董事長

聯 絡 人：楊鎧賓

電　　話：03-4116789分機1303
傳　　真：03-4116779
環安聯絡信箱：Ethan_Lin@oright.com.tw
主要產品：洗髮、護髮品；頭皮、臉部保養品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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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O’right strives to create an eco-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everyon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enjoy.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葛麗莉

團隊成員／ 葛麗莉、蔡倉吉、林森岳、林廷洋、

程健瑋、楊鎧賓

環保政策及理念

歐萊德擬定「綠色永續創新計畫」，從上到

下、從內到外實踐環保。以「全員全時、節能減

碳、綠色創新、環境保護、企業永續」為環保永續

政策。相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秉持著「做小事也

能改變大環境」的信念，針對公司所有大小事務進

行檢討。歐萊德並開放綠色提案，成立「綠色永續

發展委員會」探討環保政策並定期追蹤，成功整合

綠色供應鏈與運籌管理系統。使公司在環境保育的

領域能持續改善與自我提升。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貫徹「綠色永續創新計畫」

歐萊德公司從95年開始，訂定「綠色永續創新

計畫」，將環保目標納入公司年度策略，以5年為一

個計畫時程，訂定公司目標，再由上而下訂定各部

門環保目標與KPI，逐年提升環保的成效。

擬定「環保永續政策」

為了將計畫落實，除了每季透過「綠色永續創

新會議」檢視企業發展方向到各細節規劃是否落實

綠色理念，並致力提升、創造綠色永續價值。甚至

設置直屬總經理管轄的永續部門，專職推展公司對

內、對外的各項環保政策。

循循善誘綠化員工

在內部員工部分，透過許多活動循循善誘，向

全體同仁布達公司的理念與價值觀，不但邀請一起

參與，並且給予鼓勵與支持，帶領大家一起實踐企

業永續。亦訂定與力行「綠色生活公約」供全體員

工恪遵，將環保理念帶進員工日常生活。

CSR活動不遺餘力

對於利害關係人，歐萊德除了以各種調查管

道瞭解其期望外，也主動向其溝通公司的環保目

標。包括透過「供應商大會」與供應商溝通，甚至

邀請共同簽定環境保護相關協議，一同維護社會責

任；也每年舉辦「種樹活動」及數場專門招待沙龍

老師的「綠建築總部參訪」與沙龍經銷商溝通；舉

辦「員工家庭日」與員工家屬溝通；藉由「里民日

活動」與周遭居民溝通；甚至成立「不同類型粉絲

團」與客戶溝通等。

2017年歐萊德五感體驗種樹活動

減碳與減廢的極致追求

此外，歐萊德以國際ISO認證為公司環保管理標

準，並為各項原物料產品設立減碳目標，透過碳標

籤的申請，控管原物料與產品的減碳成效，最終並

以達成「碳中和」為目標。此外，為求綠色環保的

極致表現，公司大膽定出109年「廢水零排放」的標

準，並逐年訂定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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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盤點碳足跡自我減碳

99年，歐萊德為全臺第一獲得碳足跡標籤的廠

商之一，並於100年成為獲得碳中和認證廠商，為全

球綠色髮品類產品之冠，時至今日仍每年陸續替產

品申請碳標籤。

潔淨生產保護環境

為了落實潔淨生產，歐萊德自行建造綠色工廠

生產綠色髮品，以確保對環境的衝擊降至最低。並

且使用「雨水回收」、「製程中水回收」、「廢水

處理」3大水資源回收系統，大量節省水資源，107
年再進行「廢水處理改善工程」，預計於109年便可

達零排廢，全部產製用水均可循環再利用。

「農產品取代化學品」綠色內料研發

在產品內料部分，歐萊德於97年訂定8 Free原
則，向消費者承諾歐萊德的產品內料不添加對人體

及大自然有害的化學物質，並成立TAF認證實驗室尋

找可利用的農產品來取代原本配方中的化學物質。

終於在107年，成功以咖啡殼、枸杞根等農產品所開

發的頭皮、臉部保養品，一舉奪回瑞士日內瓦發明

獎金、銀牌的榮耀。

將回收塑料帶入工業循環，帶領臺灣成為循環經濟

新典範

在產品包裝部分，105年與大豐完成「全世界第

一瓶100％再生瓶」的研發，雖然成本較一般塑膠瓶

要高出許多，但是這項研發不但能讓回收塑料再生

回到工業循環，由於不用從石油提煉新塑膠，二氧

化碳排放量也減少80％，因此為支持綠色供應商、

為支持環境永續，很快地在107年便將全系列洗髮

精、沐浴乳瓶身改為再生瓶。

持續改善與創新，環保4.0再升級，研發出「全球第

一支再生押頭」

然而歐萊德並未因此而自滿持續進行綠色包

裝的研發，相信這條綠色道路上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因此再於107年成功研發「全世界第一支再生押

頭」，並立即承諾108年起將歐萊德押頭全面改用。

再生押頭雖然構造複雜，但在公司的努力下二氧化

碳減少排放量也可高達66.29％。如此汲汲營營不斷

努力，希望藉由歐萊德開創的新思維，帶領臺灣產

業啟動再生材料的應用。

歐萊德落實根留臺灣，產品從內料到外包裝均

100％為臺灣原創設計，並且也將綠色、永續的再生

塑料研發成果於國際間各大環保獎爭取榮耀，也獲

得相當多的肯定。歐萊德讓全世界都看見，臺灣不

只是「資源回收界的天才」，在回收資源應用的成

果也是不可勝數。

透過策略落實減紙減碳

在減紙減碳的部分，於公司內部大力推行電子

化表單，也簡化作業流程，大量減少紙張使用，107
年1月至6月份總計已減少11,034張實體表單。於公

司外部則是致力將帳單電子化，推行「行動支付超

商繳款專案」，每月約可節省2,000張對帳單紙張。

此外，更針對全臺各地的客服人員推行「行動

辦公室計畫」，減少同仁通勤時間，增加與家人的

相處及往來交通碳排放量，省下辦公空間，也省去

閒置電力。106年整年度而言，減少之運輸里程已達

282,242km，減少的二氧化碳已達36,208公斤，相

當每年種下3,292棵大樹。

眾多「第一」綠色作為，創新領先全球

歐萊德一路走來始終走在業界前端、不計成

本的勇於嘗試眾多「第一」綠色作為，創新領先

全球，除了生產「全世界第一瓶再生瓶洗髮精」，

發明「全世界第一支再生押頭」，綠建築總部亦是

「臺灣第一家鑽石級碳排放工廠」以及「全亞洲第

一座GMP化粧品工廠」。歐萊德獲得「臺灣第一家

榮獲碳足跡與水足跡認證」「臺灣第一家榮獲英國

碳足跡」「臺灣第一家榮獲C2C認證」，甚至獲得

「臺灣第一家化粧品廠榮獲碳中和認證」。

為了更美、更好的未來，這條綠色永續的路，

即便沒有前例可以參考，只能不斷嘗試，也因此不

斷創造「第一」，再擴大歐萊德的綠色影響力，希

望帶領髮粧產業，甚至臺灣產業一起綠色創新，走

向全世界。

2017年歐萊德客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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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種樹暨攀樹活動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超越大型企業的環境教育，傳遞綠色影響力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本身就是一個環保教材，因

此便提供作為環境教育之基地，自行耗費人力、物

力開放綠建築總部供外界參觀，開放民眾預約免費

參訪，每年均吸引眾多企業，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

前來，截至107年9月已舉行1,443場環境教育，參訪

人數多達26,979人，發揮巨大影響力。

2018年Earth Hour活動

富含啟發的環保洗髮精

歐萊德產品並融入了環境保護的設計，實踐

循環經濟精神。除了再生系列的產品能讓工業系統

回收而來的塑料重新擁有嶄新生命。「瓶中樹」與

「花草盒」的包裝設計則可於環境中自然分解，回

到生物循環不傷害環境。這些設計皆是希望讓消費

者購物的同時亦接收到產品傳遞的環保概念。

「純素、三生」尊重動物的新概念

在產品內料部分，首先提倡「純素、三生」新

概念，除非動物試驗外，107年再推出「純素」概

念，產品為天然植萃配方100％無動物來源。因為

相信美好的未來攸關的不止是人類生活，更需以尊

重生命為基礎，與大自然中所有生物與生態和諧共

存，也就是推廣的三生理念，目前已有60個產品取

得純素認證。

CSR活動綠化夥伴

歐萊德連續數年舉辦「種樹」、「關燈」、

「淨灘」、「看見新一代綠沙龍」、「志工日」等

活動，在106年國家環境教育獎選拔中脫穎而出，獲

得唯一特優的榮耀。目前已有多個版本的國中與高

中教科書將歐萊德產品編入課程，作為啟發下一代

的案例。甚至是國內外多所知名大學管理學院都將

歐萊德變成個案分析教材，至今已有多篇論文提到

歐萊德的綠色作為。

2017年歐萊德淨灘活動

2018年歐萊德淨灘活動

減碳成效破百萬

歐萊德透過「綠建築總部」、「綠色包裝」、

「綠色物流」及「CSR活動」等4個面向，實踐所

許下的減碳承諾。統計至107年10月為止，共減少

1,427,12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種植129,738
棵森林大樹，等於3.8座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

歐萊德白俄羅斯種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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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公司簡介

中強光電於 8 1年

6月30日設立於新竹科

學園區，自創立以來

即定位公司為「創新顯

示系統整合方案之提供

者」，是臺灣第1家液

晶背光模組製造商，並

且率先開發量產全球最

小、最輕之VGA單片液

晶投影機及XGA DLP
投影機，整合光、機、

電、熱、材料及精密模

具製程等技術，開啟了臺灣顯示系統的新時代，奠定

日後企業發展利基。

秉持「專注本業，穩健經營」的理念，不斷地

研發與創新，另一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策略進而掌握關

鍵專利與核心技術，使得中強光電不僅在臺灣成為先

進液晶監視器、數位投影機、液晶背光板技術的領導

者，亦位居全球同類產品研發、製造商前茅之列。

Coretronic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on June 30, 1992.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n 
innovative display solution provider.  Coretronic 
was the first LCD backlight module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nd it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veloping 
and mass-producing the smallest and lightest 
VGA single-panel LCD projectors and XGA DLP 
projectors in the world through integrated its leading 
technology, “Optics, Mechanics, Electronic,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olds" and 
other technology. This advancement has opened up 
a new era for display systems in Taiwan.

Coretronic conducts its R&D and innovative 
efforts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maintaining 
secure operations by focusing on its core business. 
It controls its key patents and core technology via 
a business strateg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his 
has made Coretronic the leader in advanced LCD, 

林惠姿 總經理

網　　址：https://www.coretronic.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237人
地　　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2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1年11月27日
負 責 人：總經理 林惠姿

聯 絡 人：林亞忻

電　　話：037-777000分機8809
傳　　真：037-778353
環安信箱：yami.lin@coretronic.com
主要產品： 導光板、背光模組、光學零組件、

觸控模組、大尺寸拼接顯示器及整

合方案、雙面顯示器、顯示器多媒

體應用、工業醫療用顯示器及醫療

用檢測器材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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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rojector and LCD backlight 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also one of the top manufacturers in the 
R&D of these products worldwid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呂玉如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服務中心：許丕琪 資深處長

環安處： 邱創保 資深經理、林亞忻、吳佩倩、

高媛齡、唐寬裕

廠務處： 駱詩明 資深處長、陳育德 資深經理、

蔣坤財、曾梓嘉、黃文明

製造處：溫增發 處長

員服處：傅昌浩 處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環境永續政策精神以光耀經濟為基

礎，點亮社會每個角落，以綠色光景為願景；積極

導入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實施碳盤查，致力

於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再利用、消弭工作場所之危害

因子；運用能源管理系統審查機制，落實促進同仁

身心健康與創造友善環境。

環境永續政策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依據環境永續政策及SDGs，設定短中長程目

標與執行計畫，包括系統化管理以減緩全球暖

化、辦公活動減少用水及CO2排放、育成員工節

能環保職能行為文化等，並定期追蹤其執行成

效，以確保各目標之達成狀況；106年皆全數達

成集團所設定之目標。

106年目標設定與達成狀況

(二)  透過友善環境制度建立、環保委員會議定期召

開與檢討追蹤、溝通平臺設置等方式，鼓勵員

工提出友善環境之建議與做法，104年至106年
年共推動7件友善環境提案，節省38.7萬度用

電、減少205噸CO2排放。

(三)  導入綠色會計來審視企業經營對環境衝擊程度，

106年環保支出相較105年增加11.5％，其中經

過分析後又以環境保護成本支出占比最多。

(四)  推動綠色供應鏈，訂定定管理規範及措施，包

括新供應商評鑑、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稽核與

供應商輔導，來降低供應鏈風險；106年供應商

稽核合格率為100％。

(五)  藉由第3方驗證機構對各環安衛管理系統(ISO 
14001、OHSAS 18001、CNS15506)、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之查證，定期審視與檢討改善各管理系統之有

效運作，並自主性推動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進

行碳管理，106年竹南廠整體排放強度較104年
下降7.1％。

(六)  積極參與各項環境保護推動成果競賽，歷屆獲

獎榮耀事蹟有：

1.  101年至107年連續7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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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獎」。

2.  104年至107年連續4年榮獲公司治理評鑑上

櫃公司排名前5％。

3.  107年榮獲竹科管理局「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

濟績優企業獎-優等獎」。

4.  107年榮獲經濟部「節能標竿獎-節能菁英獎」。

5.  107年發行之2017年CSR
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
2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6.  107年榮獲苗栗縣106年
度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績優

單位。

7.  106年榮獲環保署「第26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

獎」。

8.  106年至107年連續2年通

過ISO14064-1溫室氣體

盤查。

9.  106年榮獲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2017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金獎」。

10.  105年至106年連續2年
發行之2015年及2016
年 C S R 報 告 書 符 合

AA1000AS第1類型中度

保證等級。

11.  106年通過ISO 14001: 
2015轉版 環境管理系統

認證。

12.  105年榮獲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2016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銀獎」。

13.  104年榮獲環保署「104
減碳行動-企業甲組特優

獎」。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節電措施與執行成效

自104年起推動製程優化、公用設備改

善、生產線節能、燈具節能、辦公室與其他節

能等5大面向節電措施，並逐年調降契約容量

達33％，共節省127萬度電，節省470萬電費支

出，減少671噸CO2排放。

(二) 節水措施與執行成效

雖無製程廢水產生，但仍努力實施各項節

水方案，包括空調冷凝水及雨水回收再利用、

冷卻水水質高濃度排放、辦公室節水等措施來

達到用水減量之目標106年較104年節省8％用

水量，減少0.6噸CO2排放。

(三) 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利用

為了確保廢棄物減量化與資源共享，除提

升製程技術以減少廢棄物產出，推動辦公室減

廢行動，實施廢棄物分類資源化，更透過循環

經濟措施與當地運輸業者合作，進行待廢棄木

棧板原型再利用，讓廢棄物使用率最佳化，在

有限資源下得以循環再生，創造更多的價值。

106年較104年減廢率上升28％，相當於減少

2.57座大安森林公園1年的吸碳量。

 

 垃圾分類桶 廢棄木棧板原型再利用

(四) 車輛空氣污染減量

由MIS開發設計員工停車位即時查詢系

統，以行動裝置提供同仁進行車位查詢來減少

車輛往返室內外停車場之油耗與CO2排放，透過

「行動裝置車位即時查詢系統」每年每車輛可

減少0.069噸CO2排放。

(五) 辦公室空氣品質維護

秉持創造「友善安全健康的工作職場」進

行自主管理，設置CO2及PM2.5監測設備，並透

過網路連續監控即時掌握空氣品質濃度，必要

時採取因應措施，以確保空氣品質監測值皆未

超過設定之警戒值。

(六) 綠色產品設計開發

透過綠色概念產品開發課程，將環保意識

注入產品設計理念，使節能和3R－「Reduce減
量化、Recycle回收、Reuse再利用」設計技術

融入產品開發作業中，以持續創造節能產品。

106年舉辦15堂開發課程，共281人次參與，總

104減碳行動
特優獎

第26屆企業
環保獎銅級獎

節能標竿獎
節能菁英獎

CSR報告書
AA1000AS第2類型
高度保證等級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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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時數為867人時。

(七) 綠色採購實施

實施採購驗收E化制度與發票電子化，透過

電子下單服務減少紙張之使用，並優先採購對

環境及人類健康衝擊度最小之原料及產品，以

實踐綠色採購之目的。106年度綠色材料採購金

額支出較105年度增加２％。

另外，積極響應政府推行之綠色採購，包

括採購具環保署標章、能源之星及PEFC證書的

電腦、影印紙張等，106年綠色採購申報登錄金

額超過新臺幣500萬元，苗栗縣政府評選為綠色

採購績優單位。

(八) 辦公室友善環境推行

除定期進行廠區消毒，實施辦公室綠美化

及廁所淨化措施，同時提供在地友善食材與蔬

活農場植栽，讓吃變得更有意義；並且設置員

工休憩區、健身中心，使同仁在工作之餘得以

紓解壓力，塑造一個兼顧工作與生活的優質環

境。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在環保觀念推行及宣導的部分，自104年起持續

性蒐集環境保護相關議題並製成電子文宣於內

部進行宣導，透過定期更新及訊息發布，員工

可清楚知道公司環保核心及永續理念，綠色能

量更為凝聚。16年開始以E化課程推廣環境教

育影片，連續3年持續辦理環境教育及生態體驗

相關活動。106年舉辦九芎湖環境教育場所生態

體驗，邀請35位同仁及其眷屬一起體驗大自然

的美好，藉由實地觀察、導覽解說及遊戲活動

等，學習與自然相互尊重的態度，達到寓教於

樂的目的。4月21日地球日臺灣廠區共同發起關

燈1小時愛地球活動，為減碳盡一分心力。竹南

廠為響應國家政策主動認養龍鳳漁港海岸線定

期維護海洋環境，106年號召42位同仁參與淨灘

護海減塑行動，清理277公斤海洋廢棄物。

 

 九芎湖生態體驗活動 淨灘護海減塑行動

透過環境教育影片觀看、環教場所參訪及

員工參與生態保護相關活動，企業全體共同落實

「環境永續4G力」核心理念。106年竹南廠員工

環境教育時數逐步成長至平均每人4.03小時。

(二)  以習慣×自然為主軸，發行友善環境綠集點

卡，透過綠行動集綠點帶動說到做到愛地球風

潮，共核發107張綠卡、307個綠點；並且，推

廣廠內咖啡廳共同響應綠色消費折抵活動，鼓

勵員工自備購物袋、環保杯或餐具，便可享有

產品折價之優惠。

(三)  自104年5月開始舉辦「步步高升」爬樓梯活

動，透過自行開發之計數器紀錄同仁爬樓梯減

碳足跡，並提出比賽獎勵方案、鼓勵同仁組隊

爬樓梯及手遊團戰，進而提升爬樓梯活動減碳

成效；自推行以來共累積27,252,766階，減少

198.04噸CO2排放，節省374.36萬度電，節約

電費1.1萬元。

(四)  結合「環保、公益、閱讀」的理念，促進舊書

資源活化及再利用，舉辦「把愛書出，募書計

畫」募書活動，將所募得之書籍捐贈給清華大

學「水木書院」，除可幫助偏鄉孩童有書籍可

閱覽外，亦可達到循環經濟之目的。106年竹南

廠共回收捐贈共354本。

(五)  鼓勵同仁騎乘腳踏車或電動機車上下班；除設

有專屬電動機車充電區外，亦為騎乘腳踏車上

下班同仁設置淋浴間，避免因流汗造成不舒適

感，降低騎乘的意願。

(六)  於106年與交大環工館進行產學合作，建置環保

節能的綠屋頂，並推動食農3部曲。

1.  綠屋頂建置與養護：以寶特瓶原型再利用做為環

保盆栽基座，收集雨水，讓植栽降低自來水的使

用量，同時讓屋頂具有隔熱的功能；共有86位
同仁參與養護工作，體驗城市農夫之樂趣。

2.  食農香草茶：邀請樹花園植栽達人經驗分享，

透過友善的養護種植，達到對環境及人體有益

的方式，並依生長情形採取綠屋頂種植的香草

泡茶飲用，共有74位同仁參與收成與享用。

3.  手作無毒香草皂：聖誕節當日邀請員工摘取綠

屋頂的香草製作手工皂，透過香草種植、養護

及經驗分享，使員工更瞭解如何以適合地球環

境的方式進行綠化及節能應用，共有46人陶醉

於手作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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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三廠

公司簡介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世

界先進）於83年12月
5日在新竹科學園區設

立。自成立以來，在製

程技術及生產效能上不

斷精進，並持續提供最

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決

方案及高附加價值的服

務予客戶，成為「特殊

積體電路製造服務」的

領導廠商。世界先進目

前擁有3座8吋晶圓廠，106年平均月產能約19萬5千
片晶圓。

世界先進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101年設置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由各單位推派代表

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負責訂定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及提出管理制度與執行，在

「環境保護」方面，世界先進透過環境與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建置，針對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水

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節能、節水、減廢等議題

擬訂各項中、長期目標，達到珍惜自然資源與環境

保護的永續發展。

Vanguard Internat 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VIS) is a leading specialty IC foundry 
service provid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December 
1994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Taiwan, VIS 
has been achieving continuous success in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VIS has also been consistently 
offering its customers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and 
high value-added services. VIS currently has three 
8-inch fabs with a monthly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95,000 wafers in 2017.

To fulfi l l  CSR, VIS established the CSR 
Committee in 2012; various divisions elect a 
representative to propose feasible practices for 
addr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網　　址：http://www.vis.com.tw/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1,170人
地　　址：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里14鄰長榮路

16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3年
負 責 人：方略

聯 絡 人：曹庭瑋

電　　話：03-3116111分機1514
傳　　真：03-3116769
環安信箱：resm@vis.com.tw
主要產品：半導體（八吋矽晶圓）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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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representative is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CSR policies, proposing managerial systems 
and implementations, reviewing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nd cont inual  improvements.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VIS build up mid-term 
and long term policy for Environment,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water manage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ergy conservation, water saving, 
to sa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團隊成員／ 
營運副總經理：郭昭仁

廠長：余俊良

晶圓三廠：

劉勝安副廠長、何游俊副廠長、林谷諺副處長

林坤湖部經理、周原生部經理、詹益綜部經理

王順意部經理、王秀如部經理、蕭文培經理

呂文志副理、戴榮興部經理

風險暨環安管理部：

洪正昌部經理、陳錦銘經理、陳盈美經理、

方忠漢副理、黃總宜副理、黃惠慈、林宜萱、

李雙安、熊詩芸、曹庭瑋、白學勳、徐明玉

廠務工程部：

王冬信部經理、陳清良經理、林總榮經理、

賴宏昌副理、劉岳峰副理、蔡富光副理、

呂文杰副理、 張瑞津、杜侑謙、陳世峰

人力資源管理部：

黃同賢經理、張帆、詹婉伶、洪健林、許喻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世界先進為維護企業永續經營，善盡良好企業

公民責任，以風險管理、綠色生產及環境衝擊考量

為基礎，全員參與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系統之運

作，達成符合法規、國際環保公約、整體安全、身

心健康與環境保護之目標。

為了達成對社會的承諾，訂定了安全衛生與環

境政策與目標，並持續進行下列各項工作：

1.  藉由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落實損害防阻對

策之執行。

2.  改善製程與污染防治技術，達成減廢及環境

污染預防。

3.  執行能資源回收再

利用，提升節約能

資源之成效。

4.  進行諮詢溝通與教

育訓練，強化安衛

環保責任之認知。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完善的溝通管道

世界先進組織文化的核心，就是建立有

效溝通的環境，並維持良好的開放型管理，設

立工安環保意見箱，提供同仁進行提案改善建

議，並建立獎勵措施。106年共完成87件改善結

案，同時也持續藉ISO 14001管理系統尋找廠內

改善機會點，持續完善永續發展計畫。

(二) 與時俱進的管理系統

世界先進秉持著持續改善之精神，不斷提

升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有效性，現已通

過ISO 14001、ISO 9001、OHSAS 18001& 
CNS 15506的驗證。為因應環境氣候變遷，強

化節能減碳、能源管理與環境污染防治，致力

於ISO 14064溫室氣體管理工作的推行。106年
導入環境會計及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107
年導入公司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專案，持續強

化公司環境管理的完整性。

校園環境教育推廣 志工社綠色環保小組

榮獲106年桃園市空污減量
評選甲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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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要求的綠色產品

世界先進依據國際法規對產品有害物質之

要求，建立QC 080000 產品有害物質管理系

統，持續確保世界先進所生產的晶圓及外包之

後段製程產品均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對有害物

質之相關要求，包括：

•  歐盟的有害物質限用指令(EU RoHS)：世界

先進所有產品均可符合此法規要求。

•  全氟辛烷磺酸(PFOS)管制：世界先進已於99
年完全廢止製程中使用含PFOS之原物料，

所有產品亦不含此物質。

•  全氟辛酸(PFOA)及其相關物質管制：世界先

進瞭解未來國際法規將限制PFOA及其相關

物質使用，於104年初即展開原物料調查並與

供應商合作進行替代計畫，預計將於107年完

成所有產品替代。

(四) 維持優於環安衛目標的環安衛績效

世界先進在追求卓越產能的同時，仍堅定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義務，持續積極投資改善

廠區污染防治、設備節能改善等，以降低因生

產對環境造成之衝擊。在106年用水、用電、廢

棄物產生量降幅達成Triple-double之優異成績。

項目 目標 成果

每單位產品

用電量
每年降5％ 41.86％降幅

（平均每年降10.46％）

每單位產品

用水量
每年降5％ 45.06％降幅

（平均每年降11.26％）

每單位產品

廢棄物產生量
每年降5％ 43.44％降幅

（平均每年降10.86％）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世界先進秉持永續經營之理念，積極投入資源

改善舊有廠房及設施，從廠內之空氣污染減量、節

約水資源、節能減碳、製程減廢及毒化物減量至辦

公室環保綠美化等，都有顯著的成果。

(一) 空氣污染減量

1.  針對酸鹼處理及VOCs處理兩大系統進行空氣

污染減量專案，在酸鹼處理系統新設Central 
Scrubber使HCl、Cl2和HF處理效率皆達到

90％以上。VOCs處理系統新增沸石轉輪及

變更蓄熱材模組之方式，使VOCs平均去除

率由原來的91.7％上升約至93.19％，以降低

PM2.5前驅物之產生。

2.  法規符合度部分經過檢測確認各污染物排

放量皆優於法規限值標準以下，有機排氣

VOCs去除效率大於93.19％以上，優於法規

值90％。106年VOCs總排放量為0.29公斤／

hr，遠低於法規標準0.6公斤／hr。
3.  世界先進藉上述空污改善成果參與106年度及

105年度桃園市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減量評

選，各榮獲甲等及優等獎之肯定。

(二) 節約水資源

1.  推動源頭減量與水回收再利用2大方案，達

成相較103年單位產品用水量降幅45.06％、

單位產品廢水排放量減少46.12％，106年更

減少1,128,275噸／年的廢水，水回收率由

63.3％上升至76.63％。

2.  法規符合度部分，放流水檢測值皆遠低於法

規標準。配合產能擴充，107年將新設HF廢
水系統及有機污泥乾燥機，除減少污泥含水

率，更減少了廢水處理之負荷。

(三) 節能減碳

1.  106年推動低碳科技專案，節能措施績效達

688萬度電，經濟效益節省新臺幣1,609萬
元。相當於減碳3,640噸CO2e，約當9座大

安森林公園的吸碳量。其中以冰機／空調、

CDA等類型節能專案效益最大，減碳量為

1,731噸CO2e，占所有專案總減碳量48％。

2.  溫室氣體盤查每單位產品碳排放量由105年
0.002364噸CO2e／cm2降至106年0.001726
噸CO2e／cm2。

(四) 辦公室環保綠美化

1.  世界先進相當重視環境永續議題，董事長在

106年環保委員會中發起惜福便當的構想，將

已烹調之食物逾餐不浪費的作法，於非餐期

時免費提供給同仁食

用，相對減少廚餘量

達到約65公斤／月。

2.  邀請對環境衝擊較低

辦公室綠美化 送小樹苗去旅行



績優廠商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27 -

之優質小農至廠內推廣無毒農業銷售，讓員

工吃得健康及宣傳公司環保主張，藉實際行

動予以支持及推廣。

3.  為提供員工良好的工作環境，藉由室內空氣

品質測定團隊擬定計畫，世界先進自主進行

室內空氣品質的檢測，以確保每位員工所在

之室內空氣品質為良好。

4.  力行紙張源頭減量及隨手節能好習慣，自104
年至106年紙張用量由615,000張降至458,800
張，共已減少25.52％紙張的用量；另透過節

能行動，於下班前5分鐘由電腦醫院全廠廣播

提醒同仁下班時應隨手關閉電燈、電腦、空

調，不僅能降低能源使用之浪費外，亦可將

節能認知同步帶動居家節能行為。

5.  推行共乘平台鼓勵同仁參與上下班車輛共乘

活動，當共乘人數達3人以上時，由公司提供

專屬共乘車位，增加同仁搭乘之便利性。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世界先進環境管理系統以「環保永續」為思考

方向，推動環教納入生活，由廠區內部開始，讓同

仁從工作中學習環境永續之態度，進而影響其生活

中力行環境保護之行為。

整合公司同仁自發性的環境保護服務，於106年
成立志工社綠色環保小組，以善盡世界先進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與環境永續發展目標之使命，持續擴大

與強化生態志工、環教志工之服務範圍，並定義新3
大主軸「環境保育、關懷獨老、照護弱勢」，為創

建美好臺灣社會而努力。

(一) 提升員工環保意識

1.  106年起世界先進依據環保時事議題、生態環

境保護、都市生活栽植等推出一系列環境教

育活動，包括推行環教生活4專案，以提升同

仁環保認知：

(1) 環保月會宣導

(2) 食物森林活動

(3) 你我他綠化專案－送小樹苗去旅行

(4) 綠野先蹤活動

2.  世界先進為達成「生活即環教之目的」結合

外部的環境友善基金會、培訓優良環境教育

講師、環境教育場所等推行環保活動，讓同

仁實際體驗環保過生活，藉以將環境教育成

果展現於日常生活之中。

(二) 外部環保觀念推廣

1.  世界先進獨家贊助竹科廣播公司製作彭宗平

教授「台灣的明天、明天的台灣」廣播節

目，並彙冊出版和民眾分享當前的全球趨

勢、關照臺灣的教育、人才、社會民生、能

源環境等議題。

2. 志工社綠色環保小組統籌規劃3大專案

(1)  上山下海計畫－每年辦理淨灘淨山活動，

已累計共清理了504公斤海洋垃圾。

(2)  生態保育計畫－推行守護都市之肺專案，

認養千甲公園面積約3.81公頃空氣品質淨

化區。

(3)  向下扎根計畫－辦理校園環境教育推廣專

案，至桃園光明國小辦理溫室氣體主題宣

導兩場次。

(三) 推廣分享及創新

1. 探討周界環境中氟離子濃度改善策略

世界先進成立專案小組，探討因製程尾氣影

響周界環境中氟離子濃度改善策略，並獲得

顯著成果。且將研究方法、計畫成果等撰寫

成論文，於106年TSIA論壇進行成果發表。

2. VOCs系統負壓艙設置

於廠內VOCs系統加裝緩衝管路及負壓艙配

置，避免爐體氣缸切換時，約2 sec的時間會

讓部分有機廢氣逸散，造成煙道出口濃度上

升及環境異味問題。

3. 緊急應變設備強化

(1)  FLIR熱感應照相手機－運用熱感應照相

手機判別廠內高風險區域和異常點，讓員

工遠離未知的高風險區域，並可迅速找出

問題真因，並對症下藥，防止災害發生。

(2)  ERT即時視訊系統－即時傳輸現場狀況，

利於現場突發應變，使指揮官能做出更準

確的指令判斷。

綠野先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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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公司簡介

南部發電廠成立於

44年10月30日，是臺

灣光復後興建之第1座
火力發電廠，至今已超

過1甲子，過去燃煤汽

力機組均已除役，目前

裝置共有4部燃氣複循

環機組，全部使用天然

氣為燃料，是1座使用

潔淨能源的環保電廠。

目前全廠總裝置容量約

為122萬千瓦(kW)，年

發電量超過70億度，占全臺供電將近3％的電力。所

產生之電力全部直接提供大高雄地區民生用電、捷

運、各大商場、百貨、高雄加工出口區以及高雄輕

軌捷運等重要設施。

由於位於大高雄都會區，特別注重環境保護及

廠區景觀綠美化，廠區除主要的發電機組設施外，

放眼望去，花草茂密、綠樹成蔭，處處可見南部發

電廠對環保和綠化的用心。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was established 
on Oct.30, 1955 and is the first thermal power 
plant since Taiwan restoration. It has been over 60 
years old until now. All of the coil-fired generator 
units which were used before had retired .Now in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there are four gas-
fired�combine�cycle�generator�units�,which�used�the�
clean energy source -- gas to be the fuel. So Nan-
Pu Thermal Power Plant is worth to be the” eco-
friendly power plant”.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in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now goes beyond 
1120 megawatts (MW) and the annual generating 
capacity is more than 7 billion kilowatt-hour (kWh), 
which contributes nearly 3% of the total power in 
Taiwan. Whole the power generated from Nan-
Pu Thermal Power Plant is directly supplied 
to Kaohsiung area for electricity demands of 
households、MRT、shopping malls、department 

洪福洋 廠長

網　　址：http://www.taipower.com.tw
行 業 別：發電業

員工人數：200人
地　　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44年10月30日
負 責 人：洪福洋 廠長

聯 絡 人：林于媫

電　　話：07-3367801#2921
傳　　真：07-3316387
環安信箱：u479129@taipower.com.tw
主要產品：電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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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s、Kaohsiung Export Processing Zone、LRT 
and so on.

Because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set 
in Kaohsiung city, we place a very high value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ndscaping-
beautified work. In the plant area ,not only the 
power generation units and facilities, but as far as 
the�eye�can�see�is�flowers、grasses and lined trees 
all over the place. Everywher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ing achievements of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can be see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洪福洋 廠長

團隊成員／

蔡松融 副廠長、陳明裕 副廠長

黃百煌 環化經理

 方慧雅、林于媫、林聖育、陳炳華、莊桓愷、 
郭萬成、潘秀藝

環保政策及理念

南部電廠係以天然氣為主要原料之發電服務

業，秉持「電力發展與環保兼顧」之理念，落實以

潔淨方式生產穩定可靠電力，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善盡對環境保護之責任。每年結合社區民眾與學校

舉辦「台電心、淨灘情」海岸淨灘活動，並向所有

員工及利害相關者宣導承諾以下環境政策：

1. 善盡守規義務：確保企業社會責任

2. 做好環境保護：預防污染保育生態

3. 持續追求改善：建構綠色友善電廠

4. 全員積極參與：友善環境從己做起

本著誠信的原則、關懷社會的精神、創新的技

術和知識，顧客需求為導向的服務態度，讓南火能

永續經營邁向綠能企業！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1.  南部電廠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而建立之電廠，對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尤為重視，已取得環境管理

系統(ISO 14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OHSAS 
18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9001)驗證，未來將

持續推動以上系統之外部驗證及查證。

2.  台灣電力公司於網站上公

開永續報告書並揭露環境

資訊，包含空氣污染物排

放源、水污染物排放源、

副產物資源化再利用、溫

室氣體等，南部電廠歷年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資料亦

登錄於環保署「國家溫

室氣體登錄平台」，使溫室氣體資訊透明化，

並具有公信力；並自主盤查水足跡，瞭解全廠

在各階段的水資源短缺足跡，以利未來檢討改

善。

3.  南部電廠為促進全體員工發揮潛能，群策群力

激發創意及構想，辦理員工提案作業。104年至

106年總共有140件員工提案件數。

4.  建置有「環境會計管理系統」及「物質流管理

資訊系統」，能更有效及合理的處理內部有關環

境事項之管理，確實掌握各項作業及活動之投入

與產出量化數據。104年度106年度南部電廠環

境會計填報金額均超過1億。

5. 訂定目標及短中長程規劃

(1) 推動節電目標

每年節電率都要達到基準年之1％以上之目標

年度
104

（基準年）
105 106 107 110 115

廠內用電率 
目標值（％）

（廠內用電／機

組毛發電量）

1.93％ 1.91％ 1.89％ 1.82％ 1.77％ 1.68％

非生產性用電 
目標值（度）

1,503,591 1,488,555 1,473,670 1,358,933 1,315,601 1,246,223

(2) 減少空污排放

南部電廠4部機組NOx排放濃度皆符合法

規標準40ppm以下（106年4部機平均約為

18.68ppm），但為推動空氣污染物排放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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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達到友善環境，保護生態的目標，南部

電廠於105年底起持續進行全廠機組改善計

畫，以達到提升機組效率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目標。預計在108年改善完成。執行期程規

劃如下：

經費預算70億元，為了環境保護，永續發

展，不計成本投入。改善完成後預計可削減

氮氧化物450噸／年以上。目前南部電廠1、
2號機已改善完成，改善後排放強度（發每度

電所排NOx的量）降低63％及52％，成效良

好，預計108年8月以前會完成3、4號機改善

工作。

(3) 推動環境教育場域建置

短期： 成立推動小組、完成環教專業人員核

心課程訓練。（107年至108年）

中期： 完成環教資源盤點及通識性電力能源及

區域性環教課程。（108年至109年）

長期： 完成生態調查，推動電廠公園化及參

加「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性徵選活

動並完成環境教育場域建置。（109年
至110年）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1.  為推動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選用低環境衝擊

原料（天然氣）為燃料，燃燒後幾乎沒有硫氧

化物及粒狀污染物排放，而氮氧化物經由「低

氮氧化物燃燒器」配合燃燒調整下，已將排放

濃度降至最低，以減輕對環境之污染。又南部

電廠碳排放係數為0.405公斤CO2e／度，約為

燃煤機組碳排強度的二分之一。

2.  致力於減少廢水之排放量，將大量之機組發電

廢水（鍋爐沖放水）回收經處理後再次進入機

組發電使用，106年約減少30％之廢水排放。

3.  為推動雨水及廢水回收再利用，南部電廠投入

大量經費，建立製程廢水（鍋爐沖放水）、空

調凝結水及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104年至106
年共回收10萬多噸廢水。

4.  積極推動製程減廢、原物料回收再利用及製程

設備節能減碳：

(1) 製程減廢

減廢專案 效益

葉
片
再
生
減
廢

氣渦輪機
葉片再生

節省經費27,524萬元

空壓機葉
片塗層

節省經費19,111萬元

內殼塗層 節省經費8,392萬元

進氣室改善
濾網減廢

1.  104年四號機改善前每年需更換3,024只濾
網，改善後只需每年更換448只。

2.  105年至106年一、二號機改善前每年共需更
換4,032只濾網，目前尚未更換。

(2) 原物料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專案 效益

主輔變壓器絕緣
油

節省使用量9 6 , 2 0 0公升、節省購製費用
450.0236萬元

氣體絕緣開關設
備氣室SF6氣體

節省使用量1 , 8 7 5公斤、降低C O 2排放量
42,339.6噸、節省購製費用57萬元

核心配件升級後
之配件

105年至107年陸續進行#1~#3核心配件升級：
1.  將4英吋以上之不銹鋼質管及若干彎管予以

保留自用。
2.  堪用之配件洽公司有同型機組之興達電廠

予以接收，以減少新配件之購置。
3.  特殊材料予以留用以便日後可自行利用此

材料自製西門子備品。

(3) 製程設備節能減碳

編
號

方案名稱 完成時間 年度節能量
降低CO2排放量
（噸CO2／年）

1

# 4機控制樓電
池室增設窗型冷
氣機及輪替運轉
箱

106年11月 26,952度電 14.26

2
# 4機廠房電池
室增設防爆型冷
氣機

106年5月 201,003度電 106.33

3
# 4機海水電解
廠2 F控制室節
能改善

105年2月 17,280度電 9.14

4
西門子機組空氣
進氣室排渣扇停
用

105年1月 1,450,656度電 767.40

5
南四機CRI＆MI
（轉軸拆換）大
修

104年6月 天然氣
6,371,749m3 16,949

6

西門子機組熱回
收鍋爐之驅氣風
扇、熱風風扇及
吹灰器停用

104年3月 434,160度電 229.67

7
# 4機控制大樓
4 F電子室空調
溫濕度控制改善

104年1月 38,178度電 20.20

5. 推動製程設備節能減碳

6.  事業廢棄物清理依據「廢棄物管理作業流

程」，處理方式皆為委託清除處理，清運時環

化部門確實申報且依照廢清書內容掌控每月數

量，並於4日內上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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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節能措施
節省廠內用電
（度／年）

降低CO2排放量
（噸CO2／年）

1 廠房照明（日光燈）更換
為LED燈

73,584 38.926

2 鍋爐廠房照明設備改善
（水銀燈更換為LED燈）

54,750 28.963

3 行政區週邊道路水銀路燈
改為高效能燈具

29,784 15.76

4 #1&2號材料倉庫日光燈照
明燈具改善

3,346 1.77

5 行政大樓安裝分離式冷氣
並停用中央空調

124,003 65.60

7.  產出之廢料、下腳均依規定辦理退庫，並於廢

棄物儲存廠妥善分類儲存，目前分類之項目有

廢金屬（廢鐵、廢不銹鋼、廢鋁等）、廢潤滑

油、廢短捷電纜、混合廢五金（廢印刷電路

板、廢家電等）等，均依形質特性差異做區

分。廢棄物減量成效如下：

8.  每年皆會宣導辦公室做環保，主要宣導辦公室

資源回收，以5R的觀念出發。具體做法包含紙

類減量、空調管理、飲用水管理、辦公室綠美

化、辦理病蟲害防治、落實垃圾分類及宣導節

約用電等。

年度
年度減少廢棄物 
（公斤／年）

年度經濟效益 
（元／年）

106 366,210 4,526,316

105 514,610 5,203,374

104 90,220 764,068

9.  總公司於廠區建置「微藻養殖試驗設備」利用

電廠發電後所產生的煙氣當作藻類生長所需的

碳源及氮源，藻類經回收後，可將其中成分萃

取出來，製作成保養品。G2R-Ⅱ為國內唯一使

用二氧化碳為養藻碳源的綠色保養品。

10.  確實執行環保署「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

做為綠色採購計畫，106年度共採購12項環境

保護產品，總採購金額達2,554,582元。

11.  為配合政府環保政策，鼓勵同仁參與環保集點

活動，完成申請人數達員工總人數98.07％。

107年持續認養旗津區之海岸，長度達1公里，

於107年6月2日高雄市環保局舉辦世界環境日

宣導活動時簽署契約書，並獲頒

106年民間企業自主認養海岸維

護表揚感謝狀。此外，於107年
認養高雄市立圖書館前鎮分館及

草衙分館公廁，並積極參與高雄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的「關燈小時」節能活

動。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每位員工皆達成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的目標

104年至107年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共舉辦12
場活動；並於廠內舉辦多場「環保酵素推廣活

動」，及於106年9月30日舉辦「2017年南部發

電廠淨灘活動」邀請鄰近區公所、周遭里民及

鄰近小學生前來共襄盛舉。

2.  鼓勵員工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每週甚至每天搭乘

綠色交通運輸占全廠人數比率一半以上，且號

召同仁參加「106年GO BIKE前鎮好行自行車活

動」，以實際行動響應愛地球的理念。60週年

廠慶時，購置腳踏車做為廠慶紀念品發送及舉辦

多場鐵馬活動，鼓勵同仁多多騎乘自行車，並於

廠外設置「鐵馬休息站」，提供打氣箱及蔭涼樹

下的石桌石椅，除對內宣導員工多利用綠色交通

運輸之外，也對外提供友善環境。

3.  致力於推動及贊助環保公益活動，於105年至

106年贊助鄰近社區國小進行一系列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及關懷環境教育扎根計畫，贊助金額達

120萬以上。此外，106年度也舉辦敦親睦鄰公

益活動，贊助金額達22萬。

    

4. 創新作為

編
號

方案名稱
完成
時間

年度節省天然氣用量
（立方米）

降低CO2排放量
（噸CO2／年）

1
南三機核心元
件升級節省天
然氣用量

108.4 預估可節省天然氣約
46,636,914立方米

124,054

2
南一機核心元
件升級節省天
然氣用量

107.3 預估可節省天然氣約
34,776,273立方米

92,505

3
南二機核心元
件升級節省天
然氣用量

106.2 37,401,725 9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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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

資源回收（焚化）廠座

落於基隆市信義區，緊

鄰天外天衛生掩埋場，

於94年7月完工移交基

隆市政府接管，經遴選

由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取得95年3月27
日起後續20年之操作營

運契約。服務範圍除基

隆全區之一般都市垃圾

外，並執行環保署跨區

域合作計畫。於103年12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提供多元化的環境教育課程，並定期與中鼎

教育基金會及崑鼎公司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基

隆廠的營運績效在全國公民營焚化廠中名列前茅，

已連續3年獲得環保署查核評鑑優等獎的肯定。信鼎

於83年設立於臺北，是崑鼎投資控股公司掌握多數

股權的子公司，專門從事焚化發電廠等大規模環境

資源管理廠的營運管理，信鼎同時也提供機械、電

力、電力設備、交通運輸機電系統設備維護等技術

服務。秉持「珍惜每一分資源，成為最值得信賴的

永續資源循環領導者」，是信鼎團隊的核心精神。

Keelung City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located in Xinyi District of Keelung City and adjacent 
to the waste disposal site, has been transferred and 
taken over by Keelung City Government after built 
in July 2005.  ECOVE has been selected to manage 
and operate the plant for twenty years since March 
2006.

Since 2006, ECOV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opera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Keelung EfW plant. The scope of services includes 
not only dealing urban waste in Keelung and 
implementing EPA'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 but also having been providing a variety of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易青雲 廠長

網　　址： http://www.glp.sesc.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56 人
地　　址：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223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
負 責 人：易青雲 廠長

聯 絡 人：胡宏星 工程師

電　　話：02-24658632
傳　　真：02-24684719
環安信箱：hs0526@ecove.com
主要產品： 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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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s since it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in 2014 and cooperating with CTCI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ECOVE regularly.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Keelung EfW Plant ranks among the 
best in the national EfW plant, and also has been 
ranked top 3 by the EPA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hereafter as ECOVE), established in 1994 in 
Taipei, Taiwan, is a majority owned affiliate of 
ECOVE Environment Corporat ion.  ECOVE 
specializes in the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environment resource management facilities, 
such as Energy-from-Weaste plants(hereafter as 
EfW plant), and provides technical services for 
mechanical, electrical, power plant equipment, 
mechatronic systems, and equipment used in 
transport operations.  Ecove always upholds its 
core principal  “Every rescouce counts. Be the 
most reliable leading company offering perpetual 
recycling solutions” .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基隆市環保局 林佳儀 科長

 信鼎技術服務（股）公司 易青雲 廠長

團隊成員／

 黃騰輝、張君賢、蔡傅來、鄒文一、簡嘉茹、 
趙志帆、胡宏星、游家源、楊堯茜、李佩甄、 
陳騫慧、易軒

環保政策及理念

成為一個最值得信賴的永續資源循環領導者一

直是信鼎公司的願景，秉持著專業、誠信、團隊、

創新的企業文化，精進技術整合應用，優化資源循

環效能，珍惜每一分資源是信鼎責無旁貸的使命。

堅持對環境的愛護及創造安全又溫暖健康的工作環

境為經營前提，提供符合環保要求的專業服務，推

動節能減碳、污染預防及資源循環，協同利害關係

者促進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藉由建置完成之各類

管理系統，落實節約能源政策，提升能源效率，積

極執行設備維護保養及改善，落實執行最佳穩定化

操作，使節能減廢更具成效並強化品質管理、污染

減廢及溫室氣體減量，達成品質第一、永續發展之

目標。

CSR活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基隆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一貫

秉持品質第一、注重環境保護及污染預防的經營理

念，並致力於品質、環保、節能減碳、工安、之持

續改善，以更確保焚化品質、保障員工之健康、安

全的工作環境，進而樹立優良品質與環保、節能尖

兵的典範。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如下：

1.  每年均訂有營運績效目標，定期檢討及追蹤成

效，並藉由已建制完成ISO 14001環境管理系

統、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CNS 15506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等，成為多合一系統管理之

焚化廠，輔以三級品管QC、QA管理，循序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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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提升環境管理系統，落實品質管理，污染

減廢及溫室氣體減量，達成品質第一，永續發

展之目標。

2.  設置專責單位及人員，訂有專責人員職掌規

定，並依法規規定，負責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正

常運作及監督相關排放情形，協調執行突發事

故的緊急應變措施。

3.  訂定環境政策之短、中、長程規劃，持續進行

廠內製程節水、節電之改善作業，汰換更新廢

氣處理系統之規劃，提升空氣污染物防制效

能，達到廢氣減量之作為，並定期追蹤成效，

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為落實節約能源政策，提升能源使用率，積極

執行設備維護保養及改善，落實執行最佳穩定化操

作，使節能減廢更有成效。相關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重點如下：

1.  推動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各項廢氣排放「最

大值」皆低於設計值外並遠低於現行法規值的

50％以下。

2.  引進震波清灰（清除過熱器管積灰），減少計

畫性停爐清灰次數。

3.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訂定節水管理方案，對

於異常用水量需研判原因並加以改善或管控，

廢水回收再利用量為40,043噸，雨水回收再利

用100噸。

4.  鼓勵員工參與環保集點活動，完成96％員工申

請環保集點平台集點帳戶。

環保公益活動

5.  認養基隆和平島中山仔海岸500公尺，並參加基

隆市環保局舉辦之淨灘活動，以實際行動清理

海岸垃圾。

基隆淨灘

6. 推動製程設備節能減碳：

(1)  冰水循環設備保養及依季節及使用狀況調整

空調設定溫度：節約用電約273,600kWh／
年。

(2)  風機控制型式變更為變頻器控制型式，目前

風機功率為131kw，改由變頻器控制後功率

為94.72kw，全年度節省電力為522,432度。

一次風機更改為變頻式

(3)  原先須安排計畫性停爐清灰，以維持良好的

鍋爐熱交換效率。以移動式震波清灰取代原

本之計畫性停爐清灰，不需停爐即可進行

積灰排除。每年增加垃圾處理量5,760噸／

年，售電量增加2,860,800kWh／年，柴油

用量減少6,000公升。

(4)  行政大樓辦公室、中央控制室、廠區路燈等

區域照明改善，更換節能燈具：節約用電約

208,819kWh／年。

7.  推動底渣全面再利用，除了可減少底渣進入掩

埋場，延長掩埋場壽命，逐步達到垃圾零廢棄

之目標。



績優廠商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35 -

8.  推動辦公室做環保：執行辦公室環保工作，由

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工作做起，以5R（Reduce
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回收、Repair修
理再使用＆Refuse拒絕非環保產品）為主要方

法，達到生活環保化，隨手做環保的習慣。

9.  各項採購上也採取鼓勵使用綠色產品政策，以

具環保標章、第2類環保產品、節能標章、省

水標章、能源之星標章、綠建材標章及碳標籤

產品標示的產品納入考量，如碳粉匣、個人電

腦、影印機、冷氣機、節能燈具等。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人員參加環保類外部教育訓練計有12場次，其

他專業外部教育訓練35場次，專長訓練派訓9人
次，內部教育訓練40場次。

2.  舉辦環境教育活動，利用互動遊戲、廠內導覽

及發電教學模組說明垃圾分類能有效降低對環

境造成的危害。透過實地操作示範，觀察熱能

轉化成電能的過程，還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

環境造成的危害。焚化廠不只做垃圾焚燒處

理，還能產生電能回饋於社會並力行於節能減

碳，期使同仁能將環保意識融入生活之中並推

廣至家庭及週遭親朋好友。

環境教育

3.  敦親睦鄰暨教育宣導等正面形象營建

 除垃圾妥善處理外並肩負環保宣導工作，敦親

睦鄰活動著重於節能減碳、資源再生及環境教

育之推廣，結合周邊學校、里民的參與，以實

際參觀觀摩方式，提升鄰近里民的環保知識，

使其瞭解環境及自然生態的維護是每個人的責

任，希望藉由結合生態、環保、節能、減碳、

教育及觀摩學習活動，讓每個人確切瞭解環境

保護及生態保育與節能減碳的迫切及重要性，

盡到環保、低碳、環境教育推廣的責任，亦能

達到使垃圾焚化廠由鄰避成為鄰庇的好地方。

4.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設置有環境教育

小組及志工團隊，106年度辦理85梯次環教活

動，參加人次達2,565人。

5.  舉辦8場次員工環保相關活動並與新北產業園區

污水處理廠異業結盟，推廣環保作為。

6.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包括捐贈2手衣，配合集團辦

理偏鄉小學「環境教育，關懷無限」環教及贈

書活動，共4所偏鄉國、中小學。

偏鄉環境教育

7.  配合集團辦理「蔬食減碳愛地球」「午休關閉

空調／電燈1小時」及「爬樓梯減碳創健康」等

相關節能減碳活動。

8.  持續宣導減少紙錢的使用及紙錢進焚化廠焚燒

處理。

響應全球節能減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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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由台灣水泥公司與法

國威立雅集團（Veolia 
Group）於81年合資創

立。結合2家母公司的

專業技術及豐富經驗，

達和環保追求環境的永

續，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3個領域為政

府、企業與民眾提供優

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

方案。達和環保目前負責營運管理全臺8座焚化廠，

年垃圾處理量198萬噸，服務縣市人口近650萬人。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from both TCC and Veolia, Onyx Ta-
Ho pursu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s committ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Currently, the 
Compan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8 
waste-to-energy plants, provides waste treatment 
service to a population of close to 6.5 million people 
and disposes approximately 1.98 million tons of 
waste per year.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林中山 廠長

網　　址：https://www.tahoho.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56人
地　　址：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21鄰329號1樓
場　　址：鹿草鄉豐稠村馬稠後農場6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1年5月14日
負 責 人：吳瑞益 協理

聯 絡 人：林諄婷

電　　話：05-3621101分機107
傳　　真：05-3621102
環安信箱：taho.lt20@msa.hinet.net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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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聖斌 總經理、林中山 廠長

團隊成員／

 劉昭智、鄧宗岳、林諄婷、黃錦彰、黃建發、 
穆志彬、黃文斌、吳志元、王進程

達和環保服務（股）公司於民國90年11月與嘉

義縣政府簽立「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管

理服務契約書」，合約期限20年，並於同年12月1日
正式接管鹿草垃圾焚化廠，自接管以來持續執行多

項污染防治與節能改善計畫績效卓著，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大型焚化廠年度查核評鑑中連年績優，並

榮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工安最

高榮譽獎項。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咸認提供國民一個整潔又美

麗的居住環境及持續、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工作人員

及訪客的安全衛生，是公司的基本價值。因此藉由

廢棄物焚化處理，使垃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

及資源化，以有效地解決垃圾問題及提升垃圾焚化

廠處理效率，基於此，承諾訂定環安衛政策並公開

揭露於網站、公司明顯處並進行宣導其內容如下：

1.  遵守相關環安衛法規及公司接受的其他要求與承

諾。

2.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安

全衛生績效。

3.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諮詢及溝通，落實全員參與

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4.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能

源。

5.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預防、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全員安全與健康。

6.  全員齊心協力，努力達成零失能傷害頻率

(FR=0)、零失能傷害嚴重率(SR=0)，邁向零的

願景。

7.  善盡企業責任，

公開資訊與承諾

公司對環境保護

／安全衛生之決

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以重環境、重品質、重民眾、重顧客的精神，

自90年12月接廠後於1年內取得ISO 14001認證，也

取得OHSAS 18001及TOSHMS驗證，一直秉持著企

業永續經營之精神，並訂定短中長期營運計畫包含

操作營運、管理方案、管理目標、能源效率、灰渣

產出、節能改善、環境教育等，定期檢討及追踪成

效，並建立操作績效管理，使每年各項營運績效逐

年提升，且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顯見達和環保服

務公司落實環保的決心。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1.  於ISO訂定員工提案改善獎勵金制度，鼓勵員工

積極參與以不斷改善提升，且公開表揚給予正面

肯定並發放獎勵金外並張貼事績，以茲鼓勵。

2.  每年提供營運數據、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推動

相關事蹟供母公司台灣水泥公司及全球優化資

源管理的標竿企業Veolia集團彙整企業營運環保

資訊，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企業永續報

告書，登載於母公司網站。

3.  其溫室氣體減量，並未在公告「第一批應盤查

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範圍內，但面

對全球環境變遷，也依據盤查結果將相關資料

登錄於環保署網站，另針對供應商進行定期查

核、評鑑，為降低底渣產量的產生，訂定垃圾

檢查計、員工垃圾檢查獎勵機制及垃圾貯坑堆

疊攪拌作業SOP，嚴格管控前端垃圾種類，以

充分攪拌保持良好的燃燒狀況。

4.  依合約規定設置空、水、廢等專責人員，不僅

符合規定外，也自主參與各類環境教育及管理

類軟實力的課程，歷年來榮獲環保署評鑑優異

成績已達14次，包括104年特優第1名、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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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106年特優第2名，亦榮獲第25屆企業環

保獎銅級獎、縣內國家環境教育獎民營事業組

第1名，兩度獲得政府頒發工安最高譽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

   

 ISO 14001：2015 106年報告書 焚化廠評鑑特優 工安優良單位五星獎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節省資源、資源回收再利用及減碳措施之具體作法

與績效

1.  垃圾焚化廠尚未屬公告範圍之事業單位，亦訂

定廠內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派訓同

仁取得認證通過，將監測結果公告周知，以供

改善與防護建議。

2.  煙氣污染物（氯化氫HCl）控制經研究與改善，

在不影響整體設備運轉下，有效穩定與減少消

石灰使用量，降低原物料耗用。在製程上持續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製作用水平衡圖、每日

用水巡檢，且將廠內全部廢水處理後均回收再

利用於製程上，達到回收水零排放之標的，另

設置水撲滿回收雨水，用於灑水澆灌與道路清

潔用，在製程產出底渣處設置廢鐵磁選機，24
小時連續監控進行底渣廢鐵物質回收，有效減

少底渣產生量，產出底渣送至再利用廠製成資

源化產品有重力磚、透水磚等供掩埋場活化工

程底部鋪設用。

 

 電子化系統作業 環保教具－友善環境

3.  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措施，針對製程進行

節 能 改 善 ， 近 5 年 改 善 成 效 預 估 可 節 省

1,443,019kWh，預估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762,218公斤；另外廠房及辦公室改用節能燈具

預估每年可節省42,836 kWh，可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23,556公斤。

4.  推動辦公室做環保，使用複合式辦公設備，將

大部分的文書作業列入系統，以電子化減少紙

張浪費、選擇友善環境之紙張、使用省水自

動裝置、廁所使用感應式開啟電燈、空調以

TIMER控制啟停機、出差以搭乘公共運輸及共

乘為原則，亦在辦公室及現場製程分別設立資

源回收分類、下腳料分開存放回收等，且推動

環境教育之教具以回收包裝盒、資源回收為素

材。

5.  全面推動環境教育觀念，包含參訪來賓、員

工、廠商訪客等同時教育，一起落實綠色消

費、綠色採購、垃圾減量、減少一次性物品等

觀念，以避免資源的耗用。

 

 來賓參訪推動環教 綠色消費／採購

6.  配合環保政策包含跨區域垃圾處理、紙錢集中

焚化、提供優質公廁、底渣回收再利用、資源

回收、推廣環境教育、認養道路清潔掃街等。

 

 提供優質公廁 資源化產品－透水磚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持續推動環境教育，針對員工、訪客、來賓、

社區皆依計畫推行，為讓員工提升環境素養，

推動「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並訂定

員工「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計畫」，達標者致贈

禮物，並要求員工每年需接受環境教育4小時以

上，有5位已取得環境教育認證，可對參訪來

賓、員工進行環境教育，更深入社區參與宣導

「迎馬祖、減放炮、惜土地、為你好」觀念，

結合員工自強活動，以安排自然生態、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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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場域為優先考量，進行環境學習以增強員工

對環境的敏感度及覺知。

辦理社區環教大型活動

2.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將閒置土地進行規劃為

「環保試驗農場」，見證友善農業及焚化廠的

安全性，以「類自然農法」的方式耕種，完全

不影響環境生態。鼓勵員工參與耕作，其豐收

蔬果、玉米等可以分享給慈善機構，不僅讓員

工紓解壓力，更能一起做公益。

3.  因應空氣品質指標應變，（鹿草垃圾焚化廠）

全國第一座焚化廠響應列入柴油車「空氣品質

淨化區」，規定所有清運車輛皆需取得合格證

方可入廠，於106年度辦理「垃圾資源循環再利

用廠新穎技術及實務經驗分享研討座談會」，

鼓勵來賓搭乘公共運輸，租用「電動公車」當

交通工具，達到三零優勢。

4.  善盡在地企業責任永續發展之方針，自接廠16
年來另編列預算持續認養偏鄉地區棒球隊、提

供學校營養午餐補助、焚化廠聯外道路清潔、

樹木維護、洗街及路燈費認養等，於2018「燈

會在嘉義」以環保理念、創藝燈飾不再製造出

二次污染廢棄物為原則，來響應環保愛地球之

心。

 

 租用「電動公車」 燈會創意燈飾

5.  結合環保局響應環保署「地球日」舉辦全國淨

灘行動，參與春、秋季淨攤活動共清出垃圾

約4.51公噸。且持續推動廠區生物多樣性（植

物）調查，並依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建議，以永續發展列行動方案，持續改善環

境，愛護環境。

推動環教終身學習計畫 深入地方文化環教宣導 廠內設置環保農場

全國焚化廠首座－空品區 淨攤活動 道路認養獲頒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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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股）

公司由台灣水泥公司

與 法 國 威 立 雅 集 團

（Veolia Group）於81
年合資創立。結合兩家

母公司的專業技術及豐

富經驗，達和環保追求

環境的永續，致力於資

源管理的最佳化，在廢

棄物、水務與能源三個

領域為政府、企業與民

眾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創

新的解決方案。達和環保目前負責營運管理全臺8座
焚化廠，年垃圾處理量198萬噸，服務縣市人口近

650萬人。

達和環保自87年11月開始管理嘉義市垃圾焚

化廠以來，配合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多項環

保政策，執行多項污染防治與節能改善計畫，績

效卓著；已自主性申請通過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OHSAS 18001:2007、TOSHMS、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能源產業環境會計帳制度建

立等的多項管理系統驗證，品質及管理均通過嚴格的

考驗。

嘉義市廠積極推動環境教育，通過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提供多元化的環境教學課程，亦主動對外

進行「學校及社區環境教育宣導服務」，以使環境教

育的觸角延伸得更為寬廣，以達環境的永續。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from both TCC and Veolia, Onyx Ta-
Ho pursu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s committ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quality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

楊芳哲 廠長

網　　址：http://www.cycrip.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46人
地　　址：嘉義市湖內里湖子內路74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7年11月18日
負 責 人：楊芳哲 廠長

聯 絡 人：陳南協

電　　話：05-2365669
傳　　真：05-2365741
環安信箱：tahochia@ms26.hinet.net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 41 -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Currently, the 
Compan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8 
waste-to-energy plants, provides waste treatment 
service to a population of close to 6.5 million people 
and disposes approximately 1.98 million tons of 
waste per year.

ChiaYi City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was 
taken over by Onyx Ta-Ho in November 1998. The 
Plant cooperate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of ChiaYi City Government in promul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policies, 
implements successfully a number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rojects. ChaiYi City Plant has taken proactive 
steps to maintain a sound and sustainable quality 
management; the Plant is accredited with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OHSAS 18001:2007, 
TOSHMS, accompl ished the ISO 14064-1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Verification, and also 
established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ystem.

Cer t i f ied by EPA as an env i ronmenta 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venues, ChiaYi City Plant 
is very active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 
The Plant not only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to visitors, but 
also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bring those programs to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us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wareness reaches an audience even 
wider, and to be closer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聖斌 總經理、楊芳哲 廠長

團隊成員／

管理課：秦聖儀、張喬竣、林蔡宜蓁

維修課：蔡志逢課長及課室人員

操作課：陳南協課長及課室人員

全品組：吳英哲工程師及組員

職安人員：王瑞益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提供國民一個整潔又美麗的居住環境及持續、

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工作人員及訪客的安全衛生，是

達和環保的基本價值。因此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

使垃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效

地解決垃圾問題並提升垃圾焚化廠處理效率。

•  遵守相關法規及公司接受的其他要求與承諾。

•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

安全衛生績效。

•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員工諮詢及溝通，落實全

員參與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

能源。

•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預防、傷害與不健康

之預防。

•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公司對環境保

護／安全衛生之決心。

 

 湖內里敦親睦鄰打掃 公廁認養

 

 空品區打掃 廠區周圍打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以重環境、重品質、重民眾、重顧客的精神與

經營理念，通過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2007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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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等，並積極推動環境保護，相關規劃及管

理如下述：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OHSAS 
180012007

臺灣職安管理
系統驗證證書

(一)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

1.  環境政策：遵循達和總公司訂定之環境安全衛

生政策及品質政策，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使

垃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

效地解決垃圾問題，提升垃圾焚化處理效率，

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能源。每年訂定

操作營運管理目標，包含操作營運、工安管

理、設備維護、能源利用、污染減量、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及環境品質政策目標等，定期檢

討及追蹤成效，使各項營運績效逐年提升。

2.  目標、策略、短中長程規劃、執行計畫：依據環

境安全衛生及品質政策訂定短、中、長程目標，

包含節能減碳、綠色採購、設備穩定度、敦親睦

鄰、環境教育等，並納入重點工作項目，定期追

蹤成效，以達永續之目標。

(二) 環保專責單位設立及人員訓練：

1.  環保專責單位：設置環安組，組內包含空污專

責單位、廢棄物專責單位及廢水專責人員等，

負責管理及推動廠內各項環保業務。

2.  人員訓練：為提升人力素質，並確保特定人員

之作業品質，完成各項環境政策及品質政策目

標，每年年底依法規或部門需求提出下年度教

育訓練計畫表，陳核廠主管後於下年度執行，

並於當年度執行教育訓練計畫且進行達成率分

析統計。

(三) 環境資訊披露：

1.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制度(ISO 14064-1)，每

年完成盤查，且將盤查結果登錄於「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達碳管理及揭露之目的。

2.  每年完成「環境會計帳制度」帳目建置，相關

資料用以分析廠內環保費用，並評估各種活動

財務之特性，作為經營決策分析之用。

3.  定期公布操作管理資料及各項監（檢）測數據

於網站中供民眾查詢，並公布於參觀走道及於

會議室設置公開閱覽區，放置各項運轉操作資

料供民眾共同查閱及監督，達到資訊公開透明

化。

4.  近一年獲得國內政府機關頒發環保相關獎項如

下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垃圾焚化廠查核評

鑑「營運績效獎」。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年垃圾焚化廠查核評

鑑「維護精實獎」。

(3)  第25屆及第26屆企業環保獎「銀級獎」。

(4)  106年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績優單位」

入圍複審。

(5)  嘉義市政府106年「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評

鑑」入圍獎。

5.  代操作嘉義市垃圾焚化廠20年，迄今未被開立

任何環保罰單記錄。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節省資源及減碳措施之具體做法與績效作法與

1.  節能減碳方案及效益說明：訂定節電管理方

案，以進行現場設備控制改善，加強宣導節約

用電等；近3年節省約191,095度電力，以台電

公司106年度CO2排放係數0.554公斤CO2e／度

計算，約減少105,867公斤碳排放量。

2. 資源節用方案及效益說明：

(1)  進行消石灰供應系統改善，確保石灰乳液維

持一定濃度；並針對DCS的廢氣排放處理執

行精進控制，在維持煙道廢氣排放品質下訂

定最佳操作參數，使102年至106年焚化每噸

廢棄物之消石灰使用量減少約152噸。

(2)  於104年進行固化廠混鍊機更新，製程由連

續式改為批式，105年至106年減少水泥用量

約137噸與製程用水約367噸。

(3)  節水方案及效益說明：自

97年起訂定節水管理方

案，並由專人負責規劃相

關節水措施，每日統計總

用水量及各系統用水量，

若用水量異常增加，立即

巡視並進行維修改善。而 節能減碳照片



績優廠商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43 -

所產生廢水經處理後完全回收使用，達到零

廢棄目標。與97年度自來水用水量相較，98
至106年共計節省59,385噸用量，以105年
度自來水公司CO2排放係數0.152公斤CO2e
／m3計算，減少約9,027公斤碳排放量。

3. 廢棄物分類、減量：

(1)  廢棄物分類、廢棄物減量之方案及具體成

效：底渣產生比率與垃圾性質、燃燒的狀

況有關係，因此訂定垃圾檢查計畫與垃圾貯

坑堆疊攪拌標準作業；另外於底渣貯坑規

劃堆疊區域，每週清理底渣貯坑之排水通

道，並於底渣貯坑中段處加裝沉水泵以降低

底渣貯坑內積水現象。其106年底渣產出比

=12.3％，為歷年來最低。

(2)  作業程序減廢改善事蹟說明情形：為了友善

環境、降低掩埋場負荷，於104年進行固化

廠混鍊機更新計畫，使得飛灰穩定化物增量

比，由原來1.5倍降低至1.3倍，其105年至

106年約減少飛灰穩定化物重量525噸。

4.  資源回收再利用：配合底渣再利用政策，將底

渣作為道路鋪設之級配、地磚及CLSM之添加

材料，真正達到零廢棄，符合資源永續使用目

的；而廠內亦落實垃圾分類回收，推動落葉、

生廚餘堆肥及影印紙回收再利用等，賦予廢棄

物新生命。

雨水撲滿 植物復育區生廚餘堆肥區

(二) 綠色產品服務及行銷：

1.  採用對環境友善之原物料、綠色服務及行銷：

選用有機性螯合劑及除臭劑，提升使用效果及

環境友善度，同時降低工作人員危害。

2.  優先採購綠色產品：優先選用環保標章影印

紙、燈管、碳粉匣及節能標章冷氣機等作為，

並對同仁及參訪民眾進行相關宣導。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對企業內部環保觀念之推行及具體作為

1.  做為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場所，積極

推動環境教育，並參與政府舉辦之環保相關訓

練及技術會議，精進環保新觀念，每年訂定教

育訓練計畫，以精進同仁專業能力。

2.  自主性排定年度愛護地球暨環境教育計畫，廠

內同仁及駐廠廠商每年至少進行4小時環保相關

訓練，並於員工及眷屬年度旅遊時結合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參訪，定期配合集團進行世界環境

日課程活動，不定期於晨會進行節能宣導，另

由參與外部訓練的同仁視課程性質進行內部轉

訓。

3.  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策，於廠內推動包含

限塑、衛生紙丟馬桶等工作。

(二) 對企業外部環保觀念之推行及具體作為

1.  邀約學校及社區進廠參加環境教育課程活動，

宣導垃圾減量、垃圾分類及焚化處理原理，輔

以相關節能環保作為；其102年至106年共有

12,177人進廠參訪或進行環境教育課程。

2.  除焚化廠周圍之環境打掃活動外，104年起進行

空品淨化區認養（中央廣場）、回饋鄰里道路

清掃認養、106年進行海岸淨灘認養（東石）與

107年進行公廁認養（中央廣場）之企業社會環

保責任工作。

3.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區域合作垃圾處理政

策，於102年至106年間協助處理外縣市垃圾共

計19,586噸。

(三) 推廣施行有具體環保實績

提供垃圾貯坑、固化廠與廢水廠之閒置屋頂，

設置太陽發電系統，於106年8月31日完工，設計容

量為249.11kWp，預估每年約可發電309,145度，減

少CO2氣體排放量163,537公斤。

環境教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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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公司簡介

43年成立為空軍技

術局，58年改為航空工

業發展中心隸屬空軍，

7 2年改隸國防部中山

科學研究院，奉准研發

IDF戰機，85年改制為

經濟部「漢翔航空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103
年改為民營化並股票上

市，營業之主要項目為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

業」，改制後的漢翔以

市場為導向，朝向企業化、民營化及國際化方向發

展，經營策略也從軍用航空轉型為軍民通用。引擎機

匣製造技術能力已獲國際引擎大廠高度肯定，目前

生產機匣皆為市場主要引擎機種，成為亞太地區少

數兼具研發、系統整合、測試及製造能量供應商。

以當責、創新、專注、顧客導向的經營理念，

塑造公司優良企業文化，極力推動精實Lean作業、

A-Team 4.0，以進一步開發高值化航空產業製程，

引領我國航空發動機產業的不斷升級，成為區域發

動機製造體系的運籌中心，並以精湛的製造技術和

專業完美的品質來滿足全球客戶的顧客需求，追求

卓越、創造鼎足世界的競爭力，成為世界一流航太

發動機製造專業技術中心。

在環保議題與油價高漲之壓力下，輕型、省

油、減少碳排的飛機引擎已成為全球民用航空產

業新趨勢，清潔生產、綠色採購為重要關鍵。配合

國際飛行器節能減碳環保訴求，發動機之設計、研

發，大量採用強度高重量輕的合金材料，輔導下游

廠商建制環境管理系統，建立國內堅強協力體系，

結合民間企業，透過優勢分工，提升整體競爭力，

共同承接國際民用業務。

The Ai r  force Technology Bureau was 
established in 1954 and renamed as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enter,(AIDC), affiliated 
to Air Force, in 1969.  AIDC was later subsidiary 

廖榮鑫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aidc.com.tw
行 業 別：製造業

員工人數：1,450人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崗德路１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5年9月1日
負 責 人：廖榮鑫 董事長

聯 絡 人：侯淑琴 小姐

電　　話：07-6285600
傳　　真：07-6287643
環安聯絡信箱：www.aidc.com.tw
主要產品：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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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in 
1983, when the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 development project was approved. In 1996 
AIDC was restructured to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reporting to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since then AIDC were 
in alignment with the market trend and moved 
towards industr ia l izat ion, pr ivat izat 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anwhile AIDC adjusted the 
business strategy from military aviation oriented 
to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viation engaged.  
AIDC’s engine cas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top international 
engine manufacturers.  The case production 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engines in the market.   
AIDC is the minority suppliers in Asia Pacific 
zone, capable of combining all the capabilities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systematic integration, 
test and manufacturing.

Our business concept primarily focuses on 
accountability, innovation, dedication and customer 
orientation to shape excellent corporate culture. 

We strive to promote Lean and A-Team 4.0 
operatio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high-value aviation 
industry process and lead the national aviation 
engine industry to continue on upgrading.   With 
the efforts, AIDC has become the operation center 
of the regional engin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lso meet the global customer needs with exquisit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perfect quality.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crea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that makes us stand out in 
the world, AIDC expects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aerospace engine manufacturing core of 
competence. 

Under the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and fuel price rise, the aircrafts and 
engines�with� the�Light,� fuel-efficient,�green�energy�
reduction design have become the global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orientation. Cleaner production 
and green procurement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Reacting towards the call for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ngin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idely utilizes the super 
alloy of high strength and light weight.  AIDC 

enthusiastically assists the sub-tier suppliers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and build up 
the�firm�domestic�collaboration�system.��By� linking�
together with the domestic enterprise and working 
separately per individual advantage, it help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for mutually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林南助總經理、何保華副總經理、 
王欽漢處長

團隊成員／ 黃俊仁副處長、曾嘉敏組長、 
林阿守組長、侯憲欽經理、侯淑琴、

何宛臻及環安組成員、環保專責團隊

環保政策及理念

承諾組織管轄下環境資源之保護、永續經營並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推動。

1.  遵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落實各項環境保護工

作。

2.  致力清潔生產、資源回收，使環境永續經營。

3.  推動節能減碳、環境教育，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近8年連續榮獲經濟部、環保署、勞動部、國健

局、高雄市府等第24屆-26屆企業環保獎、節能減碳

植物自導說明 建立濕式洗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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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標章績優獎及特優獎、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五星獎、健康職場績優獎，顯見於各方面努力

已受國內外之肯定。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自發性溫室氣體盤查

岡山廠 1 0 4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19,272.730噸CO2e。
控管措施：岡山廠104年度執行之控管措施

1.天然氣管路埋設工程（燃料替代）；2.機匣二

課冰水機汰舊換新工程；3.機工一課冷卻水塔散

熱片更換等9處。

(二)  106年通過ISO14001 2015年版環境管理系統，

進行源頭管制及製程減廢、清潔生產、綠色採

購、節能節水及環保觀念推行等方面,推動資源

回收、環境教育、社會參與之具體績效，減少

了環境污染、降低營運成本，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98年推動OHSAS18001驗證，104年通過

SGS公司ISO50001驗證。

(三)  以最新公告的版本撰寫及公開106年企業永續報

告書。

(四)  提案改善106年審核完成98件，減少CO2排放量

2,464,150公斤CO2e、優秀員工表揚、教育訓

練，建立獎金制度獎金累計39,9584元，占全公

司84％。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空氣污染防制：

1.  每年投入生產及污染防治設備經費，104年至

106年投資2,580萬元，提升空污防制設備處理

效能減少CO2排放量408,966公斤CO2e；取得5
製程設置及操作許可，漢翔公司岡山廠少部分

製程使用有機溶劑、酸性物質與粒狀物產出，

於生產設備建置前，皆先評估其加工可能造成

逸散對環境污染風險，故污染防制設備均列為

生產線必要設置裝備。每年優先編列投資費

用，確保空污防制處理設備功能效率之提升，

並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檢測單位執行採樣檢測，

檢測數據皆符合法規訂定之排放標準,加強維護

保養機制。

2.  完成106年固定污染源各管道粒狀物排放量試

算申報。粒狀物排放量為987.61公斤，全年度

排放量為3,761.47公斤，核定排放量11,780公
斤，達成環保署107年6月29日削減目標粒狀物

589公斤／年。

(二) 土壤及水污染防治：

1. 製程面：

(1)  落實廢水處理及管理機制、提升設備處理

效能，近年投入污染防治設備經費3,325萬
元，減少37,461m3排放量，進行製程改善及

用水面著手，達成省水率57.9％。

(2)  在放流水水質掌控，廢污水處理場皆配置具

廢水處理合格證照專職人員負責廢污水處理

設備之操作、維護，使處理設備正常運作與

放流水質符合放流標準。每月優於法規自我

嚴加要求，均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檢測機構進

行檢測，以此雙重檢測把關方式，以確保放

流水質達到法規放流標準。

(3)  清洗製程改善：兩處清洗製程改善，自動

改為半自動，調節水量節省4,164噸／年，

減少1,250公斤CO2e／年以省水減量、回收

再利用為主要項目，包括製造RO純水所產

生之廢水，104年至106年回收6,250.8噸／

年，回收率22.52％，減少排放量962.5公斤

CO2e／年資源再利用，目前每月利用回收

水資源約可達2千多餘噸。

(4)  實施廢水分流，排放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102年配合農業灌排水政策，停止農業排水

渠道，率先完成拉管至2公里外之市府區域

排水溝渠，為高雄市首家達成之企業。

建立螢檢廢水處理設備 高COD有機廢水處理設備環保局稽查採水 油槽興建土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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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面：

(1)  漢翔公司岡山廠持續向員工宣導節約生活用

水，並極力推動生產單位水水龍頭、採用回

收水及省水標章產品。

(2)  105年進行飲水機廢水回收再利用，計有65
台*0.2噸*365日，回收4,745噸／年，減少

7307,30公斤CO2e／年排放量。

3. 土壤及地下水專案調查

(1)  101年至102年接受環保署航太業土壤及地

下水專案調查，調查報告指出無污染行為，

105年8月自評追蹤檢測確實符合地下水放

流水質標準。106年環保署再度來文進行監

測，最終提供102年資料及105年自評追蹤檢

測報告，准免予測量。

(2)  106年依土污法八、九條，營業範圍變更委託

土壤調查技師進行興建廠房土壤污染調查探

勘，無異常，符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報告。

4.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1)  訂定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畫、毒化物洩

漏緊急應變演練。

(2) 研擬毒性化學物質鉻化物「替代」方案。

(三) 減廢及資源回收措施及效益

在符合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之法規要求下，漢翔公司岡山廠根據廢棄物之特

性集中分類並妥善分類貯存於暫存區，並不定期進

行內部環境稽核及處理商遴選，使公司之各項事業

廢棄物皆能完善管理、清除、處理、再利用，避免

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嚴謹廢棄物處理，104年營運

過程產生之廢棄物總量降為892噸，且產生之廢棄物

中更有56％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5年營運過程產

生之廢棄物總量再降為795噸，產生之廢棄物中更有

52％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6年營運過程產生之廢棄

物總量再降為868噸，產生之廢棄物中更有54.65％
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6年廢棄物達減量效益3.35％

主要措施：

1.  實施鉻系廢水分流，獨立處理，效益顯著減少

重金屬污泥產出，重金屬污泥僅占5％，節省污

泥處理費321餘萬／年，減少製程有害之產生造

成環境負荷。

2.  80％以數位化取代及保存，減少膠片使用量，

有效達成廢棄物再利用，減少廢棄物造成環境

負荷。

3.  投資蠟再生設備，節省原料費、廢棄物處理費，

節省57.8萬元／年，減少CO2排放量9.88噸／

年。

4.  投資壓縮設備，將金屬屑壓縮成錠，易於儲存

節省空間。

(四) 節能措施及效益

1.  裝設電力需量控制系統及功率因數自動調整系

統，其超約罰款由98年332萬元降至106年零罰

款，減少CO2排放量163噸／年。

2.  106年減少能源耗用，提升設備效率，包括冷卻

水塔、空壓設備、天井燈更換計有4項，總計減

少排放量1,367噸CO2／年。

(五) 清潔生產

1.  採用低污染燃料及原料清潔生產，柴油及丙烷

改用天然氣，投資136萬，減少CO2排放量146
噸／年。

2.  106年製程工時精進節省工時93,339小時，減少

CO2排放量2,464噸／年。

3.  107年建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1,200kwp（含）

上環保綠能。

(六) 採購綠色產品降低環境衝擊

配合環保署綠色採購政策優先採購環保產品，

102年綠色採購達92％，榮獲經濟部第2名，藉由購

案審核系統進行控管，目前環保產品採購率100％。

106年綠色採購榮獲市府績優獎表揚。

1.  節能標章冷氣機、飲水機採購，減少CO2排放量

126.6噸／年。

2.  104年環保產品採購911.1萬元，105年環保產品

採購752.3萬元，106年環保產品採購343萬元。

漢翔課輔學子環島圓夢行
何副總領騎

漢翔野上野下單車社
環保武陵之旅

新建太陽能啟用典禮 處長帶隊參與高雄市環保局
主辦國際環保淨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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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由台灣水泥公司與法

國威立雅集團（Veolia 
Group）於81年合資創

立。結合兩家母公司的

專業技術及豐富經驗，

達和環保追求環境的永

續，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三個領域為政

府、企業與民眾提供優

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

方案。達和環保目前負責營運管理全臺8座焚化廠，

年垃圾處理量198萬噸，服務縣市人口近650萬人。

達和環保自97年起管理永康焚化廠，提供臺南

市188萬居民完善的垃圾處理服務。永康廠的運轉率

及焚化率在全國公民營焚化廠中名列前茅，多次獲得

環保署焚化廠查核評鑑優等獎的肯定。此外，106年
榮獲企業環保獎「銀級獎」肯定。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from both TCC and Veolia, Onyx Ta-
Ho pursu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s committ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Currently, the 
Compan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8 
waste-to-energy plants, provides waste treatment 
service to a population of close to 6.5 million people 
and disposes approximately 1.98 million tons of 
waste per year.

Taken over by Onyx Ta-Ho in 2008, YongKang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Plant provides 

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

黃壽信 廠長

網　　址：www.ykang.com.tw
行 業 別：環保服務業

員工人數：59人
地　　址：臺南市永康區王行東路16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7年3月1日
負 責 人：黃壽信 廠長

聯 絡 人：郭鳳珠

電　　話：06-2319266
傳　　真：06-2316388
環安信箱：taho.ykang@msa.hinet.net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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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million residents in TaiNan City with complete 
waste treatment services. Its high availability and 
combustion rate are among the best compared to 
other WTE plants in Taiwan. In the annual survey 
of incineration plants conducted by EPA, the Plant 
has awarded many time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prize. The Plant received also the silver award of 
2017 ROC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聖斌 總經理、黃壽信 廠長

團隊成員／

管 理 課：郭鳳珠課長及課室人員

操 作 課：呂進標課長及課室人員

維 修 課：陳建維副廠長及課室人員

職安人員：薛富陽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達和環保公司追求環境的永續，積極投入國

內環保服務相關工作，深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

世紀，致力於資源管理的優化，在廢棄物、水務與

能源管理三個領域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

案。

達和環保公司作為政府、企業與民眾的最佳

夥伴，支持循環經濟，保護自然資源，優化資源管

理。秉持「專業創新、永續經營、服務社會、最值

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的經營理念，共同守

護環境，永續家園！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代操作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持續精進垃圾妥善處理及降低污染物排放，近幾年

焚化負載已趨於穩定，發揮最大之處理效率，除了

解決臺南市垃圾問題，也協助解決其他縣市垃圾無

處去問題，10年來締造出無數佳績，接廠迄今未被

開立任何環保罰單、操作技術良好，近年來於大型

垃圾焚化廠評鑑屢創佳績，106年榮獲第26屆企業環

保獎「銀級獎」肯定。

   

 26屆企業 
環保獎銀級

 25屆企業 
環保獎銅級

 106年環保署 
評鑑優等獎

 105年環保署
評鑑優等獎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以重環境、重品質、重民眾、重顧客的精神

與經營理念，通過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及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等

認證及碳足跡標籤及水足跡認證，為國內首座同時

具備「碳足跡」及「水足跡」認證之焚化廠。顯見

落實環保的決心與環保績效。

相關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如下述：

(一)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

1.  環境政策：遵循達和總公司訂定之環境安全衛

生政策及品質政策，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使

垃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

效地解決垃圾問題，提升垃圾焚化處理效率，

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能源。每年訂定

操作營運管理目標，包含操作營運、工安管

理、設備維護、能源利用、污染減量、溫室氣

體排放盤查及環境品質及政策目標等，定期檢

討及追蹤成效，使各項營運績效逐年提升。

2.  目標、策略、短中長程規劃、執行計畫：依據

環境安全衛生及品質政策訂定短、中、長程目

標，包含節能減碳、廢氣污染減量、節水、節

電、減廢、綠色採購、設備穩定度、敦親睦

鄰、環境教育等，並納入重點工作項目，定期

追蹤成效，以達永續之目標。

(二) 環保專責單位設立及人員訓練：

1.  環保專責單位：設置操作課，課內包含空污專

責單位、廢棄物專責單位及廢水專責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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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理及推動廠內各項環保業務，目前廠內

取得相關環保認證人數高於法規需求，另雖未

被法令規範已主動派員取得室內空氣品質專責

人員證照。

2.  人員訓練：為提升人力素質，並確保特定人員

之作業品質，完成各項環境政策及品質政策目

標，每年底依法規或部門需求提出下年度教育

訓練計畫表，陳核廠主管後於下年度執行，並

於當年度執行教育訓練計畫且進行達成率分析

統計。

(三) 環境資訊披露：

1.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制度(ISO 14064-1)，每

年完成盤查，且將盤查結果登錄於「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達碳管理及揭露之目的。

2.  每年完成「環境會計帳制度」帳目建置，相關

資料用以分析廠內環保費用，並評估各種活動

財務之特性，作為經營決策分析之用。

3.  於廠區入口、平台作業區、垃圾貯坑區等多處

設置即時監控系統，同時可由網頁供民眾查

詢，另定期公布操作管理資料及各項監（檢）

測數據於網站中及公布於參觀走道，於大廳及

會議室設置公開閱覽區，供民眾共同監督焚化

廠，操作營運管理資訊即時又透明化。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節省資源、資源回收再利用及減碳措施之具體

作法與績效：為落實節能減碳、提升能源使用

率，積極進行設備改善。污染防制方面，訂定

最佳穩定化操作參數，進行能資源的節用。相

關環境保護工作推行重點如下：

1.  節能減碳：成立節電及節水管理方案，歷年來

現場設備控制、改善，加強宣導節約用電等，

共計節省電力775,260度，減少410,113公斤

CO2e排放。

2.  原物料節用與回收：在不影響煙道廢氣排放品

質下，訂定最佳操作參數，有效節省原物料節

用。另訂定飛灰穩定化物最佳配比，適度調降

水泥及螯合劑用量。

3.  水資源節用及回收：訂定節水管理方案，廠內

廢水完全回收再利用，加強廠內用水抄表作業

並加強巡檢，避免管線洩漏，另設置雨水回收

系統、降低自來水用量。力求用水合理化，確

時掌握用水量，廢水經處理後完全回收再利

用，達到零廢棄目標。節水之成效，自100年
焚化每公噸廢棄物用水量為0.30公升降至106年
0.25公升，且近7年雨水回收量共計節省4,375

OHSAS證書

水足跡正式聲明書

ISO 14001證書

碳足跡證書

ISO 9001證書

TOSHMS證書

外部推廣環教

學員環教課程

太陽能路燈 環境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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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自來水用量，以自來水公司歷年CO2排放係數

計算，約減少684.5公斤碳排放量。

4.  廢棄物分類、減量：精進操作控制，於廠內落

實垃圾分類，並委託專人負責回收統計。

5.  資源回收再利用：配合底渣再利用政策，將底

渣作為道路鋪面之級配及地磚，真正達到垃圾

零廢棄，更可達資源永續使用目的。落實垃圾

分類回收，推動落葉、廚餘、資源及影印紙等

回收再利用，賦予廢棄物新生命。

(二) 綠色產品服務及行銷：

1.  採用對環境友善之原物料、綠色服務及行銷：

選用有機性螯合劑及除臭劑，提升使用效果及

環境友善度並降低工作人員危害。

2.  優先採購綠色產品：優先選用環保標章影印

紙、燈管、碳粉匣、衛生紙及洗碗精等綠色產

品，並對同仁及參訪民眾進行相關宣導。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雖尚未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仍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另參

與政府舉辦之環保相關訓練及技術

會議，精進環保新觀念，每年訂定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以求精進同仁

專業能力。相關環保觀念推行與教

育宣導重點如下：

(一)  對企業內部環保觀念之推行及

具體作為：自106年起自主性

排定年度愛護地球暨環境教育

計畫，廠內同仁每年至少進行

4小時環保相關訓練，定期配合

集團進行環境日課程活動，不

定期於晨會進行節能宣導，另

參與外部訓練同仁視課程性質進行內部轉訓。

此外，向環訓所申請為內部訓練開課單位，相

關環境教育內訓課程可上傳至終身學習網，對

於後續內訓更有規劃性，相關統計更完備。

(二)  對企業外部環保觀念之推行及具體作為：學

校、社區及環保專業證照班進廠參加環境教育

課程活動，強化垃圾減量、節能環保等議題。

此外，積極走入校園，進行偏遠校區的環境宣

導課程，106年共執行了7場次外部宣導，包含

大竹國小、文山國小、仁和國小、大內國小、

白河國小、安平國中、西港國中等7場次，未來

仍將持續推動社區及校園宣導。

(三)  參加臺南市環境教育幸福聯盟：106年第4季
起，加入臺南市環境教育幸福聯盟，與臺南市

推動環境教育夥伴聯盟，每季到不同場域交流

研討，提升環境教育實力與技能。

海灘認養 廠區公園化

學校進廠環教課程低碳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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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Fab8E 廠

公司簡介

聯電成立於69年，

為臺灣第一家半導體公

司，引領了臺灣半導體

業的發展，是臺灣第一

家提供晶圓專工服務的

公司，也是臺灣第一家

上市的半導體公司（74
年）。聯電以策略創新

見長，首創員工分紅入

股制度，此制度已被公

認為引領臺灣電子產業

快速成功發展的主因。

聯電同時也透過MyUMC線上服務，讓客戶能在線上

取得完整的供應鏈資訊，此服務於87年上線，亦為

業界首創。

聯華電子身為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導者，

提供先進製程與晶圓製造服務，為IC產業各項主要

應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完整的解決方案能讓晶片

設計公司利用尖端製程的優勢，包括28奈米Poly-
SiON技術、High-K/Metal Gate後閘極技術、14奈
米量產、超低功耗且專為物聯網（IoT）應用設計

的製程平臺以及具汽車行業最高評級的AEC-Q100 
Grade-0製造能力，用於生產汽車中的IC。 聯電現

共有11座晶圓廠，遍及亞洲各地，每月可生產超過

60萬片晶圓。聯電在全球超過20,000名員工，在臺

灣、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歐洲及美國均設

有服務據點，以滿足全球客戶的需求。

F o u n d e d  i n  1 9 8 0  a s  Ta i w a n ' s  f i r s t 
semiconductor company, UMC 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It was the first local company to offer foundry 
services,�as�well�as�the�first�semiconductor�company�
to list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1985). UMC 
is responsible for many local industry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mployee share 
bonus system, often credited as a primar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minent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aiwan. UMC also enables customers to access 

洪嘉聰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umc.com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1,016人
地　　址：新竹市東區力行路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9年5月（全公司）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廠　　長︰陳盈志 資深廠長

聯 絡 人：陳相志 部經理

電　　話：03-5782258分機56616
傳　　真：03-5630602
環安信箱：Eric_HC_Chen@umc.com
主要產品： 專業晶圓製造服務，依客戶個別

之需求提供矽智財（ IP,  S i l i 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嵌入式積

體電路設計、設計驗證、光罩製

作、晶圓製造、測試等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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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online through 
the MyUMC online service portal, an industry first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 1998.

UMC (NYSE:  UMC, TWSE: 2303)  is  a 
leading glob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that 
provides advanced IC production for applications 
spanning every major sector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UMC's comprehensive foundry solutions 
enable chip designers to leverage the company's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which include world-class 28nm High-K/Metal 
Gate technology, 14nm FinFET volume production, 
specialty process platforms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AI, 5G and IoT applications and the automotive 
industry's highest-rated AEC-Q100 Grade-0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ICs found in vehicles. UMC's 11 wafer fabs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throughout Asia and are able 
to produce nearly 600,000 wafers per month. The 
company employs over 20,000 people worldwide, 
with offices in Taiwan, China, Europe,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MC can 
be found on the web at http://www.umc.com.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盈志 資深廠長

團隊成員／

林勝隆 處長

陳舜政 處長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陳相志 部經理、

 杜宛諭／王孝君 主任工程師

廠務暨擴建工程處-郭金昇 部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聯電以公司及廠區之事業活動、服務產品特

性、企業經營理念與廠區環保衝擊與風險所訂定環

境保護政策。包含持續改善與污染預防及符合相關

環保法規要求事項的承諾，並作為各廠設定與審查

環安衛目標、標的架構。聯電在環境保護方面，以

環保政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本公司環境保護政策並公告於公司網頁

（http://www.umc.com/chinese/CSR/d_1.
asp），列於企業永續專頁中之「環境永續共生」章

節中，使社會大眾及利害關係者周知，以展現公司

遵循環境政策之宣示及決心。

1.  以零污染為目標，符合或超越環保法令及國際

公約的要求，致力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企業。

2.  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融入整體組織管理體系，

全力維持環境績效之持續改善。

3.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

及污染預防，以達到綠色設計、生產與經營之

目標。

4.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

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

源，以作為世界級之

環保楷模。

5.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積極參與環境生態改

善與復育，與政府及

全民合作保護福爾摩

沙。

設置座位照明開關

聯華電子 

安衛環保政策 

安衛政策 
 符合或超越安衛法令要求，以零災害為目標，致力公司在安全優先下穩
健發展。 

 推動安衛管理系統及風險改善工程，達成並維持世界級的安衛與風險管
理績效。 

 運用先進安衛、風險及救災技術，以前瞻性眼光積極提升各安全層面。 
 落實預防管理及稽核制度，確保工作環境及作業安全，維護員工身心健
康，使員工安心、客戶放心。 

 善盡各級人員的安衛責任，發揮影響力，共同消除危害因子，預防事故
及職業病發生，透過合作與分享，促進安衛良性互動。 

 持續進行安衛教育及宣導，鼓勵主動參與安衛活動，潛移默化全員安衛
理念與習慣。 
 

環保政策 
 以零污染為目標，符合或超越環保法令及國際公約的要求，致力成為永
續 發展的綠色企業。 

 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融入整體組織管理體系，全力維持環境績效之持續
改善。 

 主動引進及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污染預防，以達到綠色
設計、生產與經營之目標。 

 順應國際環保趨勢，善用與回收能源與資源，以作為世界級之環保楷模。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復育，與政府及全民合作
保護福爾摩沙。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提升環保理念，以確保各級人員皆能瞭解與善盡環
境保護之職責。 

董事長   洪嘉聰 

中華民國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安衛環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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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提升環保理念，以確保各

級人員皆能瞭解與善盡環境保護之職責。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企業永續委員會統籌推動、企業營運各層面融

入綠色環保思維

在環境保護方面，以環保政策作為最高指

導原則；以企業永續委員會作為公司內部最高

階的企業永續組織，轄下共有6個功能委員會。

各功能委員會依據所有利害關係人溝通

之結果與重大考量面評估結果，每年提出年度

推動計畫，並於企業永續委員會呈報核可後執

行，並每季於定期季會中追蹤其執行狀況。

企業永續委員會每半年由主席及委員檢視

當期委員會之各項績效與目標達成度，並由永

續辦公室總幹事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推動成效與

計畫。

(二)   領先國際趨勢的環保發展計畫，妥善因應未來

環保標準

聯電於101年完成FC排放強度降低38％
（目標33％），用電量降低4.8％（目標3％）

之目標，104年度達到「369+能資源生產力提

升計畫」之用電量降3年降低3％、用水量3年降

低6％，廢棄物產生量3年降低9％及單位FCs排
放量10年降 36 ％之目標，以實際之減量計畫與

行動宣告聯華電子對全球性碳風險作出回應並

積極承擔減碳責任。

聯華電子各項節能、省水及減廢目標

季節性環保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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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4年度世界地球日發表「UMC Green 
2020」的5年綠色環保目標，為進一步實現節

水、省電及減廢各10％而持續努力。

(三)  設置完善污染防治設施，並建立嚴謹操作管理

制度，有效防制廢氣、廢水、 廢棄物、毒化

物、噪音、土壤與地下水等各類污染產生或不

當排放，投資金額達35,914萬元，每年操作維

護費用超過2,000萬元。

(四)  以源頭減量作為廢棄物減量之做法，以零廢棄

為廢棄物減量之目標。

(五)  自建廠運轉至今，不曾發生任何主管機關稽查

處分情形。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建立完整之規範體系，所有環境保護工作執行

作法均有依據。

(二)  考量空氣品質對環境影響甚鉅，廠區除維持各

項固定污染源防制系統操作正常，各項排放符

合相關標準外，更於104年度大舉更換廠區設備

端廢氣前處理系統，除達到降低異味，改善空

氣品質之成效外，更可達節能功效，並持續進

行相關設備之汰舊換新，以持續改善之精神進

行廠區污染預防工作。

(三)  推動辦公室作環保，除於辦公室進行各項節能

減碳工作外，更進一步推動廚餘減量，使廠區

廢棄物減量作為從製程面擴展至生活面。

(四)  節能、減廢、節水推動成果卓越，106年成效如

下：

計畫
名稱

109減量目標 106減量現況 106減量目標

Green 
2020

單位產品節水 
、省電及減廢

各10％。

（基準年104）

節水： 單位產品

10.6％
省電： 單位產品

8.8％
減廢： 單位產品

11.3％

節水： 單位產品

4％
省電： 單位產品

4％
減廢： 單位產品

4％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一)  環保相關訓練之辦理列於每年度教育訓練目標

方策中。

(二)  自全公司至廠區，擬定不同環境教育計畫，106
年度Fab8E廠區平均每人接受5.05 小時環境相

關教育訓練。

(三)  每年度規劃多元化之環保活動，環保觀念深植

人心。

(四)  推動包含廚餘減量、辦公室節能等環保活動，

將環保理念帶入同仁日常工作。

(五)  參與外部相關環保公益活動，強調生態保育之

重要性。

(六)  參與外部相關環保公益活動，強調生態保育之

重要性。

(七)  成立環保故事團，以說故事方式從小培養環保

意識。

(八)  成立Fab8E環境訓練教室，提供同仁環保宣導

品及環保書籍，建立環保理念。

環境教育教室

設置製程再利用設施

設置廢棄物分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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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中強光電於 8 1年

6月30日設立於新竹科

學園區，自創立以來即

定位公司為「創新顯示

系統整合方案之提供

者」，是臺灣第一家液

晶背光模組製造商，並

且率先開發量產全球最

小、最輕之VGA單片液

晶投影機及XGA DLP
投影機，整合光、機、

電、熱、材料及精密模

具製程等技術，開啟了臺灣顯示系統的新時代，奠

定日後企業發展利基。 
中強光電秉持「專注本業，穩健經營」的理

念，不斷地研發與創新，另一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策

略進而掌握關鍵專利與核心技術，使得中強光電不

僅在臺灣成為先進液晶監視器、數位投影機、液晶

背光板技術的領導者，亦位居全球同類產品研發、

製造商前茅之列。

Coretronic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on June 30, 1992.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n 
innovative display solution provider. Coretronic 
was the first LCD backlight module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nd it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veloping 
and mass-producing the smallest and lightest 
VGA single-panel LCD projectors and XGA DLP 
projectors in the world through integrated its leading 
technology, “Optics, Mechanics, Electronic,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olds" and 
other technology. This advancement has opened up 
a new era for display systems in Taiwan.

Coretronic conducts its R&D and innovative 
efforts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maintaining 
secure operations by focusing on its core business. 
It controls its key patents and core technology via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林惠姿 總經理

網　　址： http︰//www.coretronic.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735人
地　　址：臺南市新市區南科六路2-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12月21日
負 責 人：林惠姿 總經理

聯 絡 人：李延祥

電　　話：06-5052551分機 6032
傳　　真：06-5052513分機 6032
環安信箱：showk.lee@coretronic.com
主要產品： 導光板、背光模組、光學零組件、

觸控模組、大尺寸拼接顯示器及整

合方案、雙面顯示器、顯示器多媒

體應用、工業醫療用顯示器及醫療

用檢測器材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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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usiness strateg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his 
has made Coretronic the leader in advanced LCD, 
digital projector and LCD backlight 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also one of the top manufacturers in the 
R&D of these products worldwid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林宗彥 副總經理、朱亨通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服務中心：許丕琪 資深處長

環安處：邱創保 資深經理、李延祥、許先佑

南科廠務部： 吳宗記 經理、劉豪捷、許逢桔、 
陳振弘

公共行政部：許智淵 副理

製造處：周貞潔 經理

研發處：廖啟聲 副處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非常重視職場的環保、安全與衛生及

健康職場。公司秉持著「追求卓越、以客為尊」之

理念，在關心員工健康、維護作業環境及重視環境

保護的前提，推動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落實工作場所風險管理及危害預防，增進員工安全

衛生意識，創造「零事故災害」友善安全健康的工

作職場。

因此，我們導入環境／職安管理系統，致力

於消除任何導致災害、污染與個人傷害，秉持「節

電省水得永續、低碳減廢永保綠」精神，導入循環

經濟、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污染預

防，致力成為綠色模範企業。並承諾：

1.全員共同參與，善盡環安職責。

2.遵守環安法規，響應國家政策。

3.預防工作傷害，促進安全健康。

4.對利害相關者，加強宣導溝通。

5.導入循環經濟，實現綠色企業。

6.推廣綠色議題，引領業界標竿。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在高階主管的支持下以秉持「積極推動綠色生

產，致力發展綠色產品，落實節約能源機制，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公司營運成本，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提升企業整體形象，確保永續

經營發展」為宗旨，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並

訂定4大主軸行動方案：綠色產品、綠色生產、

綠色供應鏈、綠色辦公室。定期以管理系統追

蹤、檢討、降低廠區各項活動及產品所產生之

環境、安全、衛生衝擊與風險。除了以符合環

安衛法規做為營運之基礎，也積極的朝向以超

越法規標準為目標。

(二)  低碳永續理念：雖為低污染產業，但深刻瞭解

營運過程所使用到的能資源、廢棄物及採購業

務等，都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106年中強光電集團環境保護委員會以

「環境永續4G力」－Green Carbon、Green 
Water、Green Energy、Green Recycle為行動

口號，將減碳、節水、節電及減廢訂為公司環

境永續發展核心，透過4G力傳

達「節電省水得永續，低碳減廢

永保綠」的永續理念。

(三)歷年永續榮耀事蹟：

‧ 101年至107年連續7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

獎」

‧ 107年發行之106年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
第二應用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 106年至107年連續2年通過ISO14064-1溫室氣

體盤查

‧ 106年至107年榮獲南科管理局「環境保護績優

單位」

‧ 104年至107年中強光電連續四年榮獲公司治理

評鑑上櫃公司排名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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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7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 105-106年連續兩年發行之104年及105年CSR
報告書皆符合AA1000AS第一應用類型中度保證

等級。

‧ 106年榮獲環保署「第26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
級獎」

‧106年榮獲南科管理局「節能楷模獎」

‧ 106年通過ISO 14001:2015轉版環境管理系統

認證

‧105年榮獲SGS「ISO 14001環境管理永續獎」

‧105年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清潔生產認證」

‧ 105年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6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

(四)  取得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14064溫室

氣體盤查、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TOSHMS/CNS 15506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認證、環境會計

制度建立。

(五) 推動環境會計制度

 導入綠色會計，透過制度及統計系統，紀錄及

分析環保、安全及衛生等綠色支出費用，用

於彙總數據分析及環保投入規劃依據。106年
較前年綠色支出總費用占年度營收比率提升

0.01％，環保類別支出總金額增加6.24％。

(六) 企業社會責任

 中強光電已連續10年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內容包含經濟、社會及環境面等永續指標

的努力與績效。為了完整揭露中強光電企業

社會責任的成果，並呈現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結果，自97年起依循「全球永續報告指南」

(GRI)，從G3、G4、到今年的GRI Standards 
105年版，中強光電一直走在永續報告的最前

端，向利害關係人展現在經濟、環境及企業等

面向上的

策略及活

動，除呈

現中強光

電在企業

社會責任

方面的持

續努力與

成果，藉以表達企業永續發展之決心。

(七) 綠色供應鏈管理

 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計畫，同時也輔導供應

商參與及遵循，使供應商達到交期要求、品質

提升、增加競爭優勢外，輔導企業上的夥伴投

入改善並強化其對員工照護、環境保護、安全

衛生等管理，打造更卓越更具競爭力的產品，

創造共贏的供應鏈管理。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中強光電南科分公司依環境永續主軸，訂定

各項環保工作計畫以實現環境政策中「符合相關環

保、職安衛法令規章以及公司須遵守的其他要求事

項」項目，具體方案及目標包括：

(一) 節能減碳方案及效益（106年）

1. LED及節能燈具更換專案

 透過LED燈具專案改善，更換節能燈具共計110
盞，用電節能降幅達96,520度／年，減碳量達

51.059噸／年。

2. 生產線空調節能模式配置專案

 透過重新配置生產線，達成節能生產模式；無

塵室外氣空調箱MAU增設室內回風，減少MAU
耗能，用電節能達411,948度／年，減碳量達

217.87噸／年。

3. 無耗氣式卻水器專案

 空壓機系統却水器，更換為無耗氣式却水器，

節省空壓機耗能，用電節能達9,146度／年，減

碳量達4.8噸／年。

4. 節水措施專案

 執行節水措施及宣導教育，設置纖維過濾系

統、冷卻水塔導電度合理性調整及雨水回收

裝置，106年用水量較105年，共減少用水

3,862m3／年，減量幅度達11.7％，減碳量

0.595噸／年。

5. 步步高昇爬樓梯活動

 自行開發爬樓梯記階感應裝置，鼓勵同仁少搭

電梯多爬樓梯，經統計106年共累積3百萬階，

2017CSR報告 2017CSR保證聲明書 建置太陽能 爬樓梯比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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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萬樓層，用電節能達17,230度／年，減碳

量約9.1噸／年。

(二)  環境永續主軸方案，綠色產品／綠色生產／綠

色供應鏈／綠色辦公室等專案的推動：

綠色產品

1.  全球第一家背光模組廠針對TV及PAD產品進行

碳盤查，8"機種產品碳足跡106年較105年碳排

放量下降13.25％，產品呈現持續減少環境衝擊

趨勢。

2.  產品減積減材、節能綠色設計：減少膠框使用

面積及背板簍空設計，厚度減少35％、重量減

輕46％，輕量化產品整體減重共1.9噸，減碳

3.94噸／年。

綠色生產

1.  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清潔生產評估認定合格，106
年度依評估系統評分為95.65分，較前次增加

3.06分，並於107年通過追蹤查核複查。

2.  推動產品包裝材料回收再利用，重複使用

Tray、紙箱、塑膠箱及棧板，提高包材再利用

次數達10次以上，包材回收率達90％，減碳效

益為446.9噸／年。

3.  Tray盤回收再製，回收生產過程淘汰之Tray盤
循環再製使用，減少廢棄物產出，減碳效益為

3.5噸／年。

4.  循環經濟聯盟與當地運輸供應商合作使廢棄物

資源化，減碳效益為14.5噸／年。

5.  自主性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每年比對工廠活動

溫室氣體影響情形，南科廠區溫室氣體排放量

106年較105年下降13.42％。

綠色供應鏈

1.  綠色供應鏈管理機制，進行供應商評鑑、管

理、稽核與輔導，輔導供應商成為綠色供應

鏈，106年度供應商總數為70家；106年供應商

稽核合格率為100％。

2.  106年推動供應商簽署綠色產品採購規範共有

584家。

綠色辦公室

1.  提供環保餐具、鼓勵員工食用蔬食餐，106年提

供環保餐具共93,120份，減碳效益為122.9噸／

年。

2.  推動員工上下班共乘，減少能源使用與碳排

放，減少里程數82,080 km／年。

3.  停車場設置單車專用車位及淋浴設備，鼓勵員

工騎乘單車上下班。

4.  設有雨水收集池，提供廠區花木澆灌使用，廁

所安裝節水器，減少自來水用水量。

5. 飲水機設定夜間與假日關閉等節能設定。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中強光電以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知識、價

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及環境行動經驗等

環境教育目標為主軸施行，規劃辦理環境教育

相關課程，讓同仁參與環保教育場所推動環境

教育，環境教育實施總時數3,183小時，106環
境教育時數達到4.24小時／人，較105年環境教

育時數1.8小時／人，成長135％。

2.  公司e電園建置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提升實施便

利性，讓同仁隨時可以接觸及學習環境教育，

深化同仁對環境保護的知識及態度，106年度南

科廠區完成環境教育影片達86.36％。

106環境教育 環境足跡教育訓練

3.  提倡「綠色消費」主張，以綠色標章或節能

標章物品為優先採購，106年綠色採購金額達

342.32萬元。

4.  使用數位事務機進行文件輸出，公司公文電子

化，降低紙張影印量，影印量減少51.8％，減碳

效益達4.85噸／年。

5.  製作環保新知海報於公司內部推廣，深植同仁

環保觀念，共宣達超過40個與環境保護相關資

訊及活動。

6.  廠區電梯口設置顯示器，宣導環境保護相關內

容，推動環境教育宣導。

7.  「環保集點」活動推廣，鼓勵同仁共同參與環

保集點活動。

循環經濟木棧板回收環保災害預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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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公司簡介

美光的全球布局旨

在為全球和整體產品生

命週期，提供完整的客

戶合作、支援和品質服

務。臺灣對鞏固美光在

DRAM領域的領先地位

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美光在臺據點，包括位

於臺北的銷售與技術支

援辦公室，以及臺中和

桃園兩座最先進的晶圓

製造廠，打造美光的

DRAM卓越製造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卓越

製造中心的目標是透過結合前後段的生產製造、產品

工程和技術研發，實現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技術轉移和

製造產能。

Micron’s global footprint is designed to deliver 
comprehensive customer collaboration, support 
and 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and throughout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aiwa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our position in leading-edge DRAM. 
Micron’s Taiwan sites include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Taipei, along with two state-of-the-art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n Taichung and Taoyuan and a 
back-end facility in Taoyuan, that together comprise 
the company’s DRAM Center of Excellence. The 
center’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nufacturing 
r amp  by  comb in i ng  f r on t -  and  back -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les. 

美光主動捐地增設U-Bike站點

葉仁傑 Yap Lin Kiat 董事長

網　　址：https://tw.micron.com
行 業 別：半導體製造業

員工人數：2,900人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66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2年1月
負 責 人：葉仁傑 Yap Lin Kiat 董事長

聯 絡 人：賴加傅

電　　話：03-327-2988分機8184
傳　　真：03-318-6814
環安信箱：jefflai@micron.com
主要產品：DRAM、記憶體模組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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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宗永 資深經理

團隊成員／陳韋舜 組長、賴加傅 工程師、

 林坤演 工程師、吳修賢 工程師、

 吳怡慧 工程師、葉智誠 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Micron在追求成為記憶體與儲存裝置解決方案

全球領導者的使命之際，致力於在環境與安全方面

達到卓越表現，而此與公司的各種活動息息相關。

Micron設定考慮到環保層面的策略目標，包括減

少與預防污染、團隊成員、廠商與訪客的安全及福

祉、符合各項法規的義務、風險與機會，以及利益

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公司的承諾裡不可或缺的一

個組成部分，便是著重於持續改善環境、健康與安

全(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管理體

系，以提高EHS的績效表現。 
謹遵守法律規定和其他法規遵循責任是Micron最

低的EHS績效標準。希望在恰當時機能夠超越法律法

規遵循要求，展現致力於環境和人員安全的決心。

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的特點來決定活動和產品方

案。將審核帶入製造環境和加入產品的材料，並考

慮材料的用途和使用期限，努力使營運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最小化。對供應鏈的關注也讓公司在規劃和

設計的最初階段，能夠評估如何減少環境和安全被

影響的機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

程規劃

1.  短期：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高標準、環境教育

元年、製程用水回收率>75％、廢棄物再利用

>90％、節約能耗3％。

2.  中期：取得綠建築標章、環境教育認證、持續

提高用水回收率、廢棄物零掩埋、節約能耗

10％。

3.  長期：持續推動綠色廠房、製造與供應鏈、追

求能源與資源最佳使用效率、推動綠色產品。

(二) 設立環保專責（職）單位並實施教育訓練

1.  依法需設置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事業

廢水處理專責單位、毒性化學物質專責人員及

甲級廢棄物處理專責人員。

2.  積極參與環保署及桃園環保局所舉辦之環保專

責人員參與環保研討會。

(三) 污染防治設施符合法令要求

1.  空氣污染防制管理：於製程區產生之廢氣分為

酸性排氣、氨氣排氣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氣，於

機台端抽出後，經由除害裝置設備處理有害性

氣體後，再依特性分別排入酸性廢氣洗滌塔、

鹼性廢氣洗滌塔及廢石濃縮轉輪-蓄熱焚化系

統，均妥善處理後排放。

2.  水污染防治管理：現有製程廢水有氟系廢水、

酸系廢水、氨氮（有機）廢水等3股，其主要污

染物包括COD、SS、氟離子濃度、pH等，分別

以物化處理達放流水標準後，經由放流口並排

入南崁溪，放流水水質皆優於放流水標準，無

異常情事產生。

3.  廢棄物管理：除法規要求項目外，囊括廢棄物

種類與數量清查、分類貯存、廢棄物減量與再

利用規劃，乃至廢棄物處理廠商評鑑、清除現

場評核等機制一應俱全。

4.  防治設備支出：台灣美光對於環境保護著實重

視，不斷提升廠區內環保設備，107年投資總額

達（10億），最大支出為廢棄物委外處理費（7
億）、水污染防治設備包含廢水回收系統（1.5
憶）、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5億）。

(四) 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1.  各項污染防制設施

之操作狀況，除操

作現場備有各式監

測儀器外，各監測

儀器之即時傳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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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結果，回傳監控系統及中控室，由值班人員

24小時不間斷監控，若有異常即可立即因應。

2.  此外，緊急應變小組設有輪班人員執行密集巡

檢，以24小時掌握狀況與即時因應。

(五) 訂定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計畫

1.  因生產製程需求，使用之原物料中含有環保署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包括有氯氣、氟氣、磷

化氫、吡定、二甲基甲醯胺、二氯乙烯及三氟

化硼，目前運作之毒化物皆已取得環保局核發

之登記文件及同意運作文件，廠內各運作場所

皆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進行毒化物標示張

貼，現場皆備有SDS紙本供查核，並設置偵測

警報設備、除害裝置與緊急應變器材。

2.  內部各相關權責單位亦依運作狀況進行每日運

作量紀錄及管理，並依環保法令規定每月10日
前完成運作紀錄季申報作業。

3.  實施應變預防之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

導，整體演練每年至少一次，定期進行災害防

救與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員工提案或客戶意見檢討改善機制

1.  Good Catch系統：為使公司有良好的溝通管道及

檢討改善機制，當發現缺失或潛在危害時，可提

報至Good Catch系統，以利後續追蹤及改善。

2.  董事長餐敘活動：同仁可自行報名參加，在餐

敘中可自由提問或反映任何建議，董事長很樂

意聆聽員工們的想法。

3.  美光全球合規熱線：美光認為良好的判斷通常

能產生正確的行動方案，當員工遇有任何不確

定的情形時，可以透過美光全球格規熱線提出

問題，例如：與工安環保、財務、會計、欺詐

等相關問題。

(二) 管理系統認證

1.  100年通過TOSHMS／CNS 15506台灣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

2. 107年取得IATF 16949認證

3. 107年通過ISO 14001:2015認證

4.  108年進行OHSAS 18001轉版為ISO 45001: 
2018

(三) 推動環境會計制度

96年開始台灣美光採用環境會計制度計算，

相關環境成本支出，其首要目的符合臺灣法令規

定，將公司的環境成本與一般成本予以區分，並進

一步創造環境友善之效益，106年美光投入環境成

本（9.7億），由環境會計統計出107年節能成效達

2％，節廢成效達36％，節水成效達40.7％，皆有顯

著之效益表現。

(四) 發表並定期更新永續發展報告

1.  美光為跨國企業並專注於開發改寫世界使用資

訊方式的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方案時，實現此任

務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對永續經營及支持全球

社區團體的承諾。

2.  透過每年定期發布企業永續報告為企業做定期

全身總體檢，分別在未來展望、關於美光、永

續發展策略及管理、環境、人員、供應鏈、客

戶及產品、社區團

體等領域成立專責

小組，以PDCA模

式定期檢討並審核

各層面的企業社會

責任工作。

(五) 辦理溫室氣體盤查並經第三方查證通過

1.  104年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105年8月5日領取）

2.  105年溫室氣體查核聲明書（106年10月16日領取）

3.  106年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已完成（107年10月領取）

(六) 保護水資源

1.  桃園市成立水環境巡守隊迄今已屆11年，目的

為推展全流域河川整治的目標。自104年起，

美光不遺餘力加入水環境巡守隊，負責巡守區

域上至南崁溪溪源，下至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

1092巷。

2.  107年獲得桃園市水鄭文燦市長表揚與頒獎，肯

定美光積極展現為桃園市環境維護與付出。

(七)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1. 辦公室區域：

(1)  每季保養送風機與更換中效型玻纖紙袋型濾

網，維持良好空氣品質。

(2)  根據長期運轉風車，縮短濾網更換頻率，濾

網壓差達0.1Pa即更換，維持良好空氣品質。

2. 產線作業區域：

(1)  空調系統24小時運轉並監控管理，製程產生之

空氣污染物透過密閉性集氣系統，有效率的收

集到空氣污染物處理系統進行妥善的處理。

2018永續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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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流分布須均勻的無塵室空調，為維持無塵

室潔淨度，除了氣流速度須達到一定之要求

標準外，氣流的流線形狀也依不同的無塵室

等級，加以控制。

(八) 推動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

1.  揮發性有機氣體減量：法規要求揮發性有機氣

體削減量至少85％，而揮發性有機氣體實際處

理效率於106年高達至99％，主要推動方案有兩

個，其一於103年及106年汰換沸石轉輪，以提

高效能；其二於104年新增加1組揮發性有機氣

體處理系統，增加系統操作彈性亦提高系統去

除效率。

2.  全氟碳化物(PFC)氣體排放減量策略，透過全氟

碳化物(PFC)除害設備遴選制度及檢測驗收程

序，購置處理效率達90％以上之最佳可行除害

設備，並全面加裝於製程機台尾端，以有效減

少有害氣體及溫室氣體排放。

(九)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

台灣美光桃園廠區水源來自桃園大圳，平

均日用量為9,000噸／天，由105年、106年單位

產品用水量分別為5.90噸、4.68噸／片，106年
每天用水量減少1.22噸，減量成效達20.7％。

(十) 推動雨水或廢水回收再利用

1.  利用排水分類RO薄膜濃縮水，回收在利用於廁

所馬桶用水、花圃灌溉用水、製程DNS機台洗滌

塔設備等，降低清水用量約節省40,000噸／年。

2.  廢水廠氨氮系統砂濾塔、活性碳塔逆洗水、

MBR系統，採取放流水自行反沖洗，降低清水

使用量，降低清水用量約節省36,000噸／年。

3.  廢水廠各段系統泵浦冷卻水，採取蒸汽冷凝水回

收再使用，降低清水用量約節省7,000噸／年。

4.  廢水廠持續投資廢水再利用，推動酸鹼系統製

程排水回收，預計107年底完工，推估可年回收

26,400噸／年。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舉辦員工環保相關活動

1.  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美光為響應環保活動及

提高同仁的環境意識，特地在107年4月22日世

界地球日前夕辦理系列活動，包含投塑大賽、

環保杯義賣、盆栽義賣活動、環保知識有獎問

答等活動，同仁皆踴躍參與，義賣所得捐獻給

公益團體。

2.  員工年度平均參與環境教育時數達4小時以上：

美光公司為使員工有環境教育的學習機會，自

107年起每季都安排一場講座，每次約1~1.5小
時，不僅能提升同仁環保知識，更能進一步影

響員工的家人及下一代，使環境教育及環保意

識能不斷的擴張且落實在生活中。

(二) 推動員工綠色交通運輸

1.  共計12條交通車路線：板橋樹林線、南崁大園

線、蘆洲線、桃園八德鶯歌線、三重新莊線、

中和線、三峽土城線、中壢線、林口宿舍線、

公館線、新竹縣、及長庚區間車。

2.  設立桃園廠區與臺中廠區間的交通車供同仁使

用。

3. 提供免費的腳踏車停車位供同仁使用。

4.  主動增設U-Bike站點：美光與桃園市政府合作

並主動捐地以供政府增設U-Bike站點，以便利

員工及里民使用公共自行車作為交通工具。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美光於88年成立美光基金會，積極推動公益捐

款、公益活動、社區教育及志工服務，以自身為表

率為社會及環境盡一分責任，也讓全體員工皆能參

與其中。

(四) 參與民間、政府或國際環保活動

新屋永安漁港淨灘活動：美光公司號召了上百

名的員工及眷屬前往永安漁港進行淨灘活動，以落

實環境維護及環保教育之目的。

(五) 購物袋回收櫃：

美光於辦公大樓的每層樓茶水間設置購物袋回

收櫃，讓同仁將乾淨的塑膠袋或紙袋放置於此處，

有需要使用購物袋同仁亦可自行取用，養成同仁環

保互助循環再利用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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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公司簡介

新東陽大園廠於

7 7年落成啟用，占地

12,000坪，員工260位，

主要生產品項為肉類製

品（牛肉乾、豬肉乾、

肉鬆、香腸、罐頭）和

糕餅製品（鳳梨酥、綠

豆糕）。

大園廠自建廠時，

即秉持著重視食安及環

保的理念進行規劃，廠

房設計符合美國農業部

(USDA)及食品優良作業規範標準(FGMP)，更引進

荷蘭NIJHUIS污水處理設備，以落實環保工作。

長期投入生產製程改善、節能、節水、減廢及廢

棄物減量等清潔生產措施：包括生產老舊耗能設備更

新、製程冷卻水回收、蒸汽冷凝水回收、生產機台導

入變頻節能、全廠照明燈具更換成LED燈，空調冰水

系統節能改善、廢棄物分類回收及廠區綠美化等。

近年來公司在面對臺灣食品業的升級與挑戰，

一直以來都有非常明確的執行方向以樂活、健康、

永續、綠能環保的堅持作為產業升級部署的核心精

神。為接軌國際環保潮流與永續發展趨勢，於105年
底啟動綠色工廠標章認證推動專案，經過全體部門1
年多的努力，於107年初通過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

標章認證，成為臺灣第1家榮獲綠色工廠標章認證的

食品業者。

為落實持續改善的精神， 107年5月啟動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作業，同時7月啟動 ISO 
45001與 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作

業，並計畫於明年繼續推動 ISO 14001環境管理

系統的認證，以接軌國際環保趨勢，進而提升綠色

生產力，帶動產業升級朝向「綠色生產」「永續發

展」的目標邁進。

Hsin Tung Yang Da Yuan factory founded in 
1988,and commencing operations the same year, 
occupied land of 40,000 square meters, with 260 

董事長 麥寬成

網　　址：www.hty.com.tw
行 業 別：食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260人
地　　址：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1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8年01月20日
負 責 人：董事長 麥寬成

聯 絡 人：游秀貞

電　　話：03-3866317分機304
傳　　真：03-3866370
環安信箱：870012@mail.hty.com.tw
主要產品：1. 肉醬罐頭

 2. 肉鬆

 3. 香腸

 4. 牛肉乾、豬肉乾

 5. 鳳梨酥、綠豆糕

基本資料



- 65 -

employees, main products are meat products (beef 
jerky, pork jerky, meat floss, sausages, canned 
food), bakery products (pineapple cakes and mung 
bean cakes).

When Da Yuan factory was constructed, 
we adhere to the importance of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ncept in planning, the 
factory design conforms to USDA and Food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FGMP), and imported 
Holland NIJHUIS waste water disposal system,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We invest in long per iod in product ion 
manufacturing improvement, energy saving, water 
saving, waste reduction and other clean production 
measures: including replacement of old production 
facilities, process cooling water recovery, steam 
condensate recovery, production machine to import 
frequency conversion energy saving, the whole 
factory lighting replacement LED lighting, air-
conditioning ice water system improvement, waste 
sorting and recycling, plant greening and so on.

Recently the company is facing the Taiwan 
food industry upgrade and challenges; it has always 
been a very clear implementation to the direction 
to be lohas, health, sustainable, green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core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spirit of deploy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reen 
factory label certification promotion project was 
launched and started in 2016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efforts by all departments, in this year (2018 
)�become�Taiwan's�first�awarded�the�Green�Factory�
mark�certification�of�food�industry.

To implement  the sp i r i t  o f  cont inuous 
improvement, this year (2018) start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work. 
At the same time on July 2018 started ISO 45001 
and TOSHMS Occupational Safet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operation, we 
are planning to continue to promote ISO 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next year.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nd, enhancing green productivity, the 
industry is upgrading and moving toward the goal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鄭理明副總 曹憲民總廠長

團隊成員／

紀坤榮 嚴長興 謝順興 邱清標 林致苑 張國隆

陳金輝 李美芳 李芳瑛 戴麗美 柯木鍼 江佩桓

彭達榮 洪坤源 陳雅仕 高志賢 林煜禮 葉瓊雲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一、環境政策簡介

新東陽積極響應落實節能減碳與生態保育活

動，並持續努力減少對環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已逐步實踐綠色職場環境為目標，透過各項自發性

的行動措施與改善方案，致力於提高能源效率，減

少能源、紙張及水資源的耗用，共同實踐對環境友

善的責任。

二、環境政策內容

【環境保護】

遵守環保法規，致力於綠色生產，加強教育訓

練，提升環保概念執行污染減量，持續推動改善，

珍惜能源資源，循環再造利用，落實廠區環境綠美

化，提供舒服工作環境，減少碳排放。

【職業安全衛生】

恪守安衛法令，著重風險管理，提升安衛績

效，預防職病傷害，強化安衛意識，融入安全文

化，落實持續改善，確保永續經營。

【節約能源】

遵守能源法規，推動自主節能，支持綠能採購，

持續節能減碳，支持能源績效，促進環境永續。

【污染預防】

源頭管理，落實減廢、節能減碳、資源化、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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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潔生產製造，改善成本、減少CO2等溫室氣體

排放，以及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ISO 14064-1)。

【綠色採購】

建立綠色採購機制，供應鏈管理並優先採購綠色

原物料，以促使供應商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為持續推動綠色環保、永續經營，從源頭做

起，致力於綠色生產與節能管理。落實執行綠

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能源、綠色環保等環

境管理方針，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與生態綠化等

環境保護工作。

(二)  106年為新東陽大園廠「綠色工廠」元年，先後

完成了溫室氣體盤查、綠建築、清潔生產及綠

色工廠標章認證。同時配合政府綠能政策，設

置完成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283.2

瓩）。

ISO 14064-1認證

太陽能發電系統 廢水曝氣池

綠建築標章 綠色工廠標章

(三)  基於環保永續和持續改善的精神，今年繼續推

動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及 ISO 45001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明年繼續規劃推動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希望能從管理面上

深化和落實環境保護的工作，另外，依環境政

策、能源政策及溫室氣體政策，訂定大園廠環

境政策、目標、標的及方案管理計畫表，揭示

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努力的目標如下：

      統及 ISO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明年繼續規劃推動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希望能從管理面上深化和落實環境保護的工 

      作，另外，依環境政策、能源政策及溫室氣體政策，訂定大園廠環境政 

      策、目標、標的及方案管理計畫表，揭示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努力的   

      目標如下：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環境保護

綠色永續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落實執行政府法規有關環境保護工作：包括事

業廢棄物的清運處理、水污染防治措施申報、

能源查核申報及容器商品資源回收申報等皆符

合法令規定。訂定緊急應變計畫，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以因應食安、環保、特化物質所引發

的緊急事件。

104年至106年容器商品資源回收明細表

品名

104年 105年 106年
總重量 總重量 總重量

（噸） （噸） （噸）

不可回收 事業廢棄物 217.85 198.69 195.12

可回收

容器商品資源
回收

448.1 459.68 648.36

食品加工污泥 202.66 183.58 182.64
廢鐵罐 12.71 18.33 16.52
廢鐵 17.38 4.37 3.66
廢紙 181.95 188.79 143.68
廚餘 94.93 80.84 66.53
小計 957.73 935.59 1061.39

分類回收再利用

廢紙回收作業
188.79噸／年

廢鐵.廢空罐回收作業
22.7噸／年

餿水回收作業
80.840噸／年

(二)  推動綠色工廠標章認證，致力於改善工廠在營

運過程中對環境的衝擊，包括符合綠建築：生

態、節能、減廢和健康的要求，以及清潔生產

有關的能資源節約、綠色製程、污染物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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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環境友善化設計、綠色管理、社會責任、

創新思維及其他清潔生產作法。綠色工廠總體

成效如下：

環境效益（基期104年）

能資源績效 環境績效

節省
用水

節省
蒸汽

節省
用電

CO2

減量
減少
廢水

減少事業
廢棄物

m3／年 m3／年 度／年 噸／年 m3／年 公斤／年

12,015 2,599 1,142,620 609 12,015 487,820

清潔生產推動成效（基期104年）

方案項目 成效

罐頭殺菌釜冷卻水
回收利用

節能用水：12,015.0m3／年

減少污水：12,015.0m3／年

原空調空間之空調
設備移除增加自然
冷風

節省用電：261,635.00 度／年

CO2減量：140.00噸／年

生產機台導入節能
變頻設備

節省用電：48,600.0 度／年

CO2減量：26噸／年

蒸汽冷凝水回收 節省蒸汽量：2,599.0m3／年

污泥回收再利用 減少事業廢棄物：183,580.0 公斤／年

鍍鋅棧板替換木料
棧板

減少事業廢棄物：11,910.0 公斤／年

廢紙回收處理 減少事業廢棄物：188,790.0 公斤／年

廢鐵罐回收 減少事業廢棄物：18,330.0 公斤／年

廢鐵回收 減少事業廢棄物：4,370 公斤／年

廚餘回收 減少事業廢棄物：80,840 公斤／年

綠建築推動成效（基準年104年）

方案項目 成效

冰水泵增設變頻器
節省用電：210,376.00度／年

CO2減量：111.92噸／年

舊有燈具汰換並使
用高效率燈具

節省用電：622,009.38度／年

CO2減量：330.91噸／年

(三)  配合政府綠能政策，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綠

能發電280,000度／年，CO2減量148,120公斤

CO2／年。

(四)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夏月節電措施，發揮空調儲

冰槽系統功能，移轉尖峰用電度數達876,000度
／年。

 

儲冰槽功能、增設冰（滷）水泵節能變頻器

(五) 綠色採購： 單位：元

項目\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環保標章          

回收再利用紙箱
7,857,337 7,727,339 7,298,952

環保標章          
庶務用紙

104,540 107,750 241,870

合計 7,961,877 7,835,089 7,540,822

(六) 環保支出：

 104年至106年環境成本支出 單位：萬元

年度／項目 環保總額 工安總額 衛生總額 合計

104年 993 114 94 1,201
105年 592 125 36 753
106年 3,233 124 183 3,540

(七) 廠區綠美化：

1.  大園廠廠區目前樹種約有20多種，共有300多棵

樹，每年CO2吸收量2,280公斤CO2／年。

2. 綠化草坪防止起砂，維護環境品質衛生。

3. 工業區綠美化績優單位評選為佳作獎。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一)  大園廠自建廠以來，一直以環保、節能、節

水、減廢的觀念落實在日常工作管理中。近年

來更透過溫室氣體盤查一系列的輔導教育訓

練，強化員工有關生態環境與低碳永續的環保

觀念。在推動綠色工廠的輔導過程，更進一步

落實員工在日常工作中，有關清潔生產、綠色

製程的知識和作法。

(二)  透過舉辦新東陽供應商永續經營論壇會，宣導

國際永續趨勢及國內

綠色工廠標章制度推

動現況，鼓勵與共同

推動綠色環保、環境

永續的工作。

(三)  獲經濟部工業局肯定「107年綠色工廠參訪活

動」在大園廠舉辦與全國各廠商代表分享工廠

推動清潔生產與綠建築經驗及技術交流。

(四)  在推動節能減碳方面，獲得107年經濟部節能標

竿獎銀獎，評審委員提供很多在節能減碳方面

的寶貴知識和經驗。

(五)  最近更積極規劃和推動 ISO50001、ISO45001
及ISO14001 的輔導認證作業，希望能在管理面

上更全面推動環保、節能與安全的工作。 

供應商永續經營論壇會



2018 ROC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第 一 組

第 屆27

- 68 -

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公司簡介

格蘭富集團於1945
年創立於丹麥，每年生

產約1,700萬台泵浦，

為全球最大的泵浦生產

者和給水系統的領導

廠商，一直以來致力於

研發能增進人類生活品

質及保護地球環境的技

術，為全球永續發展貢

獻心力。法人註冊於瑞

士之臺灣分公司於1989
年在苗栗銅鑼工業區成

立，為格蘭富集團全球12個生產工廠之一，主要生產

水泵浦、馬達及相關零組件，供應工具機、建築及水

處理行業使用。年產量近50萬台，約兩成內銷，其他

外銷日、韓、中國大陸及亞太地區，並遠及印度及澳

洲。長久以來秉持集團「永續發展」之價值觀默默耕

耘，致力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尤其在第6點水資

源及第13點氣候，深根臺灣，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努

力打造「永續環境」。

Grundfos Group was founded in Denmark 
1945.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more than 17 
million units positions the Grundfos Group 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ump manufacturers 
and a trendsetter in water solution. Grundfos 
continuously contributes to global sustainability 
by pioneering technologies that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and care for the planet. In 1989, 
Grundfos Handels AG Taiwan branch (Grundfos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Tongluo Industrial 
Park of Miaoli County and is one of 12 Grundfos 
production companies worldwide to manufacture 
pumps, motors and components to supply business 
in machine tools, building services and waste water 
treatments. Registered in Switzerland, Grundfos 
Taiwan produces around 500,000 pumps per year, 
20% of them sold to the domestic market with the 
rest being exported to Japan, Korea, China, India, 
Australia and ASEAN. Grundfos strives to make 

邊士杰 總經理

網　　址：www.grundfos.com
行 業 別：金屬製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280人
地　　址：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民有路14號
設立時間：西元（以下同）1989年
負 責 人：邊士杰 總經理

聯 絡 人：蔡嘉韻

電　　話：037-206620
傳　　真：037-985413
環安信箱：clairetsai@grundfos.com
主要產品：泵浦、馬達及相關零組件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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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n all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especially to SDG 
6 on Water and SDG 13 on Climate. Grundfos 
commits to be deeply rooted in Taiwan and has 
long been hold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value 
of “sustainability” and truly lived out th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a better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邊士杰 總經理

團隊成員／

蔡嘉韻、羅順琪、張志萍、陳慶業、傅學志、

謝宜芳、徐珍玉、吳世暐、盧靜靜、胡雅莉

環保政策及理念

格蘭富集團為哥本哈根氣候理事會會員，亦是

丹麥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遵循聯合國17個永

續發展目標，以「環保永續」為公司6大核心價值觀

之首，推動促使聯合國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氣

候變遷高峰會，並向社會公開承諾，儘管預期營運

量會增加，但CO2排放量絕不超過2008年的水準，

同時，自來水用水量在2025年前要比2008年的用水

量減半。以2008年為基準，至2017年為止，臺灣分

公司營收增加39％，但CO2排放量降低18％，同時

用水量也已經降低51％，作為一個水處理的領導品

牌，致力於極小化的環境足跡，降低對環境負面衝

擊之風險，以達成「綠色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為有效貫徹此價值觀及企業責任策略，承諾建

置符合法令要求，兼顧環境保護與職業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並持續改善，長期關注各項環保議題。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依據公司營運製程、衍生污染物種類及排放

量（空、水、廢、毒）、污染防治及能資源節用措

施、目標與期程規劃、投入成本及環境效益等，就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環境保護工作推行」及

「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3大評選面向做簡要說

明，積極朝向零廢棄、零污染目標。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瑞士商格蘭富股份公司台灣分公司為國際專

業泵浦製造企業集團成員之一，「節能環保

永續發展」為公司6大核心價值觀之首，歷年

來也持續堅持在此領域作出貢獻。為有效率

的貫徹公司在「節能環保永續發展」及企業

責任策略，因此成立環境安全衛生管理團隊

及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來推動及落實公司所

訂定之短、中、長程之環境保護規劃。

(二)  公司長久以來持續推行改善提案活動，鼓勵

員工針對各部門可以改善的部分提出建議，

2017年總提案件數共2,113件，其中針對環境

部分有66件。員工改善提案獎勵機制是在每

年舉辦尾牙時頒發獎品或獎金，分年度改善

成效最優及最多件數獎，此目的是希望提升

員工提出改善提案的習慣，提高員工提案的

動機。

(三)  依循ISO 9001、ISO 14001、OHSAS 18001
的標準，作系統性的驗證及管理。

(四)  格蘭富集團每年都會發布環保永續年報，指

出在企業環保永續及企業責任方面的表現，

並且提交給聯合國，公開在實踐聯合國全球

盟約的10項原則，以及支持聯合國在永續發

展目標的工作進度。

(五)  格蘭富公司與供應商建立互信關係時，永續

發展及企業責任是關鍵的一環。格蘭富公司

通常只會與最重視品質、環境、道德、責任

及供應穩定的供應商合作。格蘭富公司相信

自己的責任不只涵蓋獲得的產品及組件，也

涵蓋販售這些產品及組件的人們與社會。所

以公司定期針對主要供應商或新供應商進行

環安衛之稽核，以瞭解供應商對環境及生態

之作為及環境之保護的實施狀況，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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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供應商進行監督確認該供應商有無違法使

用歐盟ROHS & REACH所禁用之化學品於公

司產品上來確保供應商均遵循供應商行為規

範、聯合國全球盟約以及國際規範。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格蘭富深信在營運發展成功的同時，也能為社

會貢獻更大的心力，依循集團政策，並經過集團能

源及水節約專案團隊評估，預計於2025年前能達成

能源與水消耗皆節省45％的目標，相關環境保護規

劃如下所述：

(一) 水資源管理:
1.  水資源管理的目標為於2025年前，自來水用水

量目標為少於2008年消耗量的一半。

2.  2015年耗資320萬元，設置290噸雨水收集池收

集雨水後，夏季噴灑於屋頂降溫。2018年規畫

利用格蘭富的水處理系統，將雨水過濾後回到

製程及冷卻系統使用，總投資費用約新臺幣110
萬元，預估投資回收年限為46年，每年預估節

省1,860m3自來水用量，占總用水量20％。

3.  廢水回收再利用專案，第一階段將廢水回收使

用於沖廁、澆灌用水，自2015年起開始使用至

2017年止已節約用水量在6,600m3。原沖洗污

泥機壓濾布所使用自來水沖洗，改用廢水回收

水沖洗，1年可節省自來水用量15.6m3。2017
年廢水回收再利用量提升27％。

(二) 能源管理:
1.  能源管理的目標為於2025年前，二氧化碳排放

量不超過2008年的標準。

2.  每年進行全廠區檢查空壓管路及製程管路洩漏

調查改善，約節省耗能34,054kWh／年，約新

臺幣10萬元。

3.  重新規劃夜間路燈照明位置達到最佳照明效

果，並採用LED燈以取代較耗能之水銀燈，節

約能源36,558kWh，降低CO2排放量約20噸。

廠區內T5照明設施，改用LED照明燈，預估降

低能源消耗35MWh／年。

4.  空壓機壓力調降專案，壓力由原來的6.8bar調降

至6.0bar，減少空壓機耗能，總計節省電能消

耗172,820Wh／年，並減少CO2排放量109噸／

年。2017年製程用空壓機更換為高效能變頻式

空壓機，投資費用新臺幣在2,300,000元，年節

省能源在144,000kWh，降低CO2約75噸。

5.  規畫建置中央機台冷卻系統，及中央油氣回收

系統，以取代單機作業造成的耗能，預估中央

機台冷卻系統每年節省328MWh，中央油氣回

收系統每年節省432MWh。
6.  格蘭富集團成立專案，推動所有生產公司將現

有之耗能馬達與泵浦全部汰換成格蘭富公司所

生產之高效率馬達與節能泵浦，並在集團內部

網站上管理監控執行成效。臺灣分公司已汰換

78顆馬達及泵浦，汰換後估計每年可以減少

電能消耗189,064kWh，並減少CO2排放量100
噸。

(三) 製程減廢及廢棄物管理

1.  產品所使用之原物料皆採可回收循環再利用之

材料。透過設計變更，減少原料之使用並避免

浪費，光1鑄件材料設計變更，就可以減少材料

24％的浪費，節省材料48,526公斤。

2.  提倡廢棄物減量，如透過切削液回收再利用，

不僅可降資水資源及原液的使用量，且可降低

成本及減少對環境人體的傷害。

3.  事業廢棄物、空氣污染物排放、廢水排放等處

置皆符合法規要求，以更高規格處理，並不斷

尋求廢棄物再利用的可能性。

4.  提倡循環經濟的理念，鼓勵員工提出增加回收

再利用的想法。

(四) 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物管理

1.  全廠禁菸，設置一吸菸亭供訪客及未戒菸之員

工使用，並舉辦戒菸班。

2.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每半年委託合法

環境檢測機構，做作業環境檢測（包含辦公區

域）。

3.  公司有電著塗裝製程會產生空氣污染物，如粒

狀污染物、總碳氫化合物，另燃氣鍋爐及烤箱

設備會產生之總氮氧化物，皆依法規管理，每5
年排放許可證展延時將全數排放管道委外實施

檢測。

(五) 使用再生能源

1.  秉持提高再生能源使用量，與一般企業將太陽

能發電回賣台電不同，公司設有太陽能發電系

統，將所產出之電能供應於辦公大樓燈照明所

使用，同時也提供電動腳踏車充電之電源，公

司內有3台電動腳踏車提供給員工在附近外出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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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使用。

2.  因此理念，雖目前設置範圍小，但仍受苗栗縣

政府選為推廣再生能源計畫示範點。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內容 

格蘭富集團是聯合國17個永續發展目標(UN 
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追隨者與倡導者，

臺灣分公司也秉持集團的精神，希望能將此信念推

廣出去。

1.  集團環安衛最高主管Karen Toborg應苗栗縣環

保局之邀請，特安排於2017年9月28日來臺分

享，強烈的相信營運成長與資源消耗可以脫

鉤，與會人員約100人，臺灣分公司邊士杰總經

理也針對臺灣分公司的實行成果做分享。

2.  格蘭富公司為歐洲在臺商務協會(ECCT)成員，

同時參加低碳倡議行動委員會 (Low Carbon 
Initiative, LCI)，針對各種產業，介紹歐洲最佳

的低碳方案與規範、提升各界對於永續發展的

認知，同時鼓勵各界採用低碳方案，協助臺灣

減少碳排放量。公司主管積極參與LCI舉辦之

各種專題討論會、研討會及大型論壇並擔任主

講員，其目的在於分享資訊、促進交流，以及

提倡並實施最佳的實務規範，以便造就低碳社

會，藉此分享格蘭富集團相關之環保活動。

3.  格蘭富總公司舉辦活泉計畫(Water2Life)活動，

目的在協助落後國家較難取得乾淨水源之地

區，改善居民之飲用水環境，格蘭富藉由舉辦

活泉計畫，使全球員工有參與感，活動期間由

員工自行捐款參與或支持，臺灣分公司也在此

活動中陸續捐款贊助，總公司運用內部捐助

款，安裝太陽能動力抽水設施，能使居民有乾

淨之水源可使用，降低居民生病或傳染病之危

害，活動並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聯繫及協助。

4.  公司於季會中宣導節能減碳之概念，並提倡辦公

室室溫在26℃以上時再開冷氣之習慣，中午休

息時段隨手關冷氣及電燈，讓每位員工養成節

能減碳之觀念，並將冷氣控制器設定在26℃。

5.  辦公室大廳設有文宣海報宣導及每月耗能／資

源之資訊看板，提供員工及訪客瞭解公司的環

保政策及績效。格蘭富集團每季發行格蘭富季

刊(G-Magazine)，每年發行年刊(Journal)，
廣泛報導綠色環保相關主題，內容包含教育訓

練、專案執行、成果分享及業界交流等，提供

員工全球集團豐富的資訊交流。

6.  與環保局、相關機構或銷售公司合作，安排外

部訪客參訪或舉辦活動宣導節能減碳的觀念與

作為，不僅如此，也積極餐與外部相關活動，

並擔任歐洲在臺商務協會低碳倡議的理事。積

極認養海灘、空氣品質淨化區及路樹，並鼓勵

員工多參與淨山、淨灘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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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環保署辦理規劃設

計及發包建造，由中華

顧問工程司監督並由中

興電工／丹麥商福隆公

司聯合承攬施工，於民

國87年興建完成並於88

年完成試車後，環保署

隨即將產權移交予臺南

市政府，並於88年8月

公開評選，委由信鼎公

司操作營運管理。

除處理一般廢棄物外，並且有效利用每日燃燒

之垃圾產生之熱能，以汽電共生方式發電，達到資

源回收利用之目標：垃圾經減容之後，除大幅延長

掩埋場之使用年限，其垃圾焚化後之底渣均百分百

回收再利用，達到資源回收與再利用之目標。

為公有民營之都市垃圾焚化廠，一貫秉持品質

第一、注重環境保護及污染預防的經營理念，並致

力於品質、環保、工安、衛生之持續改善，以便確

保焚化品質、保障員工之健康、安全及良好工作環

境，進而樹立優良品質與環保尖兵的典範。

代操作廠商信鼎公司成立於民國83年5月，為

崑鼎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產業專長包

含：環保與機電設施營運維護、焚化發電廠特許經

營、廢棄物管理、資源回收及太陽光電等領域，為

大中華區、東南亞、印度及美國的公部門及私人企

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The EPA and City Government had built the 
high-end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which started 
its commercial operation in 1999. The plant is 
equipped with modern facilities and a steam-
electricity cogener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recycling resources, which can accordingly 
solve various problems caused by garbage and 
simultaneously avoid secondly pollution.

林健三 局長

網　　址：http://www.tnrip.ecove.com/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53人
地　　址： 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三段1105巷

121弄15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8年8月
負 責 人：林健三 局長

聯 絡 人：陳莉莉

電　　話：06-2574340分機635
傳　　真：06-2574411
環安信箱：lilychen@ecove.com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服務及熱能回收發電

基本資料

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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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ECOVE) was awarded as the operator of the plant 
since 1999. Due to ECOVE 's prudent operation 
and Tainan City Government's strict supervision, 
the plant treats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metric 
tons of municipal and industrial waste per year.

In brief, the plant is under stable operation, 
and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anagement 
of solid waste problem of Tainan City.

E C O V E ,  a n  a f f i l i a t e  o f  C T C I ,  i s  a 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vider specializing in 
Energy-from-Waste (EfW), waste management, 
wastewater recycling, solar power and PET 
recycling. Founded in the midst of Taiwan’s waste 
crisis in 1994, we quickly became a leader in 
effective waste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With our main focus on recovering more value from 
otherwise wasted resources, we hav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efficiency across our EfW, solar power, 
and recycling plants.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in Taiwan, Macau, mainland China, Southeast 
Asi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rusted 
ECOVE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consulting, and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黃聰年 廠長

團隊成員／操作組尤俊傑組長及組員

 維修組陳欽展組長及組員

 行政組陳莉莉組長及組員

 安衛組翁瑞彥組長及組員

環保政策及理念

城西焚化廠透過操作及維護保養標準化以提升

各項作業品質，並藉由電子化管理系統以達到良好

管理績效，透過專業教育訓練提升同仁之作業能力

與工作安全，使各項營運指標均獲良好之績效，完

全妥善處理交付之垃圾，發揮焚化廠設施之功能並

創造效益。

環保政策推動及理念如下：

1.  提供優質服務達顧客滿意：提高顧客滿意為目

標、確保顧客要求已予決定並予以滿足；以掌

握操作營運品質及提供完善之服務並維持與顧

客間良好之互動關係。

2.  履行合約及法令規範要求：所有業務及作業規

劃及執行，均應落實各項法規、顧客合約及公

司準則規範等相關要求。

3.  規劃及落實執行風險管理：應用風險導向思維

進行各項作業規劃，並於日常業務落實風險管

理作為，以掌握處理風險和機會的行動，進而

建立提升品質管理系統有效性的基礎。

4.  提升員工專業能力及認知：訂定完善的培育制

度，透過員工專業能力評鑑，規劃及提供必要

之訓練，以確保所有員工之認知及專業能力可

勝任作業執行。

5.  強化暨持續改善管理系統：強化監督與量測機

制，持續改善與創新品質管理各項活動，期能

106年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展延通過證書

106年產品碳足跡
標籤證書

CNS15506臺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認證

ISO9001 2015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14001 2015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OHSAS18001 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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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品質、環境、安全及衛生等相關管理制度

的適用性、適切性及有效性，進而精進創新優

化品質管理系統。

6.  保護環境與永續發展：提供符合環保要求的專業

服務，推動節能減碳、污染預防及資源循環，

協同利害關係者促進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

7.  推動全員參與及訓練：鼓勵參與品質、環境訓

練，加強品質、環境的認知與能力，提供協力商

及員工品質、環境諮詢，暢通溝通與回饋管道。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信鼎公司代操作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持續

妥善垃圾處理及降低污染物排放，發揮最大之處理

效率，19年來締造出無數佳績，接廠迄今未被開立

任何環保罰單、操作技術良好，除大型垃圾焚化廠

評鑑獲獎外、第十七屆企業環保獎、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金擘獎及節約能源獎「績優獎」、並於101年獲

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肯定。

第11屆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金擘獎民間
經營團隊獎優等獎

第十七屆企業環保獎節約能源績優優等獎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在環保局及顧問公司嚴格督導之下，通過各項國

際標準，包括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驗證、OHSAS18001：
2007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CNS15506：
2011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及碳足跡標籤

認證，顯見落實環保的決心與環保績效。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如下：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包含營運場所整體污染防

治措施規劃情形，營運場所內外周界環境污染監測

規劃情形、污染總量管制規劃、因應未來環保標準

所配合之規劃與改善措施、環境管理系統建置等作

為，設備包含：

1.  空氣污染措施：主要在去除焚化垃圾過程中所

產生的酸性氣體、懸浮微粒、重金屬、有機污

染物（如戴奧辛）等，設置半乾式洗煙塔、消

石灰及活性碳噴注系統、袋濾式集塵器程序，

以確保排放氣體合法規需求。

2.  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廢水、地表逕流水及洗

車等廢水，經廢水處理廠處理後於廠內循環使

用，垃圾滲出水，經收集過濾後集中噴入爐內

高溫焚化處理，以達廢水零排放。

3.  臭味防制措施：垃圾貯坑採密閉負壓設計，將

空氣吸入焚化爐內燃燒，使臭味不致外洩，控

制焚化爐內溫度維持在850℃至1050℃，以利

消除垃圾所產生之臭味，並設置垃圾車清洗設

備，避免污水及臭味帶出廠區外，造成周界環

境之污染。

4.  噪音管制：定期執行廠區周界噪音監測，以監

控噪音情形。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節省資源、資源回收再利用、減碳措施及採購

綠色產品之具體作法與績效：為落實節減碳、提升

能源使用率，積極進行設備改善。污染防制方面，

訂定最佳穩定化操作參數，進行能資源的節用。

1.  廢棄物分類、減量：精進操作控制，減少底渣

及飛灰產量，於廢棄物進廠前實施垃圾檢查促

使業者落分類，不合格部分予以記點進行教育

訓練。

2.  資源回收再利用：配合底渣再利用政策，將底

渣作為道路鋪面之級配及地磚，真正達到垃圾

零廢棄，更可達資源永續使用目的。落實垃圾

分類回收，推動廚餘、資源及影印紙等回收再

利用，賦予廢棄物新生命。

3.  節能減碳：進行各項照明設施節能改善措施，

包括廠區日光燈組原T8改T5型燈具、垃圾貯坑

照明汰換為LED燈具等，共計節省電力65,174
度／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41噸CO2e／
年。

國小學童參訪 臺南市南化瑞峰國小 
環境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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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採購綠色產品：優先選用環保標章影印

紙、能源之星標章烘衣機、節能、環保標章變

頻分離式冷氣、FSC森林認證可麗舒小捲筒衛

生紙、能源之星標章LED液晶電視、能源之星

標章點陣式印表機等作為，並對同仁及訪民眾

進行相關宣導。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城西廠推動環保觀念及辦公室做環保之具體作

法：

1.  認養臺南安平區觀夕平台海岸一帶約500公尺海

岸，以實際行動清理海岸垃圾。

2.  朝會時間宣導各項環保觀念及工安衛等小提

醒。

3.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包括捐增2手衣、關懷無限教

育用行動走入特偏鄉小學，由原來的被動化為

主動將環境教育的觸角往偏鄉小學及弱勢團體

進行，主動出擊走入校園，期盼能培養孩子良

好的學習樂趣外，也能將資源循環的概念向下

扎根。

4. 參與民間、政府環保活動。

5.  與臺南大學-雲嘉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辦理

「相偕‧月光海岸與陸蟹有約」系列活動，107
年持續與臺南大學張源謀教授進行域週邊生態研

究與搜集，得以生態共存，保護物種，增加

6.  所擁有的在地資產，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並

支持環境教育的永續經營。

7.  行政環保化：會議無紙化、工作聯繫網路化。

8.  紙張利用多元化：紙張雙面影印、包裝紙箱及

舊信封再利用。

9.  掛設節能宣導品：加強宣導以提升節能觀念及

知能。

10.  環保觀念推廣：辦理各類環保研習營、製發環

保宣導品等。 
11.  產學合作：以產學合作方式，推行環保觀念，

配合成大與嘉藥等學術單位，辦理環保專責人

員訓練班現場教學。

12.  擴大推動環教領域：雲嘉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

心簽署夥伴合作意願書、加入臺南市環境教育

幸福聯盟、與臺南大學生態系辦理域週邊生態

研究與搜集。

13.  101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並於106年
申請展延通過101年迄今共辦理315梯次、環教

活動參與人數達10,382人次。

世界環境日活動 兒童之家環境教育宣導

員工及眷屬生態之旅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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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設立日期：81年1月16日
開業日期：81年2月21日

8 1年，創辦人黃

永仁先生結合一群志同

道合的專業團隊，懷著

「經營一家最好銀行」

的使命感，以玉山為

名，致力要讓玉山成為

「綜合績效最好，也最

被尊敬的企業」，為一

家由專業經理人領航的

「銀行家的銀行」。

玉山從自我要求出發，創立以來秉持「誠信正

直，清新專業」的經營方式與品牌形象，深耕玉山永

續發展的3大基礎工程「建立制度、培育人才、發展

資訊」，積極投入科技創新、提供專業貼心的顧客服

務，以「金融業的模範生，服務業的標竿」為目標

不斷努力，實踐對員工、顧客、股東以及臺灣這片

土地的深刻承諾。103年至106年連續4年入選DJSI
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再創臺灣金融業的紀錄。

玉山致力於深耕臺灣、布局亞洲、接軌國際，

打造亞洲首選金融平臺。國內分行通路為138家，

透過虛實整合、數位領航思維與槓桿金融科技，提

供顧客完整金融解決方案；海外布局方面，目前在

9國家地區設有25個海外營業據點，連結亞太金融

中心、兩岸3地及東協經濟體，涵蓋中國、香港、日

本、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緬甸、澳洲及美國，

建構亞洲金融服務網絡，提供優質在地服務，滿足

顧客跨境金融需求。

Date of Establishment: January 16, 1992 
Date of Opening: February 21, 1992

E.SUN Bank was founded on January 16th 
1992 and commenced its business on

February 21st 1992.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founder and the incumbent Chairman of E.SU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Mr. Yong Ren Huang, a 
team�of�financial�elite�had�a�shared�vision–�to�build�
the best bank in Taiwan. In the name of Yushan 

mountain,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曾國烈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esun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保險業

員工人數：8,442人
地　　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15、

1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1月16日
負 責 人：曾國烈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逸傑

電　　話：02-21751313分機8169
傳　　真：02-27199313
環保信箱： daniel-17923@email.esunbank.

com.tw
主要產品：金融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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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UN orchestrated by professional bankers and 
managers, they are committed to render it the most 
respected bank with excellent overall performance.

E.SUN is a highly self-disciplined company, 
who has upheld a long-term business philosophy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as well as fresh and 
professional brand image since the beginning. 
“Building system, cultivating talent, and developing 
IT” are the three main infrastructure forE.SUN’s 
lasting mission. Striving towards to the goal as role 
model�and�benchmark�for�both�financial�and�service�
industries, E.SUN actively takes part in encouraging 
techno log ica l  deve lopment  and prov id ing 
professional�and�thoughtful�service,�in�order�to�fulfill�
its deeply-rooted promise to employees, customers, 
shareholders and the land of Taiwan. From 2014 
to 2017, E.SUN had been selected into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Emerging Market Index (DJSI) for the 
4 consecutive years, setting a historical record in 
the�Taiwanese�financial�industry.

E.SUN aims to establish first choice financial 
platform in Asia, by continuously cultivating 
Taiwanese market, expanding business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establishing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arket. Domestically, E.SUN 
has 138 branches to provide customer the most 
complete financial solution thru Omni- Channel 
strategy, digital innovation and FinTech application. 
When it comes to expanding abroad, the Bank 
has 25 operational sites in 9 countries and areas, 
connecting Asia-Pacific financial center,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ASEAN 
together. Its business has covered China, Hong 
Kong, Japan, Singapore,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ntend�to�establish�Asia’s�financial�service�network,�
to deliver prominent localized service and to meet 
customers’�need�for�cross-border�financial�activiti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蔡政達 品牌長

團隊成員／

管理事務處：

 宋念謙 經理、林宇見 經理、李冠璋 科長、 
劉佳蕙 科長、林芳如 科長、曾志弘 副科長、 
張嘉琪、周軒平、鄔孟衛、呂冠樺、李孟桓、

顏廷安、李逸傑

 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

 劉宏榮 經理、傅世年 科長、周裕家 副科長、 
連智凱

風險管理處：邱果旻 科長、吳昀澔

會計處：游琬萱 科長

人力資源處：黃奕翔 副科長

數位金融事業處：吳敏綺 副科長

法人金融事業處：黃啟軒

環保政策及理念

「綠色金融、愛護地球、環境永續」

玉山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增進人類生活的幸

福，因此除了專注於企業本

業的經營，還要關心社會發展、落實環境保護、

投入社會公益及發揚人文藝術，惟有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的企業，才能夠永續經營，邁向基業長青。

玉山從自身做起，期望與大家共創優質的生

活環境，自96年頒布並力行「玉山環保節能白皮書

「E.SUN Green Policy」以來，玉山用心投入環境保

護，主要內容包括環保節能政策、推廣環境教育、建

立環保節能文化及執行環保節能措施。玉山於營運中

所使用辦公設備、電腦設備、紙、水、電等能資源，

以及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廢棄物、一般垃圾之處理均

符合法規。承諾：

1.  致力於節能減碳，提升能資源管理效益，降低

環境衝擊。

2. 落實綠色採購，做好供應鏈管理。

3.  公司經營及各項活動符合法規要求，以環境永

續為優先考量。

玉山將實踐上述承諾，

發揮企業與個人的影響力，

期望以企業之力，拋磚引

玉，號召同仁、顧客、合作

夥伴及社會大眾共同成為世

界一等的公民。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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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1. 環保專責單位

玉山成立環境永續小組，由管理處為總

負責單位，在環保及節能上建立具體目標與作

法，積極推動、共營永續生活的環境，並負責

玉山環保節能白皮書之編纂與修訂，並與玉山

志工基金會合作共同落實環保節能相關政策。

2. 取得綠建築標章

玉山於103年起改善營業單為日常節能、二

氧化碳排放量、水資源、污水及垃圾等方向，

陸續強化本行自建行舍之綠建築化，實踐深愛

地球的決心，並接連取得內政部綠建築標章之

認證。

3. 環境管理推動成效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ISO-14064（處） 137 139 185
ISO-14046（處） 1 1 137
ISO-50001（處） 4 6 140
ISO-14001（處） 4 6 140
綠建築標章（棟） 1 4 7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本行於102年即派員受訓取得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證照，並完成全臺共計21間
分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及自主巡查檢

驗，計畫於108年完成30間分行自主管理認證。

2. 用水減量

全行使用節水標章之節水器具，定期檢查

儲水及用水設備，並於希望園區設置雨水回收

系統，將回收之雨水用於空調冷卻水塔及景觀

澆灌用途，更透過對全行宣導正確用水觀念，

讓同仁落實節約用水。

3. 照明節能

採用高功率燈具及

省電燈管，將現有省電

燈具汰換為更省電、更

環保的T5及LED燈具，

減少熱源以降低電力使

用。106年起將行舍招牌燈、電視牆及外牆燈光

開啟時間，調整為不分季節且時數較少的節能

模式。

4. 空調節能

空調主機設定調整，除夏季用電時間外其

冰水溫度調高1度，並將室內溫度調整為26℃至

28℃，配合節能宣導，調整空調每日8:00前與

18:30後設定為送風狀態，減少冷氣使用，並適度

使用吊掛式電風扇，增進空氣對流及冷房效率。

5. 使用再生能源

106年於4間分行屋頂裝設太陽能板，總裝

置容量18.6瓩，每年預計可減少15,978公斤的碳

排放量。107年將持續推

廣，於9間分行裝設太陽

能發電設備，預估將生產

電力108,770度／年。

6. 國際碳揭露計畫

102年起透過國際法人投資機構發起的「碳

揭露調查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主動向國際說明玉山在因應氣候變遷

的相關訊息，並成為CDP的簽署支持企業，於

105年起更主動回覆CDP之水足跡調查問卷。

7.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玉山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

策，位於總部大樓、登峰園區以及希望園區的3
座大型員工餐廳，在2個月內淘汰了1萬個免洗

餐盒及美耐皿餐具，此舉估計減少約60萬個紙

容器，減量1萬6,320公斤，減少的紙餐盒高度

疊起來約為5.3座玉山的高度。

8. 綠色採購

玉山銀行將持續優先採用具環保、節能、

省水及綠建材標章之產品，106年度本行綠色採

購金額相較前1年度成長50.7％；參與政府推動

之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計畫至今，每年平

均採購金額達5,500萬元。

9. 綠能產業貸款與投資

對致力於降低耗能、減少污染，或引進

環保設施等前景良好之企業，給予適當融資協

助，包括設立「陽光屋頂融資專案」、「綠能

與產業設備輸出貸款專案」等，並響應政府政

策辦理「機器設備升級貸款」，針對顧客購置

利用潔淨能源設備、購置污染防治設備、購置

玉山安南分行建置太陽能板

玉山民生分行關招牌燈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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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等，提供該類型顧客利率優惠。

10. 環境保護工作推行成效

項目 105年 106年 績效

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認證標章

（間）
11 21 增加91％

人均用水量
（噸／人）

20.29 20.12 減少0.8％

廢水回收量
（噸）

- 7,702 增加
7,702噸

人均用電量
（度／人）

4704 4643 減少1.3％

再生能源發電量
（度／年）

- 25,084 增加
25,084度

電子交易（筆） 10,944,116 14,301,483 增加30.7％
電子帳單（人） 57萬 72萬 增加26.3％
電子公文（張） 219,332 315,241 增加43.7％

廢棄物量
（公斤／人）

94.37 92.84 減少1.6％

赤道原則通過案
件數（件）

2 3 增加50％

綠色採購金額
（元）

49,377,812 74,411,750 增加50.7％

綠色授信

率先發行臺灣首批綠色債券，金額
6,000萬美元，為國內第1家完成定價、
發行規模最大的銀行。截至106年底，
共運用5,137萬美元，支持4個再生能源
專案，合計年發電量3,490百萬度。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提升同仁環境保護意識

每月13日由各單位環保志工宣導與教育

同仁各項環保新知，並於e-Learning平臺定

期公布環保節能教材。此外，當日亦為清潔

日，員工合力清潔辦公環境，以落實垃圾減量

（Reduce）、再生利用（Recycle）、重複使

用（Reuse）、替代使用（Replace）的4R。

2. 向同仁推廣低碳飲食

每週一訂為「玉山蔬食日」，鼓勵同仁多

吃蔬食，亦可減少畜牧業產生排放二氧化碳。

玉山金融大樓、登峰園區及希望園區每週3,174
人次響應，約可減少碳排放2.4噸CO2e。

3. 資源流通愛心義賣

連續6年由玉山金融大樓及登峰園區主管同

仁們主動發起「資源流通愛心義賣」活動，將2
手及全新物品作為實品展示義賣及現場競標之

商品，將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義賣所得全數

捐助「關懷學童專案」，將實際幫助超過4,500
位國小學童一學期的關懷費用。

4.「萬人騎步走、台灣亮起來」

106年是玉山銀行成立25周年，特別於3月
舉辦「萬人騎步走、台灣亮起來」及「玉山單

車環島．千里傳愛」活動，讓全臺玉山志工走

出戶外，以健走及單車環島的方式，實踐節能

減碳、共同呵護臺灣這片美好土地。

5.「美麗台灣smile玉山」環保清掃

連續3年自行舉辦「美麗台灣smile玉山」

環保清掃活動，號召玉山金控、玉山銀行及玉

山證券共計有208個單位、近4,000位同仁參

加，每位玉山志

工從自身做起，

在營業據點周圍

社區、街道進行

打掃。

6. 環保淨山．淨灘

106年10月至11月間，2,458位玉山人與眷

屬在全國各地分區參與「環保淨山．淨灘」活

動，隨各地區氣候環境的不同而因地制宜，由

16個聯隊規劃活動方式及進行路線，此外，地

形上缺少山地的外島澎湖地區營業單位，也於

澎湖隘門沙灘，舉辦淨灘來響應活動。

7. 鼓勵顧客實踐綠色低碳生活

玉山悠遊聯名卡巿占率全國第一，為響應

節能減碳，改善空氣污染，與6個縣巿政府及捷

安特持續推動「玉山Ubike微笑123」騎乘優惠

活動，租借據點達988站，鼓勵顧客與民眾以腳

踏車做為短程交通工具。

8. 推廣蝴蝶保育

連續5年與陽明山國家公園共同推廣「陽

明山蝴蝶季」，進行國家公園蝴蝶棲地保育與

環境教育，並特地邀請玉山黃金種子計畫學校

的新北市萬里國小參與生態導覽，以及臺北市

私立伯大尼兒少家園師生參與今年特別推出的

「有愛無礙生態導覽」活動。

9. 認養玉山國家公園步道

連續8年投入玉山國家公園步道認養，維護

玉山園區步道設施、環境清潔，參與宣導生態

保育與環境保護教育，同時也鼓勵玉山人實際

參與，共同為環境保護盡一分心力。

玉山金融大樓 環保清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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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創立於民國55年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

司，發展沿革歷經3大階段，從早期前身為證券投資

公司到信託投資公司，81年改制為商業銀行。

在「正派經營」、「親切服務」的經營理念

下，領先金融同業。107年在臺灣共有152家分行，

111處海外分支機構，至107年6月30日合併資產規模

達新臺幣3.85兆元，高居臺灣所有民營銀行之冠，銀

行品牌價值連續6年蟬聯臺灣銀行業第1名。

未來將秉持「We are family」的品牌精神，

「誠信、創新、專業、團隊、關懷」的核心價值

觀，「守護與創造」的企業使命，打造「臺灣第

一、亞洲領先」的領導品牌，期許成為治理最佳、

客戶與股東心目中最值得信賴的金融服務機構。

Established in 1966, CTBC Bank Co., Ltd. has 
been through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started out as China Securitie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was later changed into China 
Investment and Trust Co., Ltd. In 1992, it was 
converted to a commercial bank.

Committed to our business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Caring”, the Bank continues to lead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o date, CTBC has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152 domestic branches and 
111 overseas outlets. As of 2018/6/30, CTBC’s 
asset size reached NT$3.85 tri l l ion, ranking 
the largest privately-owned bank and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listed with top brand values of 
banking industry in Taiwan.

Looking ahead, CTBC Bank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brand spirit of “We are family” with five 
core values of “Integrity, innovation, professionalism, 
teamwork and caring”; as well as the corporate 
mission of “Protect and Build” to attain leadership. 
We aim to become “Taiwan Champion, Asia Leader” 
- a leading brand with the best governance and the 
most trusted bank by customers and shareholders.

網　　址：http://www.ctbcholding.com/
行 業 別：金融業

員工人數：14,665人
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5年3月14日
負 責 人：童兆勤 董事長

聯 絡 人：蕭惠文

電　　話：02-33277777分機8135
傳　　真：02-26539005
環安信箱：huiwen.hsiao@ctbcbank.com
主要產品： 存款、放款、保證、外匯、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OBU)、信託、信

用卡、證券、債券、自營期貨、

衍生性金融產品、應收帳款承

購、保管箱、電子銀行、公益彩

券代理業務等。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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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主任委員：中信金控／吳一揆總經理

團隊成員／

公司治理小組召集人： 
公司治理部 ／李瑞祥經理

員工照顧小組召集人：

 全球人力資源管理處／羅宏瑜資深副總

責任商品投資小組召集人：

 法金事業總處／葉啟志資深副總

社會參與小組召集人： 
公共關係暨公益推展處 ／孫紀蘭副總

環境永續小組召集人：

 總務處／洪正奇資深副總

環保政策及理念

企業社會責任是本公司營運策略中重要的核

心價值，也是我們傳承企業文化及品牌精神不可或

缺的DNA。我們在公司治理、客戶關懷、員工照

顧、社會參與、環境保護及節約能源等面向，均以

「Green Policy, Green Future」做為我們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的承諾。為預防在作業活動、服務所可能

產生的環境風險，降低環境衝擊，積極落實污染預

防、節能減碳及環境保護。我們承諾並持續推動以

下事項：

1. 遵守法規自我要求，擴大採購節能標章的產品。

2.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宣導環境保護與能源管理。

3. 整合各項相關資源，落實環境與能源管理方案。

4. 持續環境能源改善，定期審查以達成永續目標。

5. 期擴大企業影響力，串連周邊企業形成綠能圈。 
 將實踐承諾，並傳達給所有員工。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中國信託成立「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企業永

續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委員會轄下

設有5個工作小組，各小組由各部門跨單位所組成。

其中「環境永續小組」全面掌握並監控生命週期中

的風險因子與機會點，預防在營運作業與提供服務

時所面臨的環境衝擊，藉此避免活動對環境造成的

負面影響，同時也積極落實節能減碳、污染預防及

環境保護責任。為了能廣泛地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管

理營運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各種環境面議題，我們鼓

勵上下游價值鏈的合作夥伴和客戶攜手努力，共同

為保護環境貢獻一分心力。

主要分為「環境與能源管理系統建置」、「環

境保護規劃及管理績效」二個面向，簡述如下：

(一) 環境與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107年全臺175個據點，完成ISO 50001能源管

理系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納入等3項驗證, 同年擴大至海外分行

（香港分行），取得ISO14064-1驗證。

(二)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績效 
1. 取得綠建築標章績效

2. 綠色採購績效

3. 環境管理系統建置績效

4.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績效

5. 溫室氣體盤查第3方查證績效

6. 第1家金融業取得再生能源憑證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環境保護工作推行績效內容皆揭露於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參閱網站企業社會責任專區：http://
www.ctbcholding.com/care_index.html），積極深耕

經營企業社會責任各項議題及行動，對於環保工作

具有顯著績效之表現，並獲政府及專業機構多項肯

定，獲獎事蹟如下：

近年獲獎獎項內容：

1.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全臺175個據點通

過外部驗證，以及1個海外據點（香港分行）通

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外部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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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續2年獲行政院環保署「企業環保獎-銀級獎」

3.  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銀獎（唯一獲獎之金融機構）

4. 亞洲CSR獎－綠色領導獎

5.  連續2年獲The Asset「香港財資雜誌」Best 
Initiatives  2018-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環境責任獎）

6.  連續3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新興市場指

數成分股

7.  連續5年入選摩根士丹利（MSCI）ESG領導者指

數成分股

8.  連續 3 年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

（FTSE4Good Emerging Index）成分股

9. 通過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

10.  連續9年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間企業與團體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第25屆企業環保獎 綠色採購績優表揚

11.  連續10年獲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間企業綠

色採購-績優表揚」

12.  臺灣第1家取得再生能源憑證之金融機構，自106
年6月起，累積憑證117張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中信銀行為落實環境保護責任，針對內部員工

舉辦環境與節能教育通識線上課程；此外，每季發

行EDM進行「環境保護及節能減碳」內部宣導，並

辦理多場環保講座，相關成效如下：

(一) 內部環境教育推行與宣導

1.  節能教育課程－舉辦「環境與能源相關教育

課程」等相關訓練。

2.  宣導環境保護概念：環境與能源政策張貼於

辦公室及網站公告，並於每季發出EDM進行

宣導；定期舉辦實體及網路教育訓練課程，

宣導環境保護概念。

3.  推動員工綠色交通運輸：設置公務車接駁各

大樓往來中國信託金融園區等區域文件和員

工，鼓勵共乘省時又減碳；園區連結捷運空

橋，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有設置電動

車充電站及腳踏車停車區。

(二) 外部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1. 舉辦環保公益活動：

(1)  106年至107年連續2年於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辦理「犀望義賣活動」邀請南港區東新國小

一同參與手工餅乾義賣活動。

(2)  105年至106年連續2年於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辦理「二手好書交換 X 雙手傳愛活動」活

動，邀請同仁參與資源活化。

(3)  開放民眾組團園區參訪，認識南港三重世貿

公園擁有豐富臺灣地景的生態環境。

 

南港三重世貿公園導覽實況與文宣

(4)  參訪臺北植物園及自然谷加強學習蕨類相關

知識，並遴選受訓學員擔任園區南港三重世

貿公園蕨類植物導覽員，實際運用所學協助

推展園區特色。

 

 自然谷參訪 參訪臺北植物園

(5)  文薈館舉辦環境教育「愛護環境保育自然動

物」活動，邀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自然谷

環境信託基地研究員、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荒野保護協會綠繪本講師，開辦生態

親子講座，推廣愛護環境保育動物的理念。

文薈館-愛護環境保育自然動物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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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薈館舉辦「森林與海我的家－減塑行動愛

地球」月活動，推廣環境保護議題，開辦環

保杯袋DIY課程提倡減塑、辦理淨灘活動提

倡守護海洋的意識，並邀請台灣環境資訊

協會合作，共同辦理環境保育講座。Home 
Run Taiwan粉絲團於每週四「柯師傅時間」

發布環境變遷影像，期望透過今昔對比激發

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文薈館_森林與海我的家

(7)  支持Home Run Taiwan粉絲團舉辦環保相關

活動，舉辦「一日環境趣」小旅行及「望海

巷灣」淨灘活動。

 

 Home Run Taiwan_望海巷淨灘 Home Run Taiwan_一日環境趣

2. 宣導環境保護概念：

本公司積極響應民間及政府舉辦之環保、

節能活動，102至106年共計參與18,132人次，

藉由全臺據點推廣，增進客戶及社會大眾對環

境永續的支持及認知。

(1)  支持環保署「中元普渡環保祭祀 企業響應連

署活動」

   響應支持採行少燒紙錢或集中焚燒紙錢等環

境友善祭祀方式，共同維護良好環境品質。

中元普渡環保祭祀

(2)  響應臺北市政府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政策

   107年4月16日臺北市市長柯文哲蒞臨中國信

託金融園區員工餐廳並親自頒發表揚狀，顯

示中國信託積極投入環保成效備受肯定。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3)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採訪，新聞露出－中國信

託實現環境永續推動「Green Policy, Green 
Future」，由上而下也由下而上地關注企業

能在環境永續上的任何可能，如此陸續經歷

數年的時間，所肩負企業社會責任，躍然紙

上。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採訪

(4)  106年協助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拍攝「106年度服務業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示範輔導成果發表會」之宣傳影片，以

示範企業的角色說明歷年推動成效，並持續

拓展至轄下各據點，期盼以市場地位發揮對

環境永續的企業影響力。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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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公司簡介

弘光科技大學是

一所以醫護背景起家的

學校，56年奉教育部核

准設立，不僅是中部第

一所改制技術學院的學

校，更於92年改名為弘

光科技大學，迄今已逾

半世紀。先後歷經創辦

人王毓麟博士（也是光

田醫院創辦人）、王乃

弘博士、方國權博士、

吳聰能博士、蘇弘毅

博士等歷任校長及現任黃月桂校長持續不間斷地努

力，50餘年苦心開創與持續經營，奠定了良好的辦

學基礎。

「弘毅博愛」為本校校訓，秉持「以人為本、

關懷生命」的辦學理念，著重專業技能的訓練與人

文素養的薰陶，重視學生對人文、歷史、環境及科

學的省思，進而尊重且保育自然環境，建立安全並

健康的工作場所。另外，注重照護個人身體心靈，

建立人性化醫療環境，更著重保育嬰幼兒、建立人

文觀念、培養藝術氣質，再由飲食文化的開發到資

訊管理，最後輔以經營的腦力激盪，以為增進人類

生活的素質為職志。

弘光科技大學以「成為培育具關懷生命特質與

國際化專業人才之卓越科技大學」為願景，在「培

育具健康與民生知能的優秀人才、善盡服務利他的

社會責任」使命下，展現亮眼的辦學特色。教學單

位包含護理、醫療健康、民生創新、智慧科技及通

識等5個學院、10個研究所及22個系科（含學位學

程），並設有老人醫院、幼兒園等附屬機構，結合

醫療及產業等範疇，積極追求卓越。

Dr. Yun Lin Wang established Hungkuang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in July of 1967, with the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was officially granted as the President. Under his 
presidency, Hungkuang was the first college in 

黃月桂 校長

網　　址：https://www.hk.edu.tw/main.php
行 業 別：教育服務

員工人數：669人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6年6月20日
負 責 人：黃月桂 校長

聯 絡 人：張燕宗

電　　話：04-26318652
傳　　真：04-26310744
環安信箱：ycchang03@sunrise.hk.edu.tw
主要產品：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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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Taiwan and has since educated countless 
outstan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s a result of 
Dr. Wang's vision and dedication, in the year 2003, 
Hungkuang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evolved 
into Hungkuang University. Dr. Yun Lin Wang, 
the founder of Hungkuang (also the founder of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Dr. Nai Phon Wang, 
Dr. Guor Chuan Fang, Dr. Cong Neng Wu, Vice 
President Hung Yee Shu, after successively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Dr. 
Yueh Guey Huang, continued uninterrupted efforts, 
more than 50 years of painstaking efforts to create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running a school.

In the spirit of the school’s motto, “Begin from 
oneself, extend benevolence to all,” adhering to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Caring for Humanity, 
Cherishing Life.” Hungkuang Universit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hop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the spirit of caring life, serving others, 
devotion to society. With the founding philosophy 
of being people oriented, life caring, our school 
balances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In addition, Hungkuang pays attention 
to the care of the individual body and mind, 
establishes a humanized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istic 
concepts,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culture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lly the brainstorming of 
management, which means enhancing human life.

A vision of Hungkuang is "becoming an 
excell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hat 
cares for life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with health and people's knowledge, an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ltruism", it will showcase 
the bright features of running a school. Currently 
there are 5 colleges: The College of Nursing, the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the College 
of Human Science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e 
Colle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he College of 

General�Education.�These�five�colleges�support�22�
departments, 10 graduate institutes, and 1 doctoral 
program. The university is not only recognized as 
a leader in Taiwan for health and human welfare, it 
also�runs�an�affiliated�Hospital�for�Elderly�Care�and�
three�affiliated�preschool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黃月桂 校長

團隊成員／

校長室： 易光輝學術副校長、 
蘇弘毅行政副校長、 
胡庭禎海外副校長

秘書室：王惠娥主任秘書

教務處：潘世尊教務長

學生事務處：閔宇經學務長

總務處： 吳牧臻總務長、王仁杰組長、 
沈昇鴻先生、何俊璋先生、 
劉明政先生

研究發展處：張聰民研發長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田其虎國際長

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室： 吳牧臻主任、 
張燕宗組長、 
紀長宏先生

護理學院：邱艶芬院長

醫療健康學院：張敏政院長

民生創新學院：林麗雲院長

智慧科技學院：黃文鑑院長

通識學院：羅際芳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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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置一級專責管理單位及人員，落實環境保護

工作之推行

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室為本校一級專責

單位，環保專責人員以執行校內空、水、廢、

毒之管制管理作業，並以每年降低全校總用電

量2％為目標，推動電能管控、改善資訊機房

電腦機櫃與汰換耗能設備等多項節能措施，

亦落實綠色採購金額每年達500萬以上，更著

重污染預防與廢棄物源頭減量。本校已通過

I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改版，依據法

規標準、管理系統要求及校務發展計畫，訂定

環境管理目標、進行環境先期審查評估重大衝

擊、擬定具體改善措施，並依循PDCA的精神追

蹤改善情形。同時每年還定期接受內、外部稽

核，目前仍持續運作中。ISO14001管理系統相

關目標及執行成效如下表所示：

環保政策及理念

理念： 弘光科技大學重視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與人

文素養的養成，積極推廣環境教育，在核心

通識人文精神教學中，積極培育全校學生具

備維護自然生態的責任，不但能防範環境污

染及認識浪費能源的危機，更能確保環境倫

理與正義的實踐，使學生懂得尊重與保育自

然環境、落實節能減碳、減污減廢以及珍惜

有限資源。

政策： 弘光科技大學秉持【社會責任、永續發展、

邁向國際】之願景，推行環境管理系統，提

升師生環境行動力、降低環境衝擊及溫室氣

體排放，以永續環境為目標。為此承諾：

落實污染預防與減量　推動環境教育與宣導

建構永續綠色之校園　友善學校周邊與社區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  導入全面品質管理，推動 ISO 14001環境管

理、ISO50001能源管理、OHSAS 18001及
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等系統

鑑於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及技職體系學制

的多元化，本校經營管理團隊自88年7月成立

ISO推動小組，建立可確保校務品質的管理機

制，作為校務運作的治理模式，並開始推動ISO 
9001、ISO 27001、ISO 14001、ISO 14064、
ISO50001、 ISO 17025、TIPS、TTQS及

HACCP、OHSAS 18001及TOSHMS等，將全

面品質管理的經營理念導入學校營運。為有效地

提升學校整體校務營運績效，本校設置全面品質

管理委員會，並由「社會責任推動小組」負責執

行環安衛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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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品格教育，積極辦理環保教育及宣導，以

提升師生環境素養與行動力

弘光科技大學經常透過集會活動、幹部

訓練和溝通座談會議等各種管道進行環保教育

宣導，讓師生自然地養成環保生活習慣。除了

利用自治幹部會議向各班環保股長傳達幹部職

責及校內環保政策，並至各班級向學生宣導垃

圾減量、垃圾分類、校內禁用紙杯、竹筷及節

能減碳等理念之外，亦運用公播電視牆、跑馬

燈、網路公告、電子郵件、官方LINE等電子

化媒體，進行廢棄物分類、資源回收、免洗餐

具、限塑措施及節約能源等活動。另外，請班

級導師於班會、任課教師上課前或下課前督導

學生3分鐘做環保。

同時，更以「大手牽小手」的模式，擴展

節能、防災及綠能概念至鄰近學校與社區，提

升本校與社區之良好互動關係，以善盡社會責

任。尤其106年進入鄰近國小與社區進行環境教

育宣導服務，共計24場次，參與的師生與居民

超過5,940餘人次，足跡遍及大臺中地區，足以

顯示出弘光做為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對於企業

社會責任的重視，詳如下圖所示。

系統政策 系統年度目標 具體措施 導入系統已達成之效益

▓  落實污染預

防與減量

▓  推動環境教

育與宣導

▓  建構永續綠

色之校園

▓  友善學校周

邊與社區

  處理後之廢水符合放流水排

放標準

  綠色採購600萬元／年

  廢棄物減量2噸／年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

法規及管理系統要求符合率

100％、相關教育訓練參加

率90％以上

  設置廢（污）水處理設備與

專責人員、定期維護保養、

定期檢驗原廢水及放流水水

質並向環保署申報

  優先採購具節能標章的產品

  推動行政作業數位化減少用

紙、舉辦跳蚤市場、閒置物

品流通、回收二手書交流及

廢棄課桌椅轉贈其他機關團

體

  每季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並參與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

織訓練

  廢棄物產出較104年減廢

87.83噸
  廢（污）水期檢測結果均符

合排放標準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皆

符合法令標準

  連續4年榮獲臺中市綠色採

購績優民間企業與團體獎

  榮獲教育部「廢棄物減量暨

資源回收再利用」優等獎

  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106年國家永續發展

獎」教育永續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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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

公司簡介

中強光電集團以

「環境永續4G力」－

G r e e n  C a r b o n 、

Green Water、Green 
E n e r g y 、  G r e e n 
Recycle為行動口號，

將「減碳、節水、節電

及減廢」訂為環境永續

發展核心，發展綠生活

實踐計畫，傳達「節電

省水得永續，低碳減廢

永保綠」的永續理念，

持續推動更多元的友善環境方案及綠色教育活動，

與員工共同打造綠色企業。

中強光電於81年6月30日設立於新竹科學園

區，自創立以來即定位公司為「創新顯示系統整合

方案之提供者」，是臺灣第1家液晶背光模組製造

商，並且率先開發量產全球最小、最輕之VGA單片

液晶投影機及XGA DLP投影機，整合光、機、電、

熱、材料及精密模具製程等技術，開啟了臺灣顯示

系統的新時代，奠定日後企業發展利基。

秉持『專注本業，穩健經營』的理念，不斷地

研發與創新，另一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策略進而掌握

關鍵專利與核心技術，使得中強光電不僅在臺灣成

為先進液晶監視器、數位投影機、液晶背光板技術

的領導者，亦位居全球同類產品研發、製造商前茅

之列。

Coretronic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on June 30, 1992.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n 
innovative display solution provider.  Coretronic 
was the first LCD backlight module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nd it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veloping 
and mass-producing the smallest and lightest 
VGA single-panel LCD projectors and XGA DLP 
projectors in the world through integrated its leading 
technology, “Optics, Mechanics, Electronic, Thermal 

陳士元 總經理

網　　址：http://www.coretronic.com/
行 業 別： 273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員工人數：932人
地　　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市東區力

行路1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6月30日
負 責 人：陳士元 總經理

聯 絡 人：楊雅淨

電　　話：03-5772000
傳　　真：03-5772530
環安信箱：yaching.yang@coretronic.com
主要產品： 影像產品（DLP投影機、互動式

影像投影系統、沉浸式曲面觸控

系統、智慧無縫大型廣告顯示方

案、影像訊號處理盒、影像投影

模組、乙太網路電源供應器、穿

戴式顯示裝置）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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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olds" and 
other technology. This advancement has opened up 
a new era for display systems in Taiwan.

Coretronic conducts its R&D and innovative 
efforts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maintaining 
secure operations by focusing on its core business. 
It controls its key patents and core technology via 
a business strateg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his 
has made Coretronic the leader in advanced LCD, 
digital projector and LCD backlight 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also one of the top manufacturers in the 
R&D of these products worldwid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莊清喜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會審行政中心：劉仁禮 協理

庶務部：萬保宏 經理、何佳穎、王加茵

環安部：鍾華煌、楊雅淨、林哲民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在關心員工健康、維護作業環境及重

視環境保護的前提，推動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落實工作場所風險管理及危害預防，增進員

工安全衛生意識，創造「零事故災害」友善安全健

康的工作職場。秉持「節電省水得永續、低碳減廢

永保綠」精神，在產品生命週期中導入循環經濟概

念，引進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污染

預防，減緩溫室效應，致力成為綠色模範企業。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環境永續及職安衛政策：

1 0 6 年中強

光電集團環境保

護委員會以「環

境永續4G力」－

Green Carbon、
Green Water、
Green Energy、
Green Recycle為
行動口號，將減

碳、節水、節電

及減廢訂為環境

永續實踐核心。

(二) 環境保護委員會：

於103年11月成立，長期推動環境保護、減碳及

能源管理等議題，於每年第4季擬定下一個年度的推

動計畫。

(三) 環境永續發展目標期程規劃：

以104年作為基準年，擬定3大策略及訂定短中

長期目標，實施方案檢討及成效分析。

(四) 力行廠-永續環境榮耀紀事

1.  101年至107年連續7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

民獎」。

2.  107年榮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減量及循

環經濟績優企業-優等獎」。

3.  107年發行之106年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
第2應用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4.  1 0 6年榮獲台灣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17 TCSA「台灣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
獎」。

5.  105年至106年連續

兩年發行之104年及

105年CSR報告書皆

符合AA1000AS第

１應用類型中度保

證等級。

「環境永續4G力」LOGO設計概念

以4個G字母相互向中央核心結合
為蝴蝶，表達凝聚綠色能量，發動
永續理念影響力，以及突破框架蛻
變為環境永續指標之意。

106年CSR報告書－
AA1000AS第２類型高度

保證等級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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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節能減碳措施與執行成效：

1.  空調冰水主機改善：共推動7項方案，減碳量達

159.14噸／年。

2.  廠區照明燈具改善：共推動6項方案，減碳量達

39.24噸／年。

3.  其他節能措施：４部電梯汰舊更新工程，目前

實施中。

(二) 節水措施與執行成效：

持續宣導養成良好用水習慣，亦回收冷凝水供

冷卻水塔使用，在104年至106年減碳量達1.16噸。

(三) 減廢措施與成效：

1.  提高廢木棧板回收再利用率：106年之減碳效益

為11.4噸／年。

2.  優先採購使用回收紙製成之紙箱：自105年至今

的採購量達到2.9噸。

3.  落實廢棄物分類回收：106年可資源回收廢棄物

占比提升9％。於104年至106年可資源回收廢

棄物之減碳量達2,23.56噸，約等於0.6座大安森

林公司的吸碳量。

(四) 碳管理：

自105年導入溫室氣體外部查證，取得第３方獨

立機構SGS頒發「ISO14064-1溫室氣體」查證聲明

書。

(五) 綠色費用統計：

於105年導入環境會計制度，106年績效如下。

1.  綠色原物料採購金額：綠色原物料採購金額較

105年增加4％。

2. 綠色會計推動成果：如下圖。

(六) 綠色產品

1.  推動服務過程節能減碳：力行廠協助客戶實施

綠色產品設計。

專案名稱 計　　畫

提升亮度效率 ‧  成功開發新燈泡，提升5％亮度

效率。

綠色產品設計

－電源供應器

‧ 成功開發首款符合80Plus白金等

級規範產品。

綠色產品設計

－投影機

‧ 106年共8款投影機出貨機種之產

品能耗設計遠低於法規要求，預

估每年節省460.249*109焦耳。

綠色產品設計

－沈浸式曲面

觸控系統

‧ 使用符合ROHS規範之材料。

‧ 1 3 8”以下產品之耗電量需求

符合U S B 2 . 0規範（輸出供電

<2.5W）。

‧  連續3年榮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

沉浸式曲面觸控系統

2.  服務過程減廢或資源回收再利用：力行廠（含大

陸昆山廠）協助客戶實施包裝減量優化措施。

專案名稱 計　　畫

導入紙塑包材 使用回收廢紙（約40％）為紙漿

原料，於106年通過驗證使用。

包裝設計優化，

提升運輸裝載率

106年共推動2件包裝設計優化

案。

包裝材料Brown 
Carton

包裝材料減少印刷，降低墨水對

環境的衝擊。

3.  服務過程使用綠色產品：協助客戶研發設計符

合綠色產品規範之投影機及取得綠色環保標章

認證。

107年天下企業公民獎 106年TCSA台灣企
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
濟績優企業-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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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色運輸：提供產品在當地化及區域化維修，

減少運送產生之碳排放。

(七) 綠色供應鏈：

1.  遵循「綠色產品採購規範」：106年交易金額前

一百名之供應商（OEM／客戶指定料供應商除

外），皆已簽署綠色產品承諾書。

2.  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106年已執行

RBA稽核之新供應商共有17家。

3.  衝突礦產聲明：於106年共有118家供應商填寫

CFSI CMRT 4.10版本之「衝突礦產調查表」。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辦理多元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

使用核心產品（投

影機）做為宣傳推播裝

置，並舉辦爬樓梯、環境

教育場所參訪及淨灘等活

動。在今年（107年）為

響應422地球日，辦理竹

吸管手作DIY課程。

 

 內部自行開發之爬樓梯刷卡機 使用核心產品-
  投影機作為宣傳推播裝置

(二)  響應政府政策-環保集點綠地球

自106年11月推動至今共86人參與，綠行動累計

次數達320次。

(三)  響應政府政策-環保志工組織及活動

於106年3月成立「螢火蟲愛之光服務隊」及訂

定有規章，志工人數已超過60位，與同仁共同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

 

志工服務活動

(四) 推動綠色產銷制度

1.  符合綠色產品開發設計與使用安全要求。

2.  攜伴計畫：受邀參加106年苗栗縣教育局舉辦之

「數位學習暨運算思維教育博覽會」，展出134
吋Ultra-wide雷射投影互動解決方案。

106年苗栗縣數位學習暨運算思維教育博覽會

(五) 推動及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希望農場計畫：透過與社會企業（鄰鄉良食及

友善大地）向在地小農採購有機蔬菜也幫助農

民經濟。

2.  多功能數位教室建置：

自106年起，邀請苗栗及南投共11所偏鄉學

校（372位師生）前來廠區參訪。並各建置一間

配有全新超短焦雷射投影機及雷射超寬屏觸控

系統之多功能數位教室，共8間。

光電小尖兵活動

泰安國中小數位教室捐贈典禮

竹吸管手作DIY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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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太 平 洋 崇 光 百

貨 （ 以 下 簡 稱 遠 東

SOGO）秉持著遠東集

團「誠、勤、 樸、慎、

創新」精神，打造「高

品味、高格調」的連鎖

百貨通路；歷經多年市

場洗禮，仍穩坐全臺百

貨業龍頭，成為最受消

費者信賴的百貨品牌。 
遠東 S O G O 秉持

正直、誠懇、值得信賴

的經營態度，提供顧客親切、體貼、安全的服務，

以優質多元的商品、愉悅舒適的購物空間，打造顧

客滿意度最高、經營管理最完善的企業形象。104
年起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從誠信出發，以資訊

正確、透明為準則，發揮通路力量，照顧利害關

係人完整權益，屢獲國內外大獎肯定，贏得百貨業

「CSR模範生」的極高評價。

The Paci f ic  SOGO Department  Stor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OGO) is a stylish and 
high-end retailer that upholds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Far Eastern Group, "Sincerity, Diligence, 
Thrift, Prudence, and Innovation". After years in 
the industry, SOGO remains to be the highest in 
sales per unit area and sales per employee,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trustworthy department 
store brand in Taiwan. 

Integri ty, sinceri ty, and trustworthiness 
ar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SOGO's business 
management. SOGO seeks to gain the highest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sustain our quality 
management through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warm services, a great variety of merchandises, 
and a pleasant shopping environment. SOGO 
understands that with great operating results, 
come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year 
2015 is "SOGO's CSR founding year." Under the 

黃晴雯 董事長

網　　址： http://www.sogo.com.tw
行 業 別：百貨零售業

員工人數：1,553人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6年11月11日
負 責 人：黃晴雯 董事長

聯 絡 人：吳敏如

電　　話：02-77129999分機8252
傳　　真：02-77139000
環安信箱：csr@mail.sogo.com.tw
主要產品： 提供多種日常生活商品銷售服務，

包括國際精品、化妝品、服飾、電

器、玩具、廚具、運動用品、美食

小吃、餐廳、超級市場等

基本資料

C5  M100  Y100  K0

PANTONE 1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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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honesty, SOGO brings its strength 
as a distribution channel into full play to provide 
its stakeholders with precise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This won SOGO several national/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the title of the "CSR 
Model"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industry.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楊政憲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工務部古勝偉協理、洪志評課長、 
勞安室張聿瑋課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遠東SOGO誓願「做社會最好的企業，做對社

會最好的企業」，以創造安全、舒適、永續發展的

服務與工作環境為目標，努力不懈。在致力提升企

業經營、顧客服務品質的過程中，遠東SOGO將環

保視為永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作為臺灣綠色百貨的標竿，遠東SOGO矢志積

極投入環保，降低能資源消耗，以達到與環境和諧

共存之「永續經營」目標。遠東SOGO願提供資源

達成以下承諾：

一、遵守法規自我要求，支持能源效率產品

二、透過多元宣導管道，提升員工節能認知

三、落實節能減碳目標，持續改善能源績效

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經營綠色百貨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做為百貨業CSR模範生，遠東SOGO積極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力行環境永續作為，以綠色文化

DNA，打造最in軟實力，並持續強化綠色競爭力。遠

東SOGO串連軟體與硬體資源，結合顧客、員工與

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打造「百貨第一碳標籤」、

「綠色行銷」、「能資源管理」以及「環境教育」

綠色四柱，形塑綠色百貨的典範，以通路的力量向

外推廣環境教育，並引領綠色綠色消費意識，實踐

低碳承諾。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在遠東SOGO「NEW LIFE」4大主軸中，「永

續家園」代表了關懷地球、愛護家園的理念，也是

遠東SOGO力倡優質商品、創新服務的具體呈現。

■  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訂定環境政策，由工

務、勞安、販促部及相關部門共同執行之。

■  106年由「能源管理委員會」訂定能源政策，並由

行政總經理杜金森簽署之，內容包括願景、表現

與承諾。

■  104年CSR委員會通過「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

諾事項」，規範供應商應遵守環境保護等CSR相

關之原則與精神，確保供應商持續改善其永續效

能與運作機制。106年共與專櫃廠商簽訂3,394份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事項」。

■  以TOSHMS規範作為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自主管理之準則。

■  106年9月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為

全臺灣連鎖百貨第一。持續以ISO 50001精神管理

全臺各據點的能源，預計107年年底前完成。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遠東SOGO為百貨通路，本身並無開發製作商

品，但秉持愛護地球、環保綠化的企業宗旨，推動

綠色消費、綠色商品與相關服務不遺餘力。

■ 完成碳足跡與水足跡盤查。

■  遠東SOGO是全臺灣第1個正式取得行政院環保署

「百貨零售服務」碳標籤的百貨公司：50gCO2e
／ 每 平 方 公

尺－每小時。

■  遠東SOGO開

啟百貨零售服

務業的碳足跡

產品類別規則

(PCR)，使全

臺近 8 0萬家 獲環保署
減碳行動獎特優

獲北市教育獎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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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業、零售業者都能用SOGO訂定出的PCR計

算碳排放量。

■  各店皆採用美製ALC環境自動控制系統，由系統

管理燈光照明、插座電源、空調系統啟閉控制，

並監視、管理賣場溫度及冰水主機效率，透過嚴

密監控將賣場環境溫度。

■  104年至106年共購買綠電40萬度，加上天母店使

用太陽能發電，減少近218.8噸二氧化碳排放。

■  各店使用LED照明器具及客用電梯採分樓層停靠

措施，節省電力耗損。

■  天母店設有雨水回收裝置，雨水收集面積為972平
方公尺，主要用於洗手間與花圃灌溉使用。並採

購省水標章衛生器具，水龍頭、小便斗、馬桶皆

採感應式供水，節省水資源。

■  服務流程中廢棄物量逐年遞減，廚餘、化妝品空

瓶、電池等回收資源量逐年增加。104年至106年
共回收48萬個化妝品空瓶，同時平均每年回收約1
萬顆廢電池。

■  連續3年舉辦2手衣回收活動，共計回收78噸衣物

供社福團體使用。

■  105年至106年共整理社員制服1,596套，新舊品

各半，包含上衣、褲子、裙子、孕婦裝、POLO衫

等樣式；捐贈制服共計56箱，重達1168.8公斤，

贈予泰北12間華文學校及其周邊村落居民。

■  積極推廣綠色行銷，其中包括於活動檔期以

HAPPY GO電子點數做為贈品回饋顧客，以減少

實體禮贈品兌換產生之包裝及運送費用；106年全

年共發出4.6億點。

■  「外籍旅客退稅作業優化流程」系統上線以來

（105年10月11至106年12月31日），共有14.8萬

筆退稅記錄，共計節省7,378小時／14.8萬張A4紙
張，約減少砍伐18顆樹。

■  行政流程如人事管理、電子簽核、場地借用、物

品請領等皆以電子線上表單作業，除藉由無紙化

作業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外，同時節省公文列印

與簽核往返的時間，並免除文件倉儲問題外，更

因電子表單便於統計，同仁於物品領用時亦可同

時自網頁上知悉已請領之物品，讓同仁不會重複

請領，節約資源。

■  105年起臺北三店採用具FSC認證之擦手紙，並於

106年起全面採用FSC認證紙張所製成的購物提

袋，且以大豆油墨印製。並自104年起採用環保影

印機（具低污染及省能源標章，環標字9100號）

及環保碳粉匣。

■  利用硬體數位化、行銷數位化、服務數位化，降

低實體產生的能、資源消耗。搭配交易電子商務

化，導入電子支付、電子禮券、即享券與網路購

物，可節省人力營運成本，增加資源再利用與客

人的便利性；同時也可透過數位行銷，減少DM印

刷及郵寄過程之碳排量。

■  遠東SOGO是國內第1家推出電子化禮券的百貨公

司，106年共計發出近2億元電子化禮券，若將全

年發出的電子禮券換成紙本禮券，堆疊高度約等

同於8座SOGO忠孝館，省下的紙張，約可拯救

100棵12公尺高的樹木。不但跟顧客一起攜手保護

地球生態，也節省印刷費用。

■  全臺各店凡有改裝、調整櫃位之工務採購，皆優

先使用綠色認證品項。

■  106年在綠色採購投入約3,150萬元，占當年度採

購比率2.9％。因力行綠色採購具有成效，綠色採

通過ISO 50001驗證

邀供應商參與環保行動

獲FAPRA Country Award

百貨第一碳標籤

於北海岸種樹三千

百貨唯一國家永續發展獎

經濟部節電夥伴

環保署無痛減塑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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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額年年持續增加，並且透過紙袋宣傳環保，發

揮綠色影響力，獲選為「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接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揚。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遠東SOGO善用百貨通路的平台力，整合綠色永續

資源，對內教育員工，對外向顧客及社會大眾宣導

環保議題的重要。

建立農社企產品展售平台 環保童玩新體驗

■  104年至106年共投入逾924萬元資源對供應商、

顧客、員工、及社會大眾進行環保教育，受益人

次約915萬人次。

■  106年4月攜手全臺8店153家餐飲供應商，汰換員

工餐廳、美食街及餐廳內用餐具，成為率先響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政策的企業。為響應該政策，共計花費逾400
萬元採購環保餐具，淘汰3萬個美耐皿餐具。

 

全臺各店拒用美耐皿餐具，捍衛食安與環保

禁用美耐皿餐具廠商表揚大會

■  透過每季員工健康管理活動、志工活動、公開活

動等方式力行環境保護，104年至106年間共計舉

辦87場環保相關活動，影響約7.8萬人次。

■  鼓勵顧客以節能減碳的交通方式來店，強化家電

節能標章標識及節能商品促銷、並透過行銷活

動，鼓吹節能減碳及氣候風險。

■  出版百貨業第1本低碳教育繪本「三片葉子的秘

密」，是認識低碳生活的敲門磚。

■  於各分店舉辦百貨賣場內的「低碳教育小旅

行」，讓學童在百貨公司的場域內學習環境教

育，進而成為綠種子，影響家庭與社區。

 

 百貨公司裡的低碳教育小旅行與低碳野餐

■  攜手在地小農、農社企、供應商推廣低碳飲食，

減少碳足跡。

 

推動低碳飲食運動

■  104年起透過每年「SOGO精神獎」的舉辦，鼓勵

內部創新。106年「SOGO精神獎」與環保相關創

意提案占總件數的75％，顯示出遠東SOGO同仁

在日常工作中積極運用創意，激發更低碳、更永

續的環保作為。

■  每年每名員工平均參與環境教育時數為744分鐘，

約等同於12.4小時。朝會內容同步公告於內部行

政公告系統(EIP)；同時針對環境保護工作相關同

仁舉行30場以上訓練、586小時環境教育，總參與

人次為777人。

■  透過淨灘、移除外來種等志工活動，培養員工環

境意識，讓員工成為環境保護的綠種子。104年至

107年共舉辦／參加6場淨灘活動。

 

淨灘活動

■  107年起於臺北四店推廣「無痕飲食」，減少廢棄

物影響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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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於64年5月20日創立，

開業迄今已4 0年餘；

憑藉著多年累積的經驗

及優異的經營團隊，持

續保持高度的盈餘成

長表現。秉持著在地深

耕，目前臺灣共有164
家分行，以綿密據點提

供客戶全面且多元化的

服務，是國內分行家數

最多的民營銀行；另外

也持續進行海外布局，除拓展大陸市場之外，也在

東協10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

尼、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共9國建立據點，為

東南亞區域最廣的臺資銀行，目前已有2家全資子

行、1家合資銀行、11家分（支）行及5家代表人辦

事處。透過建構臺灣、大中華及東協的跨國金融平

台，提供財富管理、消費金融、數位金融、企業金

融、國際金融、私人銀行、信託投資等優質的金融

服務。

Cathay United Bank, founded on May 20, 
1975,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Bank sustains its high earnings growth by 
long-term experience and a stellar management 
team. Deeply rooted in Taiwan, the Bank boasts 
the highest number of branches nation-wide. 
With a dense network of 164 branches, the Bank 
offers customers holistic services covering various 
business lines. Other than the local market, the 
Bank also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ternational 
presence by not only break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but also securing a foothold in 9 out of 10 
ASEAN countries including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Vietnam, 
Laos, Myanmar, and Cambodia, making the 
Bank the most visible Taiwanese bank in South 
East Asia. Currently, the Bank has 2 fully owned 

郭明鑑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cathaybk.com.tw/
行 業 別：商業銀行

員工人數：10,700人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4年5月20日創立

董 事 長：郭明鑑 董事長

聯 絡 人：黃俊程

電　　話：02-87226666分機1566
傳　　真：02-87898678
環保信箱：easics0419@cathaybk.com.tw
主要產品： 辦理依法核定商業銀行得辦理之

業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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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1 joint venture bank, 11 (sub)branches, 
and 5 representative offic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oss-border f inancial  platform across 
Taiwan, Greater China, and ASEAN enables the 
Bank to accommodate customers’ needs with 
premium quality in wealth management, consumer 
banking, digital banking, corporate banking, global 
transaction services, private banking, and trust 
invest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偉正 總經理

團隊成員／

執行幹事：周衛華資深副總

秘書單位：國際審查部

責任投資組：詹景翔副總

永續治理組：龔金源副總

員工幸福組：莊秀珠副總

綠色營運組： 張經理副總、林治邦協理、 
李坤益經理、黃俊程

社會共榮組：蔡翔馨副總

責任商品組：李素珠副總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泰世華銀行之企業永續願景為「綠色金融

引領，共創永續未來」。秉持「誠信、當責、創

新」的企業核心價值，除提供客戶多元的金融商品

與服務，成為客戶心目中最值得信賴與託付的銀行

外，並遵循集團訂定之「國泰金控集團環境及能源

政策」，以善用地球資源、關注氣候變遷及控管營

運、投資風險，達到企業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為環保

理念。執行面向則以「管理營運中對環境的直接影

響」、「管理供應商的環境影響」、「結合核心職

能，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他環境風險與機會」、「與

利害關係人合作與倡議」為環保行動方針，並將各

項環境及能源管理目標及績效，提供予集團每年總

合公開揭露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官方網站。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推動環境暨能源管理系統

國泰世華銀行自102年即導入 ISO14001及
ISO50001管理系統並取得認證，於106年更向上整

合至集團，協助集團各子公司全面導入管理系統。

(二) 推動全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國泰世華銀行自105年推動全行溫室氣體盤查作

業共166處據點，並取得ISO14064-1認證，更以105
年為基準年至110年，訂定減碳目標：每年至少減碳

1％，2％為理想目標。

(三) 結合核心職能促進綠色能源發展

國泰世華銀行認為企業永續要能長久持續要由

核心職能出發，故結合核心職能積極推動綠色金融

業務，包含首家簽署赤道原則銀行、太陽能電站綠

能專案融資、離岸風力發電專案融資及第一家太陽

能分行等。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再生能源建置

響應政府再生能源建置，於102年創銀行業之

先，打造全臺第一家太陽能分行，106年進一步推動

瑞湖分行搖身成為大臺北地區最大太陽能分行，建

分行 啟用時間 設置規模 設置容量 減碳貢獻

明誠分行 102年01月 占地62坪，屋頂建置80片太陽能面板。 20.4KW

評估1年減少碳排量44噸臺南分行 103年01月 占地59坪，屋頂建置80片太陽能面板。 19.2KW

瑞湖分行 107年02月 占地106坪，屋頂建置120片太陽能面板。 34.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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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電腦回收計畫

106年起推動廢電腦回收計畫，將各單位之廢電

腦主機、螢幕與筆電完成相關之報備程序後，捐贈

予華碩文教基金會重新整理再生；另透過慈善基金

會長期支持之偏鄉學校、部落，再向華碩文教基金

會申請再生電腦，形成再生經濟避免資源浪費及降

低數位落差，對於學子的家庭照護更彰顯其價值。

106年回收數量為1,116台，107年截至目前回收數量

為1,034台。

(四) 電子帳單服務

國泰世華銀行為推動綠色金融及數位化服務，

積極推廣電子帳單服務，鼓勵客戶申辦電子帳單，

從國泰優惠APP、帳單及EDM部分廣宣，另為提高

申辦信用卡電子帳單意願，首次申辦且寄送電子帳

單佐證者，即可獲贈美式咖啡乙杯。

信用卡電子帳單

節省的紙張數量

(pcs)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7,111,803 9,082,713 11,051,183

(五) 鐵便當計畫

從資源回收垃圾中發現紙容器（便當盒）占量

很大，因此於總行大樓推廣鐵便當計畫，中午用餐

訂購鐵便當且不提供免洗餐具，該業者為身心障礙

業者，除做環保外減少紙容器外，還能做愛心照顧

置容量達34.8KW（千瓦），並受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邀請出席分享設置案例，以設置者之經驗，分

享設置理念、設置過程、遭遇之問題或解決方式、

設置完成運轉及發電情形等。

(二) 422全臺大淨灘

響應「地球日」環保運動，國泰金控及旗下各

子公司在環保署的指導下，於107年4月22日邀集國

泰志工同仁眷屬、客戶，以及與國泰合作的NGO／

學校團體與協力廠商等，在全臺17縣市的22個點進

行淨灘行動，另也有各地政府環保局／漁會加入成

為合辦單位。當日逾7,000人在全臺各海岸點淨灘，

共清出11噸垃圾。 周資深副總衛華參與422地球日淨灘活動-基隆龍蝦麻糬海岸

再生電腦捐贈於布農部落

李總經理偉正參與422地球日淨灘活動-龍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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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團體，本案更獲高階主管支持，同仁每訂一個

便當，金控即撥10元買米，贈予該身心障礙業者，

協助提供增加營收，107年度累計至今共減少7,872
個紙容器。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積極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

金控於105年號召旗下各子公司辦理供應商企

業永續大會，獲逾200家廠商熱烈響應，並簽署企

業永續承諾宣言每3年召開一次大會；106年落實企

業永續攜手供應商共構綠色供應鏈，除供應商推動

永續分享外，亦邀請英國標準協會(BSI)代表介紹

PAS7000供應鏈風險管理；107年邀請供應商共同宣

誓，響應減塑倡議，一起加入無塑生活行列，並邀

請供應商分享企業永續及提升綠色產品推動經驗。

邀請供應商共同減塑宣誓

(二) 環保嘉年華活動

透過廣邀民眾共同參與活動，希望環保意識從

小紮根做起，利用闖關遊戲認識節電標章及海洋垃

圾，及分區體驗舊物手做再利用，如歡樂小園丁、

舊布玫瑰花、DIY咖啡渣手工皂、環保杯套等，將環

保的觀念落實到民眾的生活中。

郭董事長明鑑參與環保嘉年華活動與民眾同樂

(三) 碳足跡計算機網頁

國泰世華銀行官網中增加「碳足跡計算機內

容」網頁，碳係數引用自環保署產品碳足跡計算服

務平臺碳足跡資料庫，可使消費者自身每月所產生

碳排量有初步體認，進而提倡綠色消費。

(四) 地球1小時關燈活動

國泰金控暨旗下子公司與歐萊德公司，共同參

與並贊助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起之Earth Hour 
地球１小時關燈活動，騎乘腳踏車從國泰金控公司

出發繞行最後至101水舞廣場，希望藉由「關燈」行

動，呼籲大眾正視氣候變遷議題。

地球一小時關燈活動

(五) 推廣綠色金融理念

國泰世華銀行於綠色金融之理念與行動成果，

以紀實片、廣編、媒體報導、社群廣告、捷運媒體

等方式傳播，引發大眾認同，擴大社會正面影響

力。紀實片內容包含國泰世華太陽光電專案融資客

戶「向陽優能電力公司」之光電農業發展歷程，以

及其客戶「屏東長興國小」之太陽能板融入教育之

案例，真實呈現國泰世華支持綠能業者於產業及教

育之建樹及正面影響，讓社會大眾對綠能有進一步

認識進而轉化為支持。

遠見雜誌2018年6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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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聯發科技為全球第

4大無晶圓廠半導體公

司，生產的晶片一年驅

動超過 15 億台裝置。

在智慧電視、語音助理

裝置（VAD）、Android 
平板電腦、功能型電

話、光學與藍光  DVD 
播放器晶片組技術上居

市場領先地位，行動通

訊晶片則排名世界第

2。聯發科技的晶片不

只為了連結使用者與裝置，更重要的是可以連結使

用者的裝置與真正重要的事物－那些塑造生活、讓

人更聰明、更健康、能提升生活品質的事物。聯發

科技的技術以人為本，用以改善生活，豐富生命。

聯發科技相信科技不應昂貴，但必須偉大，而偉大

的科技應普及大眾。聯發科技致力於打造更兼容並

蓄的世界，讓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機會享用智慧裝置

與連網能力。因此，聯發科技與廣受民眾喜愛的品

牌攜手，為這些合作夥伴及他們的客戶提供價格實

惠、功能多元且優質的技術。

MediaTek is the world’s 4th largest global 
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powers more 
than 1.5 billion devices a year.We lead the market 
in chipset technology for Smart TVs, Voice Assistant 
Devices (VAD), Android tablets, feature phones, 
Optical and Blu-ray DVD players, and we’re 
number two globally in mobile phones.We  build 
chips that are less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to their 
devices and more about connecting your devices to 
what matters. Connecting to the things that shape 
our lives, makes us smarter, healthier and improve 
everyday life.At MediaTek, our technology is built 
with humans in mind to enhance and enrich life. We 
believe�technology�has�to�be�great�–�not�expensive.�
And great technolog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MediaTek wants to make the world a 

蔡明介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mediatek.tw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IC設計）

員工人數：6,388人
地　　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篤行一路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6年5月28日
負 責 人：蔡明介 董事長

聯 絡 人：蘇子豪

電　　話：03-5670766分機22875
傳　　真：03-5787610
環安信箱：TH.Su@mediatek.com
主要產品： 智慧手持裝置、智慧家庭應用、無

線連結技術及物聯網產品等系統晶

片整合解決方案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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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clusive place, where smart and connected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That’s why Mediatek works 
with the brands you love and gives our partners and 
their customers feature rich, premium technology at 
affordable mass-market pric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張崇德處長

團隊成員／ 蘇子豪經理、吳龍江、游弼竣、 
何宜晃、陳華燕、陳昌鴻、曾巖雄、

朱必成、黃汎民、鍾志洪、彭凱烽、 
陳慶銘、張文能、吳欣芷、唐敏賢

環保政策及理念

環安衛政策

(一)  遵循政府頒定之環保與安衛法規及要求，並響

應國際綠色環保與零災害運動。

(二)  落實產品與其製程節能與無毒原料之綠色設

計，並強化綠色採購與綠色管理，使產品服務

與外包廠商皆能符合國際綠色潮流之趨勢。

(三)  強化組織及代表組織工作之全體人員,在環保與

安衛之教育訓練，透過資源與能源的減量使用

及回收再利用，使其認同地球環保與珍惜自然

資源，並確保勞工安全健康、預防疾病與工作

場所之危害。

(四)  對外公開上述承諾與參與實際行動，藉以提升

公司對保護環境與員工工作安全的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聯發科技作為世界領導 IC設計公司，承諾將

不斷創新節能產品，並發揮對供應商的影響力，因

此，積極呼應國際環保趨勢，落實到內部管理系統

中，並透過綠色創新的方式，實現從搖籃到搖籃的

綠色設計理念。

(一) 管理系統

為確保環境保護目標與策略具有一致性，

經由公正獨立之第3者驗證，取得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I S O 1 4 0 6 7產品碳足跡、

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並朝持續

改善的方向不斷努力，依PDCA管理循環貫徹環

境保護安衛目標。

(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103年起委託獨立且具公信力之第3方保

證，依據AA1000 AS (2008)第1類型中度保證標

準與GRI G4核心選項（Core）進行保證與揭露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三) 榮耀與肯定

聯發科技榮獲106年度台灣企

業永續獎最高榮譽「10大永續典範

台灣企業獎」「TOP 50 台灣永續

企業報告金獎」「供應鏈管理獎」

及「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等。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IC 綠色創新

為落實綠色產品設計，聯發科技在晶片「省電

結構、微小設計」持續創新精進，並將影響力擴及

整體產品生命週期。

聯發工程師推動IC綠色創新

為落實綠色產品設計，聯發科技在晶片「省電結構、微小設計」

持續創新精進，並將影響力擴及整體產品生命週期。 

 

聯發工程師推動 IC 綠色創新 
 

         
 

1. 晶片省電設計持續提升，106 年降低至少 15％的能耗比率；

產品使用階段可節電2.39億度，降低126,431二氧化碳排放。

2. 晶片微小化設計持續精進，106 年持續減少晶片體積達 13

％，晶片在廢棄階段可減少 19,415 公斤廢棄物的產生。 

(二)供應鏈永續管理 

每年舉辦供應商大會，彙整經濟、社會及環境 3大面向，在供應

商評估中納入環境與社會評選標準，表揚卓越供應商。 

(三)能源管理 

積極投入「高密度節能資料中心、LED 照明更換、空調節電、廠

務設備效能提升」等節能減碳措施。104 年至 106 年之節電比例，

分別可以達到 7.4％、8.9％、10.6％，同時設定 107 年之節電

目標為 11.3％。 

附件(六)節電趨勢圖 

(四)水資源管理 

持續推行節水宣導、使用環保清洗劑（1:5 稀釋）、省水型水龍

頭、雨水回收及空調冷凝水回收用於園藝澆灌等，106 年共節水

4,441 噸（節費 5.6 萬元）。 

(五)廢棄物管理 

著重於廢棄物的減量，有效確實的源頭減量與分類、回收、再利

用及妥善處理，106 年資源回收再利用達 10.76 噸。 

(六)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工程師 低碳 研發 ＋ ＝ 

1.  晶片省電設計持續提升，106年降低至少15％的

能耗比率；產品使用階段可節電2.39億度，降

低126,431二氧化碳排放。

2.  晶片微小化設計持續精進，106年持續減少晶片

體積達13％，晶片在廢棄階段可減少19,415公
斤廢棄物的產生。

(二) 供應鏈永續管理

每年舉辦供應商大會，彙整經濟、社會及環境

3大面向，在供應商評估中納入環境與社會評選標

準，表揚卓越供應商。

TCSA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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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管理

積極投入「高密度節能資料中心、LED照明

更換、空調節電、廠務設備效能提升」等節能減碳

措施。104年至106年之節電比率，分別可以達到

7.4％、8.9％、10.6％，同時設定107年之節電目標

為11.3％。

Office Facility Power Savings  

電力
（萬度）

節電
比率

使用電力 節省電力 節電比率

節電趨勢圖

(四) 水資源管理

持續推行節水宣導、使用環保清洗劑（1:5稀
釋）、省水型水龍頭、雨水回收及空調冷凝水回收

用於園藝澆灌等，106年共節水4,441噸（節費5.6萬
元）。

(五) 廢棄物管理

著重於廢棄物的減量，有效確實的源頭減量與

分類、回收、再利用及妥善處理，106年資源回收再

利用達10.76噸。

(六)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辦公區設置二氧化碳自動監控系統，並每半年

定期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監測結果皆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1,000ppm規定。

(七) 綠色交通運輸

承租大型巴士於4條主要路線載送員工上下班、

提供每15分鐘1班跨廠區接駁車、設置6台M-Bike共
同仁跨廠區使用及配置2台公務電動機車等，106年
度綠色運輸里程數達970,982公里。

上下班接駁車

M-Bike

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淨灘活動

每年9月響應國際淨灘日，106年度共計超過80
位以上員工及眷屬參與，並清除200公斤以上廢棄

物。

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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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手書捐贈活動

每年舉辦工2手書捐偏鄉活動，106度總共募得

2,089本2手好書並捐贈到16個受書單位。

(三) 大潮南紮根計畫

聯發科技於105年起推動「大潮南紮根計畫」

支持在地精神與科普教育，深耕屏東潮州與南州的

人文科學教育，藉由實作讓屏東5校國小小朋友學習

土壤、蚯蚓與蜂等環境與生態保護，未來也將持續

朝學校資源整合、學校有機午餐及土地教育課程紮

根。

(四) 臺南智慧防疫計畫

聯發科技與成功大學、臺南市政府於105年起攜

手合作，成立「城市聯網防疫計算聯合實驗室」，

共同研發智慧捕蚊燈，並加入聯發科晶片與物聯

網、人工智慧等技術作為防疫重點，於106年8月完

成臺南五大商圈超過200以上智慧捕蚊燈布設。

二手書捐贈活動

臺南智慧防疫計畫大潮南計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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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名單
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代表、專家、學者及公益團體代表，共計9名

姓　名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何舜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退休人員 前處長

李弘暉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
副教授兼領導力

研究中心主任

李育明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特聘教授兼所長

沈弘文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前局長

張乃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大隊長

劉志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兼工學院 
院長

賴沅暉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賴曉芬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董事長

蘇金鳳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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