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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了鼓勵企業推動環保工作，連續28年辦理企業環保獎評選，本年度評選機制及獎

項大幅調整，並更名及辦理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選拔推行環保工作績優之企業，期望透過評選機

制促使企業持續精進環保工作，並鼓勵其他企業以獲獎者為楷模，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升環境品質。而

此獎項也是國內對於企業環保績效表現所頒發的最高榮譽。

本次評選機制修正後，著重企業環境面向資訊揭露與評鑑，評選重點包括「環境政策與管理」、「能資源

節用貢獻」、「污染防治減量成效」以及「環境參與」等四大項。

本(108)年度共有38家企業獲獎，標竿組3家，製造業組21家，非製造業組14家。另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廠、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三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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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獲銀級以上獎項，頒發榮譽環保企業獎座。各組獲獎企業名單如下：

標竿組：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科

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台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

製造業組：
◎金級獎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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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鼎股份有限公司、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12A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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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一廠、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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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銅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日月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凸晶二B廠(K12)、台南園區廢（污）

水處理系統（委託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

司、羅門哈斯亞太研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關東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製造業組：
◎金級獎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華大學

◎銀級獎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慈濟學校

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銅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國泰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為使獲獎企業的環保績優事蹟，能夠持續累積、分享、傳承與推廣，本署特別編輯「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

獎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並辦理獲獎企業觀摩研討會，分享獲獎企業之績優環保事蹟，提供其他企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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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has handled the selection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 
for 28 year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aw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adjusted this year. Through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enterprises we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and other companies we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winners as a model to jointly fulfill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award is also the highest honor awarded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the companies' environment was focused on the 
disclosure and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selection focused on four major item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energ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contribu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and environment participation.

In 2019, a total of 38 companies won awards, 3 in the benchmarking group, 21 in the manufacturing 
group, and 14 in the non-manufacturing group. In addition, ChipMOS TECHNOLOGIES INC. Tainan Plant;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Fab3; and YongKang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Plant (Tainan City Government entrusts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for Operation) who had 
obtained a Silver or above award for three years, received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nor Award. The 
winn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three categories are:

Benchmarking Group:
First Commercial Bank; BaLi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New Taipei City entrusts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for Operatio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nan Science Park Resource Recycling Center

Manufacturing Group:
Gold Award：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Hoping Branch; ChipMOS TECHNOLOGIES INC. 

Tainan Plant; Keelung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of Keelung City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ECOVE Miaoli Energy Corporation; Fab12A,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Silver Award： Coretronic Corporation Chunan Office;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Fab 3; Micron Memory Taiwan Co., Ltd.; Cheng Loong Corp. Chupei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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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r O'right International Corp.

Bronze Award： oretronic Corporation Tainan Branch Office;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Kaohsiung plants (K12);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of Tainan Science Pa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y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 Micron 
Technology Taiwan, Inc.;HSINTA POWER STATION TAIWAN POWER COMPANY;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Co., Ltd. Zhong Ke Facility;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Ltd., ChaiYi Branch; Rohm and Haas Electronic Materials Asia Pacific 
Co., Ltd.; and KANTO-PPC Inc.

Non-manufacturing Group:
Gold Award：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Nanhua University
Silver Award：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Pacific SOGO Department Stores Co., Ltd.; Delta 

Electronics, Inc. Chungli Plant;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Bronze Award： Coretronic Corporation Headquarters; WEST LAKE RESORTOPIA ;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Cathay Life Insurance Co.,Ltd.; Cathay United Bank;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 and Ditmanson  Medical Foundation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The EPA has published the Summary of the 1st NEEPA Winners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outlin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the EPA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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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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銀行創立於

前13年11月26日，當

時定名為「臺灣貯蓄銀

行」；元年與「臺灣商

工銀行」合併，仍沿用

「臺灣商工銀行」名

稱；1 2年又合併「嘉

義」、「新高」  兩銀

行；3 6年改組更名為

「臺灣工商銀行」， 38
年再更名為「臺灣第一

商業銀行」；嗣為加強

業務國際化之經營策略，65年改稱「第一商業銀行」

（FIRST COMMERCIAL BANK），87年1月22日
由公營體制轉型為民營銀行，92年1月2日正式成立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後改納入第一金控

集團下之子公司，經營迄今已逾百年。

本行現有資本額新臺幣捌佰玖拾億陸千肆佰萬

元以上，總資產及第一類資本排名世界前三百大。

目前員工約7千餘人，營業單位國內除總行營業部

外，尚有187家分行；另有27家國外分支行、3家辦

事處、1家子銀行及7家子分行，進駐於國際大都會

及金融商業中心，配合客戶經營需要，滿足臺商企

業的全方位金融服務。

Fi rs t  Commerc ia l  Bank was or ig ina l ly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26, 1899 as Savings 
Bank of Taiwan. In 1912 it merged wit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ank of Taiwan, retaining the name 
of the latter, and in 1923 it again merged with Chia-I 
Bank and Hsin-Kao Bank. In 1947 its name was 
changed to Taiw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and in 1949 it was renamed as First Commercial 
Bank of Taiwan. Finally, in 1976, it was given its 
current name, First Commercial Bank,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operating strategy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January 22, 1998 the Bank 
was transformed from a government entity into 
a private bank.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廖燦昌 董事長

網　　址：www.first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業

員工人數：7,150人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前13年11月26日
負 責 人：廖燦昌 董事長

聯 絡 人：姚凱富

電　　話：02-23481520
傳　　真：02-23481522
環安聯絡信箱：i16048@firstbank.com.tw
主要產品：金融商品與服務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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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Holding Co. on January 2, 2003, the Bank 
became a subsidiary of First Financial Group. The 
Bank has now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Bank’s capital was NT$89.064 billion. In 
terms of total assets and Tier 1 capital, it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top 300 banks. It currently has 
approximately 7,150 employees and 187 domestic 
branches. Regarding overseas network, there 
are 27overseas branches and sub-branches, 
3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1subsidiary with 7 
branche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areas 
and financial centers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service and satisfy the operating need of overseas 
Taiwanese enterpris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蔡淑慧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總務處： 林錦川處長、方正文副處長、 
高茂松經理、林育慧副理、 
賴英龍、吳宇樺、徐銘均、姚凱富

法人金融業務處：林文良副理、王立安

消費金融業務處：梁俊杰副理、洪瑋蔆

信卡處：房瑞森副理、張國釗

數位銀行處：吳柏辰經理、沈青孺

營運業務處：米克強副理、陳佩宜

人力資源處：林正民副理、韓群

資訊處：蘇永富副理

公關室：羅聰緯副理、王思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第一銀行自許成為綠色金融第一品牌，秉持讓

環境更美好、更永續的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我們

不斷思考如何運用金融的影響力，將環保觀念與作為

影響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會大眾，鼓勵化為愛地

球、做環保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環保政策如下：

(一) 遵循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與其他要求。

(二) 提供綠色辦公環保產品。

(三)  保護自然資源及節約能源，採用環境保護產品。

(四) 持續採購可回收物品，促進資源循環。

(五) 參與環保公益活動，公開環境資訊。

為了貫徹綠色金融經營理念，積極從「節能減

碳」「綠色採購」「綠色投資」「綠色融資」「綠

色消費」及「環保公益」等面向，持續推動綠建築節

能改善更新、持續將環境保護連結核心職能行銷綠色

商品，以呼籲社會大眾及產業共同落實環境保護；於

追求經營績效的同時，也持續推動環保公益與環境教

育，透過教育行動，為後代子孫留下美好環境努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持續關注環保政策，為本行推動環境保護執行準

則，從「綠色金融」、「環保節能」及「環保公益及

教育」3大面向，訂定目標、策略、短中長程計畫，特

別是氣候變遷議題，由經營階層直接監督並訂定績效

指標及提供相關獎勵措施，相關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本行國內總行、分行全數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

系統、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本行國內、

海外分行及子行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驗

證，全面要求各營業單位落實環保節能。

綠色金融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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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方位落實綠色金融，從綠色融資、都市更新、

綠色消費3大主軸，推動相關優惠貸款方案及綠色

消費行動。

(1)  106年3月設立「綠色金融委員會」積極配合政

府力挺國內經濟發展，大力推動「5+2新創重

點」產業優惠貸款，與綠能科技、亞洲矽谷、

生技醫藥、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新創重點產業

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協助取得營運發展資金。

(2)  在自力更新型都市更新案件，協助整合及提供

專業諮詢服務，使都市更新事業委託、規劃到

執行，環環都有安全監控設計，並要求更新後

之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使用綠建材、省水標

章認證器具、污水處理設施及設置高效率燈具

等相關節能減碳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大幅改善當地環境，亦將引領帶動其他整建住

宅社區加速更新，轉型為節能減碳、生態及友

善的社區。

(3)  推出「綠色消費性貸款」專案，提供優惠利率

鼓勵社會大眾購買綠色建築、油電車、電動車

及節能家電等；發行綠色信用卡─綠活卡，鼓

勵社會大眾落實綠色消費，本行提撥客戶一般

消費刷卡金額之一定比例金額捐助款，支持有

機農業、植樹及環保公益活動發展。

3.  落實綠色融資審查，於企業徵信及審核過程加強

對環境等風險評估，無論是新貸或續貸客戶，均

須於額度動撥前完成簽署「人權及環境永續條款

承諾書」，承諾將善盡環境保護，藉由資金借貸

過程扮演為環境把關的角色。

4.  從自身營運作起，推行3階段（事前篩檢、事中承

諾、事後管理）供應鏈管理機制。自106年起，配

合上市櫃公治理評鑑制度訂定並揭露供應商管理

相關規範，該規範內容對供應商在環保、安全或

衛生有具體之要求，透過行政管理逐步推動供應

鏈客戶共同落實環保。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節電措施如下：

1.  國內總行大樓及全臺分行全數使用LED省電燈

具，辦公場所適合區域採分區及感應照明設計，

並裝置LED可調光控制設施。

2.  行舍裝修及設備更新選用節能設備，機房設備電

腦伺服器轉置、整併為高效能的大型伺服器。

3.  持續推動自有行舍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迄

今已於東港、恆春、三民、新興、竹溪、麻豆、

路竹及桃園等8家分行大樓完成建置並發電。

4.  以每年持續新增5棟自有行舍舊建築大樓取得綠建

築標章鑽石級（最高標準）為目標，持續推動綠建

築改善，迄今全臺已有22棟大樓取得上揭標章，

本行宜蘭分行更為全臺唯一古蹟取得綠建築標章

（鑽石級），本行於英國倫敦分行正辦理取得當地

舊建築改善類的綠建築最高等級標準等事宜。

節水措施如下：

1. 以總行大樓為示範辦理改善工程。

2.  完成萬華分行屋頂雨水回收系統設置，做為農園

澆灌用水的來源。

3.  未來更計畫透過舊大樓改建及新建大樓申請綠建

築標章時，將「水資源指標」之節水器具之使用

等納入規劃設計。

節油措施如下：

1.  逐步汰換舊型公務車，並購入環保電動機車供公務

使用，優先分配公用停車位予駕駛電動機車同仁。

2.  提供本行臺北市大稻埕分行、中山分行、北投分行

及高雄市新興分行自有空地出租予供應鏈廠商，設

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共同推廣綠色運具。

北投分行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統籌主辦聯合再生能源（股）
公司新臺幣101.3億元聯貸案

參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友達光電）學習環境教育 
場域經營與人員管理經驗

辦理CSR暨環保節能研討會，
以「循環經濟」為主題， 

邀請分行客戶參加

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建置成
果競賽及田園達人-企業獎」表揚

鄭美玲總經理分享本行
推動環境保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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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有公用悠遊卡制度，鼓勵同仁外出洽公搭乘大

眾運輸交通工具。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與105年
相比績效

人均用水量
（噸／人‧年）

26.28 26.98 25.52 減少2.9%

人均用電量
（度／人‧年）

4,284 4,180 3,884 減少9.3%

人均用油量
（公升／人‧年）

82 79 75 減少8.5%

人均垃圾量
（公斤／人‧年）

21.97 21.35 19.37 減少12%

人均資源回收量
（公斤／人‧年）

13.14 13.38 13.47 增加2.5%

人均排碳量
（公噸／人‧年）

2.94 2.75 2.66 減少9.5%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維護辦公室室內空氣品質，國內總行及全臺分行

全數辦理室內空氣品質自主巡查檢驗。

2.  依自主巡查檢驗結果，輔導二氧化碳超標之分行

進行改善，並裝設二氧化碳監測設施看板與雲端

管理系統，提供二氧化碳濃度、用電等異常報警

機制及監控分行改善成果。

3.  為避免營運據點改建裝修造成營業環境甲醛濃度

過高，招標規範明訂綠建材之使用率應達總面積 
45%以上，遇分行裝修工程進行時，由專責人員

蒞現場確認甲醛濃度是否過高，量測結果低於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

4.  推行廢棄物減量，全面實施「桌邊零垃圾桶」及

國內單位推動垃圾秤重計畫，向同仁宣導辦公室

垃圾分類、減量及資源回收；推動廚餘減量，購

入廚餘處理機，將廚餘轉化為可焚燒之垃圾，不

再提供給養豬場，落實廚餘妥善處理；部分回到

萬華分行頂樓之生態水培綠屋頂，作為該屋頂農

園肥料來源之一。

四、環境參與

1.  連續4年辦理國內全行環保節能競賽，將環保與節

能觀念推廣至全臺分行，搭配獎勵機制，給予獲

獎單位員工獎勵，四年共42家分行獲獎，計發出

47支嘉獎，節電量累計達257.2萬度。

2.  連續3年參與海岸淨灘認養，全臺北、中、南辦

理淨灘活動，安排本行綠色志工前往高雄旗津海

岸、竹南崎頂海岸、基隆外木山沙灘、臺中大安

海岸及林口嘉寶沙灘參與淨灘活動，撿拾漁業廢

棄物、一般廢棄物及海漂木等垃圾共計5,000公
斤，以行動展現守護環境的決心。

3.  持續配合環保署推廣環保集點，先於行內透過多

種管道發行宣傳刊物，向員工宣導加入環保集點

方式，再結合本行綠色信用卡-綠活卡，鼓勵持卡

人參與該集點活動，實踐綠色消費。

4.  連續3年辦理「綠光傳愛」永續計畫，由綠色信用

卡綠活卡國內一般消費金額提撥2‰，為弱勢團

體更換LED省電燈具，創造「提高照明、節省電

費、低碳環保」3大長期助益。

5.  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員工方面，排定新進行員應

參與環境教育實體課程，製作環境教育線上課程

（2小時）供全體行員學習，召開總務人員訓練

班，提供行舍落實環保與節能之教育訓練。另向

社會大眾推廣環境教育，建置3套綠色金融環境教

育課程，內容涵蓋「綠色融資」、「綠色消費」

及「綠色營運」，邀請社會大眾、親子家庭及國

小學童參與課程教學活動；鼓勵同仁取得環境教

育人員資格，迄今已有4名同仁取得是項認證。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連續4年與第一金控合作參與國際CDP碳揭露專案

評比，獲評成績年年進步向上跳兩級，至107年榮

獲A List榮耀，氣候變遷管理積極作為創下臺灣服

務業獲得最高評分之首例。

2.  連續4年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臺北市政府頒發綠

色採購績優單位。

3.  連續3年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金級獎，獲頒「榮譽環保企業」獎座。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3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民營

事業組特優獎。

5.  本行萬華分行綠屋頂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建

置成果競賽及田園達人」表揚。

連續4年舉辦海岸淨灘 綠光傳愛計畫-為弱勢團體
汰換LED省電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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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團

（VEOLIA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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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循環經

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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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和環保秉持「專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

的經營理念，深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

以「作為最值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

持續為守護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自96年起接受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委託，管理八里焚化廠，提供新北市200
萬居民專業的垃圾處理服務。達和環保不斷創新技

術，改善績效，接軌國際，使焚化處理量、發電量

逐年提升。更引進多項綠色能源技術，優化資源使

用效率，致力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八里廠營運績

效卓著，連年獲得環保署評鑑特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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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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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

陳丁全 廠長

企業簡介

網　　址： http://baliplant.epd.ntpc.net.tw/tw/
行 業 別：環保服務業

員工人數：64人
地　　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3段40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5月14日
接廠時間：96年7月17日
負 責 人：陳丁全 廠長

聯 絡 人：謝慶麟

電　　話：02-26195111分機702
傳　　真：02-26193833
環安聯絡信箱：taho.bali@msa.hinet.net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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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aLi waste-
to-energy Plant was entrusted by Environmental 
P r o t e c t i o n  D e p a r t m e n t ,  N e w  Ta i p e i  C i t y 
Government to Onyx Ta-Ho since July 2007.  The 
Plant provides 2 million resi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professional waste treatment services.  Onyx 
Ta-Ho actively takes part in innovative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having the Plant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disposal 
capacity and power generation are thus increased 
gradually.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has introduced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optimized the resources 
efficiency, strived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i Plant 
has been granted the Best Award in consecutive 
years by the EPA for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白添富廠長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 陳丁全廠長

團隊成員／

 彭業煌、涂椽義、林韡紘、吳威德、葉信毅、

謝慶麟、林士閔、劉芃彣、鄭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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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員工的安全衛生，是本廠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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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遵守相關法規及操作單位接受的其它要求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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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員工諮詢與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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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污染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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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失

能傷害嚴重率。

7.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對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達和八里焚化廠每年度訂定營運計畫，包含

操作營運、污染減量、節能改善、敦親睦鄰及環境

教育等，定期檢討及追蹤成效，並建立操作績效管

理。本廠環境政策及管理事蹟如下：

1.  本廠以解決新北市垃圾處理問題，提高垃圾處理

效率，紓解現行掩埋容量幾近飽和之困境，妥善

處理垃圾，達成垃圾減量化，安全化及衛生化為

目標。

2.  以重環境、重居民、重顧客、重品質的精神與經營

理念，通過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等多項國際及國內外的認證。

3.  每年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並獲得ISO14064-1
認證；成立節能減碳小組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措

施。本廠為全國首例提出焚化廠以「新方法學」

107年度垃圾焚化廠
查核評鑑優等獎

107年節水績優獎 107年度 綠色
採購 績效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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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ISO14064-2的驗證依循，獲得ISO14064-2的
驗證通過，核可於102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每年減排27,749噸CO2e。

4.  鼓勵員工自主提出改善方案，激勵員工積極參與

改善與創新；並對提出優秀改善案的員工給予適

當獎勵與表揚，使改善能持續落實，延長廠內設

備妥善度，105年至107年提案改善案達82件，不

僅使設備更加完善化，並大幅提升營運績效。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本廠利用垃圾焚化過程中產生的餘熱，及提升

設備效率為主軸，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方案，相

關措施如下述：

1.  廠區空調更換為吸收式冰水主機，利用燃燒過程

餘熱製冷，減少空調用電每年節約用電約159.6萬
度，減少碳排放量約884.2噸CO2e。

2.  廠區風機（一次風機、二次風機、誘引式抽風

機）馬達更改為高效率變頻馬達，年節約用電

585.2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3,242噸CO2e。
3.  各區域照明節能改善，近3年節約用電30.6萬度，

減少碳排放量約169.5噸CO2e。
4.  本廠為提高發電量，以真空度

提升（ACC查漏暨管線汰換）

進而提高發電機效率為目的進

行改善，107年度發電量較106
年度增加1％。

5.  本廠以節省全廠用水量3%為

目標進行相關改善措施（自來

水貯留設備改善、自來水管線汰換），107年度用

水量較106年比較減少32%，自來水用量降低約

7.5萬噸，降低幅度約32%減少碳排放量約12.2噸
CO2e。

6.  善用本廠山坡地勢，設置雨水回收系統，供應廠

內製程使用；107年度回收雨水量為29,444噸。

八里焚化廠重力流
回收雨水

使用回收雨水清洗廠內道路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依據袋式濾帶生命週期，每年歲修更新袋式集塵

機濾袋，確保污染防治效率，歷年排放數值均遠

低於法規及合約值。

2.  增設氯化氫前饋設備，修改控制邏輯，提高消石

灰噴量調整反應時間，藉以提升去除效率並降低

消石灰用量，達到節省資源之功效，焚燒每噸垃

圾消石灰用量從15.59kg降至12.37kg。
3.  PM2.5是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議題，超細顆粒物，

相對於健康的危害更甚於PM10，廠內自主進行

PM2.5檢測，作為焚化廠PM2.5排放的調查，以及讓

民眾瞭解焚化廠對於污染防制的完善程度。

氯化氫偵測前饋設備 PM2.5檢測

四、環境參與

本廠為「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肩負深

入社區宣導與提供民眾接受低碳知識的責任；整合

本廠資源與志工人力，辦理環境教育推廣，藉由參

訪、體驗、教學及實作等活動，期能將環境保護資

源循環之理念內化於民眾日常生活中。

1. 環保觀念之推行

A. 環境教育活動

 設置環境教育場所，積極推廣環境教育，並依

不同年齡層設計課程（玻璃魔法城堡、環保特

環教場所揭牌

水管管線查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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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節能減碳救地球等），107年度共計49梯
次學員2,426人參與。

B.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積極辦理員工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並以環境覺

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

度、環境行動技能及環境行動經驗等5大目標為

主軸，讓同仁親身體驗相關活動，吸取環保知

識、落實環保作為。107年度環境保護相關訓練

課程，共計22場次學員410人次，員工年學習平

均20.8小時／人。

C. 綠色交通

 廠內設置電動汽機車充電站，提供民眾免費使

用；並透過節能駕駛宣導活動，提供同仁多種

減低車輛污染排放的方法，降低車輛對環境的

影響。

D. 保存文物資產

 設置水墨展館、戀戀下罟坑展館及原住民高腳

屋展館，展示遺址標本，讓民眾進一步認識在

地歷史與文物。

戀戀下罟坑展館介紹環教活動

員工身心平衡活動原生園區環境教育

2. 生態復育

A. 廠區周界動、植物生態調查

 每年委託學術單位對廠區周界進行生態調查，

透過生態調查，研擬適當之管理策略，藉以確

保區內生態景觀，妥適提供遊憩與環保教育之

場所與機會。

B. 原生植物復育專區

 區域綠化「適地適種」是本廠推動的方向，因

為原生植物經過長期與本地環境共同演化的結

果，已和當地野生植物產生相互依存的穩定關

係，對當地病蟲害的耐受性高，並能調適環境

變化，是綠美化最適宜的植栽材料。

3. 環保活動

A. 參與淨山活動／淨灘活動

 每年參與淨灘、淨山活動，宣達維護環境理念。

淨灘活動 淨山活動

B. 世界節水日活動

 每年「世界節水日」，以節水為主題，透過簡報

及觀賞影片，讓員工瞭解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

C. 世界地球日活動

 每年「世界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以綠

色環保為主題，宣傳企業環保主張；除了同仁

積極參加外並邀請附近學校及社區居民一同參

與，提升民眾價值認同。

D. 與野共生環保集點活動

 參與422地球日主題「與野共生」，鼓勵員工走

訪全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體認「與野共生」

之意涵。透過參與者拍攝的照片鏡頭，捕捉自

然生態資源多樣化的美好時刻，以引導體認自

身環境可貴，產生積極的環境行動，並形塑環

境教育產業之利基，全廠約46位員工參與環保

集點活動。

底渣再利用示範區

環保署「與野共生」活動

廠區參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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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台南園

區資源再生中心）採用

流體化床焚化爐、廢液

物化處理、金屬污泥固

化處理及袋式集塵器等

高效能廢氣處理系統，

有效控制二次污染下，

達到垃圾減量化、安定

化及安全化之原則，解

決園區內廢棄物處理

問題，期能給予園區廠

商及員工一個無公害、清潔及舒適之工作環境；除

妥善處理廢棄物外，中心亦同時推動各項節能減碳

措施，執行成效卓著，導入相關能源管理系統、提

升中心能源管理能力，包含取得PAS2050碳足跡認

證、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認證、ISO 50001能
源管理系統認證，獲頒經濟部節約能源優等獎之殊

榮，將南科打造為低碳永續綠色園區，成為全臺公

民營廢棄物處理廠節能減碳的典範。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nan 
Science Park Resource Recycling Center) adopts 
highly efficient waste treatment system like fluidized 
bed incinerat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treatment 
system, solidification system and bag filter. Under 
effective pollution control, the waste quantity is 
reduced and the treatment is stabilized and safe. A 
none pollutant, clean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is generated under our effective control. 

Addition to properly dispose of the waste, 
the center promote various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ffective, impor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hance center’s energ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sequential import  system 

林威呈 局長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台南園區資源再生中心）

企業簡介

網　　址： http://www.stsipa-rrc.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清理

員工人數：45人
地　　址： 臺南市善化區環西路二段3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2年05月
負 責 人：林威呈 局長

聯 絡 人：陳仕愷

電　　話：06-5051001分機2315
傳　　真：06-5051010
環安聯絡信箱：kay123@stsp.gov.tw
主要產品：廢棄物清理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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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management 
contains to obtain the PAS 2050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certification, the ISO 14064-1 greenhouse 
gas certification,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won Energy Saving Excellence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ake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into a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green industrial park, and becom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aradigm 
of public or private waste clearance and disposal 
plants in Taiwa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林威呈 局長

團隊成員／ 蘇振綱副局長、鄭秀絨副局長、 
陳瑞環主任祕書

環安組：官嘉明組長、陳郁良副組長

環保科： 蘇宏益科長、蕭宇軒專員、 
張逸平技士、陳仕愷技士、張閔婷

資源再生中心： 韓煌吉廠長、翁福昌組長、 
許豐億組長、李聖慧組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南科管理局肩負「追求有益於社會的長期

目標」之義務，同時滿足「社會義務」「社會回

應」，除滿足經濟和法律責任，也需要因應社會變

遷的能力，而這一部分更是不遺餘力，帶領園區事

業走向綠化，將產品和生產過程變得乾淨。

率先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之行動，除了完全遵

守環保法規外，同時積極領導與協助園區廠商建立

綠色管理系統，且在架設太陽能板，更換LED燈等作

為，以期能降低環境負荷，提升環保績效。

另針對環境友善之行動，架設各種網站，並

定期發行各種刊物及各類文宣與不同利害關係人的

溝通，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模式鑑別利害關係人所關

注的主題，經問卷分析後共鑑別出11個重大主題，

其中以污染排放、訓練與教育、勞資關係及員工多

元化與平等機會為重大主題，作為環境政策的評估

和決策，並進行資訊揭露，依鑑別出11個重大主

題，以污染排放、訓練與教育等重大主題，展開實

踐各項努力持續朝向「融入在地文化、深耕環境教

育」、「永續資源再生、力行循環經濟」、「實踐

環境保護、落實綠色營運」、「樂活人文南科、社

會投入共好」4大面向之永續環境工作目標，擬定相

關工作計畫得以落實，進而達成工作目標。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訂定環境政策經高階主管承諾，向員工傳達並公

開於社會。

2.  各類專業證照合計222張，法規要求為54張，編制

備用張數達168張。

3.  107年人員訓練平均達41.5小時／人.年。

4.  取得環境管理系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能

源管理系統並維持有效性。

5.  107年溫室氣體盤查，107年較103年減量965噸
CO2e／年。

6.  近3年中心經常門環境成本比率為33-35%（環境

成本120,962千元）近3年環境設備之資本門投入

成本28,795千元，汰舊換新包括清運車輛、垃圾

子車、破碎機、粉碎

機及CEMS連續自動

監測設施系統升級。

7.  推動綠色供應鏈管

理機制，建置及篩

選134家合法再利用

機構資訊供園區事業

參考，並持續推動源

頭減量及再利用等工

作，使綠色供應鏈遍

及整個園區。

人員訓練及管理

中心三期掩埋場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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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97年起藉由中心網站及本局社會責任報告書

(CSR)公開、透明化，提供民眾及相關團體瞭解中

心各相關環保工作之資訊，展現各種環境績效及

持續改善之成果。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推動照明設施或電腦機房節能措施；透過設備最佳

維護管理、節能減碳計畫及能源節用措施，使設備

呈現最佳狀況，並可減少非計畫性停爐，107年較

105年用節電約162（千度／年）節電量達3.1%。

2.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約43.29m3／日，雨水回收約

5.6 m3／日。

3.  透過對各設備及設施實施有計畫之保養，以減緩

材質劣化及提升設備之運轉可靠度，並預知不良

狀況而及早加以調整檢修，確保設備及設施能正

常運轉設備妥善率100%，降低非計畫性停爐，並

減少啟停爐柴油耗用量。

三、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1.  中心掌握防制設備操作參數，設備有效運轉，降

低空氣污染物減量達4.91噸。

2.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飛灰、底渣、固化物、

放流水及掩埋設施地下水水質檢測檢測符合規

定，零違規。

3.  營運、操作、維護、環境及安全等各項營運目

標，達成率皆100%。

4.  近三年妥善處理廢棄物95,029噸，廢棄物採焚化

處理82,922噸、固化處理44噸、物化處理量345
噸、掩埋處置11,719噸。

5.  廢棄物自主檢查103年至107年共不定期稽查1,487
家次，其中107年不定期稽查341家次。

6.  輔導稽查園區事業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

用，103年至107年臺南園區共執行1,776家次，高

雄園區共執行723家次，合計達2,499家次。

7.  近3年輔導園區事業進行廢棄物個案再利用申請

129件，減輕對環境之衝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協助審核398家次。

8.  積極推動南科園區資源回收再利用，107年再利用

量達225,410噸，再利用率84.96%。

9.  每年定期辦理工業減廢、資源回收或再利用技術

宣導說明會2場次。

10.  廢溶劑空桶回收再利用計畫，105年至107年容

器重覆使用約1,274家次事業，容器重覆使用達

15,005桶次。

11.  訂定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與管理計畫，並且排定年

度教育訓練或演練，強化作業人員處置違害物質

的能力，107年通過毒災應變中心查核。

12.  103年至107年度緊急應變演練及教育訓練達48
場次，訓練時數達2,268.5小時。

13.  102年及107年執行設備功能測試，包括燃燒效

能、空氣污染物、破壞去除率、飛灰、底渣及納

管水質檢驗，檢測結果皆符合運轉功能標準，有

機氯破壞去除率可達99.99%以上。

辦理技術宣導說明會

緊急應變演練及教育訓練

四、環境參與

1.  中心雖非屬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公告場所，自行

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監控系統2部，隨時監控室內空

氣品質。

2.  103年至107年園區專用垃圾袋共銷售8,550包，促

進垃圾減量，同時由中心宣導園區宿舍垃圾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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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減少資源浪費。

3.  中心鼓勵員工參與環保集點活動，100%完成所有

員工申請環保集點平台集點帳戶。

4.  配合政府輔導園區事業所屬及柴油車輛取得排煙

自主管理標章，連續3年榮獲自主管理環保績優單

位。

5.  106年已完成為期1年的海岸淨灘認養，107年亦

持續響應，認養臺南南區黃金海岸一帶約500公尺

海岸。

6.  認養臺南市善化區公所（圖書館）公廁3座，期可

提升公廁整潔。

7.  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訓及高科技訓練達617人
次。

8.  103年至107年訓練班實習辦理69場次之人員訓

練，統計共1,417人次。

9.  107年協助辦理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三十屆年

會，環保設備技術專案成果展。

10.  自96年起至107年12月中心共提出82件提案改

善，107年共有12件執行。

11.  中心舉辦員工環保相關活動共減碳726公斤。

12.  中心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60.26kwp)，併入廠內電

力系統，107年減少外購電力38,979（度／年），

100年至107年共減少外購電力達466,195度。

13.  中心推動環保公益環境教育及關懷弱勢，並每年

提供敦親睦鄰費，103年至107年敦親睦鄰費為

21,515千元，協助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14.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設置環境教育教學

組及義工團隊。

15.  主動邀約臺南市鄰近及偏遠地區學校，107年度

已達39梯次團體及學校至中心進行參訪，參與人

數達1,189人次，較103年增加75.88%，103年至

107年環境教育及參訪達4,509人次，參訪過程透

過小遊戲引導學習垃圾減量。

南科環境監督小組互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為方便園區事業及一般民眾能隨時取得園區即時

監控資訊，推動建置智慧園區即時環境監控資訊

平台，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增進對公共事務的信

賴與監督。

2.  建置了「維修管理資訊系統」(MMIS)及電子巡檢

及IOI智能監控系統，以妥善處理廢棄物、提升

生產效率、減緩材質劣化及增加設備之運轉可靠

度，期間未發生非計畫性停機，運轉率100%。

3.  推廣CTCI/ECOVE 認同卡，每月固定回饋簽帳

金額之0.2%比率給中鼎教育基金會，辦理公益活

動，善盡社會責任。

協辦環工年會展場

推廣環教及參訪

廠區營造友善公園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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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

台灣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和平分公司為配

合政府水泥產業東移政

策，於88年4月27日在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

平水泥工業區開工申報

正式核准，投資設置。

公司於兼顧自然環境及

水土資源保育之精神下

興建2套旋窯系統，#1
窯於89年12月01日點火

試車，90年01月01日正

式量產，#2窯則於90年06月01日點火試車，90年07
月01日正式量產，負責卜特蘭水泥（熟料）第I型產

品的製造。

In support ing the government pol icy of 
transferring the cement industry to eastern Taiwan, 
the Corporation decided to establish Hoping Plant 
at Hoping Cement area of Hualien on April,27,1999. 
Under protecting environment and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Hoping Plant was erected by two 2 
Kilns, Kiln #1 has been constructed on Dec.1, 2000 
and in operation on Jan.1, 2001. Kiln #2 started-up 
on June,1,2001 and in operation on July,1, 2001.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魏家珮 廠長

魏家珮 廠長

網　　址：https://www.taiwancement.com
行 業 別：水泥製造業

員工人數：185人
地　　址：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263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8年9月13日
負 責 人：魏家珮 廠長

聯 絡 人：陳建宇

電　　話：03-8682111分機6604
傳　　真：03-8682007
環安聯絡信箱：2001102@taiwancement.com
主要產品：卜特蘭水泥 第I型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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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廠長室： 陳技竫 副廠長、林彥廷 副廠長、 
林進樹 經理

礦務課： 馬楷威 主任、黃信凱 主任、 
林貽謙 主任

製造課： 李明煌 資深副理、邱鈞嶸 資深副理、

周文彬 副理、牛育俊 主任

工程課：張嘉新 資深副理、陳瑞傑 襄理

電務課： 李俊宏 資深副理、賴錦彬 副理、 
林錦忠 主任

品保課：呂文哲 副理

職業安全衛生組： 蕭志政 資深副理、 
陳建宇 工程師

儲運股：梁烘昌 副理

事務／物料股：洪金宗 副理、李冠謀 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台泥作為水泥業的領航者，以「環保一條龍」

政策，積極為社會、企業發展協助解決廢棄物。以

循環經濟為策略目標，構建跨產業「循環經濟鏈」

創造企業永續經營價值；藉由 ISO 14001、ISO 
50001、ISO 14064、ISO 14046、BS 8001 的國際

標準認證，提升台泥在能源、水資源、廢水、廢棄

物管理績效，以超越環保法規指標的標準，做為節

能、環保、生產製程改善方案規劃方向，落實經營

管理理念與節能環保政策，降低環境衝擊影響。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在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程

規劃方面，依循總公司政策，和平廠設定短、中、

長期目標（短期1-2年、中期3-5年、長期6-10年）及

規劃，如能資源管理的氮氧化物平均濃度與強度、

粒狀污染物平均濃度與強度、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生熟料系統效率及產品單位耗水量；廢棄物管理的

總廢水量、廢棄物再利用率及原物料替代率；環境

參與的企業參訪及環境活動參與等。

而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

證中，多年來持續運作各管理系統於經營管理上，

同時為評估用水衝擊性，通過ISO 14046水足跡盤查

查證（查證用水期間為107全年度），提升水泥廠水

資源管理，為國內第1家獲得水足跡認證的水泥廠。

本廠亦推動綠色生產（綠色供應鏈）或行銷，

包括袋裝水泥所使用之包裝材，皆使用通過FSC認

證之廠商所提供之紙袋；逐年汰換能源效率低之空

壓機等設備，其新購之機台也須符合能源局所訂定

之能效標準。環保署於107年公告「卜特蘭水泥」環

保標章規格標準，其標準敘述水泥業為重要基礎原

料產業，利用水泥旋窯具高溫燃燒、滯留時間長及

擾流程度佳等特性，可將工業製程所產生的爐碴、

煤灰、污泥、建築廢料等

廢棄物，做為水泥製程的

原料使用，可減少原生材

料之使用，減少天然資源

開採，促進資源永續再利

用。同年本廠即取得環保

標章卜特蘭水泥第I型／金

級證書，成為水泥業首間

取得環保標章之企業。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在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方面，針對製程用水管

線進行修繕及保養，藉此節約廠內用水量。故單位

耗水量部分，107年較106年下降0.03 噸／每噸熟

料，以107年產能計算用水量減少12萬噸，相當於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20噸。

在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上，透過管理系統

提出改善計畫，逐年執行減量措施，107年節能量為

3,817千度，換算減碳量為2,114噸。製程上持續對設

備進行保養及修繕，使得效率得以持續下降，在生

熟料系統單位耗電量除符合法規規定之74.00 kWh/
T，更優化至57.38 kWh/T，降低21.8％。107年生熟

料系統單位耗電量因製程改善較106年度下降0.1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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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熟料耗電量，換算節能量736千度，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408噸。

而水泥業在生產過程中，廢棄能源的再利用

也是相當重要，本廠建置兩套廢熱發電機組，將熟

料鍛燒冷卻後的廢熱，收集並透過廢熱鍋爐產生水

蒸氣推動渦輪機帶動發電機發電，產生電力再併入

電網中供應整廠使用。107年度全廠廢熱發電量為

57,973千度，占全廠用電量14.7％，換算減少二氧

化碳3萬噸。

本廠亦積極推動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

用，因生產水泥所需燃料與鐵渣、石膏等原物料皆

由和平港輸入，製成之水泥產品亦由和平港運輸至

西部各港口水泥接收站，不僅節省運輸費用，亦避

免對環境造成衝擊。水泥廠亦將石粉供電廠作為脫

硫吸收劑，其產生之脫硫石膏、飛灰及底灰等廢棄

物，再運送回水泥廠作為原料，完全充分的回收再

利用。

和平廠所使用之黏土來自土資場供料，燃煤飛

灰、燃煤底灰及石膏來和平電力公司，統計107年度

所使用之廢棄物再利用量為135萬噸。

此外，為響應政府政策推動循環經濟，於107

年度新增個案、公告再利用項目共7項，包含自廠歲

修汰換之D-0403廢保溫材（廢耐火磚）、紙漿廠之

D-0902無機污泥、半導體業之R-0210廢壓模膠、淨

水廠R-0909淨水污泥、鋼鐵業之R-1210電弧爐煉鋼

爐渣、焚化爐之000099垃圾焚化爐之再生粒料、石

材業之000099石材污泥衍生石粉，未來亦在不影響

水泥品質的狀況下，積極評估再利用資源可以循環

使用於水泥製程中，提升原物料替代率。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畫或措施方面，依水泥

業空氣排放標準規定，既有水泥廠之氮氧化物排放

標準為450 ppm，又和平廠為臺灣唯一全廠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之水泥廠，自主承諾氮氧化物排放濃度

不超過350 ppm，又於建廠設計即考量氮氧化物減

量，使用低氮氧化物噴煤管及製程操作方法，可降

低至280ppm以下。經統計後，107年度氮氧化物平

均濃度為254.96ppm，較106年度下降34.35ppm，

降低11.87％。同年原SNCR使用固體粉末尿素直接

投入反應器改由配置尿素溶液噴灑方式，提高反應

效率。

石灰石來源方面，使用最先進的「山頂平臺式

階段開採豎井運輸法」開採，礦山開採同步進行植

生綠化，破壞面積小，對

景觀與環保衝擊較低，且

具有安全性高、產能大、

運輸成本低之特點。

 

石灰石自開採平台進入豎井後，以密閉式輸送

系統輸送系統運至原石庫及製程直接使用，而自港

區進口之原料、煤炭分別供給水泥廠及電廠，最後

水泥產品亦透過密閉輸送至港區裝船；綠色運輸系

統總長度 3,700 公尺。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上，推動污水

回收再利用計畫變更生活污水排放改為廠內自行再

利用作為澆灌，預計污水排放量可減少60％。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方面，

廠內生產過程中，因維修或保養所汰換之材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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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活動所產生之生活垃圾，將作為作為替代燃

料替代原料使用於原製程中，廢棄物再利用率為

100％，實現零廢棄的目標。

毒化物管理及使用替代方法上，因CNS 1078 
水硬性水泥化學分析法、及CNS 2924 卜特蘭水泥細

度檢驗法（氣透儀法）會使用到重鉻酸鉀，惟僅對

法規要求檢驗端使用CNS方法，製程中之定期檢測

則用替代檢測方法實驗，如EN 196-2，取代毒性化

學物質的使用。

四、環境參與

在整個和平地區，對於周遭鄰近道路以及運輸

車輛行經路線皆進行道路洗掃認養，範圍包含蘇花

公路台9線南起和平車站至北端大濁水溪橋間、和

平工業區和工二路及和工五路，認養道路長度總計

6,270公尺。台泥企業團107年儲備幹部管理年會，

集結有11屆的結業學員參與，涵蓋了台泥在兩岸各

關係企業及各廠的年輕管理幹部。這群年輕幹部也

發起了「環境永續護海洋」活動，於廠區鄰近的忠

榮海灘進行淨灘活動，參與人數共計107人次，淨灘

長度約為1,000公尺。

和平廠鼓勵綠色運輸，位於花蓮及宜蘭交界之和

平工業區，除居住於當地或宜蘭、花蓮縣以外由公司

提供宿舍外，絕大多數同仁皆由外地每日往返，為確

保員工上下班通勤中途之交通安全及提倡綠色運輸

政策，公司鼓勵員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全額進

行補助。透過綠色運輸方式，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電聯車）取代自用小客車，補助金額2,660千
元，里程約2,542千公里，減少二氧化碳共155噸。

廠內腹地廣大，以往同仁於廠區及辦公室間往來依

靠騎乘機車，現新購電動自行車於廠內移動使用。

社區鄰里之間的互動，邀請花蓮和平國小學

童，舉辦以“慧眼看世界”為主題的夏令營，採用

尋寶遊戲的方式，精心設計了 3 天的探險行程，將

世界各國的文化特色和建築象充分與遊戲相結合，

讓孩子們在層層闖關做任務的過程中，學習知識，

探索水泥文化。

 

台泥企業團以核心事業「水泥」，作為創作元

素，展現人文創意的能量，讓水泥展現新生命。為

此，結合環保水泥推廣環保標章以及增進社區鄰里

互動，特別邀請專業團隊帶領社區民眾進行水泥盆

栽DIY活動，也放映企業永續經營理念短片，讓居民

充分瞭解台泥，所生產的水泥，非常環保。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台泥自100年起即與工研院合作推動「鈣迴路

碳捕獲先導型系統技術合作研究」及「碳捕獲與利

用技術驗證與放大技術研發」，以水泥原料石灰石

做吸附劑，利用其價廉、吸附容量高、易於取得之

優勢，以及失去活性的吸附劑可再投入水泥製程做

為原料或產製附加價值較高的輕質碳酸鈣，有效將

煙氣中的CO2捕獲分離，另外，因多次反覆吸脫附

而失去活性的石灰石，可完全做為水泥生產的「原

料」，不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且降低水泥製程之

成本。對水泥業而言，是雙贏策略。

和平廠接受各個團體提出申請需求，辦理社

區及校園企業參訪，藉由簡報報告以及現場實際勘

查，瞭解經營理念及環保推動政策以及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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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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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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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7039
傳　　真：06-5052333
環安聯絡信箱：S12141@chipmos.com
主要產品：半導體封裝測試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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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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廠廠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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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信、沈琪翔、

張青智

環保政策及理念

南茂向其所有員工、客戶及社會大眾承諾，在

作業生產綠色產品及清潔生產是我們對環境保護永

續管理之目標，並達到廢棄物、空污、廢水等污染

的預防、用水、用電減量管制及其有效利用。 
我們承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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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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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推行相關環境管理事項：

1.  取得綠色工廠及綠建築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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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高達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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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續2年獲臺南市政府及南科管理局頒發「績優綠

色採購企業」、「南科環保績優單位」獎項，綠

色採購方面於107年更快速成長達一倍以上、綠色

行銷方面結合廠內7-11超商辦理「環保集點趣」

活動。 
3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推動永續策略、永續思維，以

「環境保護」「企業承諾」及「社會參與」為實踐

方針，積極永續發展SDGs達10項以上，於107年
獲得「TCSA TOP50臺灣永續企業」「TCSA臺灣

企業永續報告-白金獎」「天下企業公民大型企業

前50強」「TCSA 永續水管理獎」「BSI 企業永續

傑出獎」獎項。

永續傑出獎

台灣企業永續獎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導入多項節能、節水

及廢棄物減量等清潔生產措

施，包括：製程,空調,照明

效率提升、切割研磨廢水回

收、製程原料節用並降低廢

棄丟棄量。

1.  提升廢水回收推動源頭管

理措施降低用水量，用水

／廢水排放強度逐年下降

且在水資源管理成效彰顯，於107年榮獲「永續水

管理獎」。

2.  推動ISO 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達到原物料有

效利用及減量和

降低材料成本，

多次受工業局邀

請開辦案例分享

說明會、發表文

獻、觀摩活動。

3.  成立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每年進行溫室氣體

的排放現況做清查及建立清冊，並藉由盤查確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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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在能源效率提升

方面將AC Type FFU 升級為DC Type FFU效率提

升＞60％，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併入廠內電力系

統，107年增設第2座，預計109年再設置第3座。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在化學品管理方面，會事先召開評估會議及相關

系統管控，從採購前健康危害評估（低危害取代

高危害），確保員工降低作業危害並定期規劃緊

急應變演練計劃並依計劃辦理推演及演練。 
2. 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

a.  固定：在空氣品質方面採用VOC 濃縮轉輪＋

RTO 爐來執行管末處理，提升效率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VOCs）處理效率由50％提升到90％
以上，且持續

推動V O C原

物 料 源 頭 減

量，總排放強

度逐年降低。

b.  移動：為提升

空氣品質，推動柴油車排煙自主管理，南茂與

合作夥伴之柴油車輛均符合「柴油車排煙管理

規定」方能進入廠區，符合率為100％。

3.  廢棄物管理，從廢棄物清理商評估表鄰選→委託清

理前之稽查流向確認→清除與妥善處理制定程序與

流程，並加強再利用最終流向追蹤，後端產品銷售

廠商及再利用日期及時間，善盡環保管理責任。

4.  RDF技術提升廢棄物再利用，廠內「廢樹脂」原

處理方式為焚化及掩埋，為減少垃圾量及提升廢永續水管理獎

空污防制設備（RTO爐）

物質流成本會計觀摩、TSIA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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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再利用率，將廢模壓樹脂以再利用處理方式

製成燃料棒產品（RDF-5），再利用提供紙廠蒸

氣鍋爐燃燒之輔助燃料使用。

四、環境參與

1.  南茂環保集點趣，響應環保署推廣「企業認購綠

點計畫」，認購綠點30萬點，結合7-11超商推

動綠色行銷，辦理「南茂環保集點趣」送綠點活

動，於廠內7-11設置綠色商品專區，鼓勵員工購

買綠色商品，同仁只要在7-11購買綠色商品即獲

贈1點，集滿10點可獲得400點綠點。

2.  認養海灘與公共園地，辦理淨灘區域為臺南市安

平觀夕平臺及黃金海岸、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公共

場地，實行植栽的養護、環境的清潔，以提升環

境美觀及企業形象。

淨灘照片

3.  認養佳里區圖書館公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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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與園區節電大聯盟-校園節能診斷經驗分享，

除了致力於公司的節能外，也積極輔導校園之節

能，以自身節能經驗至校園進行訪視，視學校之

需求提供各項資訊、協助並舉辦成果檢討會，由

輔導與受輔導方進行綜合座談，達到節能成效。

5.  辦理5梯次「偏鄉小學環境教育課程」，透過此

活動讓參與的小朋友從小開始培育環保概念的養

成，此次主題為「太陽能發電」讓小朋友了解能

源重要性外，更藉由「太陽能教材」DIY組裝太陽

能小車，實際讓小朋友感受到太陽能的作用，達

到寓教於樂。

6.  多次參與民間／政府綠色工廠、能源管理績效、

物質流成本分析、循環經濟論談、永續性產品管

理之推廣及觀摩活動。

7.  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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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響應環保愛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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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環教活動與宣導，每年邀請環境教育人員到廠授

課，辦理友善無毒稻作及柚樹認養活動，安排同

仁及眷屬參無毒耕作與收割稻米之活動體驗，瞭

解稻作種植過程及無毒土壤重要性、在環境保護

之教育涵義，同時支持小農們，讓地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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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在環保創新及專利設計方面，主要以輕薄、小體

積及節省工序與降低產品損壞，進而降低原物料

使用與產品報廢產生廢棄物，在專利設計上做了

相當大環保貢獻。

2.  推動辦公室做環保，加強文宣及辦公室貼標語，

讓同仁認知辦公室做環保從自身做起並將觀念帶

回家中推動辦公室做環保，如紙類減量、資源回

收及再利用等環境保護工作。

偏鄉小學環教

在地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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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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年之操作

營運契約。本廠服務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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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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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06年連續3年獲得環保署查核

評鑑優等獎，103年及107年獲得查核評鑑最高榮譽

「特優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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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團隊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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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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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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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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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dealing urban waste in Keelung and 
implementing EPA'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 but also having been providing a varie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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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 been 
receiving the excellent awards during 2015 to 2017 
and the outstanding award in 2014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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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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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每一分資源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

本公司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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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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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如下：

1.  依本廠之品質暨環境安衛政策，規劃短中長程目

標，本廠積極將全球永續發展的願景納入營運核

心策略之中，致力將本廠之環境政策與SDGs結
合，將SDGs融入營運活動中，持續朝向永續之路

邁進。

一廠一腳印、永續環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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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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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4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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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級品管QC、QA管理，循序漸進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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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民間企業與團
體綠色採購獎

第27屆企業環保獎
（銀級）

ISO14001

ISO9001 ISO45001 ISO14064-1

                                                                

3.  本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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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本廠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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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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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身為地球一分子之責任。相關能資源節用

貢獻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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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桶改為兩段式沖

水系統，節水60％，107年
度廠區廢水經廢水廠處理後

回收再利用量為42,321噸，

雨水回收提供植栽澆灌及清

潔使用，每年回收約100噸。

2.  垃圾焚化所產生之熱能回收提供渦輪發電機設備

發電，除提供自廠運轉使用外，其餘電力售於台

電公司，107年度售電量達96,961.83千度，取代

比率達98.66％，單位垃圾發電量622.51度／噸，

近５年最高（24座焚化廠第2高）。

3.  引進震波清灰（清除過熱器管積灰），每年可減

少8次計畫性停爐，每年可增加垃圾處理量5,760
噸 ／ 年 ， 售 電 量 增

加2,860,800 kWh／
年 ， 柴 油 用 量 減 少

6,000(L)，107年提升

鍋爐運轉率至90.6％，

為本廠自96年以後之

最高運轉率。

4.  冰水主機節能，經由冰水設定溫度調控，可節省

用電度數273,600度／年。

5.  兩爐１次風機馬達改變頻，全年推估可節省

522,432度／年。

6.  行政大樓、廠房、路燈等照明改善，推估每年可

節省208,820度／年。

三、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本廠設廠營運至今已逾14年，相關污染防制設

施均已運行相當久之時間，本廠每年會依據設備使

用狀況，執行保養清潔維護或汰舊換新之作業，以

維持污染防制設備正常運轉，確保廠內固定污染源

廢氣監測值皆符合法規標準及合約保證值之規定，

並藉由妥善之管控作為達到污染防制減量成效，減

量成效如下：

1.  107年度各項廢氣排放監測結果，皆低於設計值並

遠低於現行法規值50％。

2.  107年度空氣污染物氮氧化物(NOx)平均排放濃度

79.45ppm ，近五年最佳。比106年減少排放4,811
公斤，氯化氫減少排放1,797公斤。

3.  107年度垃圾焚化處理193,229噸，減量160,591
噸，減量比率達83.11％。

4.  積極配合環保署飛灰水洗再利用精進措施計畫，

與淡江大學合作執行「教育部補助之大學產業創

新研發計畫-垃圾焚化飛灰循環利用生產廢水陶瓷

濾膜之全回收清潔製程」之合作計畫，具有循環

經濟價值，並獲得2019年「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

明展」金牌肯定。
互動式雨水回收模擬系統

SPG震波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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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廠自行設計底渣篩選裝置，過濾大型鐵件及不

燃物，降低鐵金屬含

量及優化底渣品質，

1 0 7 年底渣產生率

12.17％，為近５年

新低。

6.  配合環保署移動污染源管制活動，本廠定為空氣

品質淨化區，車輛如未取得柴油自主管理分級標

章者，予以禁止進廠。

7.  藉由執行垃圾落地檢查，回收資源物約2,000公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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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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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環境參與

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具體作為有：「區域聯

防」協助連江縣垃圾處理垃圾焚化處理、響應

「環境友善祭祀」活動，金紙減量集中焚化、海

岸認養、推動環保集點、衛生紙丟馬桶等活動。

2.  本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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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辦理64場次環教活

動，參加人次達1,904人。

3.  提升廠內同仁及環教志

工之環教知識，舉辦環

境教育廠外增能活動，

並與新北產業園區污水

處理廠異業結盟，推廣

環保作為。

4.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包括「小蘋果愛心認領活動」、

捐贈二手衣、107年起配合集團辦理規劃3年「一

廠一腳印、永續環教行」活動，持續不斷地投入熱

情與行動力，將環境教育向外拓展向下紮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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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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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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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個人確切了解環境保護及生態

保育與節能減碳的迫切及重要性，盡到本廠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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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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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各項採購上也採取鼓勵使用綠色產品政策，以具

環保標章、第二類環保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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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104年-106年度垃圾焚化廠

查核評鑑「優等獎」。

2.  105年度民間企業與團體綠

色採購獎。

3.  第27屆企業環保獎（銀級

獎）。

4.  103年及107年度垃圾焚化

廠查核評鑑「特優獎」。

106焚化廠評鑑（優等獎）

107焚化廠評鑑（特優獎）

108年淨灘活動

環教增能活動

環境教育

底渣篩選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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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鼎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政府依「鼓

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

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

採用BOT模式來開發興

辦苗栗縣垃圾焚化廠。

裕鼎股份有限公司於91
年11月成立，資本額 
7 .5億，主要任務為投

資、開發、建設及運營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建

廠統包工作委由中鼎公

司執行，於92年9月開

始施工，97年2月29日經核准正式商轉，營運期間為

20年，以妥善處理全苗栗縣垃圾問題。

以「專業、誠信、團隊、創新」為經營理念。

在處理垃圾上以「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

化」為目標。在品質的維護以環保、工安、衛生之

持續改善，確保焚化品質、保障員工之健康、安全

及提供良好工作環境。

The Miaoli County Government adopted 
the BOT model to encourag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aoli County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courage the Citizens’ 
Inst i tut ions to Bui ld an Operat ional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Promotion Plan”. With a capital of 
NTD 750 million, ECOVE Miaoli Energy Corporation 

(M.E.C) was established in Nov. 2002 as a special 
purpose company for Miaoli County Refuse 
Incineration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Project. 
The main task is to invest, develop, construct 
and operate the Miaoli County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t and turnkey 
work was carried out by CTCI Corporation in Sep. 
2003, which was finished in Feb. 2008. In order 
to properly dispose the waste problem in Miaoli 
County, the plant has been under commercial 
operation since Feb. 29th, 2008, with an operation 
period of 20 years.

施雲鵬 董事長

網　　址：www.ecove.com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49人
地　　址：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里16鄰保安林

25-6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1年11月7日
負 責 人：施雲鵬 董事長

聯 絡 人：楊術等經理

電　　話：037-484380分機202
傳　　真：037-474105
環安聯絡信箱：y.s.d@ecove.com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服務及熱能回收發電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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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VE Miaoli Energy Corporation, a member 
company of CTCI Group, always adheres to its 
corporate principles –Professionalism, Integrity, 
Teamwork,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the best solutions for waste treatment, M.E.C 
focuses on stabilization, hygiene, and renewable 
energy as its targets. Besides, M.E.C sustains 
its efforts on the impr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bor safety, and hygiene to enhance 
incineration quality, as well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its employee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董事長 施雲鵬、總經理 朱沛峰

　　　　　經理 楊術等、副理 林弘仁

團隊成員／廠長 王志豪、操作組長 洪建皓

　　　　維修組長 李有祥、行政組長 李欣穎

　　　　安衛組長 徐淙鈺

環保政策及理念

珍惜每一分資源，努力用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

事，竭力達成「提升資源循環效能」，以精進技術

整合應用及優化資源循環效能作為我們的使命，並著

手智能系統及數據管理、提升設備效能與壽命、綠色

營運降低環境負荷等永續作為，以期達到碳管理、能

資源效率、污染防制與員工自主參與等成果，未來我

們會持續積極參與國家和地區環境政策及議題，並促

成社群的合作與貢獻，讓事業結合志業，展開全員

CSR，善盡企業公民的職責，做到環境保護、社會進

步及經濟成長，持續邁向永續之路。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環境政策包含空氣污染防制、焚化廢棄物管理、

綠色營運與生活、環保投資與成效、環境教育。未來

的目標及規劃：

短期目標：妥善處理廢棄物，空品維護及改善，

設備節能改善，維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效性。

中期目標：大數據運用，導入智能化管理，持續

溫室氣體盤查，展延碳足跡標章，落實關鍵指標，實

踐綠色營運，持續推動環境教育。

長期規劃：成為「最值得信賴的永續資源循環

領導者」，為苗栗創造清淨家園新環境、在地共好

生活。

通過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產品

碳足跡標籤，協助環保署制定「廢棄物處理服務」

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自99年起，自訂各

項管理準則以提升環境管理之推動能量並依據GRI 
Standards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撰寫指引，以AA1000 
AS為標準進行第3者驗證，且每年更新一次，目前

108年度發行之報告書，已連續9年發表。

ISO14001_2015中英文版證書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水資源管理：廢水零排放，雨水回收再利用，107
年製程用水量較106年降低3,964噸。

2.  能資源節用：107年單位垃圾用電量106.8度／噸

（近3年新低），執行節能改善合計減少1,315噸
CO2e／年排放，燃料油使用量較106年降低230公
升。兩爐之一次送風機加裝變頻器控制改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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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額116萬元，

經調整風機轉速配

合風量大小改變負

載，107年節省用

電量達83.5萬度，

換算溫室氣體減排

當量達440噸CO2e
／年。

3.  提高能源使用率：

107年焚化熱能負

載率指標99.7%為

近五年新高，單位

垃圾發電量約566
度／噸（全臺焚化

廠平均發電量521
度／噸），單位垃

圾用電量約106.8
度／噸（全臺焚

化廠平均用電量

112.59度／噸）。

4.  原物料減量及回收

再利用：焚化後

底渣及飛灰合計

24 ,247噸，減量

率達85.5%。107
年度底渣產出量為

20,003噸，底渣再利用量合計18,702噸，底渣再利

用率為93.5%，廠內廢棄物執行資源分類回收。

三、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於107年將「資源回收物」列為重點檢查項目，

共計違規車次143車次，其中部分退運（資收物10件
以上）共計98車次，全車退運（資收物20件以上）

共計34車次。

針對違規單位執行教育訓練，並將教育訓練結

果函文予環保局。107年度共辦理6次「焚化廠進廠

違規教育宣導課程」合計195人次參加。

針對累犯廠商加強廢棄物落地檢查，並將違規

內容提報主管機關，並禁止進廠，於107年度禁止違

規車輛進廠總計6件。

於107年加強垃圾檢查作業，並以曳引車檢查為

重點，及提升整體焚化效率。持續針對自動燃燒控

制系統參數調整。產生率部分，107年較105年減少

2.24個百分比，顯見在廢棄物減量所做的努力獲得良

好的成效。

四、環境參與

1.  廠內推動環保觀念及辦公室做環保之具體作法：

每日朝會時間宣導各項環保觀念及勞工安全衛生

等提醒。派員參與環保議題研討會，也透過辦理

各項環保活動中，學習如何做好環保等。於節能

減碳方面，廠區照明管制，原物料減量改善等各

項活動及設備改善，進而達到身體力行之教育。

推廣淨灘、淨林，在環境清潔之於同時促進員工

健康之活動。

2.  敦親睦鄰暨民眾參訪活動：認養公部門公廁1座，

認養道路清掃500公尺，認養海岸長度500公尺，

107年共執行認養區域清掃次數達85次。開放周邊

親子淨灘活動

認養道路及公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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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里民以實際參觀方式，讓每個人瞭解環境

保護的重要性。

3.  於103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評鑑，107年舉辦環境

教育12場次，107年環境教育及參訪超過1,700人
次，並辦理「一廠一腳印，永續環教行」環境教

育活動。

環境教育活動

偏鄉國小環教活動-象鼻國小

4.  配合集團辦理「行腳減碳去」「世界海洋日減塑

活動」「衣舊有愛、二手衣捐贈」等節能減碳活

動。

行腳減碳去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取得產品碳足跡標籤（焚化廠首獲），榮獲減

碳行動獎績優獎、環境教育創新教具徵選─獲得佳

作獎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優異，並連續8年全國

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特優或優等。

「產品碳標籤-廢棄物
焚化處理服務」

「減碳行動獎」績優獎

107年度環保署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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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Fab12A 廠

聯華電子（以下簡

稱聯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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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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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設計的製程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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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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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mc.com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4,500人
地　　址：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18、2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0年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廠　　長︰莊裕智 協理

聯 絡 人：張炳坤 經理

電　　話：06-5054888 分機8621906
傳　　真：06-5053899
環安聯絡信箱：p_k_ch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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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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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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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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裕智 協理

團隊成員／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

莊燿瑋 處長、張炳坤 部經理、賈定山、

周欣慧、林珮萱、吳政修、陳子秦

廠務暨擴建工程處：

黃建溢 副處長、李榮哲 部經理、李春茂經理、

王烱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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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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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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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政策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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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生產活動

及產品服務流程，致力減少生命週期各階段的環

境負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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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進循環經濟，成為環保科技領導者。

5.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民眾及全球營運夥

伴合作，攜手參與環境生態改善與復育。

6.  推廣環境倫理教育及環保理念，提升企業、上下

游供應鏈及整體公民環境保護意識，以展開行動

並善盡職責。

7.  透明揭露環境資訊，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議

合，盡職調查發揮影響力，促進環境永續。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聯電的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行公益」

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引

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循環。聯電的永續發展係構築

於「創造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榮的全

球性友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之下；以「客戶、股

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標，共同追

求永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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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永續委員會統籌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會於97年成立，為聯電內部

最高階的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及擬定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半年檢視委員

會之績效與目標達成度，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涵蓋

經濟、環境和社會重大主題之推動成效與計畫。

3. 推動聯電3R大聯盟(UMC Triple R League)倡議

推動「Triple R大聯盟」，聯電領航攜手供應商

從「節能減廢」走向「循環經濟」，推廣綠色供應

鏈、永續發展的價值。3年內已超過40家供應商參

與，供應鏈累計減碳量達670座大安森林公園，並於

每年4月辦理傑出廠商頒獎。

3R大聯盟合照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之執行成效

聯電於104年4月20日世界地球日公布下階段

之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以104年為基準

年），展現對永續環境的承諾：到109年節水、省電

及減廢各10％的目標，期望在109年聯電進入40週年

之際，得以歡喜收割綠色果實。

●12A廠至107年「Green 2020」之執行成效

項目 用電量 用水量
廢棄物

產生量

109年減量目標

（基準年104年）

減量

10 ％
減量

10 ％
減量

10 ％
至107年NER

（單位用量）實際

累計減量比率

減量

23.1％
減量

24.5％
減量

18.25％

2. 舉辦「綠廠獎」「綠創獎」競賽

公司為鼓勵各廠積極推動節能工作、提出創新

方案，從105年開始以廠區為單位設立獎項－「綠廠

獎 (Green FAB Awards) 」，主要藉由廠區競賽方式

促進各廠努力提出節能方案，除節能減碳外，亦可

降低運轉費用、提升企業競爭力。另針對提出創新

方案達節能減廢之團隊或個人獎勵之「綠創獎」以

激發創新點子達到小工程大改善。

綠廠獎及綠創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污染防治設施使對環境衝擊極小化

建廠初始即預先規劃至產能滿載之空污防制系

統藍圖，各項防制設備

均以(N+1)台模式規劃設

置，且留有安全裕度；

並包含緊急備用電源，

於緊急狀況時仍可有效

處理空氣污染物，以確

保所有排放符合法規要

求，並維護空氣品質。

廢水依特性分類處理並多重再利用，以提升

水資源最大效益，使廢水成份簡單化，最後再經由

廠區廢水處理設施，將廢水處理符合科管局納管標

準，才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2. 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化讓資源利用的極大化

廢棄物管理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

源化」為策略，最終目地達「零廢棄」。藉由製程技

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頭管理措施，減少廢棄物產

出，並推動循環經濟，將垃圾轉變成有用的資源。

107年度廢棄物管理績效總表

項目 數量 單位

廢棄物減量 387 噸／年

資源回收率 97.92 ％

回收再生資源經濟收益 1,275萬 元／年

廠內資源化比率 38.2 ％

N+1空污防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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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品及毒化物管理資訊平臺

已建置電子化管理系統，針對新化學品於進廠

使用前皆須經過系統評估，事先評估相關法令規定

及後續污染處理程序，維護人員安全與健康。為有

效管理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免於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對毒化物之運作與流向亦建置電子化

管理系統，方便查核並進行管控。

四、環境參與

1. 推動廠區綠美化，是工廠也是公園

12A廠利用大量植栽綠化戶外空間，以美化廠區

景觀。基地周圍也設置有緩衝綠帶，整廠之綠覆率

達30％。廠區東北角及西南角生態湖泊景觀公園，

營造樂活工作環境。

廠區綠美化

2. 每年舉辦環保季推動員工環保教育

每年度4月-6月為聯電環保季，舉辦一連串環

保節能相關活動，透過同仁參與，將永續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觀念融入同仁的職場與生活。107年聯電

環保季以綠色生活節

「Green Life」做為主

題概念，全公司共辦

理10餘項活動，總參

與人數為7,984人，其

中12A廠參與人數為

2,820人次。

3. 用碳交易做生態保育，創辦綠獎

用碳權交易回應大眾關注之環境議題，創辦「綠

獎」(UMC Eco Echo Award)，鼓勵生態保育團體提

出具體環境永續發展和具開創性的計畫，3年來共幫

助14個保育計畫實現影響力，攜手守護臺灣生態。

4. 成立「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隊」

108年成立「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隊」以參與臺

南市政府節電大聯盟活動，共同推動低碳城市。截

至108年4月，服務隊針對臺南用電大戶免費提供節

能診斷輔導及臺南地區弱勢社福機構提供節能及安

全輔導、工程改善等服務，可產生539萬元的經濟效

益，並可減少約869噸CO2排放量。

5. 推廣偏遠地區環境教育

12A廠配合南科管理局推廣南科永續園區環境教

育場址，於106年-107年與南科管理局合作共同推廣

偏遠地區環境教育活動，共計辦理4場次偏遠地區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參與學生人數達109位。

偏遠地區環境教育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2A廠近3年環保榮耀獎項 

1.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績優事業（107年）

12A廠力行環境保護、節約能

資源，以及綠美化環境景觀，已連

續7年獲得南科管理局肯定（100
年-107年）。

2. 綠色採購-績優企業（107年）

為配合政府「推動民間企業

與團體之綠色採購實施計畫」，推

行購買環保標章產品；107年採購

環保標章OA產品金額約3,813萬，

已連續5年（103年-107年）獲臺

南市政府環保局之肯定。

3. 綠色工廠（108年，12A）
12A廠為全國第一批取得綠色工廠標章，108年

7月甫取得經濟部工業局續用核可。綠色工廠標章內

容涵蓋廠房建築之綠建築評估系統及營運管理之清

潔生產評估系統，依經濟部工業局發展之各特定行

業之評估系統，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評定合格。

員工環保季活動

園區環保績優獎

綠色採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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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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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數位投影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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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projector and 

林惠姿 總經理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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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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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姿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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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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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姿 總經理

　　　　　呂玉如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安環處： 邱創保 處長、林亞忻、吳佩倩

員服處／廠務處： 蔡繡婕 經理

　　　　　　　　黃文明、曾梓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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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

我們以104年做為基礎年，制定短期、中期及長

期的節電、節水及減廢目標及因應策略，並定期檢

視節能減碳方案之推動成效。

106年目標設定與達成狀況

2. 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中強光電竹南廠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持續

推動ISO 14001、OHSAS 18001、CNS 15506、
ISO14064等各項管理系統，並秉持P-D-C-A精神，

推動公司內各項環安衛工作。發表並定期更新企業

永續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取得AA1000AS第二應用

類型高度保證聲明。

3. 推動綠色生產、綠色供應鏈及行銷

中強光電竹南廠與供應商共同建立綠色供應

鏈，推動項目包含綠色生產、綠色採購及綠色行

銷，從原料至產品，敦促供應商共同建立及發展永

續供應鏈。制定完整的供應鏈管理規範，定期實施

供應商評鑑，合格比率為100％。召開供應商大會、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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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綠色產品管理系統、執行有害物質列管、100％
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及無衝突礦產聲明

書要求、落實綠色原物料採購、推動綠色產品採購

及申報、推動綠色行銷，建置電子通路及e化發票。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透過宣導傳達珍惜水資源精神、工程改善或管

理手法，減少用水的浪費；107年節水效益為10,624
度，較106年增加6,669度，單位用水強度較基準年

減少0.03度，累計節水率為11％，高於短期節水累

計目標值10％。

2. 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

定期實施電力盤點，隨時掌握最新耗用資訊並

加以控制，同步執行節能及節電具體措施有購買5
萬度電「再生能源憑證」、持續性推動智慧照明計

劃、實施多項辦公室自主減碳措施。107年度節電效

益為248,148度，節電率為13％，高於短期累計節電

目標值10％，共減少208.3噸-CO2e排放。

3. 推動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透過技術改良將原物料使用量降低、提高光學亮

度與產品輕量化，同時將出貨棧板及壓克力保護板回

收再使用，除可降低對環境負荷外亦可達到循環經濟

目的。107年度共減少30噸原物料、出貨棧板購買及

壓克力保護板回收，共減少67.4噸-CO2e排放。

4.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考量能資源之節約性，努力改善生產端的能

源耗用，藉由導入能源管理系統，辦理綠色設計課

程，優化產品設計及透過生產排程重新調整，提升

生產效率和能源使用率；同時公用設備定期維護保

養及設備汰舊換新，減少能源耗用及洩漏。107年共

節省207,385度用電，減少114.89噸-CO2e排放。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畫及措施

推動自主性空氣品質管理機制，辦公區及生產

製造區域進行PM2.5以及辦公室CO2監控措施；推行

綠色交通運輸及環保駕駛觀念， 響應政府空氣品質

淨化區管制，推行綠色交通相關措施，減少對環境

空氣污染衝擊為永續環境盡力。

2. 推動廢水減量計畫及措施

將過往生活污水經簡易處理後即排放至下水道系

統方式，透過工程變更、強化宣導等方式減少廢污水

產出與費用支出。107年節約用水8,915度，廢污水排

放強度62.25噸／人，較106年減少11.15噸／人。

3.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產品出貨使用100％再生紙漿紙箱，強化共享及

減少廢棄，推動木棧板回收再利用；辦公室部分，推

行電子公文、表單無紙化及發票電子化，導入使用

「環保再生紙漿」擦手紙，推廣自備環保杯，減塑抵

消費，廠區垃圾分類區設置自動廣播器，加強宣導垃

圾分類，廁所用紙採用可溶性衛生紙，丟馬桶優化環

境及減少垃圾產出。廢棄物委由清除、再利用機構合

法清理及循環再用，排定廢棄物廠商稽核計畫，強化

廢棄物流向追蹤及廠商管理。107年廢棄物產生量較

104年減少34％，資源回收率占比67％。

明確廢棄物分類

4. 化學品管理措施

為落實營運過程污染預防、加強災害處理效率

及強化緊急應變機制，推動化學品管理相關措施，

制訂「環安衛緊急應變作業程序」、緊急應變計畫

及實施災害演練教育訓練，107年共訓練155人，訓

練時數為576.5小時。

四、環境參與

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1)  響應環保署的海灘認養活動，自106年起向苗

栗縣環保局認養龍鳳漁港海岸線，連續3年號

召264位員工及眷屬參加淨灘護海減塑活動。

淨灘護海減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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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廠不提供塑膠袋、鼓勵使用環保杯享折扣，

以及全面汰換美耐皿餐具，107年推動衛生紙

丟馬桶減少廢棄物量達1.58噸，落實減塑減廢

企業。

(3)  支持政府環保政策，減少燒香用量、選購環保

金紙及紙錢集中載運焚燒；推動環保集點活

動，員工參與率96％。

2.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持續舉辦爬樓梯

減碳活動，鼓勵

員工走樓梯減少

搭乘電梯，健康

又節能。1 0 7年

爬樓梯減碳參與

人員階梯數上升

2 6 ％ ， 達 成 目

標。

(2)  以環境教育影片及實體體驗課程推廣綠色教

育，107年增加建置線上觀看影片數量以提

升教育時數，累積共1,678人參與，總時數為

1,678小時；邀請環境教育講師於環保活動時

授課，增加同仁環保知識，累積共140人參

與，總時數為260小時。

3. 推動及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舉辦公益環保路跑活動，活動所得捐贈公

益使用；低碳活動及淨灘，減碳效益為1.82
噸-CO2e。

(2)  展開光電小尖兵環境教育計畫，運用廠內綠化

設施及環境教育

經驗，育成學童

生 態 及 環 保 觀

念，從小紮根。

廠外操作自己數

位教室設備，同

時透過教學課程

傳達綠色消費重

要性。107年共7
所學校、269位
師生受惠。

4. 參與民間環保活動

應援NGO百萬綠

行動，共同響應集點

綠地球這項全球任務。107年集點綠地球共218位同

仁參與、一起完成1,604項綠行動；資源活化募書及

回收廢電池，共募得56本舊書、50Kg電池與CD；舊

書費用換取所得捐予偏鄉學童。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近3年獲得其他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

(1) 第27屆企業環保獎銀級獎

(2) 苗栗縣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3) 節能菁英獎

(4)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濟績優企業優等獎

(5) 第26屆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6) 104年度減碳行動獎企業甲組特優獎

第27屆企業環保獎
銀級獎

苗栗縣民間企業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節能菁英獎

2. 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打造具環境教育意義的綠屋頂，綠色地球日辦

理植栽綠地球的活動，並開始推動頂樓綠屋頂延伸

為休閒農場模式，開放員工認養區，同時也以木棧

板再利用打造木杯墊及頂樓美化提升。持續將綠屋

頂效益擴大辦理綠色家庭日，邀請員工及眷屬至廠

內參觀、分享節能經驗、雨撲滿澆灌節水、爬樓梯

減碳及低碳飲食教育…等，以自廠經驗及產物教大

家DIY環保盆栽、木棧板再生成為杯墊，育教於樂，

環保樂活。

3.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推動環境綠美化及循環經濟、善用公司核心產品

建置電子布告欄、定期廠區消毒維護環境衛生、飲用

水設備定期維護管理與檢測及推動員工健康飲食。

爬樓梯減碳

光電小尖兵

把愛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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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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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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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平均月產能約19
萬9千片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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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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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00 wafer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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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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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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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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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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文志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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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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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杰副理、

王俊欽、張瑞津、黃凱榆、陳世峰

人力資源管理部：

黃同賢經理、張帆副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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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制訂了安全衛生

與環境政策與目標，並持續進行下列各項工作：

1.  遵守法令國際公約之規定， 
建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2.  由風險評估達成源頭控管， 
落實損害防阻對策之執行。

3.  改善製程與污染防治技術， 
達成減廢及環境污染預防。

4.  執行能資源的回收再利用， 
持續提升節約能資源成效。

5.  進行諮詢溝通與教育訓練， 
強化安衛環保責任之認知。

6.  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制度， 
提升產業環安衛管理績效。

7.  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 
預防職傷病促進身心健康。

8.  持續關注內外部環安議題， 
達到善盡企業社會之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世界先進為了達成對社會的承諾，我們制訂

了安全衛生與環境政策作為策略基石，由總經理簽

署後公告實施。為檢視內外部各環節環境保護執行

績效，我們設置了全公司性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與廠區工安環保月會，由總經理、廠長、各單位主

環保集點推廣廢熱回收供MAU



2019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國家企業環保獎

製
造
業
組

第 屆1

- 46 -

管、勞工代表以及各部門環安代表提出並定期檢討

各項環保執行績效與成果達成進度，確保符合我們

所承諾的環安衛政策與短中長期計畫。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世界先進三廠在追求卓越產能的同時，仍堅定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義務，從接手勝普電子廠房與

機台後，持續投資改善廠區污染防治設備與進行設

備節能改善，降低生產對環境造成之衝擊，並使三

廠在107年較106年在用水、用電、廢棄物產生量有

24.96％~33.72％的降幅，展現優異的績效。並持續

達成以103年為基準降幅Triple-double（大三元，3
大指標每年平均降幅達10％以上）之優異成績。

◆ 節能減碳

延續106年推動低碳科技專案之實施，107年節

電與節能措施績效達765萬度電、經濟效益約節省新

臺幣1,874萬元、減碳4,239噸CO2e，約等同於11座大

安森林公園的吸碳量，其中以建置廢熱回收系統（用

電部分）及UPS節能專案效果最為顯著，約可減碳

1,836噸CO2e，約等於4.5座大安森林公園吸碳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世界先進秉持著永續經營之理念，107年加強改

善舊有廠房及設施，從廠內空氣污染減量、節約水

資源、製程減廢及毒化物減量至配合政府政策、內

外部環境教育推廣等，均有顯著的成果。

◆ 空氣污染減量

世界先進在擴充產能的同時，不忘落實環境政

策之承諾，107年投入總經費8,500萬元，新設4套
洗滌塔（中央廢氣處理系統），使廠內空污防制設

備運轉負荷率從90％降低至75％提高污染物處理效

率。並且每年投入1,232萬元維護空污防制設備，持

續加強廠區空氣污染之預防。

在空污法規符合度部分，其酸性、鹼性排氣檢

測之排放量皆優於法規規定；有機氣體排氣VOCs
去除效率大於93.63％以上，優於法規值90％，107
年VOCs平均排放量為0.35kg/hr，遠小於法規標準

0.6kg/hr。每單位晶圓面積VOCs排放量其107年較

106年下降26％，持續達成降低環境衝擊的強度，落

實環境政策之承諾。

◆ 節約水資源

在水質法規符合度部分，世界先進放流水水質

檢測值均遠低於法規標準，並透過節水措施MAU排

水回收再利用專案，除將製程水回收率提升外，107
年單位晶圓面積用水量相較106年降低了33.72％。

另外，配合產能擴充，新設HF廢水系統與污泥乾燥

機，除降低污泥含水率外，同時也減少了廢水處理

之負荷。另因節水專案實施而加裝變頻器調整動力

設 備 負 載 變

化，亦間接節

電1 6 3萬度、

減 碳 9 0 7 噸

CO2e，約等於

2座大安森林

公園吸碳量。

◆ 製程減廢及毒化物減量

世界先進持續源頭進行原物料減量，並力行廢

棄物再利用及毒化物減量策略。為了達到廢棄物回

收率再提升，107年繼續延續減量回收四策略方案：

1. 參數最佳化

2. 設備輔助與改善

3. 調整作業週期

4. 原物料回收再利用

1 0 7年廢棄物產生量相較於 1 0 6年降幅達

淨海小旅行

學童畫出碳足跡

校園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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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6％，包括新設污泥乾燥機減少了270噸／年

有機污泥、45噸／年無機污泥產出，其他如光阻減

量、顯影液TMAH減量、汞燈減量、閥件回收再利用

等，亦都有顯著成效。107年持續對15％W/W PH3
毒化物使用進行機台參數調整，相較於106年其運作

量降低了42.16％，持續朝向中期計畫項目「綠色化

學品替代」目標邁進。

四、環境參與

一直以來世界先進以「環保永續」為方向，思

考及提升本公司的環境管理績效，更重視員工對於

環境永續之認知，延續106年環教納生活四主軸，

環保時事議題、生態環境保護、都市生活栽植等主

題，推出一系列環境教育活動。如在廠內辦理苔蘚

現蹤之旅及淨海小旅行活動，讓同仁提高環境意識

及實踐永續發展的目的，在107年同仁環境教育總時

數達21小時，相較105年增幅了3倍，加速讓同仁從

工作中學習環境永續觀念。

106年世界先進成立志工社綠色環保小組，負責

規劃、辦理各式環境保護與教育訓練活動。繼106年
溫室氣體效應課程之後，107年我們接續以碳、水足

跡為探索主題，與桃園市光明國小師生一同討論水

資源利用與產品碳足跡於生活中之應用，希冀透過

基礎教育系統將環保觀念帶至日常生活。世界先進

與梧桐基金會合作，連續4年一同在新竹高鐵站及新

竹臺鐵站辦理送小樹苗去旅行活動，累計讓3,300棵
樹苗跟隨著旅人的足跡一起去旅行，使1棵棵的小樹

苗，展開一段成為大樹的旅程；後續更推動公園認

養計畫，世界先進於植樹節當日舉辦大家來種樹活

動，號召公司同仁、里民、鄰近國中、小學師共600
人一同在櫻花公園種下希望之樹-青剛櫟與櫻花樹，

共同打造社區生態森林公園樣貌。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世界先進將員工視為最重要資產，透過世界好

健康系列活動推動，結合在地食令特餐與小農市集

農產、有機專區，讓每一位員工都能品嘗到桃園在

地美味，也能吃得安心又健康，更推廣惜福便當，

減少食物的浪費。

此外，同步在廠內推廣環保集點以及環境教育

終身學習，達到環保集點參加人數330人，培育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種子人員30人次。透過推廣政府環

保教育活動，除了讓同仁瞭解國家環保政策的實質

意義外，也能為環境保護繼續奉獻個人心力。

小樹苗去旅行

苔蘚現蹤之旅

小農市集

大家來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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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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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hung, that together 
compr ise the company ’s  DRAM Center  o f 
Excellence. The center’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nufacturing ramp by combining front- and 
back-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les.

徐國晉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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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3,300人
地　　址： 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

路4段36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11月10日
負 責 人：徐國晉  美光企業副總裁暨 

台灣美光董事長

聯 絡 人：洪翔寧

電　　話：04-25218000 分機1253
傳　　真：04-25218186
環安聯絡信箱：arielhung@micron.com
主要產品：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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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徐國晉 董事長

團隊成員／

環安處：陳宗永 處長

廠務維護運轉處：賴孟邦 處長

廠務擴建工程處：蕭淑云 處長

團隊成員： 劉吉倫 部經理、張維嘉 課經理、 
莊弘任、洪健仁、洪上智、 
張景峯、許晉嘉、蔡倩怡、 
劉秋英、王威筌、洪翔寧

廠務維護運轉處：黃子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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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政策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基於對環境生態保護、永續發展與能資源減廢

的企業環保責任，衍生公司環保整體規劃作為、及

污染防治措施規劃之實施理念。相關環境保護規劃

及管理實績概述如下：

(一) 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規劃

制訂環保政策3部曲，包含1.0根基強化、認知

提升；2.0永續改善、行為改變及3.0環保標竿廠、環

保意識深植人心，由末端改善提升至源頭減量與物

料替代、由認知教育提升至員工行為實踐。

1.0  根基強化、認知提升：除廠內污染防制設施運

轉符合法令要求外，並落實總部訂定環安衛的

廢水回收率、廢棄物回收率績效、節能等績效

目標，亦配合總部導入逕流雨水管理專案、廢

棄物廠商符合度調查專案。

2.0  永續改善、行為改變：對外著重敦親睦鄰及改

善居民關注環保議題，對內則持續推動廠內環

安衛風險改善計畫、舉辦各項環保活動，以提

升同仁環保認知。

3.0  環保標竿廠、環保意識深植人心：對內持續推

動綠色廠房、追求能源與資源最佳使用效率、

推動綠色產品；對外強化鄰里關係、推動環境

教育向下扎根計畫。

(二) 通過第三方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經由公正獨立之第三者驗證，取得ISO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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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驗

證、OHSAS18001：201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CNS15506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責

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認證、符合RoHS要求，認

證台灣美光的物料中不含禁、限用物質。依PDCA管
理循環貫徹環境保護安衛目標，朝持續改善的方向不

斷努力，以確保環境保護目標與策略具有一致性。

(三) 推動綠色生產、綠色供應鏈

1.  與臺中市環保局簽屬綠色採購意願書，優先採購

具有節能、省水標章、能源之星標章之產品。

2.  台灣美光生產之產品符合RoHS驗證，確保產品內

不含禁、限用物質，且供應鏈獲得責任商業聯盟

行為準則(RBA)及ISO 16949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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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綱領(GRI)標準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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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節水措施

除設置水回收系統，亦設置廢水回收系統，總

投資金額超過2.4億元。製程用水回收率107年平均

達91.4%，單位產品用水量亦優於半導體同業標準。

(二) 節能節電措施

致力推動各項節能工作，加強製程改善與設備

效率提升，107年節

能方案執行完成率達

100%，共節電800萬
度。辦公棟頂樓設置

太陽能板，亦自願購

買100萬度再生能源。

(三) 製程原物料減量

設置原物料、製程減量提案管控網頁，推動製

程單位自主啟動原物料減量專案，以減少原物料使

用、降低廢棄物產出，有效減少環境負荷。

(四)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改善氮氣系統中氫氣、一氧化碳去除系統運轉

效率，節省空壓機及加熱器電力，每年可達228萬
度。積極提倡公司節能減碳辦公室文化，在辦公室

天花板電燈獨立啟閉裝置，致力於員工節能行為與

文化培養。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污改善減量成果

在106年至107年間，持續進行空污防制設備

改善，自主投入約1.8億，新增4組IWS(Ionizing Wet 
Scrubber)電離濕式洗滌塔，改善白煙情形並提高粒狀

物去除效率約85%，另無機酸減少約21%之排放量。

(二) 廢水改善成果

優化廢水處理系統，將廢IPA作為氨氮廢水生物

處理系統碳源，替代化學品購置與使用，亦減少IPA廢
液之清運處理。另利用原氨氮廢水水質特性，以原氨

氮廢水取代化學品，用來清洗RO膜，並有效控制RO
黏泥結垢問題，此技術亦獲得廠務技術論壇佳作。

(三) 廢棄物減量及管理

1.  為降低廢棄物廠商處理之運作風險，成立跨廠區、

跨部門廢棄物廠商稽核小組，建立廢棄物廠商稽核

機制，調整廢棄物廠商評分制度，提升廢棄物處理

風險占比，汰換運作風險高且非再利用之廠商。

2.  成立跨單位、跨功能之廢棄物減量小組，建置

廢棄物減量模式，107年全廠廢棄物再利用率達

78%。推動源頭減量、完善分流，降低廢IPA產出

量達20%、廢氫氟酸產出量15%。廢磷酸、廢氫

氟酸、廢硫酸、廢硫酸銅等再利用率達100%。

107年每單位產品廢棄物將低約14%、有害廢棄物

降低13%、一般事業廢棄物降低6%。

(四) 化學品源頭管理

為強化化學品管控機制，建置化學品管理系統

(CEDAR)，在化學品採購前，由環安單位、廠務、

製程安全等跨單位進行全面系統性評估，包含整合

禁限用物質、毒化物、污防設備、廢棄物處理方

式、法規危險性化學品、客戶綠色供應鏈要求、化

學品危害資料、個人防護器具…等整體評估審查，

以降低新化學品引進使用對環境負荷的影響。

(五) 緊急應變

廠內除設置24小時緊急應變中心(ERC)外，另

由現場製程設備單位組成緊急應變小組(ERT)，並為

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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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應變能能力，舉辦廠內外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及各項緊急應變演練達17場次，參與人數超過190
人，亦積極參與外部大型演練。

四、環境參與

(一)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廠內推動購物用塑膠袋、塑膠吸管限制使用政

策，整合為減塑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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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內亦做到塑膠袋零提供與販

售，廢塑膠總量減少49%。

(二) 推動低碳運輸

1.  美光台中一廠推動員工綠色運輸，設立臺中廠區

與桃園廠區間的交通車供同仁使用。在上下班時

間，設置6條交通車路線、及廠區與后里火車站間

之接駁車，每年接駁人數超過80萬人次。

2.  台中一廠與台中二廠為節能減碳並考量同仁來來

安全，設置跨越省道之天橋，並在107年11月啟用

後，取消兩廠接駁車，每年可減少車趟約2,200車
次。台灣美光在建置天橋時，考量在地回饋，天

橋亦可供當地居民使用，且天橋維護保養用由台

灣美光負責。

跨廠天橋

(三) 贊助公益活動

1.  台灣美光亦積極注重環保教育及意識推展，除了

在廠內舉辦地球日活

動、環保講座、環保

教育訓練課程等提升

同仁環保認知，並將

環保教育延伸至家庭

中，辦理親子環保彩

繪競賽活動、親子校園潔淨公益活動，不僅讓同

仁身體力行帶領孩子愛護環境。

環保志工_親子校園潔淨公益活動

2.  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台灣美光長期捐款贊助臺中

市大安區龜殼社區發展協會維護海洋環境之淨灘活

動。設置Micron Gives志工平台，提供每年16小時

有薪志工假，鼓勵同仁從事志工活動，並提供各部

門經費，鼓勵自辦小型志工活動，106年志工投入

人數超過4,500人次，志工時數超過1萬小時。

部門志工活動

(四) 著重在地溝通

台灣美光辦理在地里民有約，邀請在地里長及

居民入廠座談溝通並參訪廠內污防設備，了解居民

重視支環保議題，也提高居民對於廠內環保貢獻之

信心，獲得居民之好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107年中科管理局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優廠商

2. 107年中科管理局廢棄物專責人員

3. 107年中科管理局廢水專責人員

4. 107年臺中市環保局資源回收分級管理評鑑A+
5. 107年臺中市大型毒災聯合演練感謝狀

6.  107年中科簡訊（169期）：堅守環境承諾，積極

與地方互動

7.  107年蘋果日報：配合國家環保政策，積極推動減

塑活動

8.  108年中科簡訊（174期）：廢棄物管理表現亮眼

屢獲好評

購物袋回收櫃_茶水間

親子環保彩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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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正隆公司竹北廠設

立於62年8月21日，占

地117,117平方公尺，員

工人數570人,93年11月
合併入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

正隆 82 年進入臺

灣家庭用紙市場，並

於 84 年正式推出『春

風 Andante』品牌，品

質柔軟、質地細緻與

「用溫柔呵護最愛」的

形象，深獲消費者喜愛。93 年併購天隆造紙廠，陸

續推出『情人』及『雪柔』等優質品牌，提供衛生

紙、面紙、廚房紙巾到擦手紙的完整產品線，成為

家庭用紙領導品牌。

用行動愛護地球，正隆投入大量資源，98年推

出臺灣第 1 個環保家庭用紙品牌『蒲公英』，強調

100％ 使用再生紙與潔淨能源生產，是臺灣第 1 個
「環保標章」「FSC COC」「碳足跡」三重認證的

優質家庭用紙產品，受響應環保之政府機關及民間

團體所採用，並榮獲綠色品牌獎的殊榮。

The Cheng Loong Corp. Chu-Pei Mill set up on 
August 21, 1973, took up an area of 117,117 M2, 
and staff's number is 570 employees. In Nov. 2004 
shut officially enter to the Cheng Loong Group.

In 1993 CLC entered Taiwan's household 
paper market and launched the “Andante” brand 
in 1995. With soft quality, delicate texture, and the 
“pamper your loved ones with love and tenderness” 
image, Andante has won consumer preference. 
After acquiring Tien Loong Paper Mill in 2004, CLC 
continued to launch two quality brands, Lover and 
Snow Soft, to complete the household product 
range with toilet paper, facial tissue, kitchen 
paper, and paper towel, making CLC the leader of 
household paper supplier in Taiwan.

To love Earth in action, CLC invested a 

蔡石玉 廠長

網　　址：WWW.CLC.COM.TW
行 業 別：紙張製造業

員工人數：570人
地　　址：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長青路二段

30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2年
負 責 人：蔡石玉 廠長

聯 絡 人：池慶權

電　　話：03-5561226 分機370
傳　　真：03-5561236
環安聯絡信箱：chcchuan@mail.clc.com.tw
主要產品：家庭用紙 塗布白卡紙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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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launch Taiwan's 
first household paper brand “Dandelion” in 2009, 
featuring use of 100% recycled paper and clean 
energy for manufacturing. In fact, Dandelion is 
Taiwan's first quality household paper brand to pass 
three types of certification: Taiwan Green Mark, 
FSC COC, and the Taiwan Carbon Footprint Label. 
Dandelion products have since been widely us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civilian groups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andelion even won 
the Green Brand Award.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張銀濤 副廠長

團隊成員／公用部：張崇源 經理

製紙三課：侯武雄 課長

能資課：范景清 課長

物料課：呂萬夫 課長

總務課：李中平 課長

安保課：池慶權 課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竹北廠環境保護之規劃及管理主要依據總公司

環境政策「全員參與、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為任

務來推行，具體如下：

1.  持續推動環安衛能活動宣導及訓練，使所有工作

人員認知個人對環境、安全衛生、能源管理與績

效提升所應負之責任。

2.  確保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水、廢氣、廢棄物、

噪音等污染物以及重大能源使用，均予以妥善控

制管理，以減輕對環境之負面衝擊。

3.  選用對環境衝擊較小的原物料及開發綠色產品，

採用提高能源績效設計並採購支持能源效率之產

品，以適當之污染防治製程及設備，有效地執行

污染預防，並以節約能源、製程減廢為目標之清

潔生產，進行持續改善。

4.  落實推行能源管理系統，並設立目標與能源標

的，承諾持續改善能源管理與能源績效以達到節

能減碳、綠色生產之目的。

5.  積極規劃努力減少廢棄物，實施各項資源回收及再

利用，確實做好分類，以提高廢棄物回收價值。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取得環保相關驗證

(1)  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第3方驗證共有七項証

書,含括ISO 14001、ISO 50001、ISO 22000、
ISO 14064及3張產品碳足跡證書。

(2)  有關生產綠色產品方面，環保衛生紙、環保擦

手紙取得4張環保標章証書，另以廢紙或人工

種植之森林為製造原料的塗布卡紙及部分的家

庭用紙於99年取得FSC驗證。

2. 綠色生產及行銷

透過實施綠色供應鏈，並融入公司「潔淨生

產、友善環境」的經營理念，積極推展「綠色工

程」，配合風力發電之潔淨再生能源及各項製程綠

化措施，生產出真正環保的再生綠色產品，達到友

善環境、降低生態衝擊。

(1)  蒲公英家庭

用品系列及

塗布卡紙原

料 均 使 用

100％廢紙，高於環保標章規格，具更大之環

境效益。107年統計共回收60,542噸廢紙再利

用，占使用原料的53.9％。

(2)  對物料、藥料之選用，優先採購無毒、低環

境衝擊及通過ISO 14001或符合環保標章的原

物料，執行綠色採購，107年綠色採購金額達

14.6億餘元。

(3)  結合運動行銷產品，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廠

內社團如桌球社、健跑社、釣研社、自由車隊

蒲公英綠色生產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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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平常定期或不定期的社團活動外，亦代表公

司及品牌參與外部公私立機關舉辦的大小賽

事，同時推廣環保產品。

春風盃桌球錦標賽 海風馬拉松賽

(4)  推行無紙化電子交易平台（e化交易），縮短

正隆公司與供應商間之交易流程與時效，降低

供應商之原物料成本與庫存準備量，展開綠色

行銷。

(5)  全公司所有公務車均有春風系列及蒲公英環保

家紙系列產品的LOGO，以最經濟環保的方法

製成行動看板以達到行銷推廣的目的。

3. 溫室氣體盤查及碳足跡標籤

(1)  竹北廠至107年已持續完成第12年度溫室氣體

盤查第三者查證，106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與

105年結果比較約降低7.4％，充份顯示正隆竹

北廠於營運規模持續成長時，綠色競爭力也是

逐步提升！

(2)  蒲公英環保擦手紙產品領先業界取得第一張產

品碳足跡標籤證書，也是同時獲得「產品碳足

跡標籤」及「環保標章」雙認證的家庭用紙產

品。另107年環保擦手紙、環保衛生紙、春風抽

衛品項經第3方查證，碳足跡減量均可達3％以

上，於108年3個品項均取得碳足跡減量標籤。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正隆公司竹北廠於102年即參加「經濟部製造業

能源管理系統標竿輔導計畫」，執行ISO 50001 能
源管理系統並成立能源管理推行委員會，建立工作

職掌，進行全公司能源耗量調查，建立e化「全公司

能源資料庫」，且每月能源耗量申報及稽核作業，

定期召開節能推動會議檢討及對策處理。

(1)  投資「風力發電」潔淨能源，107年共累積

2,932,174 Kwh之
發電量，申請獲

得再生能源憑證 
2,949 張，另依

環保署公告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

外購電力係數0.554 Kg-CO2e/Kwh來計算，減

少約1624 T-CO2e排放。

(2)  107年經全廠積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執行能

源管理方案或措施，節用電力共1,408千度，達

全年度節用1.13％，減少約780 T-CO2e排放。

(3)  建構全廠用水用電能源線上監控管理系統，管

控各製程用水狀況持續推行節約用水管理，

107年節水方案共節用 456,384 M3 清水量。

(4)  設置的BFB流體化床鍋爐儘量選擇有高熱質的

高卡煤作為燃料以提升燃燒效率，107年煤炭

燃料使用量較106年減少約2,121噸。

(5)  參與台電全民節電運動「需量競價措施」，本

措施藉由自報回饋價格方式，激發自我抑低用

電潛能，以改善台電系統負載型態，用戶衡量

本身之負載特性，確認可緊急配合降載時段，

以達到節電的目的。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廠內生產後產生的廢棄物均依法妥善清理並儘

量予以資源化再利用。

(1)  107年燃煤鍋爐產生的廢棄物一般性飛灰或底

渣混合物(D-1199)全數委外清除及個案再利

用，作為CLSM摻合物約6,183 噸／年。

(2)  廠內廢水處理產生的漿紙污泥全部廠內再利用

作為鍋爐輔助燃料，107年共有17,270噸，扣

除因燃燒產生的灰量2,729噸，可減少14,541
噸／年廢棄物的產生。

(3)  107年全廠廢棄產生量 27,064噸，其中飛灰及

污泥大部分都資源化再利用，整體廢棄物再利

用率達87.9％。

四、環境參與

1.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

(1)  積極認養公廁及工廠周圍道路，參與淨灘植樹

活動，共同為維護環境品質及守護地球盡一分

心力。

2019年員工親子淨攤活動 公司60週年植樹活動風力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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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內外部教育訓練、講習，建立環保觀念與

共識，107年參加內外部環保相關教育訓練或

講習共226人次。

(3)  對外開放各級機關學校參訪，加強宣導節約能

源、環保觀念，107年參訪共30批次873人。

節約能源課程 員東國中參訪

(4)  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持續贊助家扶基金會「寒

冬暖流關懷家扶弱勢家庭活動」，嘉義縣政府

「2018嘉義燈會」，桃園市政府「2018桃園農

業博覽會」及「2018臺中花博」指定廁衛用紙

並連續8年贊助惠蓀林場「木文化節活動」。

2.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1)  建立「員工家庭廢

紙回收」制度，鼓

勵員工或眷屬、社

區等將家中廢紙於

每星期二、五資源

回收至廠區並以

回饋環保衛生紙做為獎勵，鼓勵將廢紙回收再

利用以減少產生廢棄物。經幾年的宣導推廣資

源回收隨手作環保觀念已逐漸深植人心，回收

制度也日趨成熟，員工家庭廢紙回收量逐年上

升，107年回收量已達130噸。

(2)  廢紙容器不易處理，一般造紙廠沒有意願回

收，因此大部分都進焚化

爐，不僅造成資源浪費也

造成焚化爐的負擔，竹北

廠配合政府垃圾減量資源

再生政策，解決廢紙容器

去化困難問題，申請廢紙

容器處理業登記。

(3)  響應環保署推動「衛生紙丟馬桶政策」，領先

業者率先購買儀器研究衛生紙分散性，參與訂

立「衛生紙可分散性」國家標準，並依「衛生

紙包裝標示與用語」相關作業重新設計包裝採

用新的標示警語，共同為提升如廁環境努力。

(4)  自102年開始開放執行軍公教、銀行體系等公

私部門有價證件或機密文件的銷毀工作，水銷

後產生的紙漿料可作為生產的原料並以換取蒲

公英環保系列產品作為報酬,創造雙贏的局面。

(5)  長期與環保集點合作，每年訂定蒲公英品牌

月，共同推廣綠色產品。參與108年環境季活

動，於指定通路購買蒲公英家庭用紙系列，環

保集點即加贈2,000綠點。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參與民間環保活動，配合中華郵政聯名推出「紙愛

地球，由你開始」，且每售出1箱會捐贈10元給臺

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推動幫助失親兒計劃。

2.  107年響應政府推動廢棄資源循環經濟，參加環保

署評鑑獲最高二星獎，106年整體環保績效獲新竹

縣企業環保績效評鑑傳統產業組第3名，蒲公英環

保系列產品107年獲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

107年循環經濟二星獎 106年低碳產品 優等獎

3.  與新北市政府合作，特

殊設計蒲公英環保衛生

紙外包裝袋，當內裝單

包用完後，外包裝袋可

作為垃圾袋使用，減少

產品生命週期廢棄時廢

棄物的產生量。

員工家庭廢紙回收

處理中廢紙容器

專用環保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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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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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National 

胡開宏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aidc.com.tw
行 業 別：製造業

員工人數：1,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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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開宏 董事長

聯 絡 人：侯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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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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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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ization, priv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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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 is ts  the sub- t ier  suppl iers  to  establ 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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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萬鈞 總經理

團隊成員／ 何保華 副總經理、王欽漢 處長、 
黃俊仁 副處長、王芳華 副處長、 
王天祥 組長、侯淑琴、侯憲欽、 
黃建勳、何宛臻、漢翔環保節能團隊

環保政策及理念

環境保護是全體漢翔人為善盡保護地球的國際

公民的重要責任與與承諾。漢翔航空工業向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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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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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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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社會企業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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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4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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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盤查、ISO50001能源管

理系統、ISO14051物質流成

本會計、綠建築及ISO45001
等。

2.  推動ISO14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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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並減少

資源消耗和降低材料成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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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獎

項：「企業環保獎」「模範專

責環保人員」「績優綠色採購

企業」「經濟部節能標竿獎」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友善職場」「安全衛

生五星獎」及「運動企業認證」。

二、能資源節用

1.  107年推動既有綠建築驗證，於108年通過內政部

營建署綠建築驗證。

2.  自發性溫室氣體盤查岡山廠107年度溫室氣體（直接

與能源間接排放）總排放量為23,336.584噸CO2e。
3.  完成設置兩期功率達2,400kWp高效率太陽能模

組，預期年平均發電度數可達3,000,000度，減少

碳排放量1,661,000kg CO2e。
4.  106年-107年複金屬燈更換為高效率節能LED燈、

汰換老舊冰水機之冷卻水塔等，加強冰水主機、

空調、冷氣需量控制，減少CO2排放量625,610kg 
CO2e。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防制：

1.  每年投入污染防治設備經費，107年投入1,090萬
元汰換功能不佳設備，提高處理效率減少達90％
之排放量，提升空污防制設備處理效能，減少無

機酸、THC、CO2排放量及有機溶劑、粒狀物產

出，有效處理粒狀物，有效處理排放量為21,022kg 
CO2e／年，去除效率達標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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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維護保養機制。

(二) 土壤及水污染防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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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檢驗後始進行排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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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至107
年回收1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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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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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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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7年進行飲水機廢水回收再利用，74台*0.2噸
*365日，回收5,402噸／年，減少831,908kgCO2e
／年排放量。

7.  土壤及地下水專案調查，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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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水緊急應變演練

廠外廢水管路巡檢

14064溫室氣體
盤查聲明書

ISO14051(漢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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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土壤污染調查探勘，無異常，符合土壤及地下

水調查報告。

8.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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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膠（含二氯

甲烷），已尋得替代膠料，毒化物已停用；重鉻

酸鉀修改以光譜分析儀替代，此毒化物已停用。

(三) 減廢及資源回收措施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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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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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CO2排放量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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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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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機製加工零件改變刀具路徑及加工方式

工時精進節省工時499.89MWh／年，節省電費

4499.67千元／年，減少CO2排放量831噸／年。

3.  完成兩期太陽光電發電系統2,400kwp，提供環保

綠能。

太陽能

四、環境參與

1.  本廠於104年至107
年認養廠區外部公有

道路，負責綠化，維

護清潔，減少空氣污

染，回報高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2.  參加政府政策認養

高雄市梓官區海岸

1,000公尺，本廠每

季履行淨灘活動，

全員參與環境教育活

動。清淨家園，同仁

及眷屬非常踴躍參與

盛事。

3.  採購環保標章衛生

紙，配合推動衛生紙

投入馬桶政策。

4.  107年辦理兩場環境

教育講座，邀請環保

局人員授課及辦理環境生態保育講座，參與人數

224人。

5.  認養海岸線及茄萣濕地進行環境維護、導覽、植

樹活動，參與人數30人，長期參與。

6.  本廠配合植樹節活動，栽植樹木200棵，並執行護

樹行動，廠內植物自導功能，全廠區達1,200多株。

7.  邀請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風災受災地區那馬

夏學童航空人才圓夢公益活動，進行飛機及太陽

能參訪生活體驗營，計有80位學童參加。

8.  105年至107年持續為自閉症安置家園，用愛與自

然的環境，提供自閉症中重度患者日間照顧、職

業訓練、住宿服務等。

9.  107年環保署辦理蚵仔寮海岸淨灘，世界環境日宣

導活動，淨灘人數45人。

植物自導說明(矮仙丹)

溼地環境認養

認養廠區外部公有道路

蠟循環再使用設備

環保局來廠檢測事業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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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

團（VEOLI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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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循環經

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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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環保秉持「專

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深

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以「作為最值

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持續為守護

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自97年起管理永康焚化廠（以下簡稱

永康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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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及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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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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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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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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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Taken over by Onyx Ta-Ho in 2008, YongKang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Plant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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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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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華課長及課室人員

職安人員：薛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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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達和公司於97年接管永康廠，隔年立即導入並

通過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14001環境管理

系統作為營運管理的基礎；98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通過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99年更積極參加TOSHMS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驗證，以強化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層級；97年
接廠以來主動參與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持續致力於

溫室氣體排放基線盤查工作，以利確實掌控及管理

溫室氣體排放現況，並依據盤查結果，力行推動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105年進行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認

達和永康碳標籤達和永康碳足跡 
查證說明書

達和永康水足跡正式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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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要為揭露永康廠104年度廢棄物焚化服務之碳

足跡「每噸焚化處理服務」，於106年1月通過碳足

跡認證，106年委請驗證公司進行垃圾焚化生命週期

水足跡之查證，於106年8月取得證書，為國內首座

同時具備「碳足跡」及「水足跡」認證之焚化廠，

顯見永康廠落實環保的決心與環保績效，此外亦取

得碳足跡標籤，藉由碳標籤進行環境教育推廣，呼

籲大眾共同維護地球。

依據環境安全衛生及品質政策及因應全球環境

議題，制定短、中、長程目標，持續配合環保署相關

環境政策、妥善協助處理禽流感、問題澱粉、檢警調

銷毀等廢棄物，另訂定重點工作規劃，包含廢棄物減

量、節能減碳、綠色採購、設備穩定度、敦親睦鄰、

環境教育、發電效益等，並納入重點工作項目，每

日、月、季定期追蹤成效，將焚化廠由鄰避設施蛻變

為鄰樂設施，以達企業及環境永續之目標。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永康廠

除了解決廢

棄物問題，

並且藉由鍋

爐回收廢氣

中熱能所產

生之高溫高

壓蒸汽，除

少部分提供 
作為廠區製程使用外，其餘輸送至渦輪發電設備進

行發電，所產生的電力約20％廠內使用，約80％輸

送至臺電公司。106年度進行發電機葉片改善，107
年度發電量再創接廠10年來新高，處理每噸垃圾發

電量創新高為569.1度／噸；107年持續提出低碳

節能改善方案，持續使用具有節能標章之產品，包

含設備馬達改善、渦輪機去瓶頸改善方案；在設備

運轉模式改善方面，永康廠率先完成鍋爐ACC先進

燃燒系統增設，同時也進行渦輪機HPV進汽控制系

統改善，成效顯著，共計節省電力28,334,880度，

減少15,697,523kg CO2e排放。在能源匱乏的臺灣

地區，這種以汽電共生方式來運用能源，除具提高

效率外，亦達到節省能源功效，同時妥善處理廢棄

物，對於減緩整體CO2及溫室氣體的排放，頗能發揮

正面功效。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永康廠從源頭管控高含氯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

噸數，拒收含氯量濃度如超過6,000ppm廢棄物，加

強垃圾進廠檢查，讓不適燃廢棄物無所遁形，藉由

源頭管制及精進相關操控技術，可符合煙道廢氣品

質且可降低消石灰噴注量，進而減少飛灰穩定化物

量，降低最終處置掩埋場負荷友善環境。

不斷精進操作技術，貯坑分類高熱值區、一般

垃圾區、混料攪拌區，加強垃圾投料前攪拌作業，

以高處摔袋及多次抓取來予以破袋，降低垃圾多層

包覆情形使垃圾均質混合投入焚化，有利於燃燒穩

定；進行ACC先進燃燒控制系統改善，提升產汽量

的穩定度；爐床風量供給更改為氣動閥，並於實際

操作時利用調高一次風風壓來增加爐床上的垃圾翻

攪能力；定期進行袋式集塵器濾袋全面更新，藉由

上述作為確保各項污染防治減量成效卓著。

焚化廢棄物產生之底渣，配合底渣再利用政

策，清運至底渣再利用廠製成焚化再生粒料，應用

於公共工程，真正達到垃圾零廢棄，更可達資源永

續使用目的。

底渣再利用

四、環境參與

永康廠主動配合相關環保政策，辦理認養海

岸、環保集點及終身學習護照申請、紙錢集中焚

化、環保祭祀、環保低碳活動、協助禽流感廢棄物

處理及限塑等活動；源自環保集點概念，鼓勵同仁

及眷屬響應環境保護相關作為，頒訂「環保行動集

點兌獎辦法」，包含：參加環保集點、環境教育課

程、淨灘、道路清掃、家庭節水及節電、購買環保

標章產品等均可參與集點；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及

環保集點帳戶開通，列入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達和永康廠發電機設備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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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同仁主要為輪班

性質，較難一致性辦理戶

外環境教育課程，為讓同

仁更輕鬆及資訊化多元學

習，且更有系統化管理，

自106年起進行終身學習

護照推廣，並請同仁回饋

學習記錄確認每位同仁每

年至少完成4小時學習時

數。107年進階作為：向

環訓所申請本廠為內部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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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環保家庭日公益活動，活動內容包含廢棄

物處理流程介紹、藍染體驗、限塑宣導、跳蚤市場

活動、防護器具的展示與說明等活動，主要把環境

教育課程活潑化並傳遞給夥伴，更進一步凝聚團隊

向心力、促進家庭和諧，帶動團隊落實環境保護行

動力，跳蚤市場所得款項全數捐給公益單位。

致力推動綠色行銷及友善環境作為，持續提升

導覽解說素質，近年來參與焚化廠環境教育人數及

場次逐年攀升；107年配合環工年會設攤進行垃圾減

量、垃圾分類等環境保護宣導；辦理一場大型環保

產業巡禮活動，除了喚起環保行動，更號召人才加

入環保產業永續地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為落實產官學合作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配合鄰

近大專院校辦理暑期實習生進廠實習，提供焚化廠操

作運轉相關課程，除了讓學子進入職場暖身，也藉由

與學者的互動提升焚化廠操作營運管理技能。 
達和公司代操作永康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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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配合環保署基管會相關

廢棄物專案處理，10年來締造

出無數佳績，連續5年於大型垃

圾焚化廠評鑑榮獲「優等獎」，

106年及107年榮獲企業環保獎

「銀級獎」肯定。106年度環保署評鑑
優等獎

107年度環保署評鑑
優等獎

107年企環獎銀級106年企環獎銀級

達和永康家庭日

產官學合作-暑期實習生

環保產業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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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歐萊德是臺灣綠

色髮妝領導品牌，擁

有全亞洲第1座綠建築

化妝品GMP廠，通過

ISO9001、ISO 22716、
ISO 50001、ISO 14001
及ISO 45001等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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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製程及創意行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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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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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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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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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誌偉

電　　話：03-4116789 分機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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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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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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麗利

團隊成員／ 葛麗利、蔡倉吉、周曉鳴、林廷洋、

楊鎧賓、程健瑋、李誌偉

環保政策及理念

歐萊德擬定「綠色永續創新計劃」，從上到

下、從內到外實踐環保。我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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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創新制度，全員全時追求綠色永續

規劃綠色創新制度，設立「永續發展委員

會」，針對綠色永續及

節能減碳措施提出各部

門建議。為推動綠色工

作環境及自然之永續，

提升員工互相尊重、互

助合作及自主管理的精

神，訂定「綠色生活公

約」，讓全體員工共同提升工作環境品質及維護良

好工作氛圍，落實環保節能減碳的目標。

(2)  創新推動「行動辦公室」，提高服務效率與魅力

品質

104年8月開始，將租賃實體辦公室轉換為行動

辦公室，讓客服人員可透過行動辦公室進行內部會

議，除了省下辦公空間及辦公室閒置電力的耗用，

亦能減少通勤時間與交通碳排放量，此創新策略所

減少之運輸里程可達322,604.40 km，所減少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已高達35,486.44公斤，對於環境永續亦

能盡一分心力。 
(3) 攜手利害關係人，共同愛護地球

所有CSR活動均帶領員工、員工家屬、供應

商、代理商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讓所有

參與者對於環境問題能有更深刻的體悟，而對於

歐萊德的支持，不再只是因為健康、純淨的天然成

分，更多了一分對地球的愛護。

(4) 自主撰寫CSR報告書

自102年自主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接受

第3方認證。歐萊德的規模雖不及大型企業，但一路

走來一直自我挑戰，努力擴大綠色影響力。CSR報告

書內容對於所有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全面揭露，除達

到良好溝通外，也希望督促公司以更全面的角度，檢

視及思考進一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自設電廠，受邀加入RE100，承諾114年100％使

用再生能源

自101年使用綠色潔淨能源「風力」與「太

陽能」自行發電，截至目前為止累積發電量已達

370,502 kWh，相當於減少198589.07kg碳排放量。

107年更獲邀加入RE100
再生能源倡議行動，

與A p p l e、G o o g l e、

Facebook 等150餘家申

請通過RE100的倡議行

動，承諾於114年前全面

使用100％再生能源。

(2) 首創使用廢棄衣服塑膠製成招牌

採用416件回收廢棄T恤及175公斤的回收塑膠

混合製成的「衣塑木」打造而成，幫助廢棄舊衣與

塑膠發揮再利用價值，雙管齊下減少環境衝擊，更

全球最綠美妝品牌歐萊德
加入RE100倡議

歐萊德取得5項TAF認證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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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品牌長期以來所倡

導的「萬物皆可用」永

續概念，再度帶動美妝

產業新話題，化不可能

為可能。

(3) 潔淨生產保護環境

為落實潔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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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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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動支付減紙、減碳專案

為與國家共同努力推動「行動支付」，歐萊德

推出優惠方案鼓勵沙龍客戶共同響應。從107年至目

前為止，響應沙龍店家繳款比數從123筆成長為880
筆，高達43％。此舉每年約可節省24,000張紙本對

帳單與79,200張送貨憑單。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完善規劃，挑戰最低防腐

綠能生產區的重重把關杜絕任何可能的污染。

生產產品使用的水為來自8道程序淨水之超純水，並

使用「紫外線、臭氧、蒸氣、酒精」等四種嚴密而

天然的殺菌方式澈底清潔生產設備機具及瓶器，確

保產品不受污染。我們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只為將防腐劑的添加量降至最低，保護環境及消費

者的健康。

(2) 盤點碳足跡自我減碳

99年，歐萊德為全臺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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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07年更通過「企業組織型」及

「五大類9項產品」碳中和確證。

(3)「農產品取代化學品」綠色內料研發

歐萊德於97年訂定8 Free原則，向消費者承諾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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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更榮獲標準嚴苛的美國官方農業部USDA BioBased 
生物基永續認證，共37支產品與2支原料證實產品中

可再生生物來源成分，可幫助地表上參與生物循環的

碳被重複利用，並有助於降低碳排放。

(4)  將回收塑料帶入工業循環，帶領臺灣成為循環經

濟新典範

105年與大豐環保公司完成「全世界第一瓶

100％可溯源再生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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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支持環境永續，已於107年將全系列洗髮精、沐浴

乳瓶身改為再生瓶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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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再生瓶器的研發成功後，107年再度成功研發

「全世界第一支再生押頭」，並已於108年將歐萊德

產品押頭全面改用再生押頭。再生押頭雖然構造複

雜，但在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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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由我們開

創的新思維，帶領臺灣產業啟動再生材料的應用。

四、環境參與

(1) 超越大型企業的環境教育，傳遞綠色影響力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是全亞洲第一座ＧＭＰ化妝

品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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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已 舉 行

1,492場環境

教育，參訪人

數多達28,763
人，發揮巨大

影響力。

開發未被發掘有效成份
農產品，甚至獲得國際

INCI Name命名權

開發永續有機產品，為
全臺首家獲得美國農業
局USDA認證化妝品

採用416件回收廢棄T恤及
175公斤的回收塑膠混合

製成的「衣塑木」

眾多國際來賓蒞臨歐萊德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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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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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連續9年舉辦「Earth Hour關燈1小時」

歐萊德不僅長期關注地球永續議題，更將「減

碳」目標實際付諸於行動。於100年起，每年平均

帶動全國5,000家美髮沙龍業及將近100,000位美髮

設計師共同響應環保公益，一起節能減碳。108年 
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全臺節電量11萬度再創新高，

約減少61,000
公斤二氧化碳

排放量，等同

種植逾5,000顆
樹木，期望在

地球暖化的暗

黑陰影下，喚

醒希望之光。

(4) 連續9年舉辦植樹活動

100年與「臺大實驗林」合作共同投入「20年
期」種樹計劃，截止至107年底共計種下850棵樹

苗，相當於為

地 球 減 少 了

137,412公斤

碳排放量。美

妝產業在歐萊

德的帶領下，

皆不遺餘力於

各地實踐永續

行動。

(5) 員工與家屬一同淨灘

97年起，歐萊德便每年藉由響應淨灘、協助

推動淨灘以及實際的參與淨灘來維護永續美好的生

活環境，並且也積極鼓勵同仁邀請家屬一起攜手參

與，除了還給大海一個乾淨美麗的海岸線、防止海

中生物誤食垃圾，也希望透過身體力行維護自然生

態，為守護地球環境盡一分心力，截止至107年止共

撿拾3,177公斤的海洋廢棄物。減少133,901公斤碳

排放量，同等為地球種下12,173棵大樹，讓歐萊德

成就一個對人類、對社會、對地球都好的品牌。

歐萊德淨灘活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全面供餐，響應SDGs
為減少同仁外出用餐可能造

成交通風險的發生及交通碳排，

以及外購便當包裝的廢棄物，歐

萊德全面供應同仁免費午餐，

致力實踐SDGs 3.6減少交通事

故傷亡人數與SDGs 12.5透過預

防、減量、再使用減少廢棄物的

產生之子目標，打造既能照顧員

工又能愛護環境的幸福企業。

(2) 協助供應鏈轉型5+2產業，創新成果耀上國際舞台

歐萊德不但未要求歐萊德的獨家採購權，甚至將

大豐環保公司的LOGO印製於歐萊德洗髮精瓶身，協

助推廣共同宣傳，盼所有業者共同響應。而大豐環保

公司也完成「德國藍天使標章」與「TÜV Rheinland
認證標章」等國際型環保認證的申請。此外，107年
我們的洗沐再生瓶更通過了全亞洲第一個德國Cyclos
公司的EuCertPlast認證，減碳成效高達80%，代表

再生塑膠從原料、製造和消費過程，合乎目前全球上

最嚴格的環境友善標準，深受國際認可。

(3) 眾多「第一」綠色作為，創新領先全球

歐萊德一路走來不計成本的勇於嘗試眾多「第

一」綠色作為，除了創新領先全球透過產品碳足跡

認證（全臺灣第一取得）的過程自我檢視碳排之後，

再降低產品的碳排放量，並進一步作產品碳中和認

證（全球第一個髮妝品牌獲證）、產品水足跡認證 
（全臺灣第一），更是全臺第一取得「臺灣－英國」

雙方跨國合作碳足跡信託認證的企業，此外，亦取得

搖籃到遙藍認證（全臺第一家髮妝品牌獲證），以及

通過美國官方農業部USDA生物基永續認證（全臺第

一家髮妝品牌獲證），上述第一創舉，均是為了能自

我檢視，追求最綠、最優良的產品品質。

歐萊德全面提供同仁
享用免費午餐

歐萊德與臺大實驗林合作，執行種樹
及認養造林計畫

歐萊德連續9年舉辦地球關燈一小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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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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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數位投影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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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projector and 

林惠姿 總經理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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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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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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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亨通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服務中心：許丕琪 資深處長

安環行政處： 邱創保 處長、許智淵 經理、 
蘇琳倩 副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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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部：周貞潔 經理

研發處：廖啟聲 副處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集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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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公司環境永續實踐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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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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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推動能源管理、減碳措施、環境保護工作及

推廣環境教育等目標及因應策略，提出多元化的

短中長期目標及計畫，並定期檢視永續發展方案

之推動成效，以確保各目標之達成狀況；107年
皆全數達成集團所設定之目標。

(二) 低碳永續理念

  中強光電集團環境保護委員會以環境永續政

策為背景，將減碳、節水、節電及減廢訂為

本公司環境永續實踐核心，規劃一系列具體的

節能方案，定期召開會議提案討論及推動，提

出低碳永續理念「環境永續4G力」－Green 
Carbon、GreenWater、Green Energy、Green 
Recycle為行動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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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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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藉由第 3 方驗證機構對各環安衛管理系統

(ISO14001、OHSAS 18001、CNS15506、
ISO14064)之查證、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認

證、環境會計制度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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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廠區較106年下降

7.17%碳排放量。

(四)  中強光電自 97年起，連續 11 年發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107年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
2類型高度保證等級，內容包含經濟、社會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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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面等永續指標的努力與績效，完整揭露企業社

會責任成果並呈現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於日

常營運中設立遵循目標，定期追蹤績效並不斷改

善，以實現企業永續發展目標及落實對環境與社

會的責任。

2018

2018年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2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五)  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105年透過清潔生產

「八大指標項目」依續確認執行成果，於105年
12月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清潔生產評估認定合格。

107年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追蹤查核，評

估系統評分得分為95.65分，較前次增加3.06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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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其遵循以下措施，敦促供應商共同

建立及發展永續供應鏈。

1. 遵循「綠色產品採購規範」

2. 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
3. 衝突礦產聲明  
4. 包裝材料回收

5. 供應商E化平台管理

(七)  全球第一家背光模組廠針對TV及PAD產品進行碳

盤查，107年10吋背光模組碳足跡較106年碳排

放量減少25.35%，產品對環境衝擊持續降低。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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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綠色採購金額達398.5
萬元，綠色採購金額逐年持續成長，且較去年成

長16.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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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方案包括：

(一) 產品設計源頭減量

導入循環經濟措施，定期召開供應商大會，訂

定綠色產品採購規範。產品輕量化設計，透過減少

膠框使用面積及背板簍空設計，節能產品背光模組

較原標準機種厚度減少35%、重量減輕46%。輕量

化背光模組107年體減重共19.12噸，減碳效益39.58
噸CO2e。
(二) 產品包材循環利用

原物料包材重覆使用10次以上，包材回收率達

90%以上，避免包裝材料使用一次即變成廢棄物的

狀況。107年包材減少採購達237.57噸／年，減碳效

益491.77噸CO2e。
(三) 綠色能源

主動參與「經濟部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計

畫」，展現對公司對於綠能環保之社會責任，106年
主動參與認購綠色電價，認購綠電100,000度。

響應政府再生能源政策，利用廠區屋頂空間出

租屋頂完成263.19KW太陽能發電系統設備，提供超

過應設置容量2倍的屋

頂面積建置太陽能發電

系統，展現公司在綠能

發展的企圖心，太陽能

發電系統相當於自主發

電貢獻可達6%。

(四) 節電措施與節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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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節電約400萬度，減少2,200噸CO2排

放，107年節電度數達73.4萬度，年度節電11%，經

歷年執行多項節能管理措施，較基準年104年用電量

降低幅度達40.35%。

(五) 節水措施及成效

廠區主要用水為空調用水及生活用水，透過宣

導珍惜水資源觀念、工程改善及相關管理措施，達

到水資源節用成效目標，107全年自來水的總使用量

相較於106全節水幅度達18.5%。

(六) 照明節能措施

自105年起持續分階段進行燈具節能更換及管理

措施，陸續更換LED照明燈具及採用跳盞點燈或減量

照明，達到燈具節能目的，自105年-107年節能燈具

累計更新360組，節能成效達19萬度電，減少CO2排

放105.79噸／年。

南科廠太陽能系統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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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廢水減量措施及成效

經執行冷卻水高濃度排放及雨水回收措施，減

少廢污水排放及將廠區內雨水回收供應廠區植栽澆

灌使用，107年度廢水減量幅度達23.2%。

(二) 廢棄物減量循環經濟

為了達到資源永續利用及確保廢棄物妥善處

理，中強光電持續推動循環經濟倡議、促進源頭減

量與資源回收，並透過供應鏈導入循環經濟措施，

與客戶、供應商及當地運輸業者合作以降低原物料

使用以減少生產對環境負荷，廢棄物減量達280頓／

年，年度減碳效益571噸CO2／年，相當於1.5座大安

森林公園年吸碳量。

四、環境參與

(一)  推廣政府環保集點活動及公司內部所舉辦「友

善環境綠集點」活動，呼應NGO百萬綠行動，

推廣環保綠行動相關政策，106~107年281人共

同參與完成451項綠行動相關活動，藉由頒獎獎

勵綠集點績優人員，鼓勵同仁共同響應參與。

(二)  以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

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以及環境行動經驗

等環境教育目標為主軸施行，於公司內部規劃

辦理及外部參與環境教育相關課程。107年環境

教育實施總時數3,787小時，環境教育時數達到

6.37小時／人，較106年成長50%，環境教育平

均時數連續3年持續成長。

(三)  響應政府推動限塑政策，邀請陽光向陽扶助協

會，教導如何利用

衣物製作獨一無二

環保購物袋DIY課

程，使同仁更加認

識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好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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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步步高升」爬樓梯活

動。107年參與階數相較106年增加11%，自舉

辦活動以來共累積8,798萬階，總減碳量高達

639噸CO2e，總計節省約118萬度電。

(五)  中強光電南科分公司「在地食材」計畫，向在

地小農採購以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的方式

栽種之有機蔬菜供員工團膳食用，照顧員工健

康，也幫助農民經濟，107年共採購7,019公
斤有機蔬菜，近3年累計採購22,952公斤有機

蔬菜，廠區內設置水培蔬食農場，提供給員工

1850份水培蔬菜。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公司致力於精進製程改善、妥善管理廢棄物、

推動綠色企業文化；並將推動成果進行參賽，獲得

政府機關之肯定，讓未來在環保議題之跟進或辦理

環保活動時能更加卓越；以下是中強光電南科分公

司曾獲得之獎項。

歷年永續榮耀事蹟：

1.  第26及27屆榮獲環保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銅級獎

2. 連續2年榮獲南科管理局「環境保護績優單位」

3.  107年-108年發行之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
二應用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4. 107年南科管理局「節能楷模獎」

5. 104年度減碳行動獎

6.  連續2年榮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7. 連續8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環境保護績優單位 節能楷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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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凸晶二B廠(K12)

以「積極、互信、

誠正、自省」的核心價

值誠信經營、持續獲

利、技術領先成為員工

所信賴企業。

日月光集團成立於

73年3月，首座旗艦廠

設立於臺灣高雄，日月

光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

封裝與測試製造服務公

司。我們提供半導體客

戶完整的封裝及測試服

務，包括晶片前段測試及晶圓針測至後段之封裝、材

料及成品測試服務，及電腦、通訊、工業、汽車、儲

存與伺服器應用相關的電子製造服務整合解決方案。

封裝和測試是日月光的指標服務項目。我們的

封裝主要是採用釘架或基板作為連接材料，封裝的產

品可廣泛應用於通訊、電腦運算、消費電子、工業及

汽車等。我們的測試服務包括前段工程測試、晶圓針

測、成品測試以及半導體其他相關測試服務。

Founded on March, 1984 and headquartered 
in Kaohsiung, Taiwan, ASE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provider of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and test ing services. Our services include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production of interconnect materials, front-
end engineering testing, wafer probing and final 
testing services, as well as integrated solutions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in relation to 
computers, peripherals,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automotive, and storage and server applications.

Packaging and testing are ASE's signature 
services. Our package types generally employ 
either leadframes or substrates as interconnect 
materials. The semiconductors we package are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end-us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s, computing,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ial, automotive and other applications.

張虔生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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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2,400人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內環北路

11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2年2月20日
負 責 人：張虔生 董事長

聯 絡 人：林珮芸

電　　話：07-3617131分機13287
傳　　真：07-3614546
環安聯絡信箱：Paue_Lin@aseglobal.com
主要產品：電子零組件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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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羅瑞榮 高雄廠區總經理

團隊成員／

凸晶二B(K12)副總經理：蔡裕方

行政管理資深副總經理：周光春

凸晶二B(K12) 廠長：鄭宏銘

廠務環工處處長：易良翰

凸晶二B(K12)廠廠務部：

王清階副理、林珮芸主任、王冠霖主任、

孫峻傑 專案工程師、黃泳誠 專案工程師、

吳曜綸專案工程師、陳肇裕 專案工程師

環境工程部：

涂秀妹經理、姜婷毓主任、黃祈斌主任、

黃閔松主任、何思縈 專案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一)  重視環境保護，致力降低對環境衝擊、持續進行

污染防治與改善，並承諾不讓任何一滴不合格的

水流出廠區。

(二)  完成綠色築跡，建立與環境共存共榮的綠建築、

導入清潔生產優化生產製程，以達成我們的永續

承諾。

(三)  建構以持續改善之系統精神為發展主軸，實施及

維持環境、供應鏈等各面向管理制度與認證。

(四)  凸晶二B廠夥伴關係之中水回收廠，也於107
年展開二期工程的規劃，並於108年9月試車

啟用，水回收處理設計最大量由2萬噸提升至3
萬、水回收率由50％提升至70％，以期降低更

多自來水的耗用。

(五)  除此之外，我們也與同業和供應商一同促成循環

經濟聯盟。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日月光集團於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DJSI)連續3年蟬聯「世界指

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獲得「產業領導

者」殊榮，肯定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凸晶二B廠(以
下以K12代表)自建廠開始，陸續建置多項ISO14000
系列環境管理相關系統，定期檢視能資源使用指標

並持續改善，永續發展一直是K12堅持的理念，永續

發展策略框架定義K12的4大永續策略主軸以及對應

的策略方向，降低潛在永續風險帶來的衝擊，進而

量化及展現我們無形資本並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

永續發展策略

(一) 管理系統

其中環境管理系統及驗證現已通過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ISO 14045
生態效益評估的認證，與 ISO 14046組織型水足

跡、ISO 14067碳足跡、ISO 14064溫室氣體查證，

並取得綠色工廠、綠建築及清潔生產及RBA的認

證，持續強化公司環境管理的永續性。

(二) 綠色供應鏈

我們訂定永續供應鏈策略方向與目標，持續強

化供應鏈之永續性。透過綠色採購、溫室氣體減量

與水資源管理推動及循環經濟，以「低碳使命、循

環再生、社會共融、價值共創」為主軸，攜手供應

商共同實踐，邁向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三)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日月光高雄廠(包含K12)自104年起，每年公開

揭露永續政策以及相關資，截止107年發行共4本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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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供應鏈循環經濟論壇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水資源節用：

節水措施從民生、公設及製程3個用水面向推

動，至107年總節水量已達445,139噸，累積減碳量

達48,072噸，相當於160座奧運標準游泳池，透過水

資源節用措施推動，廠區內1滴水可使用4.7次，並減

少自來水使用量>50％。

(二) 節能、節電措施：

107共執行16個節能計畫，透過ISO50001管理

系統之運作，節電約3,346,318 KWh，我們也持續訂

出預計執行節電專案，持續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

(三) 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秉持降低污染物對環境衝擊的理念，推動源頭

減量與維持生態化設計尋找替代材料來減少廢棄物

產生。其中廢丙酮回收專案，預估每月可減少2.38噸
碳排放。酒精減量小巧思，使用時可節省75％酒精

使用量。包裝材減量，推動至107年，已減少逾100
萬個紙箱的使用，減碳量更達471噸，相當於1.2座
大安森林公園1年的減碳效果。

(四)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室內公共空間使用照明用電密度低於國際標準

(ASHRAE 90.1)燈具，可降低71.7％耗電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減量

自106年起，提升處理效率，107年更建構全臺

灣第1套以冷凝方式脫附沸石轉輪處理設備並於108
年10月開始運行，運轉後較前年VOCs減少0.88噸排

放。自105年至107年已減量VOCs 5.16噸。

(二) 廢（污）水減量

製程水回收透過盤查機台排水現況，其中無藥

清洗廢水可導入回收使用，每日可減少45CMD廢水

量，每年共可減少約20噸廢水。延長純水再生時間

以延長純水系統再生時間，可減少再生次數，降低

廢水排放量，每年減少216,00噸廢水。放流水清洗

濾布以放流水取代自來水進行污泥脫水機濾布清洗

使用，每年可減少730噸廢水。

(三) 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

製程所產出之廢棄物，皆委由合格之清除及處

理，在清除過程中透過GPS 即時追蹤系統，進行清

運路線確認。107年共產生721噸廢棄物，較前1年減

少11％。

(四) 化學品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目前廠區內未使用毒性化學物質，日常管理透

過新製程導入單確認因使用學品非環保署列管毒性

化學物質，持續以零毒化物使用為管理目標。

四、環境參與

(一)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1.  配合高雄市環保局活動，進行海岸環境清潔維護

認養，於106年4月22日簽署「海岸環境清潔維護

認養契約書」，截止108年4月21日(107年為活動

第2年)，認養之區段為旗津海岸1公里。

2.  107年起推動並落實無紙化政策，106年至107年
用紙量降低70.7％，108年預估可再降低40.0％。

3.  配合政府政策統一將紙錢集中清運送到岡山、南

區或仁武焚化廠處理，取代以往祭祀燒香燒紙錢

的習慣，減少廢氣排放問題。

(二)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海岸環境清潔

為了推動環境保護之觀念及維護海洋海域之環

境清潔，最近一次活動於107年6月30日進行，活動

均依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ICC表)進行垃圾分類，淨

灘垃圾第1名為塑膠提袋，結果共拾資源物183.2公
斤，一般垃圾91.6公斤。

2. 無痕飲食

活動高達14,000參與人次，提倡減塑愛地球，

活動統計結果回收第1名為一次性吸管約3,000支，

其次為免洗湯匙約1500支，免洗筷約1,410雙，物品

都交由區外廠商回收再利用。

3. 無車日活動

無車日活動自105年起已推動2年，107年進而

擴大參與廣度邀請， 108年已將推廣綠能交通於K12
設置綠能車位，推動綠色接駁交通網落實推廣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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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教育中，鼓勵員工上下班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

騎乘電動車輛。

4. 電動公車搭乘推廣

於107年4月1日起，響應節能減碳與港都客運共

同努力，將廠區或園區之間接駁車全面改為快充式

電動公車R57（區間），降低廠區或園區間移動產生

的汽機車排放量，使得綠色交通網絡順暢運行，107
年接駁達357,176人次。

5. 環保集點活動

為推動「綠色消費循環」的理念，107年6月起

配合推動「環保集點活動」。

海岸環境清潔活動

無車日活動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LED綠能轉換

自107年起從原先的校園LED燈更換，拓展至高

雄市楠梓區15個鄰里7間活動中心LED高效燈具捐贈

綠能轉換，更換LED燈管數共900支，共減少10.1噸
CO2排放，相當於0.03座大安森林公園。

2. 環境教育

透過實體教學與網路學習等方式執行環教增能

計畫，有效的將環教知識傳達給公司同仁，對不同

對象進行環境教育，將環境保護與公司政策傳達到

公司內外各單位領域，

LED 綠能轉換簽訂儀式

環境教育推廣

(四) 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1. 區外造林

107年是3年計畫的第2年，認養林務局屏東林區

管理處及另一塊位於高雄田寮區月世界附近的造林

地，為臺灣環境、維護地球生態盡一分心力。

2. 節電活動

一起發揮影響力，廠區響應隨手關燈、減碳愛

地球，除了活動號召外，更能超越地球1小時，於

107年3月30日起每月執行2天「節電活動-公共區域

關燈1小時」。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 水利署頒發107年度節約用水績優廠商

• 綠電認購感謝狀（3年認購綠電1,070萬度）

•  楠梓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頒發廢棄物資源回收績優

廠商優等

• 環保署頒發綠色採購感謝狀

• 高雄市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績優民間企業」

•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bsi)頒發永續卓越獎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台灣企業永續獎-供
應鏈管理氣候領袖與社會共融獎

• 商業責任聯盟(RBA)頒發金級獎牌

• 氣候資訊揭露計畫(CDP)
•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CCS)
•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TCSF)



2019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國家企業環保獎

製
造
業
組

第 屆1

- 76 -

南部科學園區台

南園區污水處理廠設立

於88年，占地面積16.8 
公頃，設計處理水量為

170,000CMD，園區內

下水道總長度約5 0公

里，納管廠商約200家。

中欣集團成立於69
年，為國內從事代操作

維護之大型環保公司，

係一具有「全方位服

務」技術能力之環境保

護工程專業營造業，操作實績包含竹科新竹園區、

竹南園區、宜蘭園區、龍潭園區、銅鑼園區；中科

后里園區、七星園區及虎尾園區；南科台南園區等

污水下水道系統，中欣行連續操作台南園區污水處

理廠已逾20年，專業能力與豐富經驗深獲主管機關

及業主肯定。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of Tainan 
Science Park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with the area 
of 16.8 hectare. The designed capacity of the plant 
is 170,000 CMD. Around 50 km of sewer pipeline 
is distributed in the Tainan Science Park for serving 
nearly 200 manufacturers.

AX group was found in 1980, which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field of O&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environment facility. AX group 
provides the “total solution” service in re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The 
references of AX group include the wastewater 
sewer system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Jhunan 
Science Park, Yi lan Science Park, Longtan 
Science Park, Tongluo Science Park, Houli Science 
Park, Chunghsing Park, Huwei Science Park, 
Tainan Science Park, etc.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s 
continuously operated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台南園區廢（污）水處理系統
（委託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

林舜宏 總經理

網　　址：http://www.axgroup.com.tw
行 業 別：水及廢污水處理業

員工人數：64人
地　　址：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二段10號、

環西路二段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05月09日
負 責 人：劉致緯 執行長

　　　　　林舜宏 總經理

聯 絡 人：林建勝

電　　話：06-5050618 分機101
傳　　真：06-5050616
環安信箱：jiansheng.lin@gmail.com
主要產品：營造、環境及機電工程維護服務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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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of Tainan Science more than 20 years, and 
relate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wner appreciate 
AXIOM for the professional abil i ty and well 
experienc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致緯 執行長

團隊成員／

林舜宏 總經理、陳睿斌 經理、黃俊欽 副理

林建勝 廠長、陳明鴻 副廠長

 張庭瑋、楊文彬、買逸倫、史榮華、楊証憲、

簡美玉、盧香妃

環保政策及理念

本公司為專業營造業、環境及機電工程維護服務

業，秉承優良之職安衛環保理念與社會責任使命，致

力於各區之環境保護，確實維護、操作、管制並持續

提升現有污染防治及安全衛生設備功能，預防污染並

確保職業安全衛生。藉由品質、環境、職安衛3項管

理系統之貫徹實施，達到「品質卓越超群、環境節能

減碳、安衛零災永續」之企業永續經營。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污水處理廠為南部科技

業重鎮污水廠，對於環境保護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及

責任感，本廠擬定短、中長期環境政策與目標，並

據以訂定各項放流水水質濃度削減、廢棄物減量、

用水用電量減量、碳排放減量等量化目標，期望為

臺灣之環境盡一分心力。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如下：

1.  訂定ISO環境政策，並取得多項環保相關認證，

包含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系統驗證、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50001能源管理系

統、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證書、綠建築標章、

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及碳、水足跡查驗證書。

環保相關認證

2.  訂定績效指標，並滾動檢討修正及定期追蹤成

效，其績效指標包含污水廠系統操作績效指標、

污水收集系統操作績效指標、污泥系統操作績效

指標（OPIs）、環境狀態指標（ECIs）、管理績

效指標（MPIs）。

3.  環境政策之短、中、長程規劃，針對放流水污染物

削減、使用化藥、污泥及用電減量訂定目標，並持

續導入智慧化作法（如虛擬實境VR導覽系統、能

源管理系統等），長期目標為建構智慧污水廠。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節水：透過水資源節用實踐措施，並回收放流水

應用於揚塵抑制、植栽澆灌、化學藥品泡藥、消

防用水、景觀池用水及廠內回收使用，107年回收

水共計使用295,435m3。

南科污水廠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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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電：本廠設置3座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系統，107
年太陽能發電共77,471度，統計至107年12月底產

生再生能源憑證數量共24張。107年與工研院合作

開發「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智慧電表的布

建可即時取得廠內主要耗能設備用電狀況，並藉由

統計與分析功能掌握設備效能與用電趨勢，進而推

動各項節能措施與設備改善。107年藉由生物系統

節能優化操作減少用電量約408,000度／年，電力

系統變壓器負載配接改善節電約709,560度／年。

3.  節藥：本廠所使用最大宗的化藥為硝化系統所需

的鹼度添加劑，透過污染物源頭減量、硬體設備

功能提升、操作參數優化調整等積極作為，107年
較106年鹼度化藥減少43.3％。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透過用電減量、原物料使用優化及廢棄物減量

等相關措施減少CO2排放，107年處理每立方米廢水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較106年減少10.4％。

南科園區積極推動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並規

劃在園區設置再生水廠，透過再生水廠模型廠，已

成功驗證本廠的放流水經過再生處理程序，可產出

符合事業用水品質的再生水。本廠藉由源頭管制、

容許標準加嚴修訂、處理單元優化操作、設備功能

提升等相關措施達到污染物削減之目的，其中氨氮

107年較106年降幅達13.3％，近五年累積大幅下降

86.6％。

氨氮減量成效

有機污泥為本廠主要廢棄物，107年占全廠廢棄

物量99.91％，透過污染源頭減量、系統調理優化及

設備功能提升等多項措施，107年較106年有機污泥

產量降幅達27.2％。另本廠持續投入污泥減量之研

究，已進行噸級規模的污泥冷凝乾燥測試，含水率

經測試可降至30％以下。

增設板框脫水機

冷凝乾燥機測試

四、環境參與

本廠為取得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場所，配合政

府政策推動一系列之優質之環境教育課程，統計107
年至本廠進行環境教育課程之參與人數達394人。

 環境教育教具 環境教育課程

本公司推動及參與多項環保公益活動，包含贊

助環工年會、建立中欣小農平台、認養有機無毒契

作、發起淨灘活動等，並於全臺各大專院校環工系

所頒發獎學金，自101學年度迄今，已嘉惠環境工

程領域學生人數合計1,010人，累計總金額逾600萬
元，為培育環工人才盡一分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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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環工年會

支持小農

頒發獎學金

參與淨灘

智慧管理創新相關做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本公司近年來屢屢獲得國內相關環保獎，獲獎

事項包含環境教育場域評鑑五顆星、環保署及台南

科學園區環保績優人員、環保署評鑑空氣品質淨化

區認養優勝等。

本廠秉持著創新的精神，導入多項創新作為，

包括設置行動水質監測系統、建立污水管線資訊整

合APP服務、架構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導入虛擬

實境導覽系統、取得生物急毒性認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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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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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 ise the company ’s  DRAM Center  o f 
Excellence. The center’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nufacturing ramp by combining front- and 
back-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les.

徐國晉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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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2,700人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66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9年11月
負 責 人：徐國晉  美光企業副總裁暨 

台灣美光董事長

聯 絡 人：賴加傅

電　　話：03-3272988分機8184
傳　　真：03-3186814
環安聯絡信箱：jefflai@micron.com
主要產品：DRAM、記憶體模組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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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宗永 處　長、陳柏仁 資深經理

團隊成員／ 陳韋舜 經　理、賴加傅 工程師、

　　　　　張佑嘉 工程師、林坤演 工程師、

　　　　　吳修賢 工程師、吳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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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管理體系，以提高EHS的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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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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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用水回收

率>75％、廢棄物再利用> 90％、節約能耗3％。

2.  中期：環境教育獎、持續提高用水回收率、廢棄物

零掩埋、節約能耗 10％、綠色能源> 25％。

3.  長期：製造與供應鏈、追求能源與資源最佳使用效

率、致力推動綠色產品。

(二) 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1. 管理系統認證：

2. 溫室氣體盤查：

(三) 推動綠色生產、綠色採購

1.  綠色生產：美

光要求供應商

在提供我們營

運需要的原材

料時，禁用和

禁止名單列出美光終端產品無法接受的一些有害

物質，包含RoHS所要求項目以及鹵素。

2.  綠色採購：107年度執行採購金額共達1千6百萬元

較於106年綠色採購增加8.7%。

(四) 發表並定期更新永續發展報告

美光永續報告依據GRI 標準撰寫，我們體悟到

環境責任在良好的企業公民中的作用，並於計畫和

生產的初期階段減少美光營運時對空氣、水、土地

和能源需求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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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

通過最高等級認證：白金等級(Platinum)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1.  107年透過水資源回收系統及再利用專案減少用水

量約111個國際標準游泳池。

2.  廠內依排水性質設置回

收系統，將回收水進行

再利用，107年用水量

減少26萬噸，減量成效

達7.2%。

(二) 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

106年與107年之節約能耗共3.3%，已達成環境

政策之短期節約能耗目標，相當於大安森林公園50
年碳吸附量。

(三) 推動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透過大數據分析，將製程參數與原物料用量進

行數據蒐集及統計，進一步分析可預測原物料用量

最佳化，減少廢棄物產生。

(四)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  研發新產品使效能提升： 1 0 7年美光新產品

LPDDR4X，性能速度達到4,266Mbps，較上一代

節能10%。

2.  離子佈植機排氣能源減量、減少魯式鼓風機運轉

數量、機房空調系統優化（改為集中式管理）：

共每年節能6.7百萬KWh。
(五)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1. 其他節電專案每年節能2.3百萬KWh：
(1)  無塵室空調系統效能提升，轉速執行調整下降。

(2)  空污水洗設備效能提升，水洗設備中新設潤濕

板，提高氣液接觸面積及吸附容量。

(3)  辦公室照明效率提升，將日光燈管更換成LED光

板式燈具，綠色照明面積超過1,943平方公尺。

2. 108年進行中專案-更換冷凍機

(1)  冷凍機型式更換為變頻式，相較定頻式冷凍機

節省18%能源，每年節能1.7百萬KWh，相當於

大安森林公園4.3年碳吸附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畫或措施

1.  無機酸鹼廢氣處理：設置廢氣洗滌塔，執行每年

煙道風量檢測，確保符合法規及許可核備。

2.  揮發性有機物質減量：107年揮發性有機氣體實際

處理效率於可高達98%。

3.  全氟碳化物(PFC)減量：透過最佳可行除害設備，

107年溫室氣體削減量比率占全廠排放量21.0%。

(二)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

1.  排水系統回收專案：設置化學研磨廢水、酸鹼廢水

及氫氟廢水回收系統，吸附處理後的廢水為次級用

水，作為機台端洗滌塔及中央洗滌塔用水來源。

2.  純水系統廢水回收專案：將樹脂再生所產生的廢

水進行水質分析，部分次級用水可供純水系統前

處理、機台端洗滌塔或中央洗滌塔。

3.  透過節水專案推動，使107年廢水排放成效減少46
萬噸。

(三)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1.  透過管路分流、修改製程參數、原物料減量及廠

內自行回收等方式，控制廢棄物產出量。

2.  107年廢棄物總產出量相較106年減少了約4,000噸，

有害及一般廢棄物的可再利用率平均達92.3%。

(四) 化學品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計畫或措施

1.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本公司因生產製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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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氣及磷化氫等皆取得環保局核發同

意運作文件。

2.  加入毒災聯防組織：參與全國性毒性化學物質聯防

組織（北區聯防組織第H01003小組），如區域內

或跨區域發生毒性化學物質洩漏事故，提供應變器

材或其他必要之協助，強化自救互救能量。

3.  桃園市環保局頒發「緊急應變計畫績優單位」推薦

函給美光，並幫助美光參與毒災相關比賽證明。

四、環境參與：

(一)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1.  河川巡守-南崁溪：106年、107年連續兩年獲得桃

園市水鄭文燦市長表揚與頒獎，肯定台灣美光晶

圓科技為桃園市環境維護。

2.  環保祭祀-禁燒金紙：每年的初五開工及中元節

時，公司團拜活動皆禁止燒金紙。

3.  限塑政策-推行禁用一次性餐具政策：為響應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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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美光率於廠內先推行禁用一次性餐具，鼓

勵員工自備環保杯，購買飲料，可減2元至3元。

4.  限塑政策-設置購物袋回收櫃：辦公大樓的每樓層

茶水間設置購物袋回收櫃，使同仁可以自行到此

處取用，形成環保互助循環再利用。

(二)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綠色運輸：

i. 提供腳踏車停車區，鼓勵騎乘腳踏車。

ii. 出差共乘制度：要求出差同仁共乘前往。

iii.  設置廠區交通車、長庚區間車、輪班交通車：

年運量約57萬2千人次。

iv.  主動增設U-Bike站點：台灣美光晶圓科技主動

與桃園市政府合作並捐地供政府增設U-Bike站
點，鼓勵員工使用

公共自行車作為短

程交通工具、減少

交通支出及節省等

待公車時間。

2.  淨灘淨山活動：107年共辦理了6場的淨灘／淨

山活動，參與人次共574人，貢獻環保總時數為

1,931小時，共清理4,573公斤的垃圾。

3.  辦理環境教育年度計畫：美光規劃每月環境教育

活動，其中包含環保志工活動、再生紙體驗活

動、環境教育講座、地球日活動、公益環保志

工、社區服務…等活動。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美光基金會-美光科學營：107年7月31日、8月
14日的「美光科學營」，邀請5至8年級的國中小

學生，課程內容包含科學、考古、環境教育（減

塑）等，帶領學童瞭解減塑的重要性。

2.  主婦聯盟-環境教育講座：美光邀請主婦聯盟講師

前來美光進行環保講座，讓同仁們認識PM2.5及空

污與健康的關係。

(四) 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1.  世界地球日活動：為響應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Earth Day』美光於全球各國廠區皆辦理「地球日

活動」，包含彩繪環保袋、棒球九宮格、投塑大

賽、創意環保標語及環保講座等活動，使同仁對

於環保的關注、養成回收習慣並愛護地球。

2.  TSIA宣布完全停用全氟辛烷磺酸(PFOS)，推動能

源管理及含氟溫室氣體減量，108年6月25日台灣

美光參加宣示活動。

3.  美光總部持續推動環保政策：美光分公司遍及全

球17個國家，推動環保政策並於各分公司實行。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銅級獎：107年是台

灣美光第一次投入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競賽中，

很榮幸的獲得銅級獎的殊榮。

2.  107年度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甲級廢水

處理專責人員。

3.  企業河川認養表揚頒獎：台灣美光護溪有成，獲

得106年、107年「企業河川認養表揚頒獎」殊

榮，並接受鄭文燦市長表揚。

4.  舉辦「SHOW 創意，GO 環保」活動：鼓勵同仁

發揮創新創意，讓同仁們為環保提出創新方案並

進行票選活動，獲獎前三名將進行表揚儀式，公

司於日後試推行其方案以求精益求精。

5.  降低IPA有機廢液：本廠自行處理低濃度IPA有機

廢液，經過測試與估算，運用厭氧／好氧生物串

聯程序處理，使生物分解

之廢有機溶劑，使IPA清

運量從約1,500噸／月降

至400噸／月。



2019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國家企業環保獎

製
造
業
組

第 屆1

- 84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興達發電廠為潔淨

低碳的生態電廠，兼具

低成本及低碳環保發電

方式的電廠。為南臺灣

電力發展及電力供需平

衡，69年12月成立興達

發電廠，建置4部燃煤

機組。因80年代國內用

電迅速成長，於88年1
月16日完成5部燃氣複

循環機組。因應低碳時

代，98年開始興建太陽

能發電系統。

位於高雄市永安區與茄萣區交界，北臨興達漁

港，面積約147.8公頃。發電總容量為430萬瓩，供

應臺灣近1/7的電力。

秉持企業永續經營與環境生態共存理念，自80
年起陸續持續進行火力電廠之空污防制設備改善，

以降低空污排放，至今已投入301.58億元。

Hsinta Power Plant is a low-cost, low-carbon 
eco power plant. For South Taiwan’s power 
development and power supply, Hsinta Power Plant 
was established with four coal–fired steam turbine 
units installed in 1980. Rapid growth of nation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made it necessary to build 
another five LNG combined-cycle units in January 
1999. Plant started developing Photovoltaic 
systems in 2009.

Hsinta is Located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Yong’an and Qieding district of Kaohsiung City. 
Plant area is 147.8 hectares. The total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s 4.3 million,supplies almost 
one-seventh electricity in Taiwa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coexistence. Hsinta is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quipment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since 1980,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So 
far, it has invested 301.58 billion yuan.

楊仁和 廠長

網　　址： https://www.taipower.com.tw/tc/
index.aspx

行 業 別：電力業

員工人數：782人
地　　址：高雄市永安區鹽田里興達路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9年12月12日
負 責 人：楊仁和 廠長

聯 絡 人：王毓婷

電　　話：07-6912811分機3393
傳　　真：07-6913849
環安聯絡信箱：u122770@taipower.com.tw
主要產品：電力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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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楊仁和 廠長

團隊成員／

孫禹華 副廠長、許家豪 副廠長、黃錦城 副廠長

環化經理 王仁賢、鍋爐經理 謝智林、

燃料經理 溫富發、供應經理 黃先鋒、

汽機經理 李德源、運轉經理 周際瑜、

謝傳國 課長、黃書菲 課長、朱志忠 課長、

陳健平 課長、許哲元 課長、王毓婷 主辦、

杜姿慧 主辦

環保政策及理念

興達發電廠秉持「企業永續經營」與「環境生

態共存理念」，致力降低環境衝擊，持續推動設備

改善及污染防治，廠長及全體員工承諾：

1. 符合法規，降低污染排放。

2.  持續改善，提升防治設備效率。

3.  善用資源，節約能資源使用。

4.  污染預防，善盡社會責任。

為維護環境品質及維持電

力發展與鄰近環境生態並存。

除了努力進行廠區森林綠美化

（占比29％），更積極執行空

污改善，採行「固定

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降低

污染排放，維持發電

效率，空污排放優於

法規標準。

興達發電廠將持續做好各項污染防制工作，秉

持「沒有最好，只有越來越好」使命，兼顧環境保

護及穩定供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自88年起即實施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號召全體員工在更有

系統、更嚴謹方式下繼續推動污染預防及持續改

善，以展現企業經營永續發展及改善環境品質之

決心。每年執行能源審查會議(ISO50001)、溫室

氣體盤查外部查證(ISO-14064-1)，及執行溫室氣

體自願性減量計畫查證與驗證(ISO-14064-2)。
2.  於104年12月18日奉環保署審查通過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燃煤汽力機組暨燃氣複循

環機組102年先期專案，興達發電廠102之燃氣複

循環機組#4排放強度優於電力業公告排放強度之

先期專案部分，提出先期專案減量額度申請，以

作為日後台電公司溫室氣體減量抵換用途。

3.  水足跡：水資源短缺足跡之功能單位為每度電

耗用之水量（kWh/m3），盤查之生命週期範圍

為原物料階段及發電階段。興達發電廠於盤查

期間之淨發電量為27,061,818,929kWh，而副產

品石膏於盤查期間之產量為142,450噸（含水量

8.88％），經計算後，興達發電廠之水資源短缺

足跡約為0.073156m3/kWh，彙整如下表所示：

階段
水資源短缺

足跡
單位 百分比

原物料階段 0.072957 m3/kWh 99.73％
發電階段全廠用水 0.000117 m3/kWh 0.16％

發電階段-廢棄物運輸 0.000082 m3/kWh 0.11％
總水資源短缺足跡合計 0.073156 m3/kWh 100.00％

4.  綠色採購：

107年度綠色採購績效評核分為99.84分，整體成廠區綠美化

鹽灘光電廠景



2019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國家企業環保獎

製
造
業
組

第 屆1

- 86 -

果已優於公司目標。

5.  企業永續報告書：

考量臺灣經

濟與環境的

變化，以及

台電面臨的

穩定供電、

能源轉型、

公司轉型等

3 大發展議

題，107年台電永續報告書以「永續電力，用心持

續」為題，回應國際綠能轉型趨勢，以及國內電

力穩定之期待，各章節內容則以台電5大未來發展

圖像進行編排，展現台電自許的未來角色定位。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廢水處理場回收率：

項目
綜合廢水場

(T01)
複循環廢水場

(T03)
生活污水場

(T04)
單位 廢水量 回收量 廢水量 回收量 廢水量 回收量

時間 噸

107年 167730 141414 211220 169815 10011 9341
回收率 84.3％ 80.4％ 93.3％

2.  五部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減少污染物排放及降

低空污費，減少溫室氣體CO2量：依照106年度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得知，燃煤機組CO2排放強度

為0.906公斤／度電，燃天然氣機組CO2排放強

度為0.414公斤／度電，107年度燃氣機組共發電

14,078,387千度，與燃煤機組比較，可減少溫室

氣體CO2量6,926,566噸。

3.  107年度節能計畫如下表，興三機高中壓汽機組件

升級Dense Pack與冷凝器銅管更新、興複二機氣

渦輪機GT-21/22/23 Si3D葉片升級改善兩案之全

年能源節約量均高於其他節能措施甚多，故擬訂

興三機高中壓汽機組件升級Dense Pack與冷凝器

銅管更新、興複二機氣渦輪機GT-21/22/23 Si3D
葉片升級改善為年度節能行動計畫。

項
次

預計採行
之節約能
源措施

預計執行
時間

預計投資
金額

（千元）

預估回
收年限
（年）

全年能源節約量

電力
（度）

電力
（度）

1
興二機汽機冷

凝器水室銅管

更新工作

106/10~
107/01

（配合大修
工期實施）

38,000 0.6 21,729,867 7,625

2

興 三 機 高 中

壓 汽 機 組 件

升級（Dense 
P a c k）與冷

凝器銅管更新

改善工作

107/01/6~
107/04/3

（配合大修
工期實施）

412,420 2.65 57,726,335 20,256

3
興一機汽機冷

凝器水室銅管

更新工作

107/04~
107/06 54,486 0.7 28,377,464 9,958

4

興 複 一 機 氣

渦 輪 機 G T -
1 1 / 1 2 / 1 3 
S i 3 D葉片升

級改善

106/09/15~
107/01/07 392,458 11 13,201,526 4,632

5

興 複 二 機 氣

渦 輪 機 G T -
2 1 / 2 2 / 2 3 
S i 3 D葉片升

級改善

107/01/01~
107/04/20 856,769 6.2 50,943,273 17,874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符合高屏總量管制第一期程

實際削減排放量之比率為硫氧化物32.9％、氮

氧化物24％及粒狀物33.1％，遠大於指定年削減量

5％之規定，減量成效等同減煤176萬噸。

2.  改善空污防制設備，提升去除效率，燃煤機組符

合BACT排放標準。

自108年1月1日起，已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濃度

至硫氧化物SOx≤25ppm及氮氧化物NOx≤30ppm，

均遠低於法規SOx/NOx分別為60 /70ppm之排

放標準，且各符合「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之規定SOx/NOx排放濃度不大於

25/30ppm，不到現行中央法規排放標準的一半。與

107年總排放量相比，燃煤機組每部機預計每年約可

減少硫氧化物892噸及氮氧化物682噸。

興達電廠除了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不增量之

外，致力於積極提升空污防制設備效率，長期陸續

降低排放量，削減率均高達七成以上。

機組別 中央排放標準
機組排
放現況

年削減
量(噸)

燃煤機組興
1~4號機

硫氧化物 ppm 60 ＜25 5,748
氮氧化物 ppm 70 ＜30 4,676
粒狀物 mg/Nm3 20 6~13 -

燃氣機組
1~5號機

氮氧化物 ppm 40 15~25 -
儲煤倉裡面儲煤倉

能源管理系統證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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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減煤政策

108年起，燃煤機組興1、2機秋冬季(每年10月
至翌年3月)的生煤使用總量，以105年實際生煤使用

量再減30％。興3、4號機秋冬季(每年10月至翌年3
月)的生煤使用總量，以105年實際生煤使用量再減

50％。且每年12月至翌年2月，興3、4機至少停止運

轉一座機組，停機時之用煤量需再扣除。108年用煤

許可量比105年實際用煤量減少約146萬噸，及減少

發電量約41.8億度。

4.  台電公司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預警等級降載措施

興達發電廠自105年12月6日首次啟動降載減排

機制，至108年9月30日共降載904次，合計降載35.77
億度電，共減排硫氧化物1,649噸、氮氧化物1,439噸
及粒狀物101噸，減量成效等同減煤110萬噸。

5.  廢棄物減量及副產品再利用總量

廢棄物種類 無機性污泥 飛灰 石膏（副產品）

年度 噸 噸 噸

105年 7,063 532,937 104,162
106年 4,747 429,560 114,527
107年 3,656 353,453 99,561

四、環境參與

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推動，興達電廠認

養2座公廁、自93
年起認養4公里海

灘清潔、廠區外3.5
公里道路認養及加

入高雄市國土環境

巡守隊環境守護活

動。

2.  於6月2日上午在高

雄市梓官區蚵仔寮

漁港南側沙灘，參

加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主辦之107
年「梓因有你 官心

海洋」世界環境日

宣導活動，在許副

廠長家豪帶領下，偕同電廠員工、志工共有15人
淨灘，大家在烈日下揮汗撿拾海邊許多垃圾，還

給海岸線乾淨的樣貌。

3.  興達電廠救一命，綠蠵龜「達達」野放：去(107)
年興達發電廠解救受傷的保育類動物綠蠵龜，通

報高雄市政府後，隨即護送海龜前往國立海洋生

物館（以下簡稱海生館）接受治療。因綠蠵龜復

原良好，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海生館及興達發電

廠於108年4月9日在後壁湖管制海灘野放，並邀請

車城國小學童共襄盛舉。

107年綠蠵龜野放認養海灘清潔

4.  響應全球節能倡議活動「Earth Hour地球一小

時」，全廠積極配合辦理關燈活動。活動關燈時

間為：107年3月24日（六）晚間8:30-9:30，關閉

外牆裝飾燈光或非照明光源1小時，以不影響安全

性為主。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94年-96年連續3年榮獲企業環保獎。

2.  97年榮獲亞洲電力最佳環保電廠金牌獎。

3.  97年興達外海完成台電公司第1座外海卸煤碼頭，

榮獲第8屆國家公共工程金質獎。

4.  近3年獲得其他相關環保獎項：

  104年12月09日獲得高雄市104年CEMS評鑑優

良廠商。

  105年12月30日獲頒參與經濟部能源局105年度

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輔導計畫推動績

優廠商」。

  興達電廠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由2004年版

成功轉版至2015年版，並於107年7月30日取得

SGS頒發證書。

  全臺第一個PM CEMS示範廠，108年7月31日
榮獲環保署頒發感謝狀。

卸煤碼頭 全國第一個PM CEMS示範廠

道路認養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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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矽品精密成立於

73年，主要營業項目為

從事各項積體電路封裝

之製造、加工、買賣及

測試等業務，客戶主要

為位居世界領導地位之

無晶圓廠半導體設計公

司、整合元件製造公司

或晶圓製造公司，其所

需的先進製程技術，引

領矽品精密建立高品質

產品及服務之信譽。

矽品精密具備領先的工程技術、高效的產能調

配、良好的客戶關係等優越條件，在臺灣、美國、日

本、新加坡、瑞士及中國等地已建立據點，以提供全

球化服務。因應其不斷提升之產品技術需求，已成為

客戶尋求專業代工廠時，優先考慮的合作夥伴。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Co., Ltd.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PIL" or "the Company"; 
see Note) was established in 1984 with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engaging in various integrated circuit 
(IC) packaging, processing, tradingand testing 
services. The Company's customers are leading 
global IC design companies,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foundry companies. 
To provide advanced node technology required by 
these companies, SPIL has built a reputation as a 
provider of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SPIL's lead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igh-efficiency production scheduling and good 
customer relations have allowed the Company to 
set up operations in multiple locations ranging from 
Taiwan, the USA, Japan, Singapore, Switzerland 
and China to provide globalized services. With good 
responsiveness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and ever 
demanding technology needs, SPIL has already 
become the foremost partner for companies who 
seek for professional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OSAT) service providers.

林文伯 董事長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4,400人
地　　址：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4年2月10日
負 責 人：林文伯 董事長

廠　　長：張益豐 副總經理

聯 絡 人：鄭紫予

電　　話：04-22545527分機7906
傳　　真：04-25601384
環安聯絡信箱：ziyuzheng1@spil.com.tw
主要產品：積體電路封裝及測試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 89 -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廠長：張益豐 副總經理

　　　　　環安衛處：莊欽傑 處長

團隊成員／

環安衛二部：陳昆森 部經理

中科環安衛課： 潘仲鵬 副理、鄭紫予、塗崇程、

蕭力文、鄭如芳、賴羿均、 
劉佩珈

環保政策及理念

1.  遵守法規：遵守國內與國際環安衛法令、有害物

質管理及其它要求。

2.  節能減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參與發展綠電，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勵行工業減廢、落實資源回

收、推行循環經濟，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持續發

展綠色生產技術，並符合有害物質管理要求。

3.  危害預防：落實風險評估及應變機制，改善製

程，預防職業傷病，推動身心健康促進，建立優

質工作環境，減少有害物質使用，避免可能的人

員及環境影響。

4.  持續改善：持續維持環安衛及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有效運作，提升環安衛績效及有害物質管理效

能，減輕環境衝擊，降低危害風險。

5.  宣導溝通：實施環安衛及有害物質管理教育及宣

導，提升環安衛意識及有害物質管理認知，並主

動與員工、供應商及承攬商或利害相關團體之溝

通及諮詢，及確保有時間及資源參與環保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所有過程之活動，提升環保安全衛生

及有害物質管理績效。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環境管理方針

環境保護為矽品精密最重要的管理項目之一，

依循PDCA的管理手法，落實環境管理；總經理更言

簡意賅的訓示「努力維護環境，不影響後代生活條

件」作為環安衛管理的指導與期許。

2. 完整的環境管理系統與永續發展理念

88年即導入ISO14001並驗證，並於105年完成

最新版ISO14001驗證，將環安衛管理擴及整個產品

生命週期及各階段的環安衛風險與機會，並宏觀的

決定策略方針與行動方案，以符合最新國際管理趨

勢。

3. 遵循環安衛政策並落實環境管理

始終秉持「遵守法規」「節能減廢」「危害預

防」「持續改善」及「宣導溝通」5大環安衛政策，

落實管理，並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節水節電與綠

色議題推動等。

為精進環境永續管理，106年持續導入產學合

作，借重學術界的專業、問題解析能力及優質的分

析設備，針對公司面臨的環境議題，給予諮詢及解

決方案。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矽品對於企業永續

發展在能源使用方面，除

持續執行降低耗用量的節

流措施以外，更積極拓展

綠色再生能源建置的開源

計畫。

太陽能發電系統經

公司謹慎評估後的最佳選

擇，最早從101年即於大 綠建築證書

綠色工廠證書清潔生產證書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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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廠小容量設置9.9kWp，107年於中科廠更是完成

了國內封測業單一廠房規模最大的2,800kWp，年發

電量高達358萬度。

目前建置中的案廠為彰化廠，規模為499kWp，
預計108年底併聯供電，未來評估規劃中的則有中科

二廠、新竹廠等，節能減碳~矽品永不缺席！

矽品中科太陽能發電廠

為降低用水量，依據各類廢水水質、水量及特

性設計不同的回收設備，使廢水經過污水分流、微

生物處理到薄膜過濾等流程，將廢水再濃縮，萃取

乾淨的水回送至用水系統。

108年將持續投資建設回收水設備，增加回收水

系統的回收水量。並持續搭配產線機台進行用水流

量參數調整及製程整併，以達到源頭減量目的。

水回收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空氣污染防制

矽品生產過程產生的空氣污染物質包括氮氧

化物、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無機酸（硝

酸、硫酸）等，處理方式區分為水洗（酸鹼廢氣）

及燃燒法(VOCs)。
首重為源頭減量，每五年進行訂定減量計畫及

目標，並每年檢討。中科分公司以VOCs化學品使

用量（106年為基準）減量10％／年為VOCs減量

目標，其中又以NMP為最大使用量，故採取NMP使

用量減少為減量目標，107年實際使用量下降6.4％
（但產能較106年增加13.6％）。

而防制設備在於提高處理效率、嚴密監控。在

規劃階段及機台入廠前就針對廢氣種類、排放量、

接管位置調查，以提前擴建、配置管路及設備規

劃。現有製程中主要產生酸鹼廢氣、揮發性有機廢

氣2大類別，分別採行最合適處理方法。酸鹼廢氣

採用洗滌塔，揮發性有機廢氣則使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處理設備，以廢石轉輪濃縮提高進氣濃

度，再導入蓄熱式焚化爐處理。

2. 水污染防治

矽品生產過程產生的水污染物質主要為矽、電

鍍、有機、硼及一般酸鹼廢水，為強化廢水處理能

力的有效性，106年起強化原水來源分流，由源頭機

台端盤點廢水類別，解決老舊管線誤接及標示不清

等問題；另依據廢水的特性再細分處理系統，檢測

硼、氫氟酸、氨氮及氫氧化四甲基銨(TMAH)等污染

物的濃度，分析獨立處理的可行性。

除有效處理廢水及防止誤排導致廢水處理系統

無法負荷外，更達到使放流水檢測數值皆能遠低於

法規標準，杜絕任何可能的污染，並做好管路維護

保養及定期檢測放流水質，以確保河川及地下水體

零污染。矽品精密為降低用水量，建置6類廢水回收

系統，使廢水經過污水分流、微生物處理及薄膜過

濾等流程，最後再取水回用，顯示矽品精密對水資

源的重視及努力，未來將持續投入研究中水回收及

零排放技術。

3. 廢棄物管理策略

廢棄物管理原則為「製程減量、資源回收」，

在製程端盡量減少原物料使用，除可減少廢棄物產

生，也可減少成本的支出；包裝材料優先採取供應

商逆向回收再使用的處理方式，其餘廢棄物則考量

其性質，優先選擇再利用處理，藉此提高廢棄物

回收的可能性，並降低廢棄物處理所造成環境的負

荷，無法以前述方式處理者，才選擇掩埋處理。

由於產能不斷增加使廢棄物量上升，矽品精密

延續推動多年的廢棄物減量專案，結合製造、廠務

及環安衛等單位由源頭製程機台尋求最直接的解決

方案。經評估方案可行性後，106年持續推動減量計

畫，藉由績效設定及定期檢核執行成效，順利達成

廢棄物減量1,010噸。

107年矽品廢棄物處理以資源化及回收再利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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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次為焚化處理，使有效減少體積並能回收熱

能發電，107年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率達98％；無法回

收再利用且不適合焚化者，則以掩埋方式處理。後

續仍持續關注新興處理技術，提升廢棄物友善處理

的比率。

四、環境參與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認養公廁、限塑及環

保祭祀等）

1. 海報宣傳－減塑活動、環保祭祀

透過公司內部海報機及各處公布欄張貼海報，

每月固定更新環保相關理念，鼓勵員工善盡地球公

民之責。

環安衛關心您   CS ESH 鄭紫予 製作    

再生紙漿製品 

減少垃圾丟棄量 

自備餐具、不鏽鋼吸管 

消費時認明環保標章 

減少使用一次性產品 重視維修保養 

維修延長物品 
使用壽命 

使用再生產品 

重複使用產品 

拒用無環保觀念產品 

方法二：金紙集中燒，誠意不減少 

方法三：一爐一香，功德無量 

環安衛關心您   CS ESH 鄭紫予 製作    

民眾祭祀完後 
將紙錢集中預約清潔隊載送 

公益愛心捐款 

到”紙錢減量宣
導網”列印功德
代金疏文，祭拜
時默念內容迴向
給祖先、神明。 

由紙錢集
中專用車
送至焚化
爐 

使用全家Famiport系統 
把購買紙錢的費用捐給台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三至七天前聯繫各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 

方法一：以功代金，心意第一 

減塑活動 環保祭祀

2. 認養公部門公廁－特優級

自107年起矽品認養道東書院公廁，委由專人維

護環境，並配合衛生紙丟馬桶政策，垃圾減量且維

持環境整潔，獲環保局、清潔隊特優級。

3. 認養綠地－評鑑績優

認養空品淨化區-道東書院，已持續邁入第5年
認養，養護內容包含植栽植種及維護、綠美化、環

境整理等，該化區面積達2公頃，並種植有喬木90餘
株，碳匯量占鎮內所有淨化區逾80％，為鎮內最大

的空品淨化區，且為當地民眾重要之休憩場所。因

養護管理良好，105年-107年分別獲環保署、環保局

空品淨化區

評鑑績優。

響應限

塑政策，廠

內之委外廠

商（如：飲

料店、麵包

店、便利商店與餐廳等）同步響應推廣自備購物袋、

鼓勵重複使用理念，且員工餐廳不提供免洗餐具，

並於公司家庭日、野餐樂、中秋晚會、淨灘、淨山

等活動，提倡環保，鼓勵自備環保餐具、水瓶，家

庭日園遊會更推行全場不提供塑膠袋、自備「環保

容器」盛裝，享購物優惠折扣等措施。

4.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a. 環保活動－綠地綠動，綠水長流

矽品志工社與環保局共同於合辦小型的社

區環保活動，鼓勵民眾將家中廢電池、光碟及

塑膠容器等前回收換好禮，舉辦環保遊戲盼透

過回收、遊戲讓民眾增加環保回收概念。

b. 環保公益活動－「矽手護海洋」

響應海岸淨灘認養活動，同仁攜家帶眷至

大安河堤淨灘，透過活動將環保理念由公司內

持續對外落實推動，宣導環保減塑重要性、環

境生態保育，幫助海洋恢復生命力，讓環境永

續發展。

c. 環境教育－矽品綠世代，環保心生活

近年來環境教育及環保公益已普遍被各機

關、事業推廣及重視。於矽品家庭日設置太陽

能板DIY攤位，推廣矽品太陽能發電成效，獲得

廣大的迴響。

家庭日活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中科廠B棟廠房因減碳效益達10.3％，相當於減

少997噸二氧化碳量，以減碳效益評估指標取得綠建

築認證標章，為確保在營運過程中致力於降低對環

境衝擊的作法，包括如何提升能資源節約、綠色製

程、污染物管控、環境友善設計、綠色管理與社會

責任等，繼綠建築與107年中科廠B棟廠房再取得經

濟部工業局之綠色工廠標章，矽品精密為了減少營

運對環境的衝擊，未來既有廠房持續以綠建築標準

進行改善，新建廠房則評估綠建築標準作為規劃與

建造參考。減塑愛地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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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

團（VEOLI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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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循環經

濟，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管理三個領

域，為政府、企業與民

眾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案。達和環保秉

持「專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的經營理

念，深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以「作

為最值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持續

為守護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嘉義分公司自90年12月起接

受嘉義縣政府委託，管理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合

約期限20年。達和環保服務公司經營的鹿草廠，運轉

率在全國公民營焚化廠中名列前茅，在環保署對於大

型垃圾焚化廠的年度查核評鑑中，連年榮獲特優、

優等的榮耀；此外，環保署「企業環保獎」、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五星獎」的頒發與肯

定，敦促達和環保的團隊持續為永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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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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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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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人
地　　址：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21鄰329號1樓
場　　址：嘉義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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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hunting@tahoho.com.tw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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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ChiaYi County Government entrusted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ChiaYi Branch 
with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uTsao 
waste-to-energy plant for 20 years since December 
2001.  The high availability of the Plant is among 
the best compared to other WtE plants in Taiwan.  
In the annual survey of large-scale WtE plants 
conducted by EPA, LuTsao Plant has won the prize 
of the Best and the Outstanding in consecutive 
years.  In addition, the recognition and affi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from EPA, the Five-Star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Labor, urge the team of Onyx Ta-Ho to continue the 
effort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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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宗岳、林諄婷、黃建發、黃文斌、蔡文祥、

吳明哲、吳志元、王進程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達和咸認提供一個整潔又美麗的居住環境及持

續、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員工的安全衛生，是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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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公司

承諾訂定環安衛政策並公開揭露於公司網站、公司

公布欄明顯處及嘉義縣環保局網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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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員工諮詢及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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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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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公司以重環境、重品質、重民眾、重顧客的精

神，自90年12月接廠後於一年內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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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公

司落實環保的決心。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鹿草焚化廠節水策略分為開源、節流及管理

3方面同步進行，在開源部分增加雨水回收及擴展

水源；在節流部分規劃生產設備水平衡調整、提升

設備運轉率減少鍋爐水排放，改善設備減少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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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管理部分規劃各用水點用量即時監測檢討、

製作水平衡圖、節約用水政策宣導與稽核等。

2. 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

107年在同仁全心致力於焚化爐之操作營運，

歷年來做了多項設備改善，107年燃燒狀況良好蒸

汽穩定度高，發電量創下近5年新高，較106年提升

2,643.5千度。為了讓全體員工能落實政府節能減碳政

策，促使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減少能源費用支出，

達成節約能源目標及維護設備安全，依ISO管理精神

成立節能減碳管理方案，由專人負責規劃定期檢討改

善成效，因而焚化每噸垃圾耗電量較106年降低1度。

3. 節省原物料

管制進廠一般事業廢棄物塑膠及橡膠比率，抽

測廢棄物氯含量進行垃圾管制，107年因管制得宜所

以每噸垃圾消石灰使用量為12.28kg，是近3年最低

使用記錄，因為消石灰噴入量減少，所以飛灰產生

量也減少，相對要將飛灰穩定化所使用水泥及螯合

劑也減少，107年相關效益消石灰減少239.3噸、水

泥減少32.5噸及螯合劑23.6噸。

垃圾落地檢查

4. 提升焚化爐設備可靠度節省能資源耗用

達和環保公司運轉鹿草廠至今重大改善共計

有16件，都是全國首創之後各焚化廠進而倣效，鹿

草廠在設備改善總是走在最前面，也因為歷年來做

了很多改善，所以運轉17年焚化廠，事廢比率高達

44％，還能從104年2月~107年12月（47月）均維

持零非計畫性停爐，這是現有焚化廠很難達到的成

就。107年全國焚化廠運轉統計，共計停爐352次平

均每廠約15次，但因操作維護良好，107年只停爐

4次比全國平均少11次，相關效益包括節省自來水

1,430噸，節省柴油66,000公升。

SPG爆破設備 水冷壁設備

三、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1. 空氣污染物減量成效

每年投入大量空氣防制費用，包含消石灰、活

性碳、尿素、防制設備維護費用等，107年廢氣排放

控制得宜，硫氧化物和粒狀污染物排放量較106年分

別減少12噸及2.9噸排放量，CO、HCl排放量呈穩定

狀態。

2. 廢（污）水減量計畫減量成效

廠內廢水處理後全部回收再利用，用於傾卸平

台清洗、消石灰乳泥調配、1號爐及2號爐出灰器、

洗車場、澆灌、霧化轉輪回收供應泵等系統，107
年回收水量79,263m3，根據106年度自來水排放係

數0.162公斤CO2e／度，約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2,840.6公斤。

3. 廢棄物減量成效

因為目前垃圾分類做的還不是很好，所以燃燒

完的底渣仍還有很多廢鐵存在，因此在底渣輸送帶

上方設置磁選機回收廢鐵，有效提升底渣品質及減

少底渣產生量，107年回收廢鐵1,790.31噸，約可減

少4.5％底渣產量及提升底渣品質。

底渣輸送帶上方設置磁選機 回收廢鐵

因為管制塑膠及橡膠進廠比例，抽測廢棄物氯

含量進行垃圾管制，及加強垃圾落地檢查，107年因

管制得宜所以每噸垃圾消石灰使用量為12.28kg，消

石灰噴入量減少所以飛灰產生量也減少，要將飛灰

穩定化所使用水泥及螯合劑也減少，相對107年穩定

化物產出量減少456.9噸。

四、環境參與

積極配合政府推動

各項環保政策有衛生紙

丟馬桶、企業認養優質

公廁3座、協助紙錢集

中燃燒。除了做好辦公

室環保外，全面推動人

事、會計、採購等線上 綠色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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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核系統，以減少紙張使用。且提倡綠色交通搭乘

公共運輸，以減少廢氣排放，辦理會議、活動時，

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用具及少用一次性商品，以降

低垃圾產生。

公司除了善盡企業責任外，更是支持環保公益

活動，例如贊助2018燈會在嘉義藝術花燈，提倡不

使用一次性材料，強力支持偏鄉學校之運動教育計

畫，長期認養國中棒球隊。且回饋鄉里贊助鄰近學

校之營養午餐及辦理關懷社區獨居老人、偏鄉弱勢

團體、機關親子日的環境教育公益活動。

而以企業永續為方針，在各項活動及民眾參

訪，皆會融入環境教育理念，以善盡企業責任。

以企業之責主動認養聯外道路清潔、植栽、街道灑

水，以維持良好環境外，再認養聯外道路28盞路燈

之燈費。善用廠內閒置土地約6分地，規劃成為環保

農場，以類自然農法耕種，把收成的稻米或短期蔬

菜拿來做公益，分享給慈善機構，更能美化環境生

態。齊心推動嘉義縣環教理念，並以通過環境教育

場域認證場所為目標。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近3年得獎事蹟

★  107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27屆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銀級獎」

★  107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度垃圾焚化廠

查核評鑑評定為第一名「特優獎」

★  106年榮獲環保署105年度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評

定為「優等獎」

★  105年榮獲第5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嘉義縣環境教育

獎績優單位民營事業類「第一名」

★  105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25屆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銅級獎」

★  105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4年度垃圾焚化廠

查核評鑑評定為第一名「特優獎」

2. 配合環保署垃圾區域合作

持續配合環保署垃圾區域調度政策，107年協助

6個外縣市代處理家戶垃圾達39,560.43噸，占進廠

總量13.44％，創下近5年協助處理外縣市之一般廢

棄物新高記錄。

27屆企業環保獎-銀級獎106年焚化廠查核評鑑

特優獎

106年推行職業安全

衛生五星獎

認養棒球隊

聯外道路認養環境

環保農場

優質公廁 關懷弱勢團體

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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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門哈斯亞太研

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為杜邦公司旗下成員，

設有高階化學機械研磨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亞
太製造與技術中心。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是本公

司持續發展 CMP 技術

業務的絕佳地點，可善

用當地強勁的基礎設施

和人才以快速生產及繼

續服務我們遍布亞洲的客戶。

CMP技術業務為半導體晶片製造業的化學機械

平坦化（CMP）市場及其他先進基材拋光應用市場

提供由技術支援的拋光墊、研磨液和應用專業知識。

本公司的產品以超越客戶對高級技術性能的期

望、工藝優化和改善擁有成本而著稱，透過強大的客

制化技術產品，確保卓越的材料品質和一致性以及客

戶生產力。

Rohm and Haas Electronic Materials Asia 
Pacific Co., Ltd., a member of DuPont,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is located in Zhunan Base, Hsinchu 
Science Park. Rohm and Haas Electronic Materials 
Asia Pacific Co., Ltd., is a high- level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 Asia Pacific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Center.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is an exceptional location for our 
CMP Technologies business to continue to grow, 
leveraging our strong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talent 
to move to production quickly and continue to serve 
our customers throughout Asia. 

The CMP Technologies business delivers 
technology-enabling polishing pads, slurries and 
application expertise to the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CMP) market in the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other advanced 
substrate polishing applications.

羅門哈斯亞太研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陳光民 總廠長

網　　址：https://www.dupont.com/
行 業 別：化學製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500人
地　　址：苗栗縣竹南鎮科西二路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10月11日
負 責 人：陳光民 總廠長

聯 絡 人：鄭鈞蔚

電　　話：(037)539100分機9246
傳　　真：(037)582208
環安信箱：chunwei.cheng@dupont.com
主要產品：CMP（化學機械平坦化）研磨墊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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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differentiated 
capabilities enable strong, customized technical 
offerings, manufactured in advanced, robust, high-
volume processes, to deliver exceptional material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and customer productivity.

To further enhance customer success, our 
offerings are supported by highly-skille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resources located close to our 
customer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光民 總廠長

團隊成員／

 安全衛生部： 杜業炫 協理、李家豪 經理、 
鄭鈞蔚、吳益民

廠務部： 范聖豐 經理、李佳吉、葉錦峰、 
鄭智鴻、張凱倫、陳俊安、楊崑崙

製造部： 林慈傑 廠長、明道增 廠長、 
張淵琮 廠長

物流部：李俊輝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保護社會大眾及環境是杜邦所有作業與決定的

重要考量，所有員工皆有責任確保公司的產品及作

業，都能符合國家及杜邦的最高標準。

我們的目標是去除所有傷害，杜絕對環境及健

康的不良影響，減少廢棄物及排放並促進產品使用

生命週期中每一階段資源的有效運用。我們會公布

進展並對社會大眾有所回應。

我們亦會與員工、承攬商及其代表進行諮詢，

及確保他們有時間及資源參與環安衛管理系統所有

過程之活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本公司於94年動土，95年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第

一家取得綠建築合格獎的建築，99年更進一步取得

內政部頒發「綠建築鑽石級獎」，最終於101年獲得

綠色工廠標章。此外，4期新建廠房於107年啟用，

108年即取得LEED銀獎肯定。我們不斷地追求卓

越，期許成為綠建築及綠色工廠的發展典範。

本廠綠建築認證歷程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JW空調導水鋪面

為新竹科學園區第1家採用JW空調導水鋪面之

公司，其兼具「透水」及「雨水回收」雙重功能，

實際每年節省用水200噸用水量。

JW空調導水鋪面

(二) CDA聯控節能

重視能源管理，利用CDA聯控方式改善能源消

耗，實際節省能源浪費。改善後，每年節省電費新

臺幣58萬餘元，投資成本為新臺幣97萬元，回收年

限僅1.67年，預估可降低全公司用電量達1.8％。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IPA廢水回收優化

為降低製程對環境造成的負擔，本公司取得工

業技術研究院(ITRI)高級氧化程序(AOP)專利，用以

處理IPA廢水。處理後的IPA廢水其丙酮濃度遠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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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限值，可用於補充冷卻水塔，再次利用。

(二) NMP廢水減量

為推動製程廢水減量，藉由清洗機管路改善、

加裝過濾系統以及優化製程條件等措施，讓NMP清

洗用水從一次性排放改善為可使用10次，以減少清

洗廢水的產生量。

四、環境參與

(一) 珍愛海洋

自101年起，每年贊助荒野協會舉辦保護地球的

相關活動，號召員工及其眷屬一起加入淨灘行動，

為我們及下一代建立美麗的永續海洋環境，以107年
為例，淨灘清除廢棄物量達720公斤。

自主淨灘活動

(二) 希望閱讀

致力於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透過贊助天下雜

誌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實踐協助社區成功發

展的承諾。活動結合地方社區、非營利組織、公司

員工共同參與，推廣海洋生態多樣性、淨灘保育知

識、環保知識、安全衛生知識與生活小常識等，攜

手2大非營利組織，以實際行動培育未來人才。

希望閱讀活動

(三) 世界地球日

每年舉辦「愛地球，愛健走」活動，於上班期

間由高階主管帶領員工進行健走，放鬆身心，並響

應「4月22日地球日」。另推出許多活動，如「素食

日」「減塑」「節能」等，使員工寓教於樂，共同

愛地球。

世界地球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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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樹愛地球

每年舉辦「植樹愛地球」活動，邀請員工參與

植樹活動，地點遍及公司廠區內及於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內所認養之公用綠地。多年來已種植超過

200顆以上各式樹苗，以公司500名員工計算，比率

超過40％，植樹活動已成為每年員工最期待的活動

之一。

植樹愛地球活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國家永續發展獎

106年獲頒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國家

永續發展獎」為國家級榮譽，對公司長期致力推動

國家永續發展的成果予以肯定。

榮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二) 天下雜誌-CSR企業公民獎

106年獲頒天下雜誌外商組「CSR企業公民

獎」，表揚本公司在環保、安全與衛生、勞工條件

等領域上的績優表現。

榮獲天下雜誌CSR企業公民獎

(三) 環境綠美化貢獻獎

長期認養鄰近2.3公頃之公用滯洪池及其公園

綠地，並於公用綠地舉辦植樹活動，由員工認養樹

苗，多年來已種植超過200顆各式樹苗，實際為生態

環境做貢獻，因此，107年獲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頒

贈「環境綠美化貢獻獎」，肯定本公司對於環境美

化的貢獻。

榮獲環境綠美化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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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2年成立以來，

結合母公司日本關東化

學的技術及在地化生

產策略，以雲林廠為

主要生產據點，提供

IC、BUMPING、TFT-
LCD、LED、SOLAR 
CELL等製程用化學品，

主要產品包括：蝕刻

液、顯影液、剝離液、

光阻稀釋液、清洗液等

高純度電子化學品，並

堅持從客戶的角度出發，以客製化模式，為客戶量身

打造全方位解決方案。

關東鑫林立足臺灣，放眼全球，匯集優秀人才，

在技術和服務上不斷創新，以科技打造全人類更幸福

的生活。

KANTO-PPC is the leading brand of electronic 
chemicals, providing services in R&D,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high-purity chemicals for advanced 
processes in semiconductor and optoelectronic 
industries.

Since establishment in 2003, KANTO-PPC has 
combined Kanto Chemical Japan’s technologies 
with local production strategies. As a main 
production site, Yunlin Plant provides electronic 
chemicals for IC, BUMPING, TFT-LCD, LED, 
SOLAR CELL, etc.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etchant, developer, stripper, thinner and cleaner. 
Moreover, we provide customized “total solution” to 
satisfy every single customer’s need.

KANTO-PPC will keep working with talents, 
striving for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and making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mankind.

關東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呂志鵬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kanto-ppc.com
行 業 別：製造業

員工人數：175人
地　　址：總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2號6樓
　　　　　雲林廠：雲林縣斗六市科加路2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2年5月23日
負 責 人：呂志鵬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昀諧

電　　話：05-7000988分機512
傳　　真：05-5517699
環安信箱：alison.lee@kanto-ppc.com
主要產品：半導體與光電產業製程用電子化學品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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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邱學樑

團隊成員／ 蕭閔誠、趙偉恆、林承賢、陳宏昇、

李昀諧、石至仁、湯于叡、許柏尉、

郭宥均

環保政策及理念

環保政策：

關東鑫林科技秉持「污染預防、持續改善及重

視員工生命」之理念精進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全體同仁共同遵守下列承諾：

遵守並符合環境保護、安全衛生法令規章及國

際公約與客戶要求。

推行再利用活動，減少物質的濫用，降低污染

及能源的消耗。

透過教育訓練、宣導提升同仁、廠商及相關團

體環安衛意識及安全防護。

進行污染防治、傷害與疾病預防，制定目標及

方案，持續改善提升環安衛管理績效。

環保理念：

關東鑫林科技為「關心」企業，不但關心員

工、關心客戶，更關心環境、關心社會、持續投入

企業社會責任，藉以落實「同理心」的企業核心價

值。並積極配合國際環保趨勢，持續進行製程改善

以綠色生產與永續發展為最高宗旨。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完整的管理系統

關東鑫林科技取得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依

PDCA管理循環貫徹環境保護安衛目標。並因應國

際發展趨勢及環境氣候變遷議題，自105年起持續

投資相關設施，強化節能、減碳、能源管理與環境

污染防治，降低因生產對環境造成之衝擊，並藉由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ISO14067產品碳足跡

等外部查證結果找到節能、減碳等方案利基點，

持續改善不斷努力，並規劃於未來3年將持續推動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完整的能資源管理系

統，實踐永續發展綠色企業之目標。

ISO 14001、ISO 14064、ISO 14067、OHSAS 18001認證證書

(二) 環境目標

以105年作為基準年以節水、節能、減廢等為改

善主軸訂定短中長期目標與實施方案，每年檢討及

成效分析並調整規劃次年度執行方案，以達到持續

改善永續發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三) 綠色行銷&採購&供應鏈

1.  公司形象以環保及永續發展為設計主軸，並設置

官方網站及行銷APP以低環境負擔方式執行綠色

行銷。

2.  制訂採購管理辦法與供應商環安衛管理作業規

定，優先採購取得政府節能認證原料以及具環保

規章之各式節能產品落實綠色採購。

3.  為落實綠色供應鏈管

理，產品出貨及原料購

入大量使用槽車運送降

低碳排放、洩漏風險及

運送成本並減少包裝材

料資源耗費，以更友善

的方式愛護地球。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水資源節用

1.  改善超純水製程將逆滲

透(RO)設備的濃縮排

水（70噸／日）導入

至複床離子交換樹脂塔

產品以槽車運送

複床離子交換樹脂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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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3T)回收再利用以及EDI濃縮排水（16噸／日）

導入冷卻水塔再利用，合計節省水資源31,390噸
／年。

2.  配合專利管路設計將桶槽內部因日曬溫度升高產

生之壓力導入生產製程，降低槽內壓力及製程耗

能，並節省降溫用水資源1,450噸／年。

3.  變更桶槽清洗方式由滿桶浸泡清洗變更為循環清

洗，清洗用超純水用量減量60％，節省水資源

2,208噸。

(二) 原物料減量

1.  建立製程放流液再利用機制，將生產過程檢驗保

留樣品及放流化學品回收，經檢驗符合品質標

準者入庫作為原料使用。品質不符合標準則回售

給供應商，達到零排放的目標，利用每年回收量

78.85噸／年。

2.  包材管理建立管控系統，選用高品質之包裝材料

配合經時測試結果，設定包材使用年限，提升包

材使用次數。改良後平均可增加5倍的使用率，降

低包材的購入成本及減少資源的浪費。

(三) 節能、節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公司除了積極提升產能利用率，更推展以下各

項節能作為來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1.  照明節能：更換LED燈具、走道等非經常性使用

區域改以感應式照明，節能效益39,198kw／年。

2.  空壓機設備：更換為熱回收式設備可降低運

轉時再生耗能（15％下降到3％），節能效益

43,200KW／年。

3.  廢水設備：將生物槽攪拌用鼓風機設備加裝變

頻器並配合生物池操作條件調整，節省電力

78,504kw／年。

4.  空調節能：製程區各出入口裝設捲簾，減少空調

逸散，會議室、餐廳空調設置定時開關降低能源

浪費，並出租廠區屋頂設置太陽能板可使室內溫

度可下降5℃，降低廠區空調耗損，同時太陽能發

電量為598,209kwh／年。

5.  夜間節能：飲水機、影印機等事務設備增設計時

器，降低夜間假日不

必要之耗能。

藉由每年定期溫室

氣體盤查結果可看出廠區

每單位產品碳排放量由

105年0.123噸CO2e／噸

降至107年0.023噸CO2e／噸，整體節電成效良好。

四、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關東鑫林科技在污染防治設備管理符合環保法

規規定，更持續不斷思考如何降低對環境的負擔具

體作為如下。

(一) 防治設備管理

1.  各防治系統操作最佳化及N+1備用設計，定期檢

視檢測結果，確保排放品質及達自我改善目標。

2.  專責單位管理各污染防制系統，設置E化中央監控

設備，設立高於法規標準警報系統，確保各系統

異常能即時反應與解決。

3.  落實環保防制設備維護，定期執行設備檢點與保

養維護，並導入預防保養之概念，降低設備異常

機率。

(二) 製程污染減量

1.  空氣污染物減量：液氨設備充填管路容易有殘留

氣體，增設氨氣回收設備以水為回收介質管內

殘留氣體，轉為低規格氨水使用，除增加經濟效

益亦可減少原洗滌設施運轉加藥之負擔，回收量

240M3／年。

2.  廢水減量：變更桶槽清洗方式由滿桶浸泡變更為

循環清洗，使用化學品減量90 ％，總計清洗廢水

減量3,312噸。

3.  廢棄物減量及管理：規劃資源回收專區，並每天

晨掃時間派任專人管理落實資源分類以提升資源

回收率，回收量25.48噸／年。包裝使用的包材

與棧板如已超過使用年限會由合格廠商配合清洗

後破碎為塑膠粒料再利用，使廢料變原料達到循

環經濟的目標，回收量

174.5噸／年。無法回收

之廢棄物也委託合格處理

業者清運及申報並不定期

稽核以落實管理。

4.  毒化物&化學品管理：強化廠內毒化物與化學品管

理，透過設備規劃、教育訓練、緊急應變演練等

作為，降低化學品洩漏風險減少對環境負擔。

四、環境參與

關東鑫林科技致力於『綠色企業、環境永續發

展』的目標，在企業內部推行各項環保活化活動及

教育訓練，以深根落實企業環保文化。關東鑫林科太陽能設置

廢棄物收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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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亦積極參與各項環保團體、政府機關等相關環保

活動，召全體員工共同參與，以實際作為強化員工

環保意識，並將環保意識的推廣藉由企業員工深入

到家庭再推及到社區。

(一) 環保意識及活動推行

1.  全面使用環保標章之水溶性衛生紙，推行衛生紙

丟馬桶，減廢愛地球。

2.  響應政府環保祭祀活動，祭拜

活動採取以米代金，減少焚燒

金紙之碳排放，並將白米捐贈

給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環保

又助人。

3.  全員參與及推廣環保集點活動，員工參與率

100％、眷屬參與人數70人，共計參與人數245人。

4.  使用環保餐具：全集團響應低碳飲食使用環保餐

具，並備有可重複使用之餐具供員工使用。

5.  推廣減塑活動：提供公司自製環保袋，鼓勵員工

減用塑膠袋。

(二) 愛護環境行動

1.  推行環境愛護活動：定期辦理淨山及淨灘活動，

號召員工及眷屬共同參與，以實際行動為地球盡

心力。

2.  日常環境清潔：每日由全體員工一同進行晨間體

操及環境清潔活動，不定期協助鄰廠周邊道路清

潔，為社區盡心力。

3.  政府活動參與：號召員工參與當地政府舉辦之環

保活動，每次活動皆設有獎勵機制，鼓勵員工自

由參加。

(三) 推行環境教育：

規劃各種環境教育主題，讓員工瞭解環保與生

活如何環環相扣緊密聯繫，也同時瞭解如何由自身

做起保護下一代的居住環境。

1.  氣候變遷宣導：藉由環保講座讓員工認知目前環

境議題。

2.  災害防救：由消防隊到廠訓練員工面對天然災害

如何應變。

3.  自然保育：安排淨山及生態導覽，員工及眷屬一

同對環境盡心力。

4.  資源管理：藉由節能綠活圖工作坊，教育員工如

何在生活中節能減碳。

5. 化學品管理：教育化學品對環境與人員的影響。

6.  承攬商環保教育：落實供應鏈管理，針對入場承

攬商全員進行環保宣導。

生態導覽、員工節能工作坊

(四) 社區輔導與公益贊助：

關東鑫林科技瞭解環境保護及需要大量的人力與

經濟支持，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關東鑫林科技組成

居家安全節能輔導團隊，深入社區進行節電輔導，提

供民眾居家節能評估改善建議及宣導節能意識。

在公益團體的部分，固定提撥經費贊助支持荒

野協會等環保團體運行，同時也為社區弱勢團體提

供物資捐贈及經費贊助。

社區節能輔導、公益贊助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關東鑫林科技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一屆綠色化學

應用及創新應用獎-團體組獎項，肯定關東鑫林科

技致力於化學物質管理及研發改善措施，降低化

學品對環境衝擊之努力。

2.  為能與員工共創良好之作業環境，推行改善提案獎

勵制度，鼓勵員工主動提案優化現有作業之內容，

實現更加環保、安全、經濟之作業環境，在公司的

鼓勵之下除了有每年約有35件提案改善外，更取

得了5項環保及化學品減量相關之專利成效良好。

3.  雲林地區因地緣因素經常空氣品質不佳，為協助

員工為健康把關設置空氣品質偵測器（室內為

CO2、室外為PM2.5）並於大廳及員工出入口設有

即時看板，來提醒員工注意空氣品質，並於空氣

品質超過內部控制數值時協助室內空氣置換或主

動提醒戶外員工配戴口罩。

4.  導入環境會計制度以瞭解到公司現有環境活動對財

務的影響，讓公司在追求成長的過程中，有環境

財務資訊提供最高管理者作為經營決策之參考，

協助公司邁向永續經營並展現企業綠色競爭力。

物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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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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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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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UN orchestrated by professional bankers and 
managers, they are committed to render it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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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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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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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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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怡貞、黃彥博、蘇哲賢、韓振祥、

鄔孟衛、呂冠樺、顏廷安、李逸傑

資訊處： 張俊賢 經理、游宜龍 科長、 
洪挺智 科長、薛真真、陳家彥

風險管理處：簡湘穎

人力資源處：黃奕翔 副科長

數位金融事業處：葉建良 科長

法人金融事業處：蔡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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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國家企業環保獎

第 屆1非
製
造
業
組

- 106 -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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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連取得內政部綠建

築及國際綠建築之認證。

3. 環境管理推動成效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ISO-14064（處） 139 185 188

ISO-14046（處） 1 137 188

ISO-50001（處） 6 140 143

ISO-14001（處） 6 140 143

綠建築標章（棟） 4 6 8

4. 發行綠色債券

106年率先發行國內首批綠色債券，107年再次

發行第2檔綠色債券，金額新臺幣11億元，目前綠色

債券占玉山發行流通在外債券總量3.6％，是臺灣銀

行發行綠色債券中，不論是次數或臺外幣發行規模

上均居市場第一。

5. 永續授信機制

金融業作為社會發展資金中介者角色，有責任

與義務將資金引導至對環境社會發展有正向影響力

領域，因此玉山制定永續授信原則，鼓勵將貸放資

金導入再生能源、水資源處理、資源再生、環境污

染控制等用途，並設立檢核機制，避免承作環境社

會高風險產業。

6. 支持再生能源

透過國際赤道原則經驗的適用，玉山得以從專

業的離岸風電開發商中選擇具有長期穩定現金流量

的優質項目參與融資，除了支持我國再生能源產業

建設的重要目標，也希望透過參與綠色金融，為守

護我們的環境盡一分心力。

7. 綠色採購

截至108年採購總金額高達7.86億元，連續10年
榮獲臺北市環保局「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標

竿績優單位，連續9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綠色

採購」標竿績優單位，期望透過綠色採購促進國內

環保產業升級，改善整體環境的環保現況。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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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太陽能

107年陸續完成9間分行屋

頂裝設太陽能板，總裝置容量

78瓩（kW），預估將生產電力

105,339kWH／年，減少58.3噸CO2排放量。預計將

於109年，完成全臺20座太陽能分行。

3. 照明節能

將舊式燈具汰換為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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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動於

夏季用電高峰期關閉全行招牌燈持續100天，共計節

能78,700度電，相當於減少42.8噸碳排放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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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間分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及自主巡查檢驗。

2. 廢棄物管理計畫

107年響應行政院環保

署推動「垃圾強制分類」政

策，擴大玉山「廢棄物管理

計畫」施行範圍，由原先總

行大樓之廢棄物管理計劃擴及至全行，進行更全面的

廢棄物管理以落實垃圾分類提升資源回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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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響應臺北市政府「禁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主動落

實到國內3座大型員工餐廳，在

2個月內淘汰1萬個免洗餐盒及美耐皿餐具，減少的

紙餐盒高度疊起來約為5.3座玉山的高度。

四、環境參與

1. 環保淨灘

玉山連續9年舉辦「美麗台灣 Smile玉山」環保

清掃與淨灘，於197個營業單位週邊清掃，以及全

臺從北至南共18處海濱進行淨灘，總計7,500人次參

與，合力清出各式廢棄物共8噸垃圾，用具體行動減

塑減廢、守護美麗的家園。

2.「一生一樹」造林計畫

攜手林務局推動「一生一樹 玉山植樹」造林計

畫，由創辦人黃永仁及總經理黃男州號召玉山志工50
位代表及陽明山湖田國小師生共襄盛舉，親手栽種第

1批臺灣原生樹苗，預計於1年內完成1萬株臺灣原生

樹苗的栽植撫育工作，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3. 推廣當地栽種食材

員工餐廳食材以國

產或臨近地區食物，並以

當季、適量為宜，減少運

送、冷藏、廚餘的產生以

及食材運送過程的資源浪費，縮短碳足跡。同時也

支持有機農業，舉辦「在地小農市集」，讓員工認

識友善耕作農業，以行動來關懷臺灣原鄉土地。

4. 玉山單車環島．千里傳愛

連續6年舉辦玉山單車環島活動，由來自全國

玉山志工們組成單車騎隊。除了宣導低碳交通的益

處外，騎士們每騎1公里，玉山提撥1萬元共同響應

「關懷學童

專 案 」 ，

總 共 捐 贈

1,000萬元

助學弱勢，讓5,000名學童快樂成長、安心就學。

5. 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

連續7年響應由荒

野保護協會與世界自然

基金會(WWF)合作所

發起的「地球一小時

（Earth Hour）」全球

性環保行動，108年擔任主力協辦企業。鼓勵員工、

顧客及店週戶共同參與關燈活動。

6. 玉山寶貝用品分享平台

提供員工互相交流二手婦嬰用品，減少處理廢

棄物費用，提供玉山子女更豐富的

成長過程。獲得英國標準協會頒發

「BS 8001:2017」認證，為國內第

一家取得循環經濟查核聲明書的金

融業，創臺灣金融業首例。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碳標籤」及「碳中和」環保雙認證

玉山積極響應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

碳標籤政策，除了首創

制定「識別卡產品類別

規則」、推動「玉山世界卡」、「玉山ETC悠遊御

璽卡」及「玉山ETC悠遊鈦金卡」取得碳標籤，榮

獲「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成為首家獲獎的金融

業。108年更近一步擴大全系列信用卡碳標籤認證，

成為臺灣首家全產品獲得碳標籤的單位，不只是金

融業首家，也是臺灣企業首家。

2. LEED綠色機房

玉山登峰園區結合節能

的設計及環境永續的理念，打

造全新綠色機房，使機房節能

指標PUE值小於1.5。除了採取熱通道封閉的降溫設

計，更運用自然冷卻系統，引入自然低溫外氣作為

水塔冷卻使用，此外，資訊電器選用高能源效率且

經美國能源之星認證產品，預計一年可減少254.7噸
碳排放量，獲得國際綠建築LEED黃金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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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企業簡介

南華大學成立於

85年，位於嘉義縣大林

鎮，校地面積約6 3公

頃，素有「森林大學」

之美名，是星雲大師凝

聚佛光山百萬信眾力量

所創辦的高等教育學

府，具有人文性、宗教

性、藝術性以及科際整

合等特質。本校以宗教

興學，強調生命力與人

文精神，以「生命力帶

動生命力」提升學子品格與能力，落實「做好事、說

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並以「生命教育、環境永

續、智慧創新、三好校園」作為發展特色；並採取

「優質教學、適性輔導、研發產學、永續環境、國際

移動、身心靈產學」等6大發展主軸策略，落實教育

理想。本校設有管理、人文、社會科學、藝術與設

計及科技等5大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共有19個系、

2個學士學位學程、22個研究所及2個博士班。

Nanhua University (NHU) was founded in 
1996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Funded 
through the support of millions of Fo Guang Shan 
followers, NHU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sciplinary university established by Fo 
Guang Shan. NHU is a member of the Fo Guang 
Sh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sortium, the 
country’s first cross-nation university system. Ou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iligence, honesty, and humility. These principles 
are the defining qualities and driving force at NHU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goals, make 
a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nd serve the 
disadvantaged and underprivileged. The curricula 
and programs offered at NHU center around Life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and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林聰明 校長

網　　址：http://www2.nhu.edu.tw/
行 業 別：文教業

員工人數：487人
地　　址：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5年3月11日
負 責 人：林聰明 校長

聯 絡 人：洪耀明

電　　話：05-2721001分機3421-3424
傳　　真：05-2720680
環保信箱： hongyaoming@nhu.edu.tw
主要產品：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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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 Situated on a 63-hectare mountain 
slope, surrounded by towering trees and lush 
vegetation, the natural beauty of the NHU campus 
is mesmerizing and captivating. Blessed with 
abundant biodiversity, and with numerous rare birds 
and other wildlife having made the campus their 
home, it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nurture and foster 
one’s body, mind, and soul. Living and learning 
amidst the serenity and tranquility of the campus 
brings out the best in every stud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林聰明 校長

團隊成員／

 林辰璋 副校長、謝鎮財 總務長、林俊宏 主任、

洪耀明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以全校碳中和為總目標，基於環境永續之理念， 
落實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環境保育、永續農業及氣

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資源回收方面包含將廚餘及落葉

製成堆肥，並將雨水及中水回收，提高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環境保育以森林大學為基礎，推動環境教育課

程、機構及場域。推動永續農業，規劃自然農場、永

續農場及自然蔬食，更進行全校碳盤查，盤點校園碳

排放，並逐步規劃太陽能電廠，減緩氣候變遷；校園

防災則裝設空氣品質、溫度、濕度、降雨設備，進行

氣候變遷調適。本校積極落實節能減碳，採用省水省

電設備，通過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總目標為設置環境永續之碳中和示範校園，透

過下列措施，以達環保效益。

(1)  永續農場：以有機方式進行農業行為，包括設

置蜜蜂養殖以推動環境永續。飼養黑水虻以消

化廚餘，副產品則提供農場有機肥。

(2)  廢棄物減量：推動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以落實垃

圾減量，並設置廚餘處理堆肥場，產生有機肥。

(3)  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及場域認證，建立環境教

育教學解說課程，推廣環境永續。

南華大學校園-黃昏美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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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低碳推廣：採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實施

機制，建立低碳系所、低碳實驗室及低碳活動

認證。

同時辦理全校碳盤查，確認全校碳排放量，並 
透過示範太陽能農場供電系統，逐步推動設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14064-1認證及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綠色採購比例於100年度至107年度，各年度由 
85.57%持續成長至95.43%。

二、能資源節用及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本校在能資源節用措施包括推動水資源節用措

施、節能及節電措施及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水資源節用措施方面，為妥善處理學校所產生

之生活污水，本校設置2座污水處理場，將生活污水

經生物處理程序至優於放流水排放值，再利用作為

飲用水以外或不與皮膚接觸用途之供水，如花圃澆

水、運動場灑水、綠帶樹木用水、綠地用水及景觀

池補注水源。以達節約用水及水費、提升水資源永

續利用等效益，並達示範教學及教育宣導之功能，

106及107年回收使用率達20%以上。

節能及節電措施，除全面採用省水設施，雨水

再利用，並建立ISO 50001能資源管理系統，每年均

有編列行動計畫做設備改善，且經過外稽單位SGS
做外部稽核。建置能源監控系統、智慧化節能控制

系統、傳統鍋爐更換為熱泵系統及太陽能板集熱系

統。藉由教育及宣導讓教職員工生，能夠感受校園

能源問題及體檢學校能源使用現況。推動智慧化節

能措施，包括雲端管理熱泵、鍋爐、變電系統，每

日定時自動卸載6次以免空間無人使用空調繼續運

轉，走廊燈依時間自動開關燈，照明自動控制系統

及公共區域裝置自動感應燈。

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設置垃圾分類

及暫貯場所，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購物用塑膠袋及

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學

校餐廳不使用各類材質免洗餐具、推動紙杯減量方

案等減廢措施。每日產生之廚餘採自然方式與用有

益微生物菌群，分解廚餘殘渣，將其轉化為液態肥

料，剩餘殘渣則與落葉、菜葉、果皮、木屑堆置，

製造高溫潮濕的環境，慢慢發酵，分解轉成可當作

肥料的腐質土，每年可處理30,000公斤的廚餘，並

使資源回收率由105年度44.77%，逐年上升至107年
度49.57%。

推動學生宿舍節電比賽

三、環境參與

包括推動校園減塑、環境教育、環保公益及

舉辦環境相關研討會。105年起餐廳內禁止使用一

次性餐具及塑膠袋，推動環境教育，每年由校內開

設51門多元化的環境教育課程之外，亦爭取教育部

補助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規劃一系列的講座、體驗

活動、戶外學習等活動，更辦理相關培訓課程，包

含低碳飲食校園蔬食推廣、校園減塑活動等，打造

「環境永續校園」。校外方面，透過至各場域、學

校等處進行演講、偏鄉國小帶領學童參與環境教育

活動，辦理永續相關國內及國際研討會，將氣候變

遷之觀念分享至各個機關單位，107年度辦理環境教

育相關活動達13場，參與人次合計800人。

榮獲嘉義縣-環境教育獎-學校組冠軍榮獲-教育部青年志工績優團隊「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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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本校近年來積極落實環境教育，營造永續校園，各項施行成效深獲肯定。

‧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2019年BSI永續傑出獎」

‧  108年榮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  榮獲2019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社會責任金獎」及「TOP50企業獎」

‧  獲頒107國家品質獎─永續發展典範獎

‧  榮獲106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 榮獲2017年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社會責任金獎」及「TOP50企業獎」

‧  連續3年蟬聯「世界綠色大學百大學校」，107年為全球第66名，廢棄物處理排名及交通運輸項目全球

第一。

榮獲-國家品質獎─永續發展典範獎 榮獲-國家永續發展獎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BSI永續傑出獎

再度榮獲企業永續報告-金獎 再度榮獲企業永續報告-金獎

榮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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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企業簡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創立於69年，恪遵

「以病人為尊、以員工為

重、以醫院為榮」的核心

價值，導入智慧化設施

與服務，提供優質醫療

品質、發展創新研究、

建構卓越生醫產業，致

力於疾病預防、診斷及

治療，維護國人健康。

醫院秉持蔡長海董

事長「取之社會、用之

社會」的回饋「利他」理念及周德陽院長的支持下，

致力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以醫療專業深耕社會關懷、

回饋社會，於104年籌組立案「中國附醫企業志工

隊」，以社會關懷、教育深耕及環境保護3大服務面

向，從事社會公益、弱勢關懷、環境友善及教育扶持

等活動，走入社區、偏鄉推展綠色行動，集結更多夥

伴成為愛的種子，守護健康、永續環境。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founded 
in 1980. The main value of our hospital is to “take 
pride in our hospital and regard the patients and 
staff as top priorities”. The hospital integrates 
the latest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to build a smart hospital that exhibits 
highly efficient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is developing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building an outstanding Biomedical Industry. 
Moreover, the hospital devotes to preven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of diseases and improving 
patients’ well-be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MUH) 
holds the objective which hospital Chairman of the 
Board Chang-Hai Tsai M.D., Ph.D. – in the Altruism 
spirit of “Take from society, give back to society”. With 
the support of Chairman of the Board Chang-Hai 
Tsai M.D., Ph.D. and Superintendent Der-Yang Cho, 
M.D., the hospital is engaging in Corporate Social 

周德陽 院長

網　　址： https://www.cmuh.cmu.edu.tw/
About/Goal/3

行 業 別：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約5,100人
地　　址：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9年
負 責 人：周德陽 院長

聯 絡 人：柳奕朱

電　　話：04-22052121 分機4373
傳　　真：04-22078257
環保信箱：a22283@mail.cmuh.org.tw
主要產品：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



- 113 -

Responsibility (CSR). The CMUH Volunteer Team 
was established in 2015 and using our advantage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There are three main aspects of our CMUH 
Volunteer Team service: social car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st of all, the team 
is engaging in activities such as social welfare and 
weak care. Secondly, we offering education support 
to our employees and others. Besides, we enjoy 
attending community neighborhoods and local tribe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Lastly, we are 
promoting the green-environmental actions, so that 
more partners can become a seed of friendly to the 
Earth. To sum up, the hospital not only satisfied with 
the medical care service but also using our medical 
profession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周德陽 院長

團隊成員／

院長室：楊麗慧 行政副院長

預防醫學中心社區暨家庭醫學部：林文元 主任

藥劑部：謝右文 主任、鄭奕帝 主任

護理部： 張　瑛 主任、徐逸民 副主任、 
劉彥芳 督導

工務室： 黃文明 副主任、陳三城 組長、 
蔣國良 組長

行政管理室：柳奕朱 管理師

資訊室：楊榮林 主任

會計室：廖世民 主任

醫工室：陳信泰 主任、蕭斐方 組長

社會工作室：蔡教仁 副主任

採購中心：賴美月 副主任

總務室：凃昭宏 副主任、陳明志 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室：吳怡禛 資深管理師

教學部：劉淳儀 專員

經營服務中心：劉國銘 專員、傅俊穎 副管理師

檢驗醫學部一般檢驗醫學科：盧秀琴 主任

醫學影像部放射技術科：陳東明 副技術主任

企業志工隊：洪秀慧 副隊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建構綠色健康智慧醫院

將綠色行動，融入生活，成為生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持續邁向綠色健康智慧醫

院，力行節能減碳及減廢作為，落實環境保護，在院

長的支持下簽署綠色健康醫院宣言，由上而下共同推

行能源管理精進作業及節能減量綠色行動，內化環境

保護思維，並攜手社區及合作廠商，從綠色採購、廢

棄物減量及點亮環境教育推廣，由內而外營造出以醫

院為核心的節能減碳生活圈，一起逐步朝著「節能、

減廢、健康」目標邁進，齊心恪盡地球村一員的責

任，共同守護身處的這片土地。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建構「綠色智慧健康醫院」的決心

中國附醫身負守護民

眾健康的重責大任，102
年在董事會的支持下，周

德陽院長率領全體同仁主

動簽署「綠色健康醫院宣

言」，宣誓全院對減碳減

廢的決心，從醫療服務、社區營造、健康生活、低

碳飲食，全方位展開低碳生活運動。

擬訂管理政策與發展策略

醫院籌組專責能源管理團隊，積極向國內外

產、官、學界標竿學習與交流合作，擬訂管理政策

及發展策略規範，建立自我監督機制，力行定期稽

核；鼓勵同仁主動投身參與，設置提案獎勵措施，

透過集思廣益的力量，實踐環境永續的目標。

全員參與讓肯定成為邁向卓越的助力

本院導入國際標準管理系統規範，陸續取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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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OHSAS & 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

證、CSR企業社會責任等國際標準認證，在未來我

們將持續邁向綠色醫院及綠能產業的新里程。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綠色採購綠色生活

醫院自願簽屬「臺中市綠色採購意願書」，連續

兩年榮獲「綠色採購金額績優民間企業與團體」，優

先選用在地且具環保標章的設備及綠建材，並結合協

力廠商共同推動綠色採購、簽署承諾協議。

設備精進效能提升

醫院投注大量資源於軟硬體的改革上，透過設

備診斷，全面汰換重大耗能設備，應用最新資訊科

技及雲端技術，自行開發智慧監控系統，運用智慧

裝置，自動登載數據、連動維修及保養系統、立即

叫修，並透過雲端系統彙整巨量數據，作為技術改

善或汰舊換新的參考依據。

發展再生能源循環再利用

醫院建物樓頂安裝太陽能板，用於熱水系統

中；電梯設置電力回生裝置，將電梯移動時產生的

動能轉換為電能，再供電梯使用；醫院設有透析治

療業務，將乾淨RO製程回水，經專管用於洗手間沖

刷水；設置雨水回收系統，用於植物澆灌。

智慧醫院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1.  智慧建築：於全院出入口、診區設置監測點，導

入室內空氣品質監控系統，連動進排氣設備，即

時啟動循環、公共區域設置連網型溫控器，遠端

管控，依區域作自動化調整。

2.  智慧大廳：醫院大廳設有多媒體導覽機，顯示醫

院最新消息及醫院周邊資訊，運用個人行動裝置

使用導覽指引功能，並可進行掛號、看診進度查

詢等就醫服務。

3.  智慧病房：以舒適環境、健康照明及環境安全設

計，病人可透過平板電腦控制病室內設備、取得

衛教資訊、聯繫護理人員；全院護理站皆設有智

慧型電子看板，整合病室動態管理、單位危害物

質種類及分布、安全資訊，於緊急事件發生時可

即時進行危機應變。

4.  智慧門診：醫院自行開發APP（個人健康管家：

中國醫點通及員工專用中國e點靈），透過APP掛
號、查詢門診動態、藥品諮詢、衛教資訊、慢箋

領藥、檢視個人生理數值及病程紀錄等。醫院發

展AI Smart Hospital，108年3月起開設AI門診，

整合專業醫師診療經驗及大數據分析，協助醫師

準確診斷，提供更完善的照護。

5.  智慧服務：整合醫療資訊系統、推動電子病歷、自

動化流程、行動醫療應用、醫療儀器連網、環境控

制、衛教及同意書等紙本單張電子化，減少紙張耗

用；於健檢中使用智慧手錶自動排檢，與經濟部合

作「擴大行動支付普及應用服務補助計畫」之前瞻

合作計畫，將多種行動支付整合至單一APP平台。

智慧病房 推廣自動
繳費機

多元行動
支付平台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守護健康 維護空氣品質

醫院簽署無菸醫院

環境，以走動式宣導、戒

菸衛教等，澈底落實無

菸環境，並於108年榮獲

「國際無菸醫院金獎」；

每日院區以電動自行車代步進行安全巡檢、廚房裝

設不鏽鋼過濾網與空氣洗滌設備，減少廢煙排放。

廢棄物再利用打造都市農園

結合臺中市政府環保局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臺中市低碳永續城食森林推動計畫」，本院為

首家獲選的醫療機構，運用醫院頂樓空間設置都市

農園，以廢建材搭建教育布告欄及植栽架，餐廳乾

淨果皮及菜葉等生廚餘、商場咖啡渣，歸土堆肥、

孕育新作物，乾淨血液透析液筒回收作種植盆再利

用；聘專業農耕講師推展綠色教育、結合鄰里舉辦

多場環境教育課程，打造低碳社區。

植栽教育區 聘請農耕專家指導堆肥

 危害物質管理與減量

1.  碳粉匣減量：減少印表機及影印機數量，碳粉匣

國際無菸醫院金獎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115 -

降幅達68.6%。

2.  化學品管理與減量：導入化學雲系統，分級管理

掌握化學品儲量、使用量、分布地點；停止使用

環氧乙烷(EO)，改用電漿鍋消毒滅菌。

3.  抗生素藥品減量：資訊監控處方開立權限，避免

藥物重複開立，定期檢核抗生素使用合理性，正

確藥品回收，阻絕藥物隨意棄置。

4.  污廢水即時監控：24小時監測污水放流口、即時

連線環保局，定期進行放流水檢測，皆符合法令

規範。

5.  噪音防制：定期執行噪音監測，每月早中晚監

測、每年護理站24小時監測，依監測結果，分析

噪音來源進行檢討。

四、環境參與

從綠色醫療走進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成立「企業志工隊」，

下設環境保護組，建置專屬網頁、APP；結合政

府、社區力量，推動教育深耕，積極推展社區學

童、成人、身心治療的環境教育。

推動環境友善教育訓練

1.  員工教育：鼓勵公假公費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訓

練、設計低碳教材「節電、節水教育示範櫃」、

將環境教育列入年度必修課程，連結年終考核及

續聘基準，提高參與率。

2.  扎根教育：105年~107年攜手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推動環境教育活動，並獲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支

持，設計環境保護教案，結合社區鄰里辦理暑期

低碳及環保體驗營；與社福機構合作，讓弱勢孩

童參與環境教育，106年至今已辦理超過157場
次，教育人次多達5,700名學童。

改變員工行為 內化環保行動

1.  每年致贈全院員工環保商品：鼓勵減塑、使用非

一次性用品，贈保溫瓶、環保材質餐具組、購物

袋、環保吸管組等，持環保容器購物減額5元。

2.  潛移默化改變生活習慣：鼓勵多爬梯設置樓梯標

語；院區往返步道，

爭取設立共享腳踏

車；設立員工健康促

進中心、員工運動中

心及運動社團；發放

蔬活餐券響應蔬食。

3.  獎勵優異表現：舉辦健走減重競賽，院長帶領

動起來，參與同仁BMI、腰圍、膽固醇平均下降

1.96%，並公開表陽優異之種子人員。

走入社區 推展綠色行動

結合社區活動，擺設綠色攤位，幫助小農推

展有機蔬果；於豐原安康共好社宅進行園藝身心治

療；於南投縣成立雙龍日托中心，融合原民文化，

將環保結合文創產業；聯合臺中市政府、社福團

體，加入企業淨灘活動。

醫院舉辦共享農場市集 雙龍日托中心將環保結合文創產業

放眼國際 低碳交流

醫院為全球綠色與健康醫院組織(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成員之一，遵循10大目標(領
導、化學品、廢棄物、能源、水、交通、食物、藥

品、建築及採購)執行環境保護作為；並於105年主動

響應簽署巴黎氣候高峰會(2020 Healthcare Climate 
Challenge)協議，為減緩氣候變遷共同努力。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因為醫院持之以恆的決心及夥伴的用心耕耘，

讓醫院在能源管理及環境保護的管理成果表現優

異，年年備受各界肯定，近3年來節能成效佳績，分

別榮獲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銀獎表揚、臺中市政府低

碳永續城市傑出貢獻獎殊榮、經濟部節水績優獎、

臺中市政府綠色採購金額績優民間企業與團體等，

108年更受邀前往新加坡綠色醫院亞洲論壇發表分享

節能減廢議題，對於獲獎殊榮感到非常榮幸，亦讓

我們在環境永續的道路上獲得十足動力，我們的綠

色足跡仍在繼續前進，盼能擴大影響，為我們生活

的環境，竭盡一分心力。

員工健康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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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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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遠東SOGO
更以打造「亞洲第一綠

色百貨」為目標，積極

推廣環保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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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global warm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SOGO takes on the mission 
of " the 1st Green Retailer in Asia" to insti l 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in customers, 
employees, suppli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its marketing expertise and the power of its 
sales venu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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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晴雯 董事長

C5  M100  Y100  K0

PANTONE 1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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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1,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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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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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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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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彬 副理、 
羅仕煜 副理、陳慶陽 副理、 
朱美武 副理、冉明義 副理、 
洪志評 課長、林阿平 課長、 
林嘉麒 副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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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遠東SOGO環境保護相關政策，由「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制定之，並由人力資源部、公共關係

室、販促部、工務部、勞安室及各分店相關部門共

同執行，依照利害關係人不同屬性，推出對內、對

外不同管理政策。

對內部：

● 總經理簽署能源政策

遠東SOGO由行政總

經理杜金森簽署能源政策，

內容包括願景、表現與承

諾，攜手利害關係人，降低

能資源消耗，對環境友善，

並達到企業永續之目標。

●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全臺連鎖百貨第一）

106年11月，遠東

SOGO領先全臺連鎖百

貨，在綠基會輔導下導

入ISO 50001能源管理

系統，打造全臺最綠百

貨。107年底前全臺各

店均以ISO 50001精神

管理能源，在節省用電

量上有長足進步。

● 教育訓練

遠東S O G O透過

內部CSR快報、朝會

日報、臉書粉絲團等管

道，定期對同仁宣導永

續理念，每季更舉辦教

育訓練課程，由外部講

遠東SOGO能源政策

遠東SOGO通過ISO 50001認證，
黃晴雯董事長(右2)頒發感謝狀予

綠基會，並感謝SGS的指導

遠東SOGO定期舉辦主管與同仁
CSR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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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CSR執行秘書小組分享國內外環境永續最新資

訊以及實務操作心法，提升同仁永續意識。

對合作廠商：

● 綠色採購與供應鏈

遠東SOGO 107年投入之綠色採購支出共3,392
萬元，占當年度採購比率4.5％，較前1年度增加

1.6％。包括全面採購具有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擦手紙、衛生紙與

手提袋，從細節中對環境保護盡一分心力。

其中，遠東SOGO的紙袋供應商，更因受到其

永續理念的影響，除了紙袋用紙具FSC認證，於108
年自主通過更加困難的FSC製程認證。

● 供應商CSR管理

遠東SOGO針對廠商屬性設計管理機制，並

規範所有廠商皆須遵守合約內之「企業社會責任條

款」與「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事項」，約束廠

商在產品及服務責任、勞工權益和人權保護、商品

安全和食品衛生及環境保護等面向之作為，務必符

合企業永續之精神。

對顧客：

● 綠色行銷

遠東SOGO透過行銷活動，鼓吹節能減碳，同

時讓消費者更瞭解氣候風險。包含在實體賣場設置

綠色商品專區，並透過在DM規劃特輯的方式，推

廣友善環境的綠色商品與節能商品，並不定期舉辦

各式綠色商品促銷活動，讓消費者在環保節能的同

時，亦能享受到最實質的優惠。107全年共售出超過

13萬件綠色商品。

此外，實體通路與社群網絡推出多項環保活

動，包括綠色市集、綠色小學堂、發電體驗、盆栽

贈送、化妝品空瓶回收等，邀請顧客一起為地球永

續盡一分心力。107全年舉辦90場次與環保、永續、

環保相關的活動，達4.5萬人次參與。

遠東SOGO賣場內，經常
有節能家電展示與介紹

遠東SOGO透過各式活動，
提高顧客環境認知

● 電子化支付

為創造更便捷、快速的消費環境，遠東SOGO

力推行動支付，目前已支援11種電子化支付方式。

身為全臺第1家發行電子禮券的百貨公司，近年因數

位行銷發展有成，電子化禮券使用率不斷提高，107
年共計發出3億元電子化禮券，與紙本禮券相比，除

了減少印刷油墨之外，省下的紙張，約可拯救145棵
12公尺高樹木。

遠東SOGO電子化支付工具

● 環保禮贈品

遠東SOGO為百貨通路業者，本身無生產產

品，但能積極透過致贈顧客的來店禮贈品融入環保

元素、傳達環保觀念。107年共發出35.5萬件環保類

禮贈品，讓環保商品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 用電量逐年遞減、每度電營收增加

遠東SOGO全臺8大營業據點能源耗用以外購電

力為主，107年用電度121,477,260(KW/h)，總用電

量減少3.32％。內部每月定期召開全臺工務會報，審

視各店節能成效，在管理方式與設備更新同步並進

的情況下，每度電創造營收已經連3年成長，107較
前1年增4.75％；公共用電量則減少5％。

環境控制系統可有效降低耗能

● 百貨第一！從「碳標籤」到「減碳標籤」

繼104年取得第1張百貨零售服務業「碳標籤」

後，遠東SOGO力行減碳政策，天母店以3年減碳

24.77％（高於法規7倍）的減碳績效，獲行政院環

保署核定頒發「減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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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貨第一！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

遠東SOGO遵循ISO 14064-1:2006相關規範，

率全臺百貨之先，以臺北店復興館為標的，依據

ISO 14064-1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於107年取得溫

室氣體查證聲明書(Greenhouse Gases Verification 
Statement)。

經台灣檢驗科技公司(SGS)查證，復興館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為11,710噸二氧化碳當量；未來將依此

提出減量措施，逐步減少碳排放量。

● 省水設備

遠東SOGO重視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雖

非耗用大量水資源之企業，仍監督自我做好每一個

節約用水的環節，天母店與新竹店Big City館針對水

資源設有回收系統；此外，洗手間採用省水設備，

顧客每次使用都是節約水資源。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 即時空氣指標

遠東SOGO屬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

告場所，為維護顧客與同仁的健康，定期針對相關

指標檢測。天母店於服務台設置「室內即時空氣品

質資訊看板」，隨時監控館內二氧化碳濃度，讓顧

客能安心消費；未來各分店將陸續跟進。

● 化妝品空瓶與電池回收

近3年化妝品類業種營收皆占總營收14％以上，

位居第1名，因此，遠東SOGO每年在全臺各據點推

出「愛美麗更愛地球．化妝品空瓶回收」活動，顧

客持化妝品空瓶至各專櫃回收，每只可獲贈HAPPY 
GO點數3點。

107年共回收18.2萬只空瓶，較前1年增加4％。

此外，全臺各店均鼓勵顧客持廢電池到遠東SOGO回

收，並不定期舉辦廢電池回收贈點活動，廣受好評。

● 超市減塑

有鑑於減塑已成全

民運動，遠東SOGO觀

察賣場中最容易產生塑膠

廢棄物的地方，從超市著

手，推動原果裸賣、減少

包裝，107年光是忠孝館

單店就減塑1.2噸。

● 禁用美耐皿與無痕飲食

遠東SOGO希望提供顧客安全又環保的用餐環

境之外，也讓整個社會潛移默化，養成使用環保餐

具的習慣。106年起汰換員工餐廳、美食街及餐廳內

用美耐皿餐具共約3萬個，同時內用餐點禁止使用一

次性餐具，促使環境永續之外，也讓每年約840萬人

次到店用餐顧客，免受三聚氰胺毒害。值得一提的

是，SOGO也帶動10家餐飲品牌，於其所有營業據

點汰換美耐皿餐具，讓顧客安全健康享用美食。

107年起，遠東SOGO更進一步於美食街與員工

餐廳推動「無痕飲食」，號召每年數百萬人次的餐

飲顧客，自備環保餐具與容器盛裝外帶餐點，減少

一次性廢棄物數量。

四、環境參與

● SOGO X 同仁 X 環境教育

遠東SOGO透過志工活動、朝會日報與教育訓

練，持續灌輸同仁環境永續與環保概念，平均每人

每年接受12.4小時環境

教育訓練。107年SOGO
志工前往新北市淨灘多

次；108年除了淨灘外，

SOGO志工亦前往坪林國

小漁光分校，協助校園生

態池整頓與菜園整理。

● 循環經濟 X 社會公益 X 顧客關係經營

有鑑於過度生產與

閒置物資對環境造成嚴重

衝擊，SOGO與GIVE543
贈物網合作打造「愛箱

送」服務，邀請VIP會員

將家中閒置物資捐出，

並聘請弱勢婦女擔任「贈

物管家」，以12道流程將物資上架，供贈物平台目

前合作的400多家社福機構與社會弱勢索取。107年
間活動舉辦3個月，共計75人次參與，媒合送出高達

3,248件物品，減少碳排近3噸。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SOGO近年共拿下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等21項
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是臺灣百貨零售業中，獲得最

多環保類獎項者。此外，SOGO亦發揮CSR精神，影

響供應商、專櫃品牌等利害關係人，共同推動友善職

場、友善地球的作為，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超市推動原果裸賣， 
可減少塑膠用量

遠東 SOGO董事長黃晴雯(中)
邀請VIP會員一起加入 
「愛箱送」的行列

遠東SOGO志工社到坪林國小
協助整理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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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企業簡介

經營使命 - 
環保 節能 愛地球。

台達集團由鄭崇華

先生創立於60年，為全

球提供電源管理與散熱

解決方案。面對日益嚴

重的氣候變遷，台達長

期關注環境議題，秉持

「環保 節能 愛地球」

的經營使命，持續開發

創新節能產品及解決方

案、不斷戮力提升產品

的能源轉換效率，以減輕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的衝

擊。近年來，台達集團已逐步從關鍵零組件製造商

邁入整體節能解決方案提供者，深耕「電源及零組

件」、「自動化」與「基礎設施」3大業務範疇。

品牌承諾 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台達持續透過多元方式順應變動的世界，並積極

落實品牌承諾：Smarter. Greener. Together.，這不只

象徵了台達對自身的要求，也代表對股東、客戶與員

工的承諾。Smarter代表台達在電源效率與可再生能

源的核心技術能力， Greener則是台達創立以來堅持

「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企業經營使命， Together是
台達的經營哲學，與客戶建立長期夥伴關係。

Corporate Mission - To provide innovative, clean, 
and energy-efficient solutions for a better tomorrow.

Delta, founded in 1971, is a global provider 
of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solutions. Its 
mission statement, "To provide innovative, clean 
and energy-efficient solutions for a better tomorrow," 
focuses on addressing key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As an energy-
saving solutions provider with core competencies in 
power electronics and automation, Delta's business 
categories include Power Electronics, Autom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海英俊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deltaww.com/
行 業 別：其他電子零組件

員工人數：2467人
地　　址：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東園路3、5

號、南園路4路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5年8月18日
負 責 人：海英俊 董事長

聯 絡 人：田敦仁

電　　話：03-4526107分機5812
傳　　真：03-4527314
環保信箱：DUNREN.TIAN@deltaww.com
主要產品： 電源供應器、醫療產品用高壓產

生器及電源供應器、通信電源產

品、自動化設備之設計／開發、

製造、服務與銷售、多媒體投影

機、彩色監視器、電動車充電設

備、LED照明及車用電源之設計

／開發、服務與銷售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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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Del ta ,  we commi t  ourse lves to  the 
advancement of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to provide “smarter” products with high efficiency. 
It helps us make possible a “greener” and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way of life. We collaborate 
with our partners, by listening to their needs, and 
accomplishing our mission “together”.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鄭平 執行長

團隊成員／

電源及系統事業群：尹鏇博 總經理

能源基礎設施事業群本部：張建中 總經理

電動車方案事業群：唐修平 總經理

資通訊基礎設施事業群：鄭安 總經理

環安部：彭雅慧、田敦仁、林青諭、蒲彥穎

廠務部： 鍾欽炎、鍾治滿、朱正宇、溫正聖、

佘宸翔、黃家軍、王沿軍、張志國、

梁家豪、鄒孟倫、徐智鴻

樣品製程研發部： 林志男、陳志明、竇雄軍、

魯家豪、陳乙郎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台達自成立以來，秉持著環保、節能、愛地球

的經營使命，致力於提供創新、潔淨與節能的解決方

案，創造更美好的明天，並具體實踐世界級企業公民

責任以推動企業永續經營。

台達環安衛政策

生產綠色產品，節約地球資源

遵守環安法規，宣導環安資訊

實現全員參與，降低職業風險

做好廢棄物管理，降低環境負荷

規範危險品管理，推展零災害運動

持續整理整頓，共創安全衛生環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環保 節能 愛地球」是台達的經營理念，更是

企業文化的DNA。台達減量目標是由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秘書處與廠區廠務主管盤點現況及減量潛力

分析，並參考國際標竿企業做法，經營團隊決議以

104年為基準，109年用水密集度、用電密集度減量

30％及廢棄物密集度減量15％，使減量管理成為日

常營運一部分。

台達持續提升產品能源效率，並整合開發綠能

／節能產品與解決方案，協助客戶節省更多的能源並

獲致更佳之節省成本績效。107年，台達產品協助客

戶節省38億度電，減少排放21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104年為業界首創將產品節電計算導入ISAE3000確
信，此後逐年增加產品品項，至107年又新增不斷電

系統與電視電源供應器的節能確信，至107年台達已

完成10項產品節能之ISAE3000確信。

台達主要廠區導入IECQ QC080000體系，並推

行綠色產品資訊管理系統(GPM)，依材料風險等級實

施進料管理。台達以綠色產品資訊管理系統為供應

鏈環境資訊共用平台，將國際最新環保規範要求，

如歐盟RoHS 2.0、REACH SVHC、EP2最新管制物

質等，同步發送供應商夥伴作為法規依循及建構材

料供應體系管理參考。此外，台達主要廠區設置產

品環境關聯物質查核輔導團隊，持續協助重點供應

商精進環境關聯物質管理制度。

台達積極響應政府推行綠色

採購政策，優先採用對環境友善

之產品並參與民間企業主動申報

綠色採購金額。於107年獲頒桃

園市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績

優企業。

自94年起，台達依據AA1000
標準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每年更新，並連續3年蟬聯「天

下CSR企業公民獎」冠軍。
台達中壢廠獲頒綠色

採購績優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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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水資源節用措施

台達為善盡社會責任及因應全球水資源短缺議

題，承諾以104年為基準年，在109年前將整體用水

密集度下降30％。中壢廠區訂定各項節水方案如冷

卻水塔導電度調升、飲水機逆滲透回收、雨水回收

系統等，年節水量2,793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452.39公斤。

雨水回收池

2. 節能、節電措施

繼103年生產用電密集度較98年下降50％之後，

台達承諾擴大節電範圍至新設廠區、研發／辦公大樓

與資料中心，以103年為基準年，在109年前將整體

用電密集度再下降30％。中壢廠區訂定各項節電方案

如燈管（具）更換（T5更換LED）、廠區水銀路燈汰

換智能LED路燈、空調冰水主機水泵控制優化等，年

節電量392.5千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17.45噸。

台達智能LED路燈 廠區智能LED路燈

3. 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中壢二廠客梯及貨梯於106年11
月裝設由台達所開發能源回收產品

「電梯能源回生系統」，每年約可回

生15,500Kwh用電並回饋至市電，至

108年4月已回生37,488Kwh之用電。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

中壢廠新設樓宇自動化RD大樓，使用台達自行

開發之室內空氣品質監控系統，進行室內空氣品質

監測。如室內二氧化量>1000PPM將啟動外氣循環

進行室內換氣，以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2. 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為追求資源永續利用及避免地球資源枯竭，台

達承諾以104年為基準年，在109年前將整體廢棄物

密集度下降15％。中壢廠區推行生活垃圾減量（減

塑、禁用一次性餐具、衛生紙丟馬桶等）、製程研

發廢棄物減量等，107年相較於104年（基準年）廢

棄物密集度下降12.6％。

生活垃圾減量推行-自備環保餐盒盛裝水果、設置落葉堆肥區

製程研發廢棄物減量推行-木棧板、角板、紙箱回收再利用

四、環境參與

1. 響應國內環保活動

響應政府綠色運輸政策，台達提供電動汽機車

充電站，鼓勵同仁騎乘低碳交通工具，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量。

電動汽機車充電站

由臺北總部

發起「讓愛亮起

來」，將各廠物

資捐贈物轉贈臺

北市內湖港墘里

里民活動中心，

提供所需弱勢團

體，共創循環經

濟。

2. 參與國際環保活動

台達長期關注氣候變遷，已連續12年實地參與

聯合國氣候會議(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台達電梯能源
回生系統

物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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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首次攜手一流國際知名智庫及意見領

袖同台發聲，探討分散能源在城市能源轉型及韌性

提升。

台達子公司Eltek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簽訂合作協

議，將為辛巴威的104所醫院打造太陽能發電整體解

決方案。該解決方案的模組化設計將可滿足各醫院

的多元需求，更應用了Eltek首創的雙向電源轉換器

Rectiverter，將可協助這104所偏鄉醫院擁有穩定的

電力，確保藥物保存區域的空調控制。

環境教育

107年台達持續多元化的志工服務類型，包含能

源教育志工、「科博館物理世界」志工、廠辦與捐建

綠建築導覽志工。響應國際電動車發展趨勢，台達

於107年特別推出「電動車教案」，納入能源教育教

材。此課程符合環教法設計之外，更結合了國際上最

關切的空氣污染議題，讓學生瞭解空氣品質的重要

性、深入探討空氣污染和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關係。

電動車教案

台達長期透過獎學金及獎項頒發等方式與外界

共同合作培育人才，以支持或獎勵優秀學者，推動

環境、環境法，以及電子電力領域的長期發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台達協助桃園打造智慧城市

台達應桃園市政府邀約參與「桃

園市智慧路燈論壇」，分享台達近幾

年來於國內外建設智慧城市基礎建設

的經驗。台達已為桃園換裝近1.3萬盞

LED路燈，其中有約6,500盞為智控

型，透過台達LED智慧路燈管理平台的遠端監控、維

運管理和燈光控制等功能，較傳統水銀燈燈具可節

能超過70％，年節省電費近新臺幣1,800萬元。

《107台灣企業永續獎》5項大獎

台達榮獲由台灣永續能

源研究基金會主辦的「107
台灣企業永續獎」5項大獎，

包括「台灣企業永續綜合績

效類-十大永續典範台灣企業

獎」「氣候領袖獎」「供應鏈管理獎」「英文報告

書獎」及「台灣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電子資訊

製造類白金獎。

107年《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年度榮譽榜」

台達自104年起，已連續3屆蟬聯「年度大調

查」科技組首獎，有著長期穩健、出類拔萃的表

現，為表彰其特殊榮

耀，名列為「年度榮譽

榜」。顯示台達長期持

續以「環保 節能 愛地

球」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受到各界肯定。

Innergie PowerGear™ 60C榮獲「台灣精品銀質獎」

台達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長

期致力於提升各種電源產品的

效率，不僅為客戶節省電力，

也同時達到了為地球減碳的目

的，實為將企業社會責任內化

為營運目標的最佳體現。

台灣多元創新之最高榮譽「總統創新獎」

全球電源管理及散熱解決方案領導廠商台達榮

獲第3屆「總統創新獎」，此為以國家元首名義頒贈

表揚「多元創新」的最高榮譽獎項。

總統創新獎

結論

台達深信，要成為一個真正永續經營的企業在

追求營收成長之同時，更要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發

展，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台達更從核心競爭

力中，運用3個面向，包括產品、廠區與綠建築著

手，實踐節能減碳。同時，全員身體力行實踐「環

保、節能、愛地球」，共創友善環境。

年度榮譽榜

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精品銀質獎

桃園LED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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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企業簡介

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科技大學為「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證

嚴法師所創辦的教育志

業。以教授應用科學與

技術，培養具有關懷社

會、尊重生命、大愛精

神及人文素養之專業人

才為宗旨。

本校辦學重視專業

與人文並重，專業教育

以教導務實致用為目標，依各系培育重點，在課程

中同步將人文精神的教導融入其中，並規劃了多樣

化的服務學習實作課程。人文教育則著眼於涵養學

生具有「感恩、尊重、愛與關懷」的人文心靈，培

養其正確、進取的精神態度，教導學生尊重生命、

關懷他人、服務利他及感恩惜福，引導學生在「做

中學，學中覺」，從實踐中去深刻體認及感恩，進

而涵養心靈，發展健全的人格。

Under the guidance of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to be the 
leading school of Tzu Chi Education Mission by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professional program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in the disciplines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with a 
humanistic caring disposi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pecting different forms of life, and altruistic 
giving.

T z u  C h i  e d u c a t i o n  e m p h a s i z e s  b o t h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humanity values 
tha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erform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various specialti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ervice learning curricula to cultivate a humanitarian 
spirit. The humanities values highlight the spirituality 

羅文瑞 校長

網　　址： http://www.tcust.edu.tw/bin/
home.php

行 業 別：教育業

員工人數：329人
地　　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8年
負 責 人：羅文瑞 校長

聯 絡 人：賴蓎諼

電　　話：03-8572158 分機2392
傳　　真：03-8571820
環保信箱：gasa00@tcust.edu.tw
主要產品：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

慈濟科技大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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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eeling grateful, showing respect, and altruistic 
giving of love and care. Students learn to harbor a 
loving heart of appreciating others, serving others, 
and benefitting others. The approach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inspiring through education has been 
highly emphasized for a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nd spiri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羅文瑞 校長

團隊成員／

教務處：陳清漂 教務長

學生事務處： 牛江山 學務長、李洛涵 組長、 
李佩穎 組長

總務處： 魏子昆 總務長、賴蓎諼 組長、 
潘玉瑄 小姐、彭進興 組長、 
莊銘忠 組長、潘筱雯 組長

研究發展處：林祝君 研發長

全人教育中心：楊翼風 主任

護理系：張紀萍 主任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張國平 主任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蔡宗宏 主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林珍如 主任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主任：藍毓莉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生深受創辦人證嚴上人「疼

惜地球」的慈悲精神感召，信守「對大地的愛暨對山

林的敬重」之理念，落實「知福、惜福、再造福」，

養成「惜福愛物」的習慣，積極推動環保政策。本校

秉持「慈」「悲」「喜」「捨」校訓之理念，以建構

綠色與安全永續發展之校園為目標，積極提升校園環

境品質，塑造安全衛生之教學環境。

本校全體人員承諾，善盡校園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管理，致力做到：

一、 恪遵法令規章，落實自主管理，提升環安衛

管理績效。

二、 推動環境教育，倡導節能、減廢、珍惜資

源，營造綠色校園。

三、 建構風險管理，危害預防與控制，持續改善

與對策，確保校園安全。

四、 強化教育訓練，建立安全觀念，推動校園零

災害。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慈濟科技大學對於校園環境保護積極推動之

重視與決心，校長於101年11月2日簽署「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政策」，全體師生同仁承諾營造節能

減碳、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友善校園，並定期檢討

適切性。本校致力投入環境保護，其範疇包括空、

水、廢、毒等污染防治工作，以及飲用水管理、環

保節能、資源回收及環境教育等環境能資源工作。

校園建築規畫以符合綠建築指標為首要，採用健康

建材與自然素材，改善耗能建築，進而使之成為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節能建築。

 校園建築-智慧樓 校園建築-智耕樓

本校自97年起響應政府推行企業及團體推動綠

色採購政策，宣導綠色採購項目－環保標章產品，

提升同仁對於綠色採購觀念，綠色採購比率100％。

同時，推動綠色生活教育，開設多元通識環境教育

課程，實施能資源教育扎根工作，落實環境保護人

人有責任之校園生活，建立師生能將綠色環保理念

內化為其信仰，並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習慣。亦加強

學生品格教育，教育學生「綠色生活，綠色消費」

的觀念，讓環保觀念落實於生活中。

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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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造價值的

大學生，自106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本校整合政府、產業、協會或基金會

等，帶領學生參與協助花東農民栽種、農產加工、

產品開發與產品行銷等，除提升農民農業經濟收

益，同時傳遞綠色循環農業概念，應用農業廢棄

物，將萃取後的紅藜廢棄莖，再製成培育菇蕈的培

養土或生質燃料棒，培養土使用後再回歸田間成為

紅藜育苗有機肥料，創造綠色循環經濟，從搖籃到

搖籃，及環境永續經營理念，與大地共生息。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慈濟科技大學從創校以來便致力於環境教育，

在建築中更融入環保概念，重視自然採光與通風，

採用節能燈具減少耗能，讓人與大自然相處，也與

地球同生息。校園大量植栽草樹，鋪設透水連鎖

磚，讓雨水滲透入土，讓大地呼吸，同時水資源也

能獲得循環再利用；另外，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和各

項節水設施，裝置熱泵系統取代傳統鍋爐設備，使

用太陽能路燈等，以達到節約能源之效應。

本校辦公大樓、教學大樓、廁所、宿舍、餐

廳、圖書館等電力系統節約用電具體改善措施（包

括空調系統、電熱飲水、照明設備、抽排風扇、用

水設備、事務機器、電梯設備等，例如學生宿舍冷

氣費使用者付費制、全校性用電即時電力監控系

統、圖書館分類及感應用電管理等）。於屋頂建置

太陽能光電系統，並設立光電板解說牌達到教學與

節能減碳並提供遮陽及遮雨之功能。

 屋頂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透水連鎖磚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本校圖書館是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列管

場所，依法設置專責人員，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安裝空氣品質顯示器，隨時監測PM2.5、

甲醛、CO2等指數維持室內空氣品質並定期檢測。歷

年委託合格檢測廠商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檢測

數值均合於法規。

學校、生活污水包括教室、辦公室、宿舍及餐

廳等排水均依建築物規定處理並符合放流水標準。

本校「污水處理場」，利用污水幹管，將各棟建築

物所排放之生活廢水集中輸送至污水處理場，再予

處理，廢水、污泥再利用率達100％。每半年均委託

合格檢測廠商進行水質重金屬採樣檢測，檢測數值

均合於法規。

本校107年一般廢棄物57,161公斤，換算為每

人每日垃圾量僅約60公克，校園資源回收率亦高達

54％，廢棄物減量成效優異。有害廢棄物量極低，並

依規定網路申報，且委託合格清理機構清除處理。

 資源回收分類教育及體驗 污水處理場作業情形

四、環境參與

本校以來致力於環境教育，珍惜資源，延續

物命，同時提倡「茹素減碳愛地球」。自創校以來

學校餐廳用餐師生自備環保餐具，會議場所備有瓷

杯，落實「清淨在源頭」的理念。107年度學生餐廳

師生用餐合計192,706人次，減少153,430.68公斤的

CO2排放量。

學生餐廳師生取餐

為響應環保，延續物命，校內，舉辦二手教科

書和二手腳踏車回收義賣，並收集污泥、廚餘、落

葉和雨水回收，做成堆肥植栽利用及澆灌使用，讓

環保概念自然地融入校園生活中，力行惜福、惜物

及愛惜資源。另於宿舍區設有二手制服回收區，提

供有需求的同學免費使用，落實環境教育生活化，

培養學生愛物惜物、珍惜資源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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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書義賣 廢棄腳踏車義賣

透過勞作教育與跨文化學習課程，讓本校學生

及國際姊妹校師生，以身體力行的方式，體會環保

教育的重要性，鼓勵學生從實作中學習與反思，培

養學生「知福、惜福、再造福」的情操。

 透過環保體驗，用行動愛地球 慈青社團國際環保志工

本校以最合理的經費、最完善的規劃，營造溫

馨、友善、安全校園的環境，在推動校園環境教育

過程，亦注重師生在校園生活的舒適性及便利性，

營造校園綠美化、生態復育等環境教育場域，共同

創造優質的學習環境；結合地方政府合作辦理推

動環保政策之宣導及活動，落實校園之生活環境教

育，透過身體力行做環保，帶動全校教職員生環保

意識。107學年度校園志工合計55,790小時。

教職員生參與環保教育及志工服務

淨山－拔除小花蔓澤蘭，成果輝煌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2年，慈濟科大榮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學校組「優等」獎。106年，再次獲得行政院環保署

第五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學校組「特優」獎。102年
起在國內外舉辦兒童劇

公演，透過戲劇編排與

音樂、舞蹈串場以及有

趣的內容超越語言的隔

閡，結合戲劇推廣，環

教無國界。藉由兒童劇

傳遞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育觀念，讓小朋友清楚

瞭解地球目前所受到的

危機，並將環保意識落

實到日常生活中。102
年至今演出七齣兒童劇

55場次吸引5萬3千多人

次家長及小朋友觀賞。

有別於農民思維，本校農業生醫團隊「應用於

組織修復之紅藜生物活性膜」、「天使眼淚培養裝

置」、「紅藜在生物醫學的應用」...等為友善耕作，

注入農業生醫創新元素，為開發農作物的觸角增加應

用層面的廣度與深度，並於產品的製作及推廣有更多

的認識。特別的是，從

栽培收成、加工萃取、

成分分析到功效驗證、

產品開發，農業生醫團

隊全都不假他人，研發

成果更獲得國內外發明

展無數肯定。

農業生醫研發，獲獎無數

緬甸仰光、馬來西亞吉打、蘭卡威
與檳城，吸引近4000名觀眾目光。

色彩繽紛的魚兒演員及舞蹈
表演，非常吸睛。

學生解說研發理念與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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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遠傳電信為國內

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

之先驅，以「誠信、敏

捷、創新、團隊合作」

為核心價值，自8 6年

成立以來，遠傳致力拉

近人與人的距離，實

現「只有遠傳  沒有距

離」。在邁向5G新世代

之際，遠傳不再只是電

信，於108年重新詮釋

品牌宣言，以「靠得更

近 想得更遠」設下全新里程碑，希冀透過大數據、

人工智慧及物聯網等數位應用，不只拉近彼此心的

距離，更要縮短人們與「新科技」的距離。

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FET) 
is a leading company in Taiwan which provide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servic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7, FET has strived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peopl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Closing the distance”. As the 5G 
era approaches, FET has set its sights beyo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has reinterpreted the 
brand statement in 2019, setting a new milestone 
with "For Every Thought, We Go Further". FET’s 
aim is, through Big Data, AI, IoT and other digital 
applications, to not only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 
in mind, also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people and 
new technology.

徐旭東 董事長

網　　址： https://www.fetnet.net/
corporate/index.html

行 業 別：電信業

員工人數：6,133人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7

號28樓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6年4月11日年

負 責 人：徐旭東 董事長

聯 絡 人：陳進文

電　　話：02-77237170
傳　　真：02-77235198
主要產品： 電信、資通訊設備、智能設備及

相關周邊商品服務及零售

基本資料



- 129 -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人力資源暨永續發展管理群：周博儀 資深副總

團隊成員／

人力資源暨永續發展管理群：

李弘灝 資深協理、呂毓欣 經理、徐偉明 副理、

吳士箴 經理、羅學偉 經理、陳進文 副理、

劉康榮 資深工程師

公關暨品牌管理群：

郎亞玲 資深協理、李宛蓉 經理

法務法規暨採購群：

陳俊伸 資深協理、陳怡誠 經理

網路暨技術群：盧祖耀 資深協理、陳開定 協理

資訊科技群：林楷 協理、楊金祥 經理

全通路管理事業群：韓德康 協理、薛朝川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遠傳電信深知在企業營運過程中，對於生態環境

與能源供應可能帶來風險與機會，因此我們透過各種

創新應用與智能核心技術；攜手客戶、股東、員工、

供應商及關鍵商業夥伴等利害關係人，共同落實以下

環境暨能源永續發展具體承諾。

●  符合法規：遵循政府環境保護及能源管理法規，

並納入供應商、承包商、服務提供商及關鍵商業夥

伴，定期執行守規性檢核。

●  全員參與：深植員工環境保護與節約能源信念，作

為攜手產官學界共同推動分享經驗與技術的夥伴。

●  永續採購：支持採購節能設備與綠色產品，透過供

應商合作與稽核，共同創建永續供應鏈。

●  能資源循環：推動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及提高再生能

源使用比例，並聯合供應商及關鍵商業夥伴共同推

動價值鏈環境足跡與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  節約能源：設定科學化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持續改

善企業營運之能源績效，成為最佳環境永續標竿企

業。

●  綠色產品與服務：提供優質網路服務及資通訊技

術，發展綠色產品與服務，偕同關鍵商業夥伴促進

發展智慧化綠色城市。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 環境暨能源政策

  符合法規：遵循政府環境保護及能源管理法規，

杜絕任何破壞環境與浪費能源的行為。

  全員參與：提高員工環境保護與節約能源的認

知，擴大宣傳環境保護的觀念。

  綠色採購：支持採購節能設備與綠色產品，具體

行動響應綠色採購目標。

  污染預防：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有效利

用及落實溫室氣體減量，減輕各項營運活動對環

境保護與能源節約的影響。

  持續改善：應用PDCA管理模式，持續改善環境及

能源管理系統，並定期檢討環境及能源績效的改

善情形。

■ 溫室氣體管理政策聲明

隨著全球暖化議題受到重視，再加上全球資訊

網路產業之蓬勃發展，我們即將面臨著推動節能減

碳之實質壓力，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成為現代

電信產業不可迴避的責任。我們深知唯有以綠色為

核心的經營模式，才能實現企業永續經營的理想，

並贏得更美好的未來。我們承諾具體落實環境永續

的理念，持續提供綠色產品與服務，並定期檢討溫

室氣體排放現況及推動各項減量行動，達到企業發

展與自然環境永續共生之願景，以善盡本公司的社

會責任。

■  絕對減碳目標：以105年為基線，114年溫室氣體

總排放量減少6％。

■ 能源管理目標

 107年購買再生能源憑證10萬度。

 107年-109年累計增設太陽能達780kW。

  114年再生能源總建置量目標達1081KWp，較105
年成長1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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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長期107－2025 5G永續發展策略、願景及

目標

中長期2018-2025 5G之永續發展策略願景與目標

(二) 落實環境暨能源政策規劃

指標項目 單位 短期 中期 長期

溫室氣體排放量
（絕對指標）

噸／年 1.44％ 累計7％ 累計20％

EUI（相對指標） kWh／m2.yr 1.5％ 5％ 10％
PUE相對指標 KW／KW 1％ 8％ 16％

水 度／年 5％ 10％ 20％
廢棄物 噸 5％ 8％ 12％

已導入各項環境及能源管理相關標準：

ISO50001/ISO14001/ISO14064-1，有制度的推動

環保節能工作，各項標準皆落實執行並接受外部稽

核，確保系統有效運作。

(三)  推動綠色供應鏈、綠色採購：採購決標同時將節

能規格納入開標選項。107年綠色採購總金額達

3.8億元。並致力扶植當地產業，107年自臺灣

當地採購金額達總採購支出99.2％。

攜手永續 共創美好供應商大會

(四)  推動綠色行銷：行動裝置回收及轉售。攜手供應

商串連12家手機品牌廠商合作，凡消費者購買

合作品牌任一款手機／平板，廠商就捐出2元，

作為支持環境教育的專案基金。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推動水資源節用：適度調整辦公室民生供水總

閥，降低10％供水。

(二) 推動相關節能、節電：

針對大耗能部門設定年度目標並推動節能方

案，逐步邁向能源轉型。

107年目標 107年進度 達成率 108年目標

基地台
基地台每 1GB 訊務量
用電量（用電百萬卡
／GB）年減1.5 ％

年減18％ 達標 年減5％

機房 PUE年減1％ 年減2.77％ 達標 年減1％

門市 耗電量年減5％ 年減11.28％ 達標 年減3％

辦公室 EUI 年減1.5％ 年減4.78％ 達標 年減1％

(三)  推動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透過行動裝置

回收轉售、提供整合式SIM卡及推動無紙化服務

等方式，減少消費者使用產品與服務所造成的資

源消耗。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定期量

測作業環境，並優於法規，增加氫氣量測項目。

主要辦公室亦設置自動體外電擊器

（AED）。

(二)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事業廢

棄物：將一般廢棄物分類並回收可

利用資源。符合法規外另優於法規

設置，歷次環保單位抽查均合格。

四、環境參與

(一)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107年1月1日起實施廁

用衛生紙丟馬桶、認養海灘、環保集點、遠傳攜

手環境資訊協會，希望在3年內向臺灣民眾募集

百萬綠行動。107年共募集了12,588個綠行動，

影響人次逾14,192人。

(二)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企業聯合淨灘活動：107年邀請荒野協會指導帶

領，號召員工進行國聖埔、金山中角沙珠灣、高

雄市林園三段，3次淨灘長度達200公尺。

淨灘行動

2.  「遊戲式學習」倡議環境教育：讓環境教育不再只

是紙上談兵，攜手線上遊戲學習平台PaGamO，

獨家建置環境教育題庫，提供逾40萬會員人數的

一般廢棄物
分類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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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amO學童使用，已建置題庫數百題，超過15萬
次答題數。與社會企業-玩轉學校合作辦理15場寶衛

地球高峰會，以減碳、減塑及空污為主題設計議題

式遊戲，讓遊戲融入教學，進而促使學童認識環保

的重要性，107年共辦理15場市區及偏鄉寶衛地球

高峰會，參與學童達450人、志工參與人數45位。

遊戲式學習 污染大魔王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持續與環資協會共同募集綠行動：107年世界地

球日主場在宜蘭綠色博覽會展開，號召志工至會場

邀請民眾加入減塑連署，也同時鼓勵民眾參與綠行

動。當天共計36位遠傳

志工協助於綠博現場進

行綠行動推廣，總計募

得1,568位民眾簽署，累

積 555,468 個綠行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近三年獲得其他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

獲獎名稱 頒發單位 頒發日期

企業社會責任大調查 -楷模獎
（連續3年）

《遠見雜誌》
CSR獎

108年4月30日

全球電信服務產業組「最佳進步
獎(Industry Mover)」，也是全
球唯一獲獎的電信業者

國際永續
評比機構

RobecoSAM
108年2月14日

永續節能減碳實踐獎
英國標準協會

(BSI) 107年11月23日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綜合績效
「TOP50企業永續獎」、企業
永續報告「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TOP50白金獎」「英文報告書
獎」及單項績效「人才發展獎」
「供應鏈管理獎」「創新成長
獎」「創意溝通獎」「社會共融
獎」「透明誠信獎」「性別平等
獎」3大類等10項大獎

台灣企業永續
學院TCSA 107年11月12日

節能標竿獎「銀獎」-電信業唯
一獲全國節能最高獎項

經濟部 107年9月25日

臺北市IoT節能競賽金獎 臺北市政府 107年8月6日

「CSR大調查服務業組 楷模獎」 《遠見雜誌》 107年5月2日

(二) 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1. SBT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導入專案。

2.  跨足太陽能領域：遠傳不斷深化綠能關鍵技術，

繼107年宣布成立旭天能源子公司，跨足太陽能領

域，發展高效率再生能源裝置，並設定3年內自有

場址裝置太陽光電系統達800Kwp及子公司旭天擴

展太陽能綠色能源發電30MW計畫。

3.  發展智慧

綠能：與

台灣中油

合作打造

全臺第一

座「台灣

中油智慧綠能加油站─嘉義示範站」，結合國內

頂尖的系統平台、硬體、工程、能源等各領域專

家夥伴，建置儲能系統，並提供能源管理系統技

術，藉由產官學合作逐步實現智慧綠能生活圈的

發展目標，也發揮創新科技專長，為綠色新時代

盡一分心力。未來提供從太陽能系統規劃、智慧

電網建置、智慧能源平台管理的解決方案，並結

合IoT應用與大數據管理專長，協助政府與企業客

戶夥伴達成管理智慧化的目標。

4.  創新環保節能方案：攜手台達電子布署新一代基

地台環保節能電源方案，以高達98％的電源轉換

效率大幅降低基地台耗能與排碳，實現約達12％
的整體節能效益。台達新一代DPS 3000電源系統

相較於傳統基地台電源，除了有效協助客戶提升

系統電源轉換效率並節電之外，電源系統所產生

的熱量損耗僅為傳統電源的24％，亦可減少熱處

理所需的空調設備使用，達到更進一步的節能；

此外，電源模塊具有56.8W／in3高功率密度，使

電源體積大幅縮小，讓空間應用更具彈性。

5.  107年7月發布全臺第一本TIMM 報告書，永續

績效邁向數據化管理。採用全面影響衡量與管理

（Total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簡稱TIMM）架構，成為全臺首家於經濟、稅務、

環境與社會四個面向，完整以貨幣化方式呈現永

續影響力的服務業。今年持續衡量4大面向的永續

影響力，希望透過每年盤點、追蹤，以及定期揭

露對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回應聯合國全球盟約

組織（UN Global Compact）所提出透明且當責的

報導對於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同時，也檢

視兩年度永續影響力的數據，以調整企業的決策

與績效的衡量，展現我們在永續發展道路上的努

力與決心。

「寶衛地球 讓愛遠傳」

智慧綠能加油站-台灣中油嘉義示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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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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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在臺灣成為數位投影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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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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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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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民

電　　話：03-5772000 分機7678
傳　　真：03-5772530 分機7678
環安信箱：Andrew.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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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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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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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慶、 
朱志鴻、王加茵、張人芳

環安部：鍾華煌、陳昱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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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環境永續及職安衛政策：

106年中強光電集

團環境保護委員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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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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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持續實施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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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噸。為提升節水效益，自108年3月起實施雨水

回收以用於廠周景觀植栽的澆灌，至5月底已減少自

來水使用量達20噸。

(二) 推動節能、節電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措施

1.  廠區照明燈具改善：共4項節能

方案，減碳量達64噸／年。

2.  空調冰水主機改善：共1項節能

方案，減碳量達11噸／年。

3.  其他節能措施：持續實施全廠

區照明燈具更換LED燈具及預計

109年時實施空調系統冰水主機

汰舊換新工程。

(三) 推動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分別於日常服務及作業活動需求推動資源回再

利用，日常服務方面共推動3項方案，減碳量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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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房更換LED燈具

餐廳更換LED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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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噸／年。作業活動方面共推動2項方案，減碳量

共達62噸／年。

(四) 碳管理

自105年導入溫室氣體外部查證，於每年取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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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綠色會

計成果年績效如下表，107年綠色會計成果共72.5億。

分類 106年度 107年度

污染與預防 1,420,717 1,152,235
綠色產品開發 7,149,497,845 7,244,220,237
綠色消費與 
綠色採購

0 6,163,842

企業營運活動 6,365,554 1,279,820
社會公益參與 686,817 1,734,609

總計 7,157,970,933 7,254,55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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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計畫

提高產品的能

源效率

107年共27款出貨機種之產品能耗設

計遠低於法規要求，預估每年節省

4535.11*109焦耳。

開發低耗能光

機模組

ML1平台在相同亮度條件下，較前一

代降低能耗27%。

導入節能設計 U40B/50B機種配合使用者需求自動

開啟或關閉雷射光源，可減少4.6%
雷射消耗功率，提升雷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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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以下產品之耗電量需求符合

USB2.0規範（輸出供電<2.5W）。

‧ 榮獲106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優良

廠商創新產品獎的「全球獨創沉

浸式觸控顯示系統」，並於107年
受邀於參加新竹市政府舉辦之新竹

300博覽會。

新竹市林志堅市長親臨「新竹300博覽會-中強光電產品展區

2.  在研發階段我們致力推展產品包裝設計優化、使

用回收廢紙製成綠色包材（紙塑包材）、包裝材

料採用環保油墨印刷（Brown Carton）及簡化包

裝等友善環境措施。

專案名稱 執行成效

紙塑包材 以回收廢紙為原料製成紙塑包

材，並在通過驗證後正式導入使

用，可有效減少包材種類、包裝

減量，符合環保理念。在107年度

使用紙塑包材的機種共87款，使

用比率達到39%。

包裝設計優化，

提升運輸裝載率

107年共3件產品推動包裝設計優

化，達成提升運輸裝載率約50%
至100%運輸裝載率。

包裝材料Brown 
Carton

包裝材料朝Brown Carton努力，減

少印刷以降低墨水對環境的衝擊。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

為掌握廠內CO2及溫溼度數據及趨勢，於各樓層

設置CO2及溫濕度感測器，依此數據研擬及採取有效

之工程改善措施，以提升工作環境舒適性。

(二)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力行廠事業廢棄物為確保能妥善、安全的被處

理，除了符合廢棄物清理相關辦法，公司也訂有明

確的廢棄物管理辦法。並以回收再利用為優先處理

方式使環境之衝擊降至最低。

1. 107年總廢棄物人均量較104年基準年減量21％。

2.  107年資源回收人均量較基準年提升35％，較106
年提升20％。

3.  107年E類回收較基準年回收比率上升17％，較

106年提升3倍。

(三) 廚餘回收

中強光電力行廠為落實廚餘回收，請團膳廠商

協助回收作業外，藉由每季定期統計廚餘回收量，

掌握每位員工每餐的廚餘量，亦於環保委員會上呼

籲員工取用餐點勿浪費，應以個人可食用完為原

則。107年廚餘人均量較106年減量提升9％。

(四) 其他污染減量作為

力行廠研發設計產品AR眼鏡使用之原物料膠

（6-621-GEL）內含4 W/W%之順丁稀二酸，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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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原物料使用原則，力行廠於107年12月起實施

源頭改善以其他低污染原物料膠替代原物料膠之使

用，整體替代率達100%。

四、環境參與與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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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舉辦步步高升及【夏季齊步走】尖峰用電時段獎

勵活動、環境教育場所參訪及淨灘等活動。在今年

（108年）為響應422地球日，辦理廢照明光源回收

再利用的活動，DIY手製玻璃磁吸環保標章。

 爬樓梯刷卡機 108年環境教育暨DIY手作環保標章課程

(二) 響應政府政策

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衛生紙丟馬桶、舉辦環保集

點推廣活動已加入會員共110人、響應減塑及木棧

板及紙箱持續落實回收再利用等循環經濟議題。

衛生紙丟馬桶 響應減塑-
提倡使用紙吸管 環保集點推廣活動

2.  環保志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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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火蟲愛之光服務隊

3.  第一屆愛之光公益路跑

暨淨灘任務活動：為使

公益與環保結合，舉辦

公益路跑暨淨灘活動，

且安排環境教育講師分

享海洋生態護育知識。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中強光電自101年起連續7年捐贈超過23噸的在

地有機白米予11個在地弱勢及社福團體，並從103年
開始實施的「希望農場」計畫，長期且穩定的向苗

栗縣小農採購有機蔬菜作為公司員工團膳外，也聘

請專家輔導小農發展無毒農業，改善收入。

中強光電自105年啟動「光之夢行者」計畫，

並於苗栗偏鄉學校依序執行「光電小尖兵」、「多

功能數位教室」、「光耀科技營」等3部曲，希望

運用公司核心產品，消弭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數位落

差及教育不平等，也藉此積極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第4項「教育品質」及第10項「減少不

平等」。已邀請16所偏鄉學校師生化身「光電小尖

兵」前來公司體驗創新科技產品，並已建置15間
「多功能數位教室」，此外，與國立聯合大學資訊

志工隊攜手合作，共同舉辦3
場「光耀科技營」，利用多功

能數位教室的全新互動協作影

像設備，為偏鄉孩童的數位教

育發展貢獻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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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強光電連續4年獲得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

司排名前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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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7年至108年連續2年發行之106年及107年CSR報

告書皆符合AA1000AS第2應用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5.  連續2年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8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6.  107年榮獲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力行廠榮

獲銅級獎。

7.  榮獲衛生福利部107年「健康職場認證-健康促進

標章」。

8.  榮獲衛生福利部107年「CPR+AED安心場所認證」

第一屆愛之光公益淨灘活動

光電小尖兵

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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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公司環保經營口

號：道法自然，永續經

營；幸福與愛，盡在西

湖。

位於苗栗三義的西

湖渡假村建立於80年，

近年來轉型以自然生態

為主軸之綠色休閒園

區。自102年起，陸續

取得「金級環保旅館」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金級環保育樂場所」及「金級環保餐館」等多項

環保署場所認證資格。

將各項服務，結合當地自然環境與環保行動，

邀請每一位來訪的遊客，與我們一同與環境共存、

學習。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企業精神，與自然學

習，並落實於園區經營及人員培訓。將自然永續的

信念，於企業經營中實踐。

Westlake Resortopia was establish at 1991.
We are focu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reen 
travel. From 2103,We got "Golden Level Green 
Mark Hotel""Environment Education Place"

" G o l d e n  L e v e l  G r e e n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Entertainment Venues" and "Golden Level Green 
Mark Restaurant"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Our survices combine with local natur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ive. Hope everyone 
come to Westlake Resortopia can learn how to live 
with nature.

Learn from nature is main faith to Westlake 
resortopia. We learn and fulfill with active and every 
staff. And keep going to the targ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鄭順福 董事長

網　　址：www.westlake.com.tw
行 業 別： 觀光服務業

員工人數：127人
地　　址：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1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0年
負 責 人：鄭順福 董事長

聯 絡 人：林郁梅 經理

電　　話：037-876699分機1122
傳　　真：037-879690
環安信箱：melody@westlake.com.tw
主要產品：觀光旅遊、住宿、餐飲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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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鄭順福 董事長

團隊成員／

吳國呈 副總經理、林郁梅 經理、詹前儀 經理、

呂曉青 經理、李育儒 副理、陳宏益 副理、

趙恩玄 主任、楊舜宇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基礎，將其應用

於西湖渡假村3大事業範圍-園區、住宿以及餐飲服務

之中。

有趣生動的環境教育課程、栩栩如生的廢棄物

再生端景、以在地當季食材烹飪的低碳佳餚、減少

資源浪費的住宿體驗。

讓來訪遊客在遊園、住宿等過程中，體驗自

然，珍惜環境。並期許能將經驗，帶回生活之中，

將環保意識落實於周遭。

讓西湖渡假村與您一起朝著永續自然的目標前

進。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企業精神，並將

其落實於6大指標。不僅是在渡假園區、住宿區、餐

廳可以感受到具體的環保作為。也在園區的端景、

自然生態的維護都採取永續環境、資源再利用的方

式經營維護。最後回歸自然的方式，打造出一個以

環保為軸心的休閒住宿園區。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西湖渡假村希望每

一位來訪的遊客，皆能從

各項的園區的每一個細節

中，感受到環保的價值與

重要性。因此針對人員逕

行教育訓練；園區硬體優

先以節能之綠色產品為選

購。目標是將西湖渡假村打造成一個環保的綠色園

區，更期許自己成為臺灣綠色生態旅遊的指標。

●  針對公司內部員工定期進行環境保護與生態資源的

課程，將環境保護的理念扎根於每一位公司員工。

●  每月紀錄水、電表，並注意用水用電狀態，若有

任何異常，會於每月主管會報中提出。

●  園區照明以及用水全面使用節能設備，將節約能

源觀念落實於每一位前來的遊客。

●  配合綠色採購，園區用

品已有節能獲環保認證

之綠色產品為主，107
年度綠色採購金額達到

新臺幣178萬元。

●  配合餐廳「吃在地享當

季」主題，與在地小農

結盟優先購買在地食

材，讓民眾從此次的餐

飲過程中，瞭解低碳飲

食理念。

●  自102年起陸續通過「金級環保旅館」「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金級環保育樂場所」及「金級環保餐

館」等多項環保署環保場所認證與資格展延。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西湖渡假村園區以永續資源為目標，設置雨水

回收與污水回收設備，再次利用水資源，並將其作

為環境教育解說。用電方面則使採用節能設備，作

到節能成果。並利用資源廢棄物，將其再製為園區

的端景作品，達到資源再次使用，覆與其心價值。

●  全園區皆安裝節水設備，省水衛浴設備，並於盥洗

設備上加裝節約用水標語，提醒使用者節省水資源

的消耗。

吃在地享當季低碳美食

環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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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雨水及污水回收系統，並將其淨化後再次使用

於園區園藝澆灌使用。

●  107年用水度數相較前一年度下降13,652度。

●  全園區燈具優先採用綠色商品，並設置用電規則，

節約用電。

●  針對人數較少區域，使用感應式燈具；餐廳以集中

用餐民眾方式，分區域開啟電源，節省能源消耗。

●  冷氣開放場所使用玻璃門、門簾減少冷氣散失，並

加設「冷氣開放中，請隨手關門」標語提醒。

●  園區內以電動車作為公務使用，並加裝太陽能板輔

以電力補充。

●  飯店冷氣設有熱能回收裝置，將資源有效的再次利

用。

●  107年用電度數較前一年度下降31,904度。

●  環境教育教案教具優先使用回收物製作，從活動細

節做到永續資源的示範。

●  園區端景使用回收物再製而成，覆與資源重新利用

新生命。

●  提供民眾體驗的手作活動，部分項目使用回收物為

原料，向體驗者傳遞資源永續理念。

使用廢棄物再製端景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西湖渡假村在污染防治上，主要是在人造垃圾

的減量。不僅是資源回收端的完整處理程序，更在

銷售端減少例如保特瓶的販賣，從源頭減少垃圾的

製造。

提倡「惜食」運動鼓勵剩食真空打包，減少廚

餘產生，搭配餐廳提供之食譜，使「剩食」再次重

生；使用黑水虻進行廚餘分解，分解產生的虻肥用

於園區園藝，完成食農教育最後一環。

亦不提供一次性的盥洗用具，減少一次性垃圾產

生。從減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鼓勵民眾自備盥洗用

品及餐具水杯等環保作為，降低廢棄物的產生。

住宿區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品

為鼓勵低碳旅遊，與豐原客運合作，住客搭乘

豐原客運前來園區，車資可完全折抵住宿費，從搭

車開啟減碳旅遊第一步。

●  訂定年度機電保養計畫，室內（辦公室、餐廳、住

宿區、賣店、展館）採取中央空調並且定期清理濾

網並以每兩個月為期，另委外空調廠商進行保養檢

修。

●  廚房與烹飪時所產生之油煙，經由抽油煙機並以水

洗機過濾之後再行排放於室外，於每月定期進行維

護與保養。

●  住宿區採用燈光與空調連動開關

●  SPA區裝設抽風系統，維持區域空氣流通

●  自103年起，將室內空氣品質納入年度工作計畫，

並於每年12月進行檢測。

●  園區污水一律經由廢水處理系統後，再進行回收與

少部分流放。

●  園區垃圾桶具有標示清楚之垃圾分類圖示，供遊客

辨別使用。

●  與政府合格回收廠商簽約，進行資源回收、食用廢

油等廢棄物清理。

●  住宿區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具。

●  餐廳、賣店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  除礦泉水外，全園區停止販售寶特瓶飲品，減少塑

膠廢棄物。

●  園區外圍路燈全面改用590奈米波長燈具，減少光

害與對自然環境之影響。

●  鼓勵剩食打包，並提供真空打包機與二次食譜，減

少廚餘以及糧食浪費。

●  餐廳不提供一次性餐具使用（包含碗筷、盤、桌

巾）。

●  飯店不主動提供牙刷等一次性盥洗用具。

●  飯店使用友善環境之清潔用品，減少水資源污染。

●  園區賣店減少販售寶特瓶飲品、亦不主動提供塑膠

袋，具體實踐減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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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與客運廠商合作並提供優

惠。

四、環境參與

自西湖渡假村投入環保行動以來，便積極參與各

項政府與民間的環保活動。而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後，除了與外部連結之外，更定期舉辦多項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讓環境教育更普及於大眾之中。

●  園區加入環保署之環保集點活動，並提供優惠住宿

及入園活動。

●  使用可溶解衛生紙，並在廁所內張貼「使用完衛生

之請丟入馬桶內沖走」標語。

●  園區不主動、不免費提供塑膠袋。於賣店設置回收

之愛心袋供遊客取用。

園區商店減塑標語提供二手袋響應無痛減塑

●  定期聘請講師進行公司內部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環境教育

●  參加數場環境教育相關會議及研習，並將其應用於

園區活動及經營。

●  協辦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所之「107年能量倍

增訓練計畫」。

協辦107年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培訓所活動

●  自105年度起，協助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進行二氧

化碳監測，並回報數據。

與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共同監測二氧化碳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自102年起陸續通過「金級環保旅館」「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金級環保育樂場所」及「金級環保

餐館」等多項環保署環保場所認證與資格展延。除

此之外，亦曾獲得減碳行動獎特優等、節能減碳行

動標章及星級環保餐館評鑑績優等多項環保行動殊

榮。

金級環保育樂場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金級環保旅館

綠色旅遊認證

不販售保特瓶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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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企業簡介

自2年王銅鐘醫師

創立「仁聲醫院」 -光
田綜合醫院之前身，歷

經王毓麟博士、王乃弘

博士三代院長的用心經

營，百餘年來，為臺灣

中部地區的民眾健康所

走過的蓽路藍縷，成長

迄今病床數達1,300餘
床，員工數達1,900餘
人，相關體系涵括：弘

光科技大學、弘光附設老人醫院、清泉醫院、通霄

光田等。

光田擁有陣容堅強的醫護團隊，24個署定專

科，依據醫療專長及醫療業務發展另設有四十四個

次專科；為落實以病人為中心，建立以跨科別診療

之機制，特成立全方位醫療照護中心，如：癌症

中心、心臟血管照護中心、耳鼻喉照護中心。隨著

95年長青院區之設立，提供護理之家、日間照護中

心及失智症照護專區服務，讓醫療服務之範疇由預

防醫學、急性醫療延伸至慢性照護，為民眾建構全

人、全方位完整之醫療照護系統。

越過百年，光田本著「光大愛心、廣播福田」

的初衷，秉持「篤實、關懷、倫理、卓越」核心價

值，我們堅持不斷超越自我與接受挑戰，只為提供

給民眾最好的光田服務。

The Longest Operating Sole Proprietorship 
Hospital in Taiwan.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was founded in 1913 by Dr. Tong Chong Wang.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founder and the following 
two presidents, Dr. Yu Ling Wang, PhD and Dr. Nai 
Phon Wang, PhD,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is 
now the longest running sole proprietorship hospital 
in Taiwan, with over 1,300 beds and nearly 2,000 
employees. Kuang Tien'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include: Hung Kuang University, Hung Kuang 

王乃弘 總院長

網　　址：http://www.ktgh.com.tw
行 業 別： 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2,020人
地　　址：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2年
負 責 人：王乃弘 董事長

聯 絡 人：張仁和／陳依伶

電　　話：(04)2662-5111分機2011
傳　　真：(04)2665-5050
環安信箱：greencorp@ktgh.com.tw
主要產品：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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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ffiliated Aging Care Hospital, Ching 
Chuan Hospital, and Tong Siao Hospital. 

Kuang Tien has an exceptional medical team 
with 24 main specialties, and 44 sub-specialties,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care centers including a 
Cancer Center, Cardiovascular Care Center, Ear, 
Nose, Throat Care Center and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dication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are system, 
Kuang Tien extended its services from preventative 
care, acute care, to chronic care in 2006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 term care facility, Chang 
Ching Branch, which includes a Nursing Home, Day 
Care Center and Dementia Care Center.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乃弘 總院長

團隊成員／

院 長 室： 劉美玉 執行長、陳子勇 院長、 
王迺輝 院長、吳瑞堂 副院長、 
張肅婷 副院長、黃崇濱 副院長、 
阮祺文 副院長

總 務 部：張仁和 主任、陳依伶 主辦管理師

職 安 室：黃健仁 主任、李永源 組長

護 理 部：于素珍 主任

資 訊 部：林政杰 主任

工 務 課： 李勝宏 副課長、黃彥彬 副組長、 
林志鴻 副組長

醫 工 課：鐘家彥 副課長

庶 務 課：林盈興 副課長

環 管 課：林雅媚 副課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本院推動能源與環境管理政策並遵守各項能

源管理與環境保護法規相關要求、持續改善能源績

效、採購有效率能源產品與服務、確保達成降低能

源用環境保護之目標與標的，並定期審查必要時予

以更新。

我們致力將醫院健康照護由資源高度耗用者反

轉為環境保護者角色，並承諾願做到每年降低能源

耗用量1％以上，並達到每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2％
以上之承諾，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並留給後代清

新空氣及永續生存的美好環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為提供本院民眾及醫護同仁一個高品質及高

成效的醫療服務，減少能源浪費、維持良好空氣品

質、提升醫院形象，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推動的能源

與環境管理政策以提供相關資源支持塑造「效率」

「安全」「低碳」及「永續」的核心目標。

本院身為地球村一分子視為應盡的社會責任，

擬朝世界衛生組織與無害醫療國際組織建議醫療院所

可從能源效率、綠建築設計、替代能源發電、運輸、

食物、廢棄物與水等7大面向，並結合人類生活基本

需求6大要務，食、衣、住、行、育、樂為主軸著手

努力，鼓勵同仁共同減碳落實生活環保，並由最高

管理階層進行簽署承諾「能源與環境管理政策」，

延伸光田綜合醫院「光大愛心 廣播福田」之理念，

積極推動節能稽核及各項節約能源評估案，以改善

環保的問題並推動綠色醫院計畫，對內進行公告要

求全體同仁共同落實，同時對外公告以宣示我院之

決心，邁向氣候友善兼具健康環境和社會的綠色醫

院，為我們的生存空間盡一分心力，並留給後代清

新空氣及永續生存的美好環境為應盡的社會責任。 
隨著服務範圍擴大及品質的提升，相對所耗用

的能源及產生的廢棄物也相對增加，院區蓬勃發展下

所衍生環保的負面影響，卻是促使本院推動節能減碳

計畫的最主要的動力，因為環保的負面問題相對也

帶來下述的正面資源發展契機，在本院總院長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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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理階層全力的支持下，環境保護計畫遂順勢而

生，而同仁踴躍參與更使本計畫得以順利推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推動能源與環境管理政策並遵守各項能源管理

與環境保護法規相關要求、持續改善能源績效、採

購有效率能源產品、低污染、省資源、可回收的產

品，為節能減碳盡一分心力，而全球暖化造成各國

都面臨缺水危機，包括臺灣也不能倖免，除在上述

以符合省水理念陸續汰換老舊形式設備，改購採綠

色資源選用使用壽命較長且符合節水標章之設備以

達到節水與環保目標外，於104年成為全國第1家通

過ISO14046水足跡查證之醫療院所。

本院秉持「光大愛心 廣播福田」理念，積極落

實環保節能減碳的政策，對本院來說，這只是保護

地球、落實綠能環保的中繼站，未來更將以成為零

污染的低碳綠色醫院持續努力，為民眾及後代子孫

留下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採用零排碳的電動車設備

呵護地球永續地球選擇零油耗、零排污使用臺

灣以智慧科技新力量採用純淨動力的電動車做為院

區接駁車，電動車每公里行駛效能是同級汽油車的 
1/3、同級柴油車及大型油電混合車的1/2，以行駛一

萬公里並以汽油車油耗 8km/Ｌ計算，可減少1,250公
升汽車用量，依環保署公告車用汽油車每公升碳排

放系數2.263 計算，相當於減少2,828.8kg二氧化碳

排放。

光田推動環保駕駛管理

2. 鼓勵共乘

鼓勵同仁、民眾善加利用接駁車共乘或搭乘大

眾交通運輸工具，每1公里可以減少0.28公斤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鼓勵民眾搭乘接駁車，降低二氧化碳

之排放，每年服務量達18萬人次。

四、環境參與

1. 認養海岸線

目前已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衛生及

毒 化 物 管 理

科」申請認養

擬認養海灘長

度1,000公尺，

未來將持續推

廣海灘認養工

作，守護海洋

的永續發展。

2. 環保集點

支持「綠色消費循環」理念推行環保署「環保

集點制度」，自行拍攝操作影片推行集點制度讓同

仁不論是購買綠色商品、搭乘大眾運輸或參與環保

行動，都能化為「環保綠點」獲得實質回饋。

3. 衛生紙丟馬桶

如廁後的衛生紙直接丟到馬桶沖掉，減少環

境衛生的問題，包含蚊蠅孳生、細菌或傳染病傳播

與廁所異味等。並可提升使用者與清潔人員衛生安

全，及如廁環境品質。

4. 減塑運動

研究海廢的權威學者Jambeck的團隊費時3年
半，在104年發表了一份調查全世界沿海國家垃圾量

的報告，指出臺灣每人平均1天可產出2.1公斤的垃

圾，年均塑膠袋用量180億個。臺灣在「垃圾產量」

這個項目中，超越眾多大國排名第13名，每天垃圾

量必須用至少5,100台垃圾車才載得完。

推行「減塑運動」除了各項宣導外，目前與

「好盒器」合作，透過便利的容器租借服務，推動

「一次性容器減量」喚起同仁內心深處的環保意識

光田電梯電力回收裝置

光田認養海岸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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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日常習慣，避免使用免洗容器、浪費資源。

5. 環保祭祀

推動減香政策以「心香」代替「線香」。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教育宣導

不定期針對員工、患者與家屬進行教育宣導活

動，除環保議題也加入簡易醫學常識，其宣導方式

則為文宣、簡報、影

片、話劇等。

2. 舉辦環保活動

藉由休閒活動與

在日常娛樂中融入環

保的觀念，讓同仁、

眷屬與社區民眾在無

壓力中將環保力行到

生活中，養成不亂丟

垃圾並能夠隨手撿拾

地上垃圾，以「作中

學、學中作」為最高

目標。

3. 舉辦環境護育活動

鼓勵病童勇敢面對病魔，紓緩、轉移對就醫的

恐懼感並宣導生態保育之重要性特於兒科門診舉辦

「蟹老闆在光田」生態教學活動，請大安區生態解

說志工蒐集各種不同品種的螃蟹，讓小朋友們透過

現場教學、觸摸了解螃蟹的生態和特徵，同時還安

排了一系列有趣活潑的互動闖關遊戲，讓家長與小

朋友們一同參與。

光田為非洲孩子剪裁出希望(舊衣換新鞋活動)

光田蟹老闆在光田親子生態活動光田核磁共振MRI熱交換改善

光田親子掃街活動

光田大面積自然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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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國泰人壽自51年成

立以來，始終秉持「誠

信、當責、創新」的核

心價值，兢兢業業為民

眾服務，目前客戶數近

800萬人，有效契約件

數超過1,500萬件，為全

臺灣最大之保險公司。

「永續經營」是企業實

踐社會責任的承諾，國

泰人壽期望成為一個為

社會帶來安定力量及幸福感的永續企業。作為亞洲

第1家自行遵循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的壽險公

司，從環境、社會、公司治理3大面向落實企業永

續。並成立「國泰人壽企業永續小組」，深化保險

業的永續發展。期盼結合核心職能，以企業公民的

角色發揮影響力。

Cathay Life Insurance was established in 
1962. Through half a century filled with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the company has remained true 
to its core values of integrity, account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has conscientiously served the 
people. At present, Cathay Life has nearly eight 
million customers and over fifteen million valid 
contracts, making it Taiwan’s largest insurance 
company.  “Susta inab le  management”  is  a 
commitment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our goal to become a sustainable company 
that brings stability and happiness to society and 
spurs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industry. In 2016, 
Cathay Life became the first As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to voluntarily comp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It implements sustainabil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has also established the Cathay 
Life Insuranc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S) Task 
Force. Cathay Life Insurance keeps abreast of 

黃調貴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cathaylife.com.tw
行 業 別： 保險業

員工人數：32,227人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1年10月23日
負 責 人：黃調貴 董事長

聯 絡 人：林秉延

電　　話：02-27551399分機1142
傳　　真：02-27041485
環安信箱：tru@cathaylife.com.tw
主要產品：人身保險商品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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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ends in sustainability and studies 
related issues to gain a more in-depth perspective 
that allows it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consolidating our core functions to expand our 
influence as a corporate citize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上旗 總經理

團隊成員／

執行幹事：劉大坤 資深副總經理

總公司： 王麗秋 資深副總經理、 
宮篤志 副總經理、吳總慰 副總經理

總務部： 簡敏雄 協理、張宏彰 經理、 
黃復興 經理、童桂珍、林秉延、 
潘枝茹

不動產管理部／不動產投資部：鄭元瑋 經理

審查部：李佩玲

理賠部：許惠珺

保費部：宋榮哲

保單行政部：蔡宗哲

專案投資部：連品荃

北區服務部：連蔓瑜

綜合企劃部：張薾桐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泰人壽與關係企業齊心協力推動環保節能，

共同制定「國泰金控環境政策」：秉持「誠信、當

責、創信」的企業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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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控集團，並遵循永續經營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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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則分為以下5大面向推動

執行：

1. 管理營運中對環境的直接影響

2. 管理供應商的環境影響

3.  結合核心職能，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他環境風

險與機會

4. 與利害關係人合作與倡議

5. 政策執行和報告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國泰人壽身為國泰金融集團主要成員，企業永

續政策與組織管理架構，都與母公司國泰金控相輔

相成。國際上接軌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PSI)，對內

成立企業永續小組，以跨部室組成的6個工作小組推

行各面向的永續工作。環境面訂定綠色營運減緩衝

擊、友善環境永續家園兩大策略方向，從核心業務

落實保單數位轉型與責任投資。並且積極推動環境

及能源管理系統、綠建築、碳足跡、綠色供應鏈及

採購，由內而外影響各類群利害關係人。

響應國際趨勢及國家環保政策，國泰人壽於104
年即領先同業推出電子保單，107年大力推動「以 
QR Code或網址取代紙本保險契約條款」，揭示保

險業的無紙化趨勢。108年更搭配集團數位轉型目

標，全面推動電子保單。透過完善的規劃，客戶溝

通及查詢管道更多元，服務及資料保存更便利。而

且經第3方加簽驗證，避免竄改風險，資安有保障。

國泰人壽企業永續報告書持續舉辦慈善環保義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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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更可省下上千萬張的用紙量，方便、安全、又

環保。

身為臺灣最大機構投資人之一，國泰人壽妥善

運用股東及保戶的資金，支持注重永續發展的投資

標的，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專業與影響力。104年起自

行遵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105年率先同業

簽署證交所盡職治理守則，並成立責任投資小組。

107年更主動倡議由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發布的「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CFD)」框架。同時持續透

過對話、行使表決權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互動，以

正面議合的態度，鼓勵被投資公司管理ESG並重視

氣候變遷風險議題，展現公司積極所有權人之盡職

管理。在投資策略上，國泰人壽響應全球低碳經濟

轉型，積極投資低碳綠能產業，截至107年投資總金

額達1,250億元。並且響應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

政策，積極扶植相關重點產業、協助籌募資金，支

持綠色產業發展與轉型，至107年底共投資「五加二

產業」3,171億。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05年起逐步完成全據點溫室氣體及水資源盤

查，並藉由設計規劃、硬體汰換與管理措施優化，

持續減少電、水、油及紙等能資源使用。空調是辦

公大樓節能減碳的關鍵，也是硬體規劃改善的重點

項目。其中總公司大樓的空調系統整併，為近年規

模最大的硬體設備改善專案。透過板式熱交換器整

併原有的多組冰水系統，大幅降低離峰時段的用電

需求，並於冰水主機、冰水泵等關鍵部分新增變頻

設備，同時全面更新主系統配電盤，以提升運作穩

定度。完工後並持續追蹤績效，每年節電量達58萬
度，占全公司總用電量1%。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金融保險業職場環境單純，嚴重污染的可能性

低，因此污染防治面向聚焦於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

收。國泰人壽除逐年擴大廢棄物盤查範圍，並於106
年起擴增紙容器回收分類，使回收比率提升6%。同

時也意識到一次性餐具廢棄物已然成為國內外重大

環保議題，遂開始推動鐵盒便當訂購。一方面參酌

公部門提供之優良廠商名單，特別選定與「新北市

板橋區心智障礙者家長協會」創辦的「甜心便當工

作坊」合作；另一方面加強同仁的教育溝通，並邀

請關係企業共同參與，甚至延伸到各種員工活動及

會議。至108年底已促使集團訂購超過6萬個鐵盒便

環境及能源管理系統擴大影響全集團 率先ISO 20400永續採購指南

每年舉辦供應商大會

引領業界全面推動電子保單

舉辦氣候變遷論壇

落實資源回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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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減少大量一次性餐具使用。從環保減廢的議題

開始，延伸到社會公益團體的合作，接著更由食農

教育連接到小農團體，合作辦理教育體驗活動，建

立便當工作坊、小農團體、國泰三方互相信賴的穩

定關係。

四、環境參與

呼應100年開始施行之環境教育法，國泰人壽自

102年即已啟動內部的環境教育，逐年發展出多元形

式。定期的早會宣導以及活潑的單元劇，提供同仁每

年超過4小時的環境教育。同時透過內、外部活動，

持續提升同仁與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度。近年更著重於

結合公司人數眾多、深入在地的優勢，積極推動永續

校園推廣計畫與海灘認養及淨灘活動。加上107年集

團共同推出國泰善星計畫，每年提供1天的志工假，

都讓同仁更加樂於參與各種環境公益活動。

106年，國泰人壽基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理

念，承接多次流標的學生團體保險，提供3兆元保

額，守護全臺學子。並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合作，推動「永續校園推廣計畫」。4大主軸中特別

列入「環境保護」，辦理節能減碳講座、教師工作

坊、碳為觀止高峰會等活動，並製作拯救地球大作

戰App、森林小學堂動畫等教材。

針對塑膠與廢棄物這個當代重大環境議題，國

泰人壽透過海灘認養、舉辦大規模淨灘活動，提升

同仁與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國泰金融集團106年起

認養全臺多處海岸，定期辦淨灘暨環境教育活動。

107年更呼應世界地球日，和地方政府及環保局協

力辦理全臺淨灘活動。對內透過線上課程、抽獎活

動，提高同仁參與度，並與專業組織合作開辦淨灘

種子培訓課程。同時也拍攝淨灘動畫影片，向社會

大眾傳達減塑、減廢觀念。最後由國泰金控及旗下

各子公司總經理帶頭號召同仁、眷屬、客戶、供應

商、學校及民間團體共逾7,000人，在全臺17縣市、

22個地點舉辦淨灘暨減塑宣誓活動，累計清除11噸
的垃圾。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國泰人壽從內部議題向外延伸，發揮巧思結

合社會公益團體或供應商，達到有別以往的環保效

益。以104就開始發酵的「大腹翁小腹婆」活動為

例，原本只是促進員工健康的內部活動，透過獎金

與課程，協助同仁健康減重。105年起向外結合公

益理念，同仁每減1公斤，就捐出100元裝設太陽能

板，發電收益提供予公益團體，成為長期的穩定收

入來源。107年更擴大邀請保戶一起參與。4屆以來

參與人次累計超過4萬人，總減重成果達7萬公斤。

裝置近100kW的太陽光電系統，每年平均發電11.5
萬度，提供公益團體長達20年、每年42萬元的穩定

收入，同時減少63.7噸的碳排放。

鑽石級綠建築民生建國大樓 設置太陽能設施

推動鐵盒便當與食農教育

舉辦全臺大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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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國泰世華銀行於64
年5月20日創立，開業

迄今已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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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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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及柬埔寨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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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分行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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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銀行及信託投資等優質的金融服務。

Since Cathay United Bank was established 
on May 20, 1975, with over 4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distinguished management team, we maintain 
a level of high growth in our profit performance. 
As the private bank with the most number of 
branches domestically, we provide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through 
165 branches with the mindset of securing a local 
foothold; Meanwhile, as the Taiwanese-funded 
Bank with the highest penetration in ASEAN, we 
continue to strategically expand our overseas 
market, besides the Greater China Market,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offices in 9 out of the 10 ASEAN 
countries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Vietnam, Laos, Myanmar, 
and Cambodia). Currently CUB has two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banks, one jointly-owned bank, 
six overseas branches, and five representative 

郭明鑑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cathaybk.com.tw/
行 業 別：金融業

員工人數：1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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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長：郭明鑑 董事長

聯 絡 人：詹淑雅

電　　話：02-87226666分機1568
傳　　真：02-27238511
環保信箱：nt4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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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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s. Through building a transnational financial 
platform across Taiwan, the Greater China, and 
the ASEAN markets, we provide excep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wealth management, 
consumer finance, digital finance, corpor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vate banking, and 
investmen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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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幹事 周衛華 資深副總經理

秘書單位：國際審查部

責任投資組：詹景翔 副總經理

永續治理組：龔金源 副總經理

員工幸福組：周衛華 資深副總經理

綠色營運組： 王志峰 副總經理、林治邦 協理、

李坤益 經理、黃俊程、詹淑雅

社會共榮組：蔡翔馨 副總經理

責任商品組：李素珠 副總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泰世華銀行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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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永續經營的理念，承接金控所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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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環境管理推動成效

國泰世華銀行將環境責任視為企業重要任務，

導入各項ISO管理系統，包含：ISO14064-1溫室氣

體盤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50001能源

管理系統、ISO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等。從核心

職能出發思考如何從現行的營運作為中，訂定環境

政策、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進而達到減碳目標。

(二) 綠色採購

為深植永續觀念於採購實務，影響上游供應商

之作為，導入ISO20400永續採購指南，成為全球金

融業首家查核通過之企業。建置完善的「永續採購

流程」，透過線上採購平台，有系統性地攜手供應

商夥伴，深化企業永續工程。並已連續9年獲得臺北

市政府「綠色採購績優企業」，107年綠色採購金額

達1.51億元，以優先採購具備環保標章的產品為目

標，以實際行動落實環境友善理念。

(三) 接軌國際永續標竿

繼104年成為臺灣首家「赤道原則」會員銀行

後，107年12月對外宣布成為臺灣第一家自願遵循聯

合國「責任銀行原則」銀行。該原則為聯合國轄下

組織「聯合國環境金融倡議(UNEPFI)」於107年11
月26日，與全球28家銀行，包括法國巴黎銀行、中

國工商銀行、英國巴克萊銀行和ING集團等，在法國

巴黎舉行的全球圓桌會議上所發起。主要內容希望

銀行業應將其營運策略，符合SDGs及巴黎協定，該

原則將與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永續保險原則共同

成為金融業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之重要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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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綠色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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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廣宣，另為提高客戶申辦信

用卡電子帳單意願，也結合指定產品享申辦電子帳

單即可免年費優惠或每季舉辦贈禮或抽獎活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再生能源建置

秉持金融服務專業持續推動多項綠色金融業務，

於102年創銀行業之先，打造全臺第一家太陽能分

行－高雄明誠分行，107年建置瑞湖分行成為大臺北

地區最大太陽能分行，108年進一步推動屏東分行設

置太陽能設光電設備，採自發自用，並持續擴增中。

分行 啟用時間 設置規模 設置容量 減碳貢獻

明誠
分行

102年1月 占地62坪，屋頂建置
80片太陽能面板。

20.4KW

減少碳排
量62噸／
年

臺南
分行

103年1月 占地59坪，屋頂建置
80片太陽能面板。

19.2KW

瑞湖
分行

107年1月 占地106坪，屋頂建置
120片太陽能面板。

34.8KW

屏東
分行

108年11月 占地77坪，屋頂建置
85片太陽能面板。

26.7KW

另，響應政府推動使用再生能源，於107年完成

首批再生能源憑證(T-REC)的交易，108年持續採購

再生能源憑證，共購入33張，結合環境友善設備，

使國泰世華提供數位服務KOKOLab成為國泰100%
使用綠電典範，為客戶創造新型態的綠色體驗。

(二) 廢電腦回收計劃

將舊電腦設備(主機、螢幕及筆電)捐贈予華碩慈

善基金會，經由其重新整理後，再捐贈予弱勢團體

或偏鄉地區；同時亦結合國泰世華銀行慈善基金會

力量，對於花東地區偏鄉小學、部落，共協助申請

21台再生電腦，降低其數位學習落差，另對於學子

的家庭照護更彰顯其價值。

年度 再生電腦捐贈數量

106年 1,116台
107年 1,034台
108年 1,402台

(三) 舉辦環保公益競賽

每年舉辦營業據點間的節電競賽，各分行自己

和去年度同期溫室氣體盤查資料比較，活動期間相

較同期合計共減少85萬度電。108年並規劃提撥總節

電金額15%協助非營利組織改裝LED燈具，讓企業節

電努力的成果與社會關懷結合，產生更多正面溫暖

的力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總行大樓個人垃圾桶撤除案】為達廢棄物減

量，從源頭減少職場內個人垃圾量，並落實垃圾

分類，總行大樓自108年7月起不再提供辦公室內

個人垃圾桶，預估總行大樓垃圾量年減1%，即約

減少3.29噸垃圾，且本大樓廢棄物均委由合格廢

棄物清除處理廠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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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塑之客活動案】為推動廢棄物減量，養成同

仁隨手做環保習慣，舉辦「國泰不塑之客」活

動，在寓教於樂中達成，將綠色生活融入於平日

職場生活中。

3.  【總行大樓落地式飲水機裝設案】為減少碳排

放，撤除大樓桶裝水，改為安裝落地式飲水機共

13台，每年減少51噸的碳排放量。

4.  【分行據點資源回收箱建置專案】為推動廢棄物

減量，由總行統一建置資源回收分類箱配送至全

臺165家分行，並透過EDM宣導提升同仁資源回

收分類意識，讓綠色生活從平日生活中做起。

四、環境參與

國泰世華銀行積極響應民間及政府舉辦之環

保、節能活動及員工環境教育，增進員工、客戶及

社會大眾對環境永續的支持及認知。

1.  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與歐萊德108/3/30舉辦之

「世界關燈日」，透過社群媒體之傳播影響廣大

群眾，呼籲更多減碳作為，根據台電統計當天全

臺共減少10萬度電。

2.  響應國家地理頻道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國泰世

華銀行除了連續兩年贊助「世界地球日路跑活

動」外，更獨家贊助國家地理頻道播出之「世界

地球日系列活動」〈危險星球〉系列紀錄片共6
集。期望藉由節目的深度探索，喚起大眾對環境

的重視。

3.  響應蘭陽博物館舉辦之「行動吧！一起清淨」淨

灘活動及海洋市集，於108/8/17號召200名集團員

工、眷屬、集團供應商前往參與，當日於鄰近之

竹安河口進行淨灘活動，清除海灘上的廢棄物達

524公斤，當日市集藉由使用環保餐具飲食，以提

倡減少一次性餐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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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瀏覽數已

超過22萬人次。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2.  遠見CSR「環境友善組」首獎-國泰綠色金融源動

力計畫。

3. 臺北市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4.  經濟部能源局第五屆優良太陽光電系統光鐸獎-優
良金融服務獎。

5.  於本行官網設計「生活碳足跡計算機」的網頁，

碳係數引用自環保署產品碳足跡計算服務平台碳

足跡資料庫，邀請民眾一起加入減碳行動，使自

身每月所產生碳排量有初步體認，擴大民眾參與

響應減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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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富邦人壽以打造

「亞洲壽險第一品牌」

為願景，國內擁有500
多個業務據點，積極打

造創新商品與服務，透

過全方位行銷通路，服

務全臺超過450萬名保

戶。因應臺灣高齡社

會，發展全方位商品，

除退休規劃商品，也致

力於健康促進的推動，

推出健走型外溢保單、弱體外溢保單，達到保戶、

醫療、社會3贏的效果。並成立「ESG環境永續專案

小組」，以綠色採購、友善職場、服務無紙化及公

益環保4大低碳策略，啟動環境永續短中長程規劃。

此外，更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推廣「青銀共

樂」，打造友善高齡的生活環境，致力成為「友善

好鄰居」，從品牌精神「正向的力量」出發，為社

區注入支持的力量，促進社會共好。

Fubon Life aspires to be “Asia’s top life 
insurance brand.” Constantly innovating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it has over 500 service 
locations domestically and cares for its more than 
4.5 million policyholders with truly attentive service 
through several marketing channels. Fubon Life offer 
a complete array of products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Taiwan’s aged society, including retirem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moting good health.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establish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which is primarily tasked with handling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following: low-carbon 
enterprise, green purchasing, promoting paperless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Fubon Life has also made CSR a high priority and 
continues to promote its “Together Forever” initiative 
to create a 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This mission to be a “good neighbor”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communities reflects the brand’s spirit of 
“positive energy.”

蔡明興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fubon.com/life/
行 業 別：保險業

員工人數：27,562人
地　　址：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108號

14樓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3月1日
負 責 人：蔡明興 董事長

聯 絡 人：彭淳孝

電　　話：02-8771-6699分機33590
傳　　真：02-6600-0696
環安信箱：esg.life@fubon.com
主要產品：經營人身保險業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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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ESG環境永續專案召集人：陳俊伴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經營企劃處： 周志君 資深副總、蘇俊恒 資深協理、 
李忠 資深協理、焦靜芬 資深經理

客戶服務處：張景堂 副總經理

保單行政處：陳秀玲 資深副總

資訊服務處：王銘華 執行副總

環保政策及理念

富邦人壽以善盡企業社會公民為己任，致力推

動綠色金融品牌，並配合政府綠能發展政策，將持

續以實踐低碳企業為目標，推動產品及服務流程綠

化，並積極取得環境管理認證標章，以達企業與環

境的永續發展。

致力推動環境永續4大面向：

1.  推動綠色採購：推廣軟硬體綠色採購，與扶植友

善環境之小農或社企團體，帶動綠色消費風氣。

2.  打 造 友 善 職

場：推動辦公

職場綠化及廢

棄 物 減 量 措

施，打造友善

職場空間。

3.  服務無紙化：

透過電子化作

業，降低服務

過程中的紙張

用量，以減少

碳足跡。

4.  響應公益環保：舉辦環保活動，擴大社會參

與，發揮富邦的正向影響力量。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為善盡企業社會公民責任，並致力推動綠色

金融品牌，落實環保企業文化，期透過企業實際行

動，為環境與生態注入富邦的正向力量。富邦人壽

於環境政策與管理相關作為推動如下：

1. 環境永續宣言

富邦人壽於105年成立「ESG環境永續專案小

組」，以綠色採購、友善職場、服務無紙化及公益

環保四大低碳策略為基石，啟動環境永續短中長

程規劃，107年由總經理簽署並發布「環境永續宣

言」，於致力推動職場環保行動、響應政府節能政

策之同時，展現企業影響力。

2. ISO環境管理相關認證

連續3年取得溫室氣體盤查認證(ISO-14064-1)，
且於107年首度取得能源管理認證(ISO-50001)，預

計108年完成環境管理系統認證(ISO-14001)導入，

並持續取得國際級認證。

3. 綠建築認證

新建物營造依循綠建築指標為興建原則，目前

已取得4棟綠建築，含信義A10商旅大樓及敦南辦

公大樓（取得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臺中文心大樓

（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大安路旅館（取得合格

級綠建築標章）。

4. 推動綠色採購及綠色供應鏈

107年完成綠色採購作業要點訂定，持續開發綠

色供應商及舉辦廠商交流會等，並規劃建置綠色供應

鏈及知識庫，將綠色採購導入企業核心營運環節。

5. 推動綠色保單服務

推動網路投保、電子保單服務、電子通知單、

視訊生調及理賠easy pay等服務，朝向無紙化服務目

標邁進。

定期發布環境永續快報環境永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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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循「永續性報導原則(GRI)」及整合性報告書

(IR)等標準編製CSR報告書，定期與社會大眾揭露

公司企業永續之相關作為。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為降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持續透過水資源節

用3部曲，推動節水措施；並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節

能減碳政策，持續藉由更換LED節能燈具、建置太陽

能節能面板等實質行動，提升能源效率並降低碳排

放；並於服務過程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打造富邦

永續正向力。推動效益如下：

1. 持續推動職場節能及節電措施

自104年起陸續將傳統T8燈具更換為符合經濟

部能源節能標章之LED節能燈具，截至107年底，共

計更換近15,000盞燈具，並於108年持續更換5,100
盞。經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認證（第3方查證報

告），107年總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節約77萬度，現

已陸續於

敦 南 大

樓、臺中

文心及漢

諾威大樓

設置太陽

能板。

2. 推出「理賠easy pay」服務

讓業務同仁以行動裝置上傳文件之方式申請

理賠，107年共計減少7.9萬份紙本理賠申請書的使

用，推估減少約3,500公斤的碳排放量。

3. 推動「降低紙本寄送專案」

107年共節省近1,000萬張紙，換算約為51,000公
斤之紙張量，推估約減少216,000公斤的碳排放量。

4.  領先業界首推「線上簽收電子保單」，持續推動

「電子保單」申辦率

首創官網建置社會大眾及保戶均可下載體驗

的電子保單樣本，進而增加申請意願以減少紙張使

用。年度推估減少14.87萬公斤的碳排放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為打造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持續推動各項安

全與健康促進業務，以提升同仁對職場安全衛生的

認知與預防，並鼓勵全體同仁響應環保，降低職場

污染源，以維護職場安全衛生環境。推動相關污染

防治減量成效如下：

1.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每年透過職安署認證之環測機構，定期執行環

境測定2次。

2.  於新建築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及中水回收系

統，推動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3. 推動綠色運輸

推動視訊會議與外出會議共乘等綠色運輸專

案，並透過建置「富邦好行APP」，讓內勤同仁外

出洽公時，透過行動載具便可一鍵支付車費，預估

一年可省下54,000份紙本乘車券耗用。

4.  自106年於業務獎勵旅遊中，納入自行車環臺行

程，並由總經理親自帶隊出團，將綠色的概念，

帶入員工的休閒生活中。

5. 推動環保競賽

持續透過每季辦理「辦公室環保競賽」、「廢

棄 物 管 理 及 持

續垃圾減量」及

「提高執行環境

評核覆核率」之

推動，落實污染

防治。

四、環境參與

依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S u s t a i n a b l 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所擬訂之「永續經

營願景工程」策略藍圖，制定「正向關懷(Tender 
Care)」策略，積極響應政府及地方性的環保推動，

提升在地環境教育、生態保育及建立綠色飲食觀

念；並積極贊助及參與民間及國際活動，發揮「正

舉辦多場淨溪淨灘減塑環保活動

落實垃圾分類，推動廢棄物減量

推動申辦電子通知單

支持再生能源發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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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力量」的品牌精神，創造社會的共好。相關環

境參與成效如下：

1. 推動「綠色消費循環」理念

響應政府

推動環保集點

活動，鼓勵員

工購買綠色商

品、搭乘大眾

運輸或參與環

保活動。

2. 推動「綠色飲食風潮」

設置3間幸福食堂，採

用最高規格（HACCP）的

食品認證團膳廠商，並榮

獲北市府「禁用一次性及

美耐皿餐具」政策表揚。

3. 推動員工綠色創新活動

舉辦「員工金頭腦創意競賽」，鼓勵員工進行

綠色金融創新之企業社會責任（含環保）等議題，

現已提報及陸續執行「線上保單健診與管理」及

「互動式電子通知」等提案，並透過服務流程E化，

以減少對環境污染。

4. 舉辦「謝謝農節氣食飲活動」

於全臺6地舉辦共購集取的快閃活動，透過「共

購集取」的配送模式，減少宅配車出車次數及縮短

配送里程數，推估可減少2,040公斤的碳排放量，以

實際行動力挺小農。

5. 舉辦「再塑正向力活動」

重視海洋環境生態保育，以「再塑正向力」為

主軸，推動減塑淨灘活動，並將拾獲廢棄塑料製成

手機架，將再生循環意識導入內部營運，以實踐再

生循環理念，持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以「再塑正向力」精神，推動淨塑再生循環

6. 響應政府推動環保愛地球

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推動「Earth Hour地球一小

時」及城市廣播網「燈不亮月亮」之關燈活動。

7.  設置富邦員工運動中心，推動「環保運動生活」

於辦公職場設

置員工運動健身中

心，並採用節能健身

器材，減少員工運動

通勤交通往返所產生

之碳排量。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推動成效斐然，榮獲國內外

環境永續獎勵之專業肯定。積極投入商品研發，持續

取得商品創新及專利權，並響應政府扶植綠能科技、

亞洲矽谷、生技醫藥、國防產業、智慧機械、新農業

及循環經濟等5+2新創產業與公共建設等產業進行相

關投資。相關績優環保事蹟成效如下：

1.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及臺北市環保局頒發「綠

色採購績優單位」認證肯定，並獲頒經濟部

「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

機制」首獎。

2.  榮獲臺北市政府頒發 「臺北市節能領導獎」工

商產業甲組（優等獎）及響應「禁用一次性及

美耐皿餐具」政策之表揚。

3.  「富邦敦南大樓」及「富邦信義A10商旅」榮獲

內政部頒發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證書、「富邦臺

中文心」獲頒銅級綠建築標章證書、「富邦大

安路旅館」獲頒合格級綠建築標章證書。

4.  響應政府扶植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技醫

藥、國防產業、智慧機械、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等5+2新創產業與公共建設等產業進行相關投

資，共計3,485億元；其中綠能科技及循環經濟

產業投資金額為1,904億元、綠債、太陽能電廠

及其他替代能源產業之金額為87億元。

5.  首家取得「視訊服務系統」新型專利權，為申

請癌症安寧照護保險金、殘廢生活扶助保險

金的保戶，以視訊方式進行視訊關懷及理賠作

業，有效減少人員電話聯繫與車輛往返所產生

的環境污染。

富邦深信，持續透過ESG永續策略發展，將

「正向的力量」品牌核心精神傳遞社會每個角落，期

許小至個人的減塑實踐，大至對再生循環經濟的響應

支持，都能有意識地、不間斷地落實，讓便利生活與

友善環境能尋得最佳平衡，讓世界持續美好！

推動環保集點活動

設置員工幸福食堂

富邦員工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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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企業簡介

4 7年，創院院長

戴德森醫師遠渡重洋來

到臺灣，並在醫療貧瘠

的嘉義行醫，成立嘉義

基督教醫院。戴醫師本

著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

心，努力提供優質醫療

照顧，讓雲嘉地區民眾

得到確實的醫療服務。

除了醫療照顧外，

優質的「全人關懷」更

是創院至今的重要精神。創院之初，在嘉基的醫療

團隊中，除了醫護人員為患者進行醫療行為外，更

有遠從美國來臺的志工「倪傑叔叔」，無微不至的

照顧病童日常起居。直到今日我們仍秉持著開創嘉

基服務鄉親的精神，本著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心，

提供優質的全人關懷與醫療照護。以顧客導向的在

醫療照顧與社區關懷服務上，幫助民眾的需求。

In 1958, Dr. Marcy Ditmanson traveled to 
Taiwan. He practiced medicine in the medically 
deficient Chia-Yi,  and set up the “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 Dr. Marcy Ditmanson efforts to offer high-
quality medical care provide the people in Yunlin 
- Chiayi area with a renewed hope. Besides the 
medical services, “ holistic care ” is an important 
spirit at CYCH. In the beginning,  the medical team 
of CYCH has doctors and nurses providing the 
medical services and 'Uncle Nelson ' a volunteer 
from USA came to Taiwan, providing daily medical 
care for sick children of the community. 

We still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our beginning, 
offering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 and holistic 
care. We have customer-oriented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and community care, helping meet the 
people's demand for healthcare. In medical care, we 
have improved medical quality, equipped ourselves 
with all types of modern diagnostic equipment,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edical care system. We 

姚維仁 院長

網　　址：www.cych.org.tw/cych
行 業 別：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約3,200人
地　　址：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1年
負 責 人：姚維仁 院長

聯 絡 人：蘇保源 高級管理師

電　　話：05-2765041分機8535
傳　　真：05-2750200
環安信箱：cych05466@gmail.com
主要產品：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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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ake care of patient health, disposition and 
mind with the missionary spirit to share Jesus ' lov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姚維仁 院長

團隊成員／

 由職業安全衛生室、工務室與總務室團隊成員

共同齊心戮力於本院環保減廢節能事功。

環保政策及理念

本院除了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外，在環保政策

上是由勞安委員會來負責推動，政策的推動必須仰

賴所有員工的配合以及院方主管的支持。而我們所

秉持的推動方式為以隨手可作的、投資效益高為基

本原則，藉以達到節省能資源為目的。

另外也利用ISO14001的手法：污染預防、持續

改善、綠色環保為推動理念，從院長開始做起，從

上而下，不論是院內同工或是來院承攬之外包商，

都須遵守院方所制定之環保政策。

推動的過程中也藉助環保主管機關、廠商、學校

進行交流與學習，藉由各團體的協助來進行環保，期

許自己能夠透過各項協助而更加成長，積極落實所秉

持的原則與理念，以達到綠色環保為最終目的。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從99年起推動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依據

ISO精神制定出本院環安衛管理承諾書與環境管理手

冊，亦於100年與101年開始推動溫室氣體盤查與能

源管理系統，更於103年通過綠色醫院認證，成為全

國第一家獲此認證之企業，所秉持的理念為污染預

防與持續改善，以達綠色環保。

在目標設定，以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再利

用、節省能資源等方案進行，定期追蹤回報成效。

綠色採購部分，本院所有物品採購皆以環保

署環保標章產品手冊之綠色消費指南作為採購的依

據，購置各項具由環保標章、節能標章或綠建材之

產品，107年採購金額達224萬元。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本院業務性質屬服務業，在醫療服務過程中除

提供良好服務品質外，亦會伴隨著生物醫療廢棄物

之產生與各項能源的消耗。有鑒於此，提出相關改

善作為。

節水部分，除全面使用具省水標章之產品外，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將收集而來的雨水進行綠地澆

灌，另針對本院消毒鍋之冷卻水進行回收再利用，

減少醫院廢水排放。

雨水回收系統

冷卻水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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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部分，全面更換LED燈具，有效降低用電

量，且於公共區域加裝對流風扇，減少空調用電，

達到省能效益。

另外，本院亦於門診大樓與住院大樓設置太陽

能版，並將收集能源運用於院區公播系統使用。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針對各項污染源（如室內空氣、廢棄物），進

行源頭管制，分項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部分：

透過每月自主管理，定期檢修中央空調系統並

更換濾網，有效提升換氣量，且連續2年獲嘉義市政

府頒發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肯定。

廢棄物部分：

源頭部分，依據ISO14001制訂出本院一階文

件（環境管理手冊），往下展開2階文件（廢棄物管

理程序書)與3階文件（各項廢棄物處理標準作業流

程），教育員工各項廢棄物處理流程。

在清除處理端，委託合法業者協助處理外，每

季不定期進行跟車作業，確保醫院產出之生物醫療

廢棄物妥善處理。

另外，更設置高溫高壓滅菌鍋，將符合滅菌之

生物醫療廢棄物進行高溫滅菌後，轉換成非感染性

一班事業廢棄物，有效降低醫院廢棄物處理成本475

愛心義賣

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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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為減少廢棄物感染問題，於95年底裝設

「廢棄物自走式

緩降設備」，直

接從管道間到達

垃圾中繼站，減

少廢棄物推送過

程之感染問題， 
並減少電梯使

用，節省電費

24,090元／年，

並獲中國民國專

利證書。

污物緩降系統

四、環境參與

積極配合政府各項政策，如限塑作為與禁用含

汞之體溫計，並鼓勵員工出差、派訓搭乘大眾公共

運輸，減少自行開車造成廢氣污染排放，107年度搭

乘高鐵費用達85萬元。也設置醫療接駁專車，接送

地區北至雲林虎尾，南至臺南東山，每年接駁人次

達75,000人次。

醫院接駁車

含汞溫度計部分，除依法規定保留戰備存量

外，全面汰換含汞之體溫計，改用電子式體溫計替

代，減少環境污染。

每年舉辦愛心義賣活動，鼓勵員工將家中閒置

物品進行拍賣，並將義賣所得捐贈，已達愛物惜物

目的。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近年參與政府機關各項環保評選，皆獲肯定。

104年以【廢棄物管理紀實】榮獲ＳＮＱ標章，

另該年度本院廢棄物專責人員亦獲得全國模範環保

專責人員獎肯定。

專責人員獎

ＳＮＱ品質標章

高溫高壓滅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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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名單
委員依筆劃序排列

姓　名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何舜琴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前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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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柏森 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副處長

張添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教授

蔡俊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鄭顯榮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前處長

賴沅暉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院長

賴曉芬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董事長

顏秀慧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法務室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