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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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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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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