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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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