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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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