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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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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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