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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鼎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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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務為

運營苗栗縣垃圾焚化廠

及投資、開發、建設。

苗栗廠建廠統包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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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廢棄物處理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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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持續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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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l l ion,  ECOVE Miao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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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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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廠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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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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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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朱沛峰、駐廠經理 楊術等

團隊成員／

廠長 王志豪、操作組長 洪建皓、

維修組長 鍾永信、行政組長 李欣穎、

安衛組長 徐淙鈺

環保政策及理念

裕鼎深耕苗栗地區多年，身為資源循環的實踐

者，以「珍惜每一分資源」作為品牌準則，同時參

與環保政策議題及社群合作，並積極回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持續邁向永續之路。

1.  打造智能化管理系統，精進技術整合應用，優

化資源循環效能，達到設備延壽及提升營運管

理績效。

2.  COVID-19疫情期間保護員工身體健康，不僅提

供消毒及防護措施，亦對身體狀況進行關懷，

做到重視關係人健康，以奠定企業永續基礎。

3.  將CSR內化為企業DNA，外顯於企業社會責任

及環保績效。

4.  致力於社會公益、環境教育宣導、提升鄰里環

境保護意識，促進企業、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

之目的。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裕鼎公司建置5大環保主題包含空氣污染防制、

焚化廢棄物管理、綠色營運與生活、環保投資與成

效及環境教育，更細分為碳管理（溫室氣體盤查、

環境管理系統、員工教育訓練及資訊揭露）、能資

源效率（水資源管理、能資源節用、提高能源使用

率、原物料減量及回收再利用）、污染防治（法規

符合性、廢棄物管理、空氣污染減量暨空氣品質管

理、環境保護監測計畫及緊急應變演練）與員工自

主參與（生態觀察及復育、參與民間／政府環保活

動、環境教育推廣及員工自主環保），另外更設置3
階段環境政策與管理目標，包含短期目標為妥善處

理廢棄物、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設備節能改善及

維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效性，中期目標為大數據

運用，導入智能化管理、持續溫室氣體盤查，展延

碳足跡標籤、落實關鍵指標，實踐綠色營運、持續

推動環境教育，長期目標為「最值得信賴的永續資

源循環領導者」，為苗栗地區創造清淨家園新環境

及在地共好生活。具體環境政策與管理實績如下：

1.  積極配合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關鍵性審查制

度，參與並完成產品碳足跡標籤展延，成為全

國第一座通過產品碳足跡關鍵性審查之焚化

廠，每噸廢棄物碳排放當量由330公斤CO2e降
至280公斤CO2e，裕鼎接軌國際，加入抑制人

為溫室氣體排放行列，為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問

題付諸改善行動。

2.  通過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驗證，有

效減少廢棄物產生及能源使用量、改善效率、

法規遵循，達到降低對環境衝擊及營運成本，

同時善盡法規之實踐，達到「最值得信賴」之

企業社會責任。

3.  通過ISO 45001：201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裕鼎重視員工安全及職業健康，打造安全



製

造

業

組

2020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國家企業環保獎第/ /屆2

- 22 -

的工作場所，並改善員工福利，以提升職業健

康及安全。

4.  自99年起訂定各項管理準則，以提升環境管理

之推動能量，並依據AA1000作為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之撰寫指引，進行第三方者驗證，且每

年更新一次，直至108年為止，報告書已連續9
年發表，善盡企業社會之責任。

5.  全員CSR之推動，提升員工對CSR的意識、理

解與認同，並製作CSR課程，使員工更加瞭解

自身的工作與CSR的關聯，讓CSR深化為企業

文化、工作及生活習慣。

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 產品碳足跡減量 
關鍵性審查聲明書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ISO 45001：201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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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製程用水量較107年降低5,903噸。

2.  COVID-19疫情期間除保護及促進員工身體健康

外，亦重視關係人健康，不僅提供消毒及防護措

施外，更主動關懷身體狀況，裕鼎相信企業最珍

貴的資產即是員工的健康幸福，以提升健康生產

力及企業競爭力，並奠定企業永續基礎。

3.  提高能源使用率：108年焚化熱能負載率指標

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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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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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86噸，減量率達85%。108年度底渣

產出量為20,562噸，底渣再利用量合計18,610
噸，底渣再利用率為96.82%，廠內廢棄物執行

資源分類回收。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於108年持續加強垃圾檢查作業，將「資源回收

物」列為重點檢查項目，共計違規車次281車次，其

中部分退運（資源回收物10件以上）共計190車次，

全車退運（資源回收物20件以上）共計91車次。另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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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禁止違規

車輛進廠總計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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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共辦理6次「焚化廠進廠違

規教育宣導課程」合計357人次參加，確實減少不適

燃及不可燃廢棄物進到焚化爐內，除提升整體焚化

效率外，亦協助政府提升資源回收之成效。

四、環境參與

(一) 環境教育

於103年通過環境教育設施評鑑，108年舉辦環

境教育9場次，環境教育及參訪超過1,744人次，並

協助辦理「探索台灣120h」環境教育活動，為使外

籍／本國學子認識及瞭解臺灣，透過120小時探索活

動，深度觀察臺灣社會、企業、建築、教育、生態

環境教育-探索台灣1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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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及文化，利用社群網路之分享，讓世界看見

臺灣。

(二) 員工環境教育及CSR活動

推動員工環境教育之相關活動，將CSR深化至

日常生活中，包含響應Earth Hour地球關燈一小時、

世界海洋日、發票捐贈愛心奉獻、模範員工表揚、

全體員工旅遊、法規宣導、拒用一次性餐具宣導、

與野共生及環境教育增能課程等活動，使員工獲得

妥善照顧，並提供學習機會，促進員工成長，達到

善盡企業承諾之精神。

全體員工旅遊

Earth Hour地球關燈一小時 世界海洋日

模範員工表揚

(三) 敦親睦鄰及環境美化

持續倡導環保觀念，推動環保行動，認養公廁1
座，提供民眾更乾淨之使用空間，亦認養周邊約500
公尺道路，108年執行認養區域清掃次數共計80次，

達到減少揚塵產生，提升地區空氣品質及環境整潔。

認養道路清掃 公廁清掃

廠區內亦進行綠美化工作，更在辦公樓環境推動

「辦公室綠森活」打造友好工作環境，落實企業及環

境永續之理念，期許企業成長與環境維護相容並繼。

辦理淨灘行動及結合海洋環境教育為核心，並

以回饋地方及企業責任為發想，設定中港溪出海口

段之沙灘區域進行淨灘活動，成果亦登錄於臺灣ICC
海洋廢棄物監測（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上，達到企業與民眾攜手守護環境之作用，讓這片

美麗的沙灘吸引更多人群來訪，促進地方觀光與經

濟發展。

企業淨灘活動

環境教育-海洋垃圾危機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8年度環保署查核評鑑結果揭曉，由裕鼎所

營運的苗栗縣垃圾焚化廠榮獲「特別獎-科技應用

獎」，為提升資源循環效能，導入柵欄機、車牌辨

識、e-tag及升級過磅軟體等新技術，建置地磅自動

過磅系統，可節省清運車輛進出廠過磅時間，減輕

人員工作負擔，為全國第一座使用自動過磅系統之

焚化廠。

108年度環保署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科技應用獎廠區綠美化工作 廠外苗木種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