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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共同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本署連續29年辦理企業環保獎選拔活動，迄今

累計獲獎企業達511家，本屆參選企業歷經初選、複選分組審查、實地現勘及決選等階段，遴選出獲獎企業共

47家，包括2家巨擘獎、5家金級獎、27家銀級獎、13家銅級獎，其中12家企業積極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另獲頒綠色行動獎。

為鼓勵企業推動綠色行為相關表現，今年特別增設「綠色行動獎」，共有12家企業獲獎，企業在推動環

境教育、老舊車輛汰換、配合空品不良降載減排、認養公廁、海岸、參與淨灘、推動環保集點、取得環保標

章、碳足跡標籤等面向，皆有良好績效。

本屆參選企業環保績效卓越，108年度節電達2.7億多度（可提供約90萬戶家庭1個月的用電量）、節水

745.7萬度、雨水回收量達80萬多公噸（合計可供應約33萬戶家庭1個月用水量）、設置太陽能設施發電量達

2,142萬度（可提供約7.2萬戶家庭1個月的用電量）、購買再生能源憑證982張，減碳量總計達21.3萬公噸（相

當548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吸碳量）；此外，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及環境參與，綠色採購金額達34.3億元，認養

18座公廁及23公里的海岸，並有1萬7,187人次參與淨灘活動。

為使獲獎企業的環保績優事蹟，能夠持續累積、分享、傳承與推廣，本署特別編輯「第2屆國家企業環保

獎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分享獲獎企業之績優環保事蹟，提供其他企業學習。

第2屆國家企業環保獎獲獎名單 
製造業

巨擘獎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12A廠

金級獎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裕鼎股份有限公司

銀級獎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嘉義一廠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廠

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8S廠

銅級獎

友聯車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義工廠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工廠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新北市新店垃圾焚化廠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5 -

非製造業

巨擘獎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級獎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南華大學

銀級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南營業處

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財團法人弘光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私立長榮大學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日月潭分公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銅級獎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綠色行動獎 

製造業組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

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12A廠

非製造業組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南營業處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私立長榮大學

財團法人南華大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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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courag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has handled the selection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 for 29 years. To date 511 companies have won the awards. In this year, a total of 47 
companies won the awards, with 2 Giant Thumb Awards, 5 Gold Awards, 27 Silver Awards, and 13 Bronze 
Awards. Among them 12 companies won the additional Green Action Award for their active cooperation in 
our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motion. 

The “Green Action Award” is specially added in this year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with relevant 
performances i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behavior. These 12 companies have demonstrated good 
performance in such aspects as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tirement of old vehicles, cooperation 
at moments of poor air quality by reducing load to cut emissions, adoption of public toilets, shoreline, 
participation in beach cleaning,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oints collection, acquiring environmental labels, 
carbon footprint labels, etc.

Enterpris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is year ’s award competition have demonstrated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cords in electricity saving of 270 million KWH in 2019 (enough to provide 1 month 
of power supply to 900,000 families), water saving of 7.457 million liters, rain water collection of over 800,000 
tons (equivalent to 1 month water supply to 330,000 families), installation of solar power facility to generate 
21.42 million KWH of electricity (enough to provide 1 month of power supply to 72,000 families), purchasing 
982 renewal energy certificates, a total of 213,000 tons of carbon reduction (equivalent to one year's volume 
of carbon absorption by the size of 548 Daan Forest Park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in government policy 
promo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action, with the amount of green procurement to reach 3.43 
billion TWD, the adoption of 18 public toilets and 23 kilometers of shoreline, and the participation in beach 
cleaning by 17,187 people. 

The EPA has published the Summary of the 2nd NEEPA Winners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describes the winners'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2nd NEEPA Winners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ufacturing Group

Giant Thumb Award Fab 12A,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Gold Award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Fab 2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Keelung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ECOVE Miaoli Energy Corporation

Silver Award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the 
Sewerage System of CTSP Houli Science Park
Coretronic Corporation Chunan Office
Coretronic Corporation Tainan Branch Office
China Motor Corporation Yangmei Plan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Inc. Kaohsiung plant K22
Canon Inc., Taiwan, Chiayi Factory
Micron Memory Taiwan Co., Ltd.
Micron Technology Taiwan, Inc.
Innolux Corporation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Lt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ali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New Taipei City;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Ltd., Chaiyi Branch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Aero Engine Factory
Fab 8S,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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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ze Award

Uni Auto Parts Manufacture Co., Ltd. (Sanyi Factory)
Yamaha Motor Taiwan Co., Ltd. (Hsinchu Factory)
Yung-An LNG Receiving Terminal, Natural Gas Business Division, CPC Corporation, Taiwan
Yuen Foong Yu Consumer Products Co., Ltd. Yangmei Mill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Lt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Xindian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New Taipei City
Taimide Tech. Inc. Tongluo Branch
Hair O’right International Corp.

Non-manufacturing Group
Giant Thumb Award First Commercial Bank

Gold Award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Nanhua University

Silver Award

CTBC Bank Co., Ltd.
Pacific SOGO Department Stores Co., Ltd.
Taiwan Mobile
CPC Corporation, Taiwan Marketing Business Division Tainan Branch
West Lake Resortopia
Chi Mei Medical Center
Chi Mei Hospital, Liouying
Puli Christian Hospital
Hungkuang Universit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athay Life Insurance Co., Ltd.
Asustek Computer Inc.
FDC International Hotels Corporation, Sun Moon Lake Branch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onze Award

Coretronic Corporation Headquarters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athay United Bank
Chateau De Chine Taoyuan
Far Eastern Department Stores Ltd.
Ditmanson Medical Foundation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Green Action Award

Manufacturing Group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the 
Sewerage System of CTSP Houli Science Park
Coretronic Corporation Tainan Branch Office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Inc. Kaohsiung plant K22
Micron Technology Taiwan, Inc.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Keelung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Fab 12A,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Non-manufacturing 
Group

CTBC Bank Co., Ltd.
CPC Corporation, Taiwan Marketing Business Division Tainan Branch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Nanhua University
First Commerci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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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Fab12A 廠

企業簡介

聯華電子為全球半

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

導者，提供高品質的晶

圓製造服務，專注於邏

輯及特殊技術，為跨越

電子行業的各項主要應

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

完整的製程技術及製造

解決方案，包括邏輯／

射頻、嵌入式高壓解決

方案、嵌入式快閃記憶

體、RFSOI/BCD，以及

所有晶圓廠皆符合汽車業的 IATF-16949 製造認證。 
聯電現共有12座晶圓廠，遍及亞洲各地，每月

可生產超過70萬片晶圓。目前在全球約19,500名員

工，並於臺灣、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

新加坡均設有服務據點。

UMC is a leading glob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The company provides high quality IC 
production with a focus on both logic and specialty 
technologies to serve every major sector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UMC's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include 
logic/RF, display driver IC, embedded flash, RFSOI/
BCD, and IATF-16949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certification for all wafer fabs. 

UMC's 12 wafer fabs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throughout Asia and are able to produce nearly 
700,000 wafers per month. The company employs 
approximately 19,500 people worldwide, with offices 
in Taiwan, China, United States, Europe,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洪嘉聰 董事長

網　　址：www.umc.com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4,500人（Fab12A廠）

地　　址：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18、2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0年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聯 絡 人：張炳坤

電　　話：06-5054888 分機8621906
傳　　真：06-5057286
聯絡信箱：p_k_chang@umc.com
產品或服務： 專業晶圓製造服務，依客戶個別

之需求提供矽智財（IP,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嵌入式

積體電路設計、設計驗證、光罩

製作、晶圓製造、測試等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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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莊裕智 協理

團隊成員／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12A安環一部、廠務暨擴建

工程處／FE12A_1廠務工程一部 & FE12A_2
廠務工程二部、人力資源處、各Module部門

環保政策及理念

為紓解生態環境惡化、降低溫室效應及地球暖

化之現象，以消耗最少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聯

電訂有環境保護政策，明訂以零污染為目標，因應

新環保法規或標準，持續提升技術，並要求自我管

制及不斷引進高效能之污染防治技術與設備，期望

達到環境共生、共榮及地球永續發展的目標。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聯電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著「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行公

益」的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期望善盡企業

公民責任，引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循環。聯電的永

續發展係構築於「創造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

社會共榮的全球性友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下；以

「客戶、股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

標，共同追求永續成長。

2. 企業永續委員會統籌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為聯電內部最高階的企業社

會責任組織，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及擬定永續

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半年檢視委員會之績效與目標

達成度，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涵蓋經濟、環境和社

會重大主題之推動成效與計畫。

3. UMC Triple R League 倡議

聯電透過「3R 大聯盟」倡議，邀請供應商夥伴

共築綠色供應鏈，推廣循環經濟，進行 Reduce（減

少使用）、Reuse（物盡其用）及 Recycle （循環再

造）。108年共有39家供應商響應，106年-108年累

計減碳效益達40.9萬噸，約1,567座大安森林公園之

節碳量。未來聯電將繼續貫徹「永續　共榮」的主

軸，持續發揮影響力，帶動供應商從實施節能減碳

走向循環經濟。

3R大聯盟

4. 創辦綠獎，推動生態保育

永續願景及目標

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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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將第一筆碳交易所得全數回饋於生態保育

上，於105年舉辦第一屆「綠獎」（UMC Eco Echo 
Award），至108年已累積支持19個計畫。提出具體

環境永續發展和具開創性的計畫，以支持臺灣在地

與綠色環保及土地永續有關之行動方案，期望藉由

綠獎拋磚引玉，實現企業與環境的共榮，為臺灣生

態環境建立起堅實的守護。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
聯電於104年4月20日世界地球日公布下階段

之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以104年為基準

年），展現對永續環境的承諾：期望109年可達到單

位面積(NER)用水、用電及廢棄物量各減量10％。

NER 用電量 用水量 廢棄物產生量

108年累計減量比率 23.2％ 24.9％ 28.2％

2. 設置綠能屋頂，取得再生能源憑證

12A廠設有太陽能發電系統來推動綠能，配合取

得再生能源憑證，除減少燃料使用，亦可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此外，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積極推動「廠

區solar極大化」專案，協助我國達到減碳目標。

太陽能發電系統

3. 智慧工廠-導入工業4.0，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發展智能化及優化節能控制系統，將廠內整體

能源利用情形數據化與可視化，即時掌握各設備能

源使用狀況，找出設備最佳能源效率點來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

無紙化的智慧巡檢系統導入，人員到位巡查抄

表，可即時上傳雲端，免去列印報表及保管、查詢

等問題，成為環保的網頁巡檢管理平台系統。

導入預兆保全PHM管理系統，使廠務設備具有

可視化健康指標HI及設備殘餘壽命預測RUL的功能，

可避免非預期的設備當機，大幅提升系統穩定度。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設備有效管理，降低環境衝擊

廠內空污及廢水設備均於中央控制室隨時監

控；關鍵操作參數設有上下限即時警報，可在數值

偏離正常操作範圍時提前預警（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系統），以利人員提早處理應變。

提升VOCs系統處理效率降低40％排放量；鍋爐

導入熱泵減少30％天然氣使用量，NOx降低27％排

放量。

廢水製程回收率維持85％以上之水準；薄膜分

離技術將氨氮廢水轉換為硫酸銨，硫酸銨回收再製

成工業級硫酸銨，達物質循環再利用之目的。

2. 廢棄物減量

「零廢棄」是聯電的廢棄物管理之最終目的，

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源化做為策略，藉由

製程技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頭管理措施，減少

廢棄物產出（管末控制），達到廢棄物減量；並推

動循環經濟，將垃圾轉變成有用的資源。

項目 108年績效 單位

源頭及管末減量 378 噸／年

再利用率 98.2 ％

回收再生資源經濟效益 1,510 萬元／年

3. 溫室氣體管理

晶圓製造在製程使用FCs氣體為主要溫室氣體

排放來源，於機台裝設高效率Local Scrubber來降低

FCs排放。12A廠108年FCs排放強度已較99年減低

65％，其減量績效已超越世界半導體協會(WSC)設
定之目標30％。

4. 建置LoRa無線傳輸系統

透過LoRa將監測值即時傳送至中控室，如：污

染物監測配合排放標準設定，若偏離正常操作範圍

時提前預警，以利提早因應。

四、環境參與

1. 舉辦環保相關活動

環保季以綠色生活節「Green Life」做為主題，

廠區辦理多項活動，如：環保杯消費、環保講座、

綠色市集生態旅行等，參與人數為6,834人次。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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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生態旅行更是精進改挑選綠獎得獎單位，讓同

仁藉以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推廣「蔬食愛地球」：員工餐廳常態提供素食

餐點及不定期蔬食特色餐；亦結合蔬食與公益，舉

辦廠內擺攤推廣活動，友善的蔬食用餐環讓更多同

仁加入蔬食行列，輕鬆在生活中實踐低碳又健康的

飲食。

響應國際「地球關燈一小時」活動：12A廠已多

年參與，於地球日當天關閉廠區外牆與非必要照明

燈具，藉由此行動使同仁正視氣候變遷議題。

生態旅行

2. 成立南科節能暨安全服務隊

108年3月由簡總經理授旗成立「南科節能暨安

全服務隊」，以弱勢社福單位為優先服務對象；亦

受邀加入臺南市政府節電大聯盟，協助用電大戶進

行節能減碳，共同推動低碳城市。108年共計輔導4
家，減碳效益達1,291噸。

節能服務隊

3. 推廣環境教育

為配合南科管理局推廣臺南偏鄉學校環境教育

活動，12A廠自行設計教案、教材及製作教具，藉由

活動向學童們傳遞環境保護觀念；截至108年共計辦

理5場次，149位學童參與。

環境教育

4. 聯電消防隊-南科分隊

108年3月受邀與臺南巿消防局簽署合作備忘

錄，與市府共享資源，進行區域聯防相互支援，增

加消防救災能量降低災害損失。108年外部合作事蹟

包括臺南巿消防局至本廠進行共同訓練；協助南科

環保基金會進行毒化災相關訓練；嘉南藥理大學師

生參訪活動進行消防器材介紹及實際操作等。

聯電消防隊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108年度榮獲環保獎項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
級獎

•  經濟部工業局：獎節能標竿獎-金獎

•  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工廠續用標章

•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資源回收申報獎勵評比-佳
質獎

•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綠色採購-績優企業

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節能標竿獎 綠色工廠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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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企業簡介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世界先進）於83年12
月5日在新竹科學園區

設立。自成立以來，在

製程技術及生產效能上

不斷精進，並持續提供

最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

決方案及高附加價值的

服務予客戶，成為「特

殊積體電路製造服務」

的領導廠商。世界先進

目前擁有3座8吋晶圓廠，109年平均月產能約29萬9
千片晶圓。 

世界先進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101年設置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由各單位推派代表

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負責制定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及提出管理制度與執行，在

「環境保護」方面，世界先進透過環境與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建置，針對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水

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節能、節水及減廢等議

題，擬訂各項中、長期目標，達到珍惜自然資源與

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Vanguard Internat 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VIS) is a leading specialty IC foundry 
service provider. Since its founding in December 
1994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Taiwan, VIS 
has been achieving continuous success in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VIS has also been consistently 
offering its customers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and 
high value-added services. VIS currently has three 
8-inch fabs with a monthly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299,000 wafers in 2020.

To fulfi l l  CSR, VIS established the CSR 
Committee in 2012; various divisions elect a 
representative to propose feasible practices for 
addr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網　　址：http://www.vis.com.tw/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1,882人
地　　址：新竹科學園區力行路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3年
負 責 人：方略

聯 絡 人：陳威仲

電　　話：03-5632111 分機1512
傳　　真：03-5632119
聯絡信箱：wcchenae@vis.com.tw
產品或服務：半導體（八吋矽晶圓）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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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representative is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CSR policies, proposing managerial systems 
and implementations, reviewing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nd cont inual  improvements.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VIS build up mid-term 
and long term policy for Environment,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water manage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ergy conservation, water saving, 
to sa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方略 董事長暨總經理

團隊成員／

營運副總經理：郭昭仁

廠長：余俊良 
世界先進二廠團隊：

王益豐經理、陳盈美經理、陳鐿元副理、

吳倩瑜副理、熊詩芸副理、俞聖華經理、

陳維民經理、余浚銘副理、韓昆恩副理、

陳威仲、曹庭瑋、林美惠、蘇昭吉、陳興中、

李哲軒、王正邦、魏良錦、劉博武、李耀輝、

李昌明、何建興、許木興經理、陳政義經理、

吳俊緯、王信傑經理、程介凡副理、劉志祥、

古錦祥、黃家齊、曾文駒、郭瑞祥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世界先進為維護企業永續經營，善盡良好企業

公民責任，以風險管理、綠色生產及環境衝擊考量

為基礎，全員參與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系統之運

作，達成符合法規、國際環保公約、整體安全、身

心健康與環境保護之目標。

為了達成對社會的承諾，我們制訂了安全衛生

與環境政策與目標，並持續進行下列各項工作：

1.  遵守法令國際公約之規定，建構安全衛生的

工作環境。

2.  由風險評估達成源頭控管，落實損害防阻對

策之執行。

3.  改善製程與污染防治技術，達成減廢及環境

污染預防。

4.  執行能資源的回收再利用，持續提升節約能

資源成效。

5.  進行諮詢溝通與教育訓練，強化安衛環保責

任之認知。

6.  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制度，提升產業環安衛

管理績效。

7.  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預防職傷病促進

身心健康。

8.  持續關注內外部環安議題，達到善盡企業社

會之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世界先進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101年設置

「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在方略董事長領導

下，各單位推派代表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具體可

行的做法，負責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及提出管

理制度與執行。在「環境保護」方面，世界先進透

冰機智慧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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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針對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減量、水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節能、

節水、減廢等議題擬訂各項中、長期目標，並持續

對環境保護友善之技術的研發與執行之投資，以節

能減廢，源頭管理、全體動員、環教生活、環教幼

苗、向下扎根，社會參與、自然人文達到珍惜自然

資源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導入產品碳、水足

跡、ISO 14064溫
室氣體盤查，從廠

內產品製造使用的

燃料及能源到客戶

端，過程數據量化

並持續改善，世界

先進公司的減碳目標為109年之單位晶圓面積溫

室氣體排放量較104年再降低20%；世界先進公

司晶圓二廠108年單位晶圓面積溫室氣體排放量

較104年再降低14%。

2.  106年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世界先進

公司訂定109年單位晶圓面積用電量較104再降

低30%為節能目標。截至108年止，世界先進

公司晶圓二廠單位晶圓面積用電量已較104降低

29.5%，逐步展現效益，每年持續驗證。

3.  107年導入ISO 14051物質流成本分析方法學並

獲得第三方的認證，瞭解產品產線物質和能源

使用情形與相關成本，進而評估物質使用和物

質損失的減量空間，同時達到減少環境衝擊和

增進營運利潤，世界先進公司晶圓二廠化學品

減量改善效益約為5,407.22萬元。

4.  107年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CDP)在評比全球

8,400家企業所揭露資料的對抗氣候變遷行動

後，108年世界先進獲得「A-」的評等，肯定世

界先進於氣候數據的透明度與揭露的完整度領

先產業。

5.  製程原物料源頭減量，原先以較耗能耗酸之短

酸槽執行投片作業，世界先進公司以長酸槽

取代單槽式短酸槽，將換酸時間延長，達成

NH4OH日用量109年比104年下降 47%，總使

用量相較減少了195,275 kg／年的成效，原物

料開支減少5,174K／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世界先進晶圓二廠，除以科學園區的85%製

程回收率標準做為目標外，選用低耗水製程機

台、製程排水管路分流、建置各種製程水回收

系統，以及推動節水措施，以減少自來水用

量。108年，世界先進公司晶圓二廠的平均製程

用水回收率則達到85.5%。以製程用水回收量而

言，以108年回收量與104年比較，晶圓二廠成

長約6.6%。自104年累積至108年，世界先進公

司累積製程用水回收量已達4,000萬噸，節省約

8座新竹寶山水庫的蓄水量。

2.  世界先進晶圓二廠進行專案改善NH4OH每日平

均用量以較耗能耗酸之短酸槽執行投片作業，

每個Run需換酸一次，NH4OH用量達19.97 
kg/1000 pcs，世界先進公司以長酸槽取代單槽

式短酸槽，約48小時換酸一次，在109年達成相

較104年氨氮排放濃度降低了72.5%。

四、環境參與

• 全體動員、環教生活

對內世界先進公司的環境教育活動以全體動

員，環教生活，教育對象為公司同仁，環教時數20
小時，世界先進藉由購買環保集點100萬點來鼓勵同

仁攜手做環保，我們推動廠區美化、午休關燈節約

用點、使用環保杯袋等。在108年家庭日活動中推動

更換節能pump

2018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濟績效特優 家庭日器喝茶環保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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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仁使用環保杯，推廣「器喝茶」環保杯具免

費借用與歸還活動，獲同仁熱烈響應，將此融入節

約資源的思維，也藉由這些活動，將環保理念傳達

到員工的心，員工回到家時，也將此理念傳給下一

待，環保意識將會生生不息。

• 環教幼苗、向下扎根  
對外影響，102年起世界先進即以環保志工的

身分，目前已有員工1,050人參與環保志工活動，至

廠區鄰近國中小學，實施環境教育向下扎根。我們

的題材多元。除了資源回收、節能講座、多肉植物

DIY等環保議題，我們更結合自家的「災害防救」專

業，介紹消防設備、使用無線電、試穿消防衣等，

將安全意識傳輸給孩子們，除了學校的孩子，我們

也想到了育幼院的孩子，我們召集世界先進的志

工，帶孩子們到智慧農場認識水耕蔬菜種植，在吃

的健康的同時，也學習到食物得來不易，要惜食。

偏鄉教育，是世界先進長年的投入，世界先進及同

仁共捐贈新臺幣200萬元為司馬庫斯部落興建幼兒

園。召集公司同仁擔任志工每月上山一次，陪伴部

落小朋友，並募集書本及捐贈電腦給幼兒園為環境

教育扎根。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 社會參與 
世界先進透過贊助 IC之音「台灣的明天」、

「春風華語、聚焦台灣」節目，以及贊助「台灣的

明天」書籍出版，探討節能減碳等環保永續議題，

我們藉由聲音與文字，將環保意識傳遞出去，累計

影響人數達385萬人次。世界先進公司發起敦親睦

鄰，關懷大地，與緊密好鄰居金山里認養了櫻花公

園及柯子湖溪，結合綠地及河川，進行整治工程；

為往後的環境生態復育，立下了美好的基礎，去年

起，我們開始認養河岸環境，與臺大昆蟲系楊平世

教授合作，進行復育場址環境現勘，規劃未來用這

生態作為螢火蟲復育地，為未來打造環境教育場所

立下厚實基礎。

世界先進公司環保理念無遠弗屆，由新竹市環

保局搭起橋樑與千甲里曾里長合作，認養新竹市面

積最大空氣品質淨化區，占地3.81公頃，世界先進公

司固定修剪草皮及植栽養護，千甲里里長巡守志工

團隊每週有志工撿拾垃圾及環境清潔，結合民間及

企業力量，共同維護環境之美化、綠化等，達到雙

贏。VIS FAB2 發起「讓樹呼吸，護樹行動」，號召

同仁前往千甲公園護樹，巡視公園將有勒住的樹木

鬆綁，並重新

固定。世界先

進重視環保事

務，結合新竹

市府提供認養

機會來回饋社

會，協助新竹

左岸定期投入

人力巡檢及植

栽維護，共計

220棵，提供

碳匯量6.16 噸
／年。

千甲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

公園輪值守護

老樹立牌老樹認證

清大交流

櫻花公園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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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信鼎於83年設立於

臺北，是崑鼎投資控股

公司掌握多數股權的子

公司，專門從事焚化發

電廠等大規模環境資源

管理廠的營運管理，信

鼎同時也提供機電設備

更新與升級技術服務、

廠站設施之經營、維護

與管理、焚化廠處理製

程功能提升與改善及污

水下水道操作營運等。

成為一個最值得信賴的永續資源循環領導者一直是

信鼎公司的願景，秉持著專業、誠信、團隊、創新

的企業文化，精進技術整合應用，優化資源循環效

能，珍惜每一分資源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座落於

基隆市信義區，於95年3月27日經遴選由信鼎技術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後續20年之操作營運契約。服

務範圍除基隆全區之一般都市垃圾外，並執行環保

署跨區域合作計畫。於103年12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提供多元化的環境教育課程，並定期與

中鼎教育基金會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基隆廠的

營運績效在全國公民營焚化廠中名列前茅，104年－

106年連續３年獲得環保署查核評鑑優等獎，103
年、107年及108年獲得查核評鑑最高榮譽「特優

獎」的肯定。

ECOVE Environment Services Corporation 
(hereafter as ECOVE), established in 1994 in Taipei, 
Taiwan, is a majority owned affiliate of ECOVE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ECOVE specializes 
in the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resource management facilities, such as Energy-
from-Waste plants (hereafter as EfW plant), and 
provides services including updating and upgrading 
technical services for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易青雲 廠長

網　　址：http://www.glp.sesc.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56人
地　　址：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223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
負 責 人：易青雲 廠長

聯 絡 人：胡宏星 工程師

電　　話：02-24658632分機2209
傳　　真：02-24684719
聯絡信箱：hs0526@ecove.com
產品或服務：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代營運操作管理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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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operating, maintaining and managing 
plant and facilities,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process functions of incineration plant, 
and conducting the operation of sewage sewer etc.  
Being the most reliable leading company offering 
perpetual recycling solutions has always been 
the vision of ECOVE.   Adhering to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 integrity, teamworking 
and innovation, we are duty-bound to conduct 
the mission to advance integrat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optimize resource cycling efficiency 
to make every resource count.

Keelung City Refuse Resource Recovery Plant, 
located in Xinyi District of Keelung City and adjacent 
to the waste disposal site, has been transferred and 
taken over by Keelung City Government after built in 
July 2005.  ECOVE has been selected to manage and 
operate the plant for twenty years since March 2006.

Since 2006, ECOV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opera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Keelung 
EfW plant. The scope of services includes not only 
dealing urban waste in Keelung and implementing 
EPA'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 but also 
having been providing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rses since it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in 2014 and 
cooperating with CTCI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ECOVE regularly.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Keelung EfW Plant ranks among the best in the 
national EfW plant, and had been receiving the 
excellent awards during 2015 to 2017 and the 
outstanding award in 2014 and 2018 to 2019.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基隆市環保局  吳關佑科長

 信鼎技術服務（股）公司  易青雲 廠長

團隊成員／

黃騰輝、張君賢、蔡傅來、鄒文一、簡嘉茹、

趙志帆、胡宏星、游家源、李佩甄、陳騫慧

環保政策及理念

成為一個最值得信賴的永續資源循環領導者

一直是信鼎公司的願景，持續秉持「提升資源循

環效能」、「善用智能系統和數據管理」、「積極

參與國家環境政策與議題」，致力於社會公益、環

境教育宣導及提升鄰里環保意識，創造企業、環境

與社會皆有利的三贏局面。信鼎公司一向堅持對環

境的愛護及創造安全又溫暖健康的工作環境為經營

前提，提供符合環保要求的專業服務，推動節能減

碳、污染預防及資源循環，協同利害關係者促進環

境保護及永續發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基隆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一貫

秉持品質第一、注重環境保護及污染預防的經營理

念，並致力於品質、環保、節能減碳及工安之持續

改善，以更確保焚化品質、保障員工之健康及安全

的工作環境，進而樹立優良品質與環保、節能尖兵

的典範。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如下：

1.  依品質暨環境安衛政策，規劃短中長程目標，

積極將全球永續發展的願景納入營運核心策略

之中，致力將環境政策與SDGs結合，將SDGs
融入營運活動中，持續朝向永續之路邁進。

2.  每年均訂有營運績效目標，定期檢討及追蹤成

效，並藉由已建制完成ISO 14001環境管理系

統、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45001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等，成為多合一系統管理之

焚化廠，輔以三級品管QC、QA管理，循序漸

進的提升環境管理系統，落實品質管理，污染

減廢及溫室氣體減量，達成品質第一，永續發

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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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專責單位及人員，訂有專責人員職掌規

定，並依法規規定，負責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正

常運作及監督相關排放情形，協調執行突發事

故的緊急應變措施。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為落實節約能源政策，提升能源使用率，積極

執行設備維護保養及改善，落實執行最佳穩定化操

作，善盡身為地球一分子之責任。

相關能資源節用貢獻如下：

1.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訂定節水管理方案，對

於異常用水量需研判原因並加以改善或管控， 
108年度廠區廢水經廢水廠處理後回收再利用量

為47,150噸，雨水回收系統每年回收約100噸，

雨水回收提供植栽澆灌及清潔使用。

2.  垃圾焚化所產生之熱能回收提供渦輪發電機設

備發電，除提供自廠運轉使用外，其餘電力售

於台電公司，108年度售電量達96,860千度，取

代比率達98.96％，單位垃圾發電量624.1度／

噸，近5年最高（24座焚化廠最佳），單位垃圾

用電量119.5度／噸，近5年最低。

3.  引進震波清灰（清除過熱器管積灰），每年可

減少8次計畫性停爐，每年可增加垃圾處理量

5,760噸／年，售電量增加2,860,800 度／年，

柴油用量減少6,000(L)，107年提升鍋爐運轉率

至90.4％，是自96年以後之次高運轉率。

4.  冰水主機節能，經由冰水設定溫度調控，可節

省用電度數273,600度／年。

5.  ２爐一次風機馬達改變頻，全年推估可節省

522,432度／年。

6.  簡報室、中控室、參觀走道等照明改為LED燈

管，推估每年可節省119,080度／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設廠營運至今已逾15年，相關污染防制設施均

已運行相當久之時間，每年會依據設備使用狀況，執

行保養清潔維護或汰舊換新之作業，以維持污染防治

設備正常運轉，確保廠內固定污染源廢氣監測值皆符

合法規標準及合約保證值之規定，並藉由妥善之管控

作為達到污染防治減量成效，減量成效如下：

1.  108年度各項廢氣排放監測結果，皆低於設計值

並遠低於現行法規值50％
2.  108年度空氣污染物氮氧化物(NOx)單位排放量

1.1157公斤，近5年最低，氯化氫(HCL)單位排

放量0.0852公斤。氮氧化物比107年減少排放

6,542公斤，氯化氫減少排放3,278公斤。

3.  製程用水除了吹灰器使用之吹灰蒸氣耗損外，

其餘均回收使用，108年度製程用水回收率由

107年88.2％提升至92.5％，同時也提高發電效

率。

4.  積極配合環保署飛灰水洗再利用精進措施計

畫，與淡江大學合作執行「教育部補助之大學

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垃圾焚化飛灰循環利用生

產廢水陶瓷濾膜之全回收清潔製程」之合作計

畫，目前導入第二階段「廢水處理系統」現階

段設備實驗模廠已在基隆廠內測試中。

5.  自行設計底渣篩選裝置，過濾大型鐵件及不燃

物，降低鐵金屬含量及優化底渣品質。

6.  配合環保署移動污染源管制活動，定為空氣品

質淨化區，車輛如未取得柴油自主管理分級標

章者，予以禁止進廠。

7.  藉由執行垃圾落地檢查，回收資源物約2,500公
斤／年。

碳標籤證書ISO14067

ISO14001 ISO9001 CNS45001

ISO14064-1

海廢專區 碳足跡輔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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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動辦公室做環保：執行辦公室環保工作，

由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工作做起，以５R
（Reduce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回
收、Repair修理再使用 ＆ Refuse拒絕非環保產

品）為主要方法，達到生活環保化，隨手做環

保的習慣。

四、環境參與

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具體作為有：「區域

聯防」協助連江縣垃圾處理垃圾焚化處理、響

應「環境友善祭祀」活動，金紙減量集中焚

化、海岸認養、推動環保集點及衛生紙丟馬桶

等活動。

2.  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設置有環境教育

小組及志工團隊，108年度辦理89場次環教活

動，參加人次達1,988人。

3.  推動環保公益活動包括捐贈二手衣，107年起

配合集團辦理規劃3年「一廠一腳印、永續環教

行」活動，持續不斷地投入熱情與行動力，將

環境教育向外拓展向下紮根。

4.  除垃圾妥善處理外並肩負環保宣導工作，敦親

睦鄰活動著重於節能減碳、資源再生及環境教

育之推廣，結合周邊學校、里民的參與，以實

際參觀觀摩方式，提

升鄰近里民的環保知

識，使其瞭解環境及

自然生態的維護是每

個人的責任，希望藉

由結合生態、環保、

節能、減碳、教育及

觀摩學習活動，讓每

個人確切瞭解環境保

護及生態保育與節能

減碳的迫切及重要性，盡到環保、低碳、環境

教育推廣的責任，亦能達到使垃圾焚化廠由鄰

避成為鄰庇的好地方。

5.  認養「基隆外木山漁港停車場海岸」500公尺，

並參加基隆市環保局舉辦之淨灘活動，以實際

行動清理海岸垃圾。

6.  各項採購上也採取鼓勵使用綠色產品政策，以

具環保標章、第二類環保產品、節能標章、省

水標章、能源之星標章、綠建材標章及碳標籤

產品標示的產品納入考量，如碳粉匣、個人電

腦、影印機、冷氣機、節能燈具等。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104年 -106年度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優等

獎」。

2.  105年度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

採購獎。

3.  第 2 7屆企業環保獎（銀級

獎）。

4.  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

獎）。

5.  103年、107年及108年度垃圾

焚化廠查核評鑑「特優獎」。

108年度認養海岸表現績優獎

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
環保獎（銀級獎）

107年度焚化廠 
查核評鑑（特優獎）

108年查焚化廠
查核評鑑特優

108年第1屆國家企業
環保獎（金級獎）

一廠一腳印永續環教行

淨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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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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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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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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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企業簡介

后里污水廠位於后

里園區北側環保設施用

地，占地約6.2公頃。興

建工程分為二期，設計

處理水量分別為24,000
及36,000 CMD。

中欣集團成立於69
年，為國內從事代操作

維護之大型環保公司，

係一具有「全方位服

務」技術能力之環境保

護工程專業營造業，操

作實績包含竹科新竹園區、竹南園區、宜蘭園區、

龍潭園區、銅鑼園區；中科后里園區、七星園區、

虎尾園區；南科台南園區等污水下水道系統，其中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連續操作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

已逾9年，專業能力與豐富經驗深獲主管機關及業主

肯定。

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y located at the north 
part of Houli Science Park with the area of 6.2 ha. 
The construction of 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and the capacity 
of each phase are 24,000 and 36,000 CMD, 
respectively.

AX group was found in 1980, which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field of O&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environment facility. AX group 
provides the “total solution” service in re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The 
references of AX group include the wastewater 
sewer system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Jhunan 
Science Park, Yi lan Science Park, Longtan 
Science Park, Tongluo Science Park, Houli Science 
Park, Chunghsing Park, Huwei Science Park, 
Tainan Science Park, etc.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 has operated the 

林舜宏 總經理

網　　址：http://www.axgroup.com.tw
行 業 別：廢（污）水處理業

員工人數：51人
地　　址：臺中市后里區后科路三段2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05月09日
負 責 人：劉長霖 董事長

 劉致緯 執行長

 林舜宏 總經理

聯 絡 人：卓裕盛

電　　話：04-25585852 分機204
傳　　真：04-25585852
聯絡信箱：jhuoyu@gmail.com
產品或服務： 營造、環境及機電工程維護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委託中欣行（股）公司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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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continuously 
more than 9 years. Ou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are certif ied by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CTSP Bureau.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致緯 執行長

團隊成員／

林舜宏總經理、陳睿斌協理、黃俊欽副理

呂理安廠長、卓裕盛副廠長

核心幹部： 陳柏諺、姚辰和、管羽翠、鍾宏義 
許柏彥、劉杏怡、李素宜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欣行（股）公司為專業營造業、環境及機電

工程維護服務業，秉承優良之職安衛環保理念與社

會責任使命，致力於各區之環境保護，確實維護、

操作、管制並持續提升現有污染防治及安全衛生設

備功能，預防污染並確保職業安全衛生。藉由品

質、環境、職安衛3項管理系統之貫徹實施，達到

「品質卓越超群、環境節能減碳、安衛零災永續」

之企業永續經營。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

為了瞭解廠內碳排放及水之流布，進行碳、

水足跡及溫室氣體盤查，並於今年度取得認證。遵

循持續改善，依照PDCA之ISO精神，執行ISO如

14001及9001管理系統認證。另外，配合政府政策

已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同時為增加水質檢驗結

果之公信力，亦通過環保署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認證

（共31項檢測方法）及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實驗室

認證。此外，遵循OHSAS 18001之精神，取得ISO 
45001認證，以落實職業衛生之管理。

環保相關認證

(二) 訂定操作營運績效指標

對於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管理工作品質之要

求除依照合約內容及業主核可之工作計畫確實執行

外，亦須依據ISO 9001、ISO 14001及ISO 45001之
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且由外部及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稽核，並與業主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業主對

服務品質滿意，有關營運管理績效與成果分別就污

水下水道納管水質管理、水質處理、環保主管機關

查核及污泥操作處理等。

(三) 環境政策之短、中、長程規劃

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污染減量、節能減碳及環

境教育目標，並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分
門別類進一步擬定策略及短（如：污泥冷凝乾燥模

廠減量評估分析等）、中（如：小型水力發電設施

功能優化等）及長程（如：增設3項互動式環教導覽

設備規劃等)，期望為臺灣之環境盡一分心力。

短、中、長程規劃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製

造

業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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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節水

節水績效主要分為回收水再利用（污泥濃縮

機濾布及脫水機清洗水、消泡水、過濾單元反沖洗

水、溢流堰清洗水及景觀池用水）、加裝自來水節

水器及每日抄表管制用量3部分，統計每年約節省

1,013,044m3用水量，另比較處理廢水單位用水量由

107年0.0089度／m3下降至108年0.0064度／m3，減

量達28.1％。

(二) 節電

節能及節電措施包含廠區處理設施節電（針對

曝氣池鼓風機及迴流污泥泵等50 KW以上大動力設備

進行變頻操作調整，減少約39.8噸CO2 eq／年排放

量）、操控中心大樓節電、建置小型水力發電機及

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統計處理廢水單位用電量由

107年1.29度／m3下降至108年1.23度／m3，減量達

4.65％。

(三) 節藥

化學混凝系統添加藥劑為PAC及Polymer(-)，除

每日查核加藥量並於重點廠商設置即時水質監測設

施，掌握水質動態並調整操作參

數外，同時透過每月進行瓶杯實

驗(Jar-test)一次，視水質狀況增

加瓶杯試驗頻率，於放流水質可

符合環評承諾值前提下，調整最

佳加藥量。茲統計108年即使總

處理水量增加PAC及Polymer(-)仍

較107年共減少159.1噸，PAC及Polymer(-)減量幅度

分別達20.8及36.8％，而單位處理水量加藥量減量幅

度更分別高達31.5及44.3％。

化學混凝單元加藥減量成效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

為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於廠內部分特定處理

單元裝設活性碳除臭設備及水洗填充式洗滌塔，分

別針對VOCs、H2S及NH3去除，藉以減少臭味逸

散。另透過化混單元節藥及污泥減量相關措施，統

計108年度單位水量之二氧化碳排放量較107年減少

31.1％。此外，透過室內植栽淨化空氣，降低辦公室

二氧化碳、甲醛、三氯乙烯及落塵之濃度，搭配每

半年一次全廠區內室內空氣品質（如二氧化碳）之

量測作業，歷年檢測結果皆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制

標準。

(二)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於廠商端透

過訂定納管限值及收費級距並分2階段管制，以及

納管廠商製程端回收及增設除氮設備等源頭減量措

施，污水廠進流水氨氮濃度由89.3 mg/L 降至17.0 
mg/L，減量達81.0％。

污水廠端則透過pH調整池增設導管及缺氧池進

流分水井進行閘門開度控制，提升總氮去除效率大

於75％（原設計值為43％），統計107年及108年放

流水平均總氮濃度分別降至6.8及5.3 mg/L，顯現生

物除氮系統之效能良好。另參考實廠HRT設計建置

生物除氮模廠進行不同處理水量效能測試並參數優

化控制調整（碳源、鹼度、好氧單元曝氣量及污泥

迴流量等）之最佳效能評估精進作為。

(三)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藉由生物單元採較長SRT，以及化混單元最

佳加藥量控制，搭配毛細汲取時間設備進行污泥調

理優化，統計單位污泥量從107年4.20噸／萬噸廢

水，降低至108年3.72噸／萬噸廢水，減量幅度達

生物除氮模廠

瓶杯試驗

冷凝除濕式污泥乾燥機測試廠商前處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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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此外，導入冷凝乾燥機模廠進行測試，經

6-10小時乾燥時間，平均減量幅度達15~30％，每減

少1噸污泥節碳效益為1.625噸 CO2 eq。
建立完善污泥清運追蹤管制機制，除不定期污

泥跟車搭配GPS即時追蹤系統掌握車行記錄軌跡，

並依廢清法30之1條規定每季辦理一次處理機構查訪

作業，此外廢棄污泥100％採用熱處理方式，再製成

CLSM、骨材等產品，廢棄物資源化比率每年皆達

99.6％以上。

四、環境參與

於106年02月16日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目前已有7位取得環境教育專責人員證書，以及

2套核定教案分別為「當我們混在一起」及「水藍

色星球」，並積極與鄰近學校（如：后里國小、七

星國小、后綜高中國中部等8所學校）簽署合作意向

書，協助針對教案內容進行審視，提升教案內容豐

富度，同時與鄰近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如：西湖渡

假村、豐原資源回收廠及華陶窯等）簽署合作備忘

錄成為夥伴關係，結合雙方環教課程方案，提供參

訪者跨場域學習，以及環教人員及志工交流，以提

升環教活動參與人數，統計認證通過至今，環境教

育課程共38場次，參與人數總計1,098人次。

推動及參與多項環保公益活動，包含贊助環工

年會、建立中欣小農平台、響應世界地球日、參與

淨灘活動及海灘認養等，並於全臺各大專院校環工

系所頒發獎學金，自101學年度迄今，已嘉惠環境工

程領域學生人數合計1,163人。另本廠也推行各項響

應節能減碳政策如低碳蔬食飲食，參與人數達1,568
人日，以及推動環保署環保集點活動，參與人數49
人，累計綠點28.6萬點。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近年來屢屢獲得國內相關環保獎，獲獎事項包

含環保署及中部科學園區廢水專責績優人員，同為

公司代操作「台南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更榮獲第1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獎之肯定。此外，導入多項

創新作為，領先同業自行開發污水下水道營運管理

系統建立標準化及無紙化作業流程，減少紙張的浪

費；並設置行動水質監測車搭配污水管線資訊整合

APP系統，有效縮短溯源查察時效性；同時也與工

研院合作規劃污水智能化處理，藉由AI操作決策輔

助，並以視覺化呈現績效展現。

榮獲環保署績優專責人員
（106年）

榮獲第１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銅級獎（108年）

水力發電機 水質行動監測車

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管理
數位資訊網應用分析服務

動力設備振動診斷預警平台暨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分析

提供污水下水道管線資訊整合APP系統服務

廢棄污泥清除跟車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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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企業簡介

中強光電於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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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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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姿 總經理

網　　址：https://www.coretronic.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349人
地　　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2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1年11月27日
負 責 人：林惠姿 總經理

聯 絡 人：林亞忻

電　　話：037-777000分機8809
傳　　真：037-778353
聯絡信箱：yami.lin@coretronic.com
產品或服務： 導光板、背光模組、光學零組

件、觸控模組、大尺寸拼接顯示

器及整合方案、雙面顯示器、顯

示器多媒體應用、工業醫療用顯

示器及醫療用檢測器材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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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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丕琪 資深處長

團隊成員／

安環處：邱創保 處長、林亞忻、吳佩倩

廠務處：陳育德 資深經理、蔣坤財、黃文明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環境永續政策精神以光耀經濟為基

礎，點亮社會每個角落，以綠色光景為願景；積極

導入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實施碳盤查，致力

於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再利用、消弭工作場所之危害

因子；運用能源管理系統審查機制，落實促進同仁

身心健康與創造友善環境。

環境永續政策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中強光電永續承諾

面臨全球環境日趨惡化及能源枯竭，中強光電

集團自103年11月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除實踐集

團企業永續經營理念外，更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

境保護」等3大面向，訂定環境永續發展策略、擬

定短中長期目標並逐步規劃推動並定期檢討成效，

以確保各目標之達成狀況；108年皆全數達成所設

定目標。

2.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統籌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

中強光電以核心專業、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

標、CSR國際趨勢議題、社會需求及利害關係人關

切議題為基礎，將永續策略分為E（環境）、S（社

會）、G（經濟／治理）3大類呈現，並藉由企業社

會責任管理委員會、環保委員會、螢火蟲愛之光服

務隊及其他相關單位共同訂立、推動及實踐相對應

專案及策略，期望能結合本業技術，攜手利害關係

人，創造企業與社會互利共享之永續夥伴關係。

SDGs永續績效

CSR報告書第三方保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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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竹南廠因製程特性無製程用水，仍積極推動民

生用水節水措施，透過宣導傳達珍惜水資源精神、

工程改善或管理手法，減少用水的浪費；推動廢水

再利用及節水方案，增加強化用水監控及教育宣

導，108年節水效益為12,610度，較前年增加18％；

用水強度較基準年減少24％、較107年減少5％。

2. 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

竹南廠導入能源管理系統，透過系統化管理能

資源耗用，持續性推動各項節能措施及汰換耗能設

備（如：空壓機等），108年推動節電方案較107年
增幅31％、用電強度較107年減少22％；設定再生能

源短中長期使用目標，持續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占

全廠總用電1％，達到短期目標。

3. 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中強光電將資源永續的觀點納入公司治理，以

綠色生產為目標，從「源頭減量」「資源循環再利

用」減少廢棄物的產生。竹南廠持續精進製程研發

與改良，將原物料使用量降低、提高光學亮度與產

品輕量化，同時將出貨棧板及

包材回收再使用，除可降低對

環境負荷外亦可達到循環經濟

目的。108年度共減少128.6
萬元原物料費用支出，共減少

105.27噸-CO2e排放。

精進製程技術降低環境衝擊影響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推動自主性空氣品質管理機制

辦公區及生產製造區域進行PM2.5以及辦公室

CO2監控措施，108年辦公區空氣品質監測結果，皆

符合法規要求。

2. 推行綠色交通運輸及環保駕駛觀念

響應政府空氣品質淨化區管制，推行綠色交通

相關措施－設計停車位即時查詢系統及提供廠區區

間車提升共乘率，減少對環境空氣污染衝擊，108年
綠色交通運輸減碳效益為21.4噸-CO2e。
3. 提高水資源再利用達到廢水減量

將過往生活污水經簡易處理後即排放至下水道

系統方式，透過工程變更、強化宣導等方式減少廢

污水產出與費用支出。108年廢水減量計畫總減碳效

益為3.4噸-CO2e。
4. 廢棄物減量及資源極大化

推行包材回收再使用、資源回收措施及員工教

育分類宣導等等措施，推廣循環經濟聯盟與廢棄材

料回收再製，將廢棄物轉為可再利用資源，將廠內

無使用物品轉化為再利用資源，以104年為基準年，

每年減廢3％，設定104-108年短期目標12％。108
年雖因產量提升致產出量較107年增加249.6噸，以

單位廢棄物產出強度分析，108年廢棄物產出強度較

前一年減少3％，較基準年污染強度減少82％，達到

年度及短期目標。

推動子公司設置出貨箱並100％回收

提倡交通減碳

導入節能空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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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落實及推動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以「育成員工節能環保職能及行為文

化」策略，設定環保活動及4小時環境教育為環境

教育短、中、長期發展目標，定期辦理環境活動、

環境教育講座及導入線上觀看環境教育影片，同時

透過環保活動發掘環保達人，更精進培育環境教育

講師、設計具廠區資源特色教案、增設環教APP及

開辦環保達人講堂，多元學習方案，讓學習環境教

育更容易，竹南廠108年環境教育總時數為2,370小
時、員工平均授課時數為6.8小時。

2. 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竹南廠設定2020點綠行動為109年目標，透

過發行友善環境綠集點卡，累積員工響應綠行動足

跡。員工經由爬樓梯、參加環境教育、資源活化體

驗及植栽養護等綠行動，逐漸累積3,263項綠行動，

超過預期目標。

3. 以科技及環保結合營隊深耕偏鄉教育

運用廠內綠化設施及環境教育經驗，育成學童

生態及環保觀念。光電小尖兵-108年邀請6所學校共

223位師生前來公司參訪，除學習科技知識及體驗

最新科技產品與技術外，也帶師生參觀綠屋頂並進

行綠色教育。同時也推動環境教育列車-至偏鄉學校

開辦環保綠學堂，與在地大學資訊志工隊共同舉辦

「光耀科技營」，運用多功能數位教室設備，對偏

鄉學童進行初級程式設計教學、影片剪輯教學、VR
智慧頭盔組裝教學、環保知識、垃圾分類闖關遊戲

及綠色消費意識分享。

環境參與由最高階層主管帶領推行

偏鄉環境教育縮短城鄉差異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竹南廠近3年環保榮

耀獎項

1. 企業環保獎（106年-108年）

為展現企業社會責任精神、推動環境保護工

作及與社會共創永續未來的目標，持續以環保委員

會「環境永續4G力」的永續理念，積極研議與推

動綠色設計／製造／供應鏈／辦公室各項措施，同

時外擴散影響利害相關者共同邁向永續未來。106
年-108年連續榮獲環保署頒發中華民國與國家企業

環保獎。

2. 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績優單位（107年-108年）

響應環保署綠色採購政策、落實「可回收、低

污染、省資源」之環保理念，於106年-108年採購政

府認可之綠色產品金額達新臺幣500萬元以上，由苗

栗縣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績優企業」。

3. 節能菁英獎（107年）

透過製程流程改善、加強公用設備維護保養及

設備汰舊換新，有效使用能資源，107年榮獲經濟部

能源局頒發節能菁英獎。

4.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濟績優企業優等獎（107年）

秉持環保委員會「環境永續4G力」的永續理

念，積極研議綠色辦公室、廢棄物減量及再生利用

的措施，107年榮獲科管局頒發優等獎。

國家企業環保獎 綠色採購優等獎 節能菁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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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企業簡介

中強光電於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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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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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姿 總經理

網　　址：www.coretronic.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479人
地　　址：臺南市新市區南科六路2-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12月21日
負 責 人：林惠姿 總經理

聯 絡 人：李延祥

電　　話：06-5052551 分機6032
傳　　真：06-5052513 分機6032
聯絡信箱：showk.lee@coretronic.com
產品或服務： 導光板、背光模組、光學零組

件、觸控模組、大尺寸拼接顯示

器及整合方案、雙面顯示器、顯

示器多媒體應用、工業醫療顯示

器及醫療檢測器材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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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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亨通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服務中心：許丕琪 資深處長

安環行政處： 邱創保 處長、許智淵 經理、 
蘇琳倩 副理、李延祥、許先佑

南科廠務部： 吳宗記 經理、劉豪捷

研發處：廖啟聲 副處長

製造部：周貞潔 經理

工程部：曾士哲、王炳文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強光電環境永續政策精神以光耀經濟為基

礎，點亮社會每個角落，以綠色光景為願景；積極

導入環境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實施碳盤查，致力

於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再利用、消弭工作場所之危害

因子；運用能源管理系統審查機制，落實促進同仁

身心健康與創造友善環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依據環境永續政策及SDGs，設定短中長程目標

與執行計畫，包括系統化管理、整合推動能源

管理、減碳措施、環境保護工作及推廣環境教

育等目標及因應策略，以降低環衝擊，減緩全

球暖化。定期檢視永續發展方案

之推動成效，以確保各目標之達

成狀況；108年皆全數達成所設

定目標。

(二) 低碳永續理念

 中強光電集團環境保護委員會以環境永續政策

為背景，規劃一系列具體的節能方案，定期召

開會議提案討論及推動，提出低碳永續理念

『環境永續4G力』－以「綠產品」、「綠產

鏈」、「綠生產」及「綠生活」等4大主題積

極擴展及推動環境永續相關措施，導入循環經

濟、發展環境友善技術、強化源頭減廢及污染

預防，致力成為綠色模範企業。

(三)  藉由第三方驗證機構對各環安衛管理系統

(ISO14001、OHSAS 18001、CNS15506、
ISO14064)之查證、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合格認

證、環境會計制度建立，定期審視與檢討改善

各管理系統之有效運作，並自主性推動溫室氣

體盤查及查證進行碳管理，南科廠區108年下降

2.07%碳排放量。

(四)  中強光電自97年起，連續12年發行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108年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
2類型高度保證等級，內容包含經濟、社會及環

境面等永續指標的努力與績效，完整揭露企業

社會責任成果並呈現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

於日常營運中設立遵循目標，定期追蹤績效並環境永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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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改善，以實現企業永續發展目標及落實對

環境與社會的責任。

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第2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五)  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105年透過清潔生產

「八大指標項目」依續確認執行成果，於105
年12月通過經濟部工業局清潔生產評估認定合

格。107年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追蹤查

核，評估系統評分得分為95.65分，較前次增加

3.06分。

(六)  綠色供應鏈管理，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計

畫，同時也輔導供應商參與及遵循，使供應商

達到交期要求、品質提升、增加競爭優勢外，

輔導企業上的夥伴投入改善並強化其對員工照

護、環境保護、安全衛生等管理，打造更卓越

更具競爭力的產品，並要求其遵循以下措施，

敦促供應商共同建立及發展永續供應鏈。

1. 遵循「綠色產品採購規範」

2. 遵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
3. 衝突礦產聲明  
4. 包裝材料回收

5. 供應商E化平台管理

(七)  全球第一家背光模組廠針對TV及PAD產品進行

碳盤查，108年10吋背光模組碳足跡較107年碳

排放量減少1%，產品對環境衝擊持續降低。

(八)  提倡「綠色消費」主張，以綠色標章或節能

標章物品為優先採購，108年綠色採購金額達

502.5萬元，綠色採購金額逐年持續成長，較去

年成長26%。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中強光電南科分公司依環境永續主軸，訂定

各項環保工作計畫以實現環境政策中「符合相關環

保、職安衛法令規章以及公司須遵守的其他要求事

項」項目，推動製程優化、公用設備改善、生產線

節能、燈具節能、辦公室與其他節能等5大面向節電

措施，108年推動超過節能措施及製程優化管理方

案，共減少768噸-CO2e排放，達成節電8%，經歷年

執行多項節能管理措施，較基準年104年用電強度降

低27%，具體方案包括：

(一)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08年廠房及製程提高能源綜合效益統計，共減

少用電79.6萬度，減少CO2排放424.5噸／年。包括

無塵室生產線節能模式配置、冷卻水塔局部停用及

製程優化提升專案，其中製程優化生產效率提升專

案，達成降低不良率、縮短工時、提高生產效率之

成效，生產效率貢獻達64,481pcs，相當於節能30.5
萬度電，減碳效益達162.9噸-CO2e。
(二) 產品包材循環利用

原物料包材重覆使用10次以上，包材回收率達

85%以上，避免包裝材料使用一次即變成廢棄物的

狀況。108年包材減少採購達132噸／年，減碳效益

271噸- CO2e。
(三) 綠色能源

主動參與「經濟部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計

畫」，展現對公司對於綠能環保之社會責任，106年
主動參與認購綠色電價，認購綠電100,000度。

響應政府再生能源政策，利用廠區屋頂空間出

租屋頂完成263.19KW太陽能發電系統設備，訂定再

生能源短中長期目

標及計畫，展現公

司在綠能發展的企

圖心，108年太陽

能發電共31.12萬度

電，年度減少165.9 
ton CO2 e排放，太

陽能發電系統相當

於自主發電貢獻可

達5.17%。

(四) 節水措施及成效

廠區主要用水為空調用水及生活用水，透過宣

導珍惜水資源觀念、工程改善及相關管理措施，達

到水資源節用成效目標，108全年自來水的總使用量

相較於107年節水6.4%。

(五) 照明節能措施

自105年起持續分階段進行燈具節能更換及管理

措施，陸續更換LED照明燈具及採用跳盞點燈或減量

照明，達到燈具節能目的，自105年-108年節能燈具

累計更新421組，節能成效達21萬度電，減少CO2排

放119噸／年。

南科廠太陽能系統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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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廢水減量措施及成效

經執行冷卻水高濃度排放及雨水回收措施，減

少廢污水排放及將廠區內雨水回收供應廠區植栽澆

灌使用，108年度廢水減量幅度23.2%。

(二) 廢棄物減量循環經濟

為了達到資源永續利用及確保廢棄物妥善處

理，中強光電持續推動循環經濟倡議、促進源頭減

量與資源回收，並透過供應鏈導入循環經濟措施，

與客戶、供應商及當地運輸業者合作以降低原物料

使用以減少生產對環境負荷，廢棄物減量達215頓／

年，年度減碳效益500噸CO2／年，相當於1.3座大安

森林公園年吸碳量。

四、環境參與

(一)  推配合政府環境保護政策，推廣認養公部門公

廁、環保集點、鼓勵綠色運輸、衛生紙丟馬桶

及垃圾桶加蓋、限塑政策、環保祭祀及推動循

環經濟措施。

(二)  以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

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以及環境行動經驗

等環境教育目標為主軸施行，於公司內部及外

部規劃辦理參與環境教育相關課程。108年環

境教育4小時以上同仁占88%，累積時數3,314
小時，年度平均6.92小時／人，較107年成長

8.6%，連續４年持續成長。

(三)  辦理環境教育&廢木棧板DIY活動課程，運用廠

內廢棄木棧板進而再製成具價值性文創品、辦

公室等製品，降低廢棄物產出。

(四)  中強光電集團為善盡保護地球及維護環境責

任，辦理多次外部相關環境教育活動，108年5

月11日茂林德恩谷紫斑蝶及夜間生態環境教育

訓練、108年11月2日健康齊步走暨環境教育、

108年12月8日甲蟲標本DIY生態環境教育訓練

等活動，號招同仁及眷屬朋友共同響應參與環

境教育活動，將環境教育影響力擴及員工以外

的範疇，生態環境教育共322人參加，環境教育

時數達1,300小時。

(五)  自行開發爬樓梯記階感應裝置，鼓勵同仁少

搭電梯多爬樓梯，舉辦「步步高升」爬樓梯

活動。108年階數相較107年提升24%，自舉

辦以來共累積1億1,664萬階，總減碳量高達

847,906kgCO2e，總計節省約155.7萬度電。

(六)  中強光電南科分公司「在地食材」計畫，向在地

小農採購以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的方式栽種

之有機蔬菜供員工團膳食用，照顧員工健康，也

幫助農民經濟，108年共採購5,588公斤有機蔬

菜，近３年累計採購19,487公斤有機蔬菜。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公司致力於精進製程改善、妥善管理廢棄物、

推動綠色企業文化；並將推動成果進行參賽，獲得

政府機關之肯定，讓未來在環保議題之跟進或辦理

環保活動時能更加卓越；以下是中強光電南科分公

司曾獲得之獎項。

歷年永續榮耀事蹟：

1. 第１屆行政院環保署「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2.  第26及27屆行政院環保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銅級獎

3. 連續3年榮獲南科管理局「環境保護績優單位」

4.  2017~2019發行之CSR報告書符合AA1000AS
第二應用類型高度保證等級

5. 107年南科管理局「節能楷模獎」

6.  連續3年榮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

獎」

7.  連續9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

TOP50

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環境保護績優單位 節能楷模獎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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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中華汽車於58年由

裕隆汽車創辦人嚴慶齡

先生所設立，目前共有

楊梅及新竹2大廠區。

與三菱自動車工業株式

會社簽訂技術合作，為

臺灣生產商用廂型車、

貨車、轎車、休旅車等

的汽車製造廠。因應全

球綠能、節能趨勢，推

出各型電動機車、電動

輔助自行車及電動汽車

等綠能產品。

China Motor Corpor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MC") was founded by Yen Tjing Ling(the 
Yulon Motor founder) in 1969. There were two 
major plants located in Taoyuan city and Hsinchu 
city. CMC signed a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 
with Mitsubishi Motors Corporation to manufacture 
commercial vans, trucks, sedans and SUVs in 
Taiwan. Furthermore, CMC has launched various 
electric scooters of eMOVING brand (EM) and 
electric vehicles in support of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陳昭文 總經理

網　　址：https://www.china-motor.com.tw
行 業 別： 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員工人數：1,809人
地　　址：桃園市楊梅區秀才里秀才路61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8年6月13日
總 經 理：陳昭文

聯 絡 人：黃英順

電　　話：03-4783191分機2339
傳　　真：03-2707792
聯絡信箱：hys@china-motor.com
產品或服務：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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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領袖／總經理 陳昭文 、副總經理 朱陳興

 協理 張金煌、協理 曾烱誌

團隊成員／ 廠長 陳清棋、經理 林玲君、 
經理 章添福、經理 塗樹棍、 
經理 李慶峰、經理 鍾昭瑄、 
經理 鍾昌榮、副理 楊鎮壕、 
高專 黃英順、高專 周嘉文、 
專員 劉漢心、何佳軒

環保政策及理念

以「和諧、創新、卓越、永續」為經營理念，

所產銷的汽車、電動二輪等運輸工具，宗旨在於提

升人類生活品質。針對產銷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

氣、廢棄物、噪音等污染物，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皆列入改善考量；因此，我們承諾組織中每一分子

將朝以下方向努力，以維護自然環境品質。

1.  履行守規義務，主動做到環保法令規定及其他要

求事項。

2.  推行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做到資源永續

利用。

3.  確實做好環境保護、污染預防，有效地監測及管

理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各項污染。

4.  強化全員環保意識，持續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對環

境不利的影響，如節約能資源、能源再利用及建

置綠色能源等。

5.  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調適異常氣候衝擊，如

提升基礎防護措施、強化緊急應變管理及供應鏈

氣候變遷關懷。

6.  建立綠色採購，優先規劃及採購環境保護之綠色

商品，並提供綠色產品及服務，以減輕對環境之

衝擊。

7.  定期評估執行成效及確認環境管理系統被有效執

行，並持續改善，以促進環境管理績效。

8. 環境政策將依需求而提供給利害相關者參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於「綠色製造、綠色採購、綠色產品」環境永

續發展策略下，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相應

計劃，並推動執行。108年成果如下：

(一) 推展環境管理系統及第三方驗證

取得ISO14001環境管理、ISO50001能源管理、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ISO14046水足跡認證、

ISO14067碳足跡認證、節電標章、環保標章等系統

的驗證及EM25 Shine電動自行車碳水足跡認證。

(二) 推動綠色供應鏈、綠色行銷

1.  配合協力會智慧化節能、智慧化物流等活動，

派遣內部專家輔導6家示範廠商並舉辦分享會。

2.  「e 騎玩馬祖」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投入

100台iE125及25座充電站，搭配共享APP，推

動馬祖綠能觀光。

3.  號召匯豐汽車及順益汽車2家經銷體系，共

1,136位業務人員，共同參與節能減碳行動。

4.  建立新能源車輛發展關鍵技術，自創eMOVING
電動車品牌及通路，並結合中華電信直營門市

推出購車服務，廣泛使用族群，對環境盡一分

心力。

推動低碳旅遊e騎玩馬祖
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劃

協力會示範廠商期中發表

5.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主辦全國「節能示範觀摩

會」，邀請其它廠商分享節能成果，共計80家
廠商133位貴賓出席。

分享節能成果舉辦節能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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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

(一) 節能節電推動

1.  以 P D C A 手 法 改 善 2 6 項 設 備 ， 節 電

630,799kWh，並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

(EMS)」強化管理的資訊化。

2.  推動舊商用車產線「藍天計畫」轉型工程，進

行高架裝配，自動機器人及智慧化平台改造，

使其具備四車型混線生產能力。強化生產效率

與品質，亦推動楊梅廠朝向智慧工廠邁進。

楊梅廠屋頂設置太陽能板

3.  因應工業4.0智慧化生產變革，達成即時、可

視化及預防性管理，於既有生產資料價值鏈

(PDVC)系統上添加智慧元素「製造執行系統

(MES)」及「產線數位管理平台」，對生產數據

進行自動採集、分析、運用，及即時回饋對應

訊息。

(二) 水資源節用

持續宣導製程

及民生節水觀念同

時，推動生產製程整

併節水、導入水資源

管理系統及省水裝

置。108年總用水量

較107年低減66,976
噸，並建置13噸雨

水貯留回收設備，回

收雨水供建物降溫灑

水及沖廁。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污物、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

1.  塗裝廠鍋爐煙囪及RTO排放管道委外檢測均符

合法規標準。

2.  每年1次室內空氣品質CO2自主量測。108年量

測66處皆符合法規標準。

3.  除設有RTO、洗滌塔等處理設備外，塗裝工廠

近年來完成鍋爐燃料由重油改為瓦斯，更新噴房

排氣設備，汰換傳統往覆式噴塗設備為機器人，

增設廢溶劑再生裝置等，有效減量VOCs排放。

塗裝工廠洗滌塔 噴塗專用機器人

(二) 廢棄物減量

增設廢溶劑再

生裝置，再生比率

8 5％，使得1 0 8年

廢溶劑較107年減量

48.5％。此外，108
年資源回收率則較

107年提升4.45％；

事業廢棄物則減量

0.48％。

楊梅廠水處理區雨水回收貯槽

塗裝工廠廢溶劑再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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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推廣發票無紙化、減塑新生活及綠色消費。鼓勵

同仁參與環保集點，並購買綠點作為獎品。共計

818人加入集點APP，占員工比率45.22％。

推廣環保集點活動

2.  108年舉辦8場淨灘、淨山活動，及環保教育講

座，合計280人參與。

3.  提倡綠色運輸，於廠區機車棚設置免費充電站

並提供住宿同仁免費借用電動機車，警衛巡邏

車改用電動汽機車，另增置短程出差用公務電

動車。

南寮漁港淨灘 楊梅廠電動機車充電站

4.  改造宿舍區荷花池成多功能生態教育園區。108
年完成硬體建設及生態復育，109年計劃成立生

態社團並招募志工。

5.  團購部落收成，餐廳每週3天供應原民有機蔬

菜，推廣產地無毒農作。連續8年共採購76,726
斤。

產地直送 推廣無毒
原住民小農作物

員工宿舍區生態池

6.  成立幸福種子盆栽手作社團推廣室內植栽綠

化，定期授課及舉辦成果義賣，所得捐贈新北

市家扶中心幫助弱勢家庭。

7.  認養楊梅區秀才窩溪段河川800公尺水域，定期

巡視與維護。

秀才窩溪800m河川認養 幸福種子盆栽手作社上課

8.  中華三菱「發現之旅」：108年與人氣明星戽斗

星球合作，於走馬瀨農場及埔心牧場打造戽斗

動物奇幻星球主題樂園。結合遊戲關卡，注入

生態保育及環保愛地球觀念，吸引逾10,649人
參與。

9.  響應地球1小時全球性環境活動，全臺展示

中心及服務廠同步關燈1小時，減量CO2排放

1,483kg。
10.  推動「向下扎根」計畫。定期舉辦工廠參觀、

充電站操作體驗、電動車及電動自行車試乘體

驗活動，帶領學子們認識綠能運具；捐贈新北

及羅東等處高工電動機車供教學用；接受外部

參訪，交流節能、循環經濟經驗案例，108年
共計8所學校／單位，316人參訪。

響應2019地球
一小時活動

向下扎根計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107年桃園市空氣污染物減量

獎勵特優獎。

2.  108年桃園市河川認養特優獎。

3.  108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

業組第6名，連續6年汽車業第

1名。

4. 集團企業節能績效卓著獎。
再度榮獲108年「CSR
天下企業公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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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日月光集團成立於

73年，首座旗艦廠設立

於臺灣高雄，日月光為

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封裝

與測試製造服務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

（以下簡稱K22廠）於

105年設立，提供半導

體客戶完整之封裝及測

試服務，包括晶片前段

測試及晶圓針測至後段

之封裝及成品測試的一元化服務，長期提供全球客

戶最佳服務與最先進技術。

ASE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73 and its first 
flagship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Taiwan.

The world's largest semiconductor packaging 
and testing manufacturing service company.

The 22nd Factory of AS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K22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05 to provide 
complete packag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for 
semiconductor customers, including integrated 
services from front-end chip testing and wafer 
probe testing to back-end packaging and finished 
product testing. ,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and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global customers for 
a long time.

張虔生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asekh.aseglobal.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930人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第

二園區創意北路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
負 責 人：張虔生 董事長

聯 絡 人：劉香君

電　　話：07-3617131分機13285
傳　　真：07-3614546
聯絡信箱：AmyHC_Liu@aseglobal.com
產品或服務：電子零組件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二廠(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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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羅瑞榮 高雄廠區總經理

團隊成員／

二十二廠資深副總經理：王頌斐

行政管理資深副總經理：周光春

二十二廠副總經理：溫俊哲

二十二廠廠長：黃仰田

廠務環工處處長：易良翰

二十二廠廠務部：

 劉香君副理、陳凱琳工程師、 
謝緯穎專案工程師、陳韋成副理、梁嘉益副理、

簡大貴副理、黃琮仁主任、蘇景明主任、 
蔣崴主任、蔡慶隆主任、莊豐鍵主任、 
翁恒棊主任、鄭景鴻專案工程師、 
蔡先逸專案工程師、陳弈全專案工程師、

張瑞濱專案工程師、林琨智專案工程師

環境工程部：

 涂秀妹經理、陳依君工程師、許美論副理、 
姜婷毓主任、黃祈斌主任、黃閔松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K22廠永續發展政策涵蓋環境、勞工、衛生安

全、法規遵循及社會參與，我們承諾投入必要資

源、鼓勵全員參與、積極整合供應鏈、綠色環保與

社會責任之管理，以建立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符

合利害相關者的期待，於永續發展政策中特立第4點
「在綠色環保範疇，導入綠色設計、材料與製程，

並營造在地多樣性的生態空間，持續改善能源績效

並建議低耗能、省資源、零污染的綠色環境與供應

鏈，進而有效控制與降低產對環境衝擊」。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日月光集團於道瓊永續指數(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連續4年蟬聯「世界指

數」與「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獲得「產業領導

者」殊榮，肯定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

K22廠區為落實實踐永續環保政策，訂定短、

中、長期永續指標減量／提升妥善率／提升員工環

保意識／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一) 取得環境管理相關驗證

環境管理系統及驗證現已通過 ISO相關認證

（14001/50001/14045/14064/14067），並取得綠

色工廠、綠建築及清潔生產及RBA的認證，持續強

化公司環境管理永續性。

(二) 綠色供應鏈

K22廠已將綠色供應鏈管理納入工廠環境策略

中，全面推動綠色採購、兼顧客戶需求與綠色設

計、與上下游供應鏈合作開發創新的材料及設備。

(三)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日月光高雄廠於104年起定期公開出版並揭露永

續資訊，截止108年發行共5本報告書。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水資源節用

K22廠推動水資源

節用含製程回收水、中

水回收水及民生節水措

施3個面向，總節水量

達92萬噸，相當368座
奧林匹克游泳池，減碳

量達147.6噸CO2。

(二) 節電、節能措施

K22廠於108年訂定之節能目標：節電率2％，

108年共提出9大項節能專案（括製造生產、廠務運

轉或辦公室日常區域），節能量：2,652,073度，節

能率：3.03％。

(三) 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K22廠致力於減少產品原物料使用量／尋找低污

染物化學品等，以減少源頭產出污染量，降低末端

系統（空污防制設備／廢水防治設備）負載，以達

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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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永續政策指標，108年共減量1,577噸原物料。

(四)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K22廠於建廠已取得LEED 白金獎及臺灣綠建築

鑽石級之認證，並導入低能耗設施（LED燈管／平板

燈管／FFU DC多段式調整），減少用電量約188萬
度，總減碳量約1,002.9噸CO2 ／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減量

K22廠致力於VOCs減量，由源頭原物料投入及

運用物質流成本會計分析改善熱點將原物料超耗降

至最低。107年因產能擴增，將高低濃度VOCs分管

分流處理，其中高濃度由原水洗塔，切換為沸石轉

輪加上蓄熱式氧化爐(RRTO)，去除效率由原約30％-
40％提升至約90％，VOCs減量達1,664.4kg／年。

(二) 廢（污）水減量

K22廠以廢水源頭檢討其回收再利用可行性或減

少產出廢水量之策略，於108年提出2件專案：1.空
調冷凝水回收2.導入回收水（UF回收水／中水回收

水）；2專案可減少廢水產生量達221,504噸／年。

(三) 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

108年事業廢棄物共1,350噸，其中有害易燃性

(C-0301)廢棄物占總廢棄物委外量70％，皆以100％
以再利用方式進行處理。

廢棄物回收由49％提升78％，原物料回收再利

用部分，IPA回收共30噸、CPN共93噸。

四、環境參與

(一)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1. 環保集點活動

K 2 2廠1 0 7年6月起配合推動「環保集點活

動」，至109年3月31日止，共417人成為環保

集點會員。

2. 環保祭祀

提倡環保祭祀觀念，K22廠配合加工出口區政策

統一將紙錢集運至焚化廠集中處理。

3. 廢棄物聯單APP無紙化

K22廠響應環保署導入電子聯單APP導入後每月

可減少約60％的用紙量，亦拍攝聯單APP使用

短片供政府作為政策宣導範本。

(二)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淨灘活動 「淨」一分心力

108年K22廠舉辦2場共110人參與，撿取垃圾包

括吸管、廢塑膠、廢玻璃等，約51公斤。

淨灘活動

2. 綠色運輸

捷運接駁及跨廠區

區間車全面改為快

充式電動車，另規

劃綠能機車專用車

位，以鼓勵員工騎

乘綠能交通工具。

3. 環境教育

108年日月光高雄廠成立環教志工社，K22廠由

副總帶領共48位加入，並每年舉辦環境教育列

車活動，以及拍攝環保微電影，將各項環保政策

及知識融入日月光日常生活，於環保月期間安排

綠科技教育館探索與二手愛心市集等活動。

綠色運輸-電動公車

節水UF回收系統 空污設備

節能績效案例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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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巡迴列車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LED綠能轉換

進行「校園LED綠能轉換計畫」，改善環境照

明以提升生活及教學品質，更換燈管數共7.5萬
支，減少852噸CO2排放。

2. 關燈一小時

廠區響應隨手關燈減碳愛地球的行列防止地球

暖化107年3月30日至12月31日每月執行2天節

電活動「公共區域關燈一小時」。

3. 永續城鄉

105年起啟動永續城

鄉深耕教育計劃，

105年-108年共56所
國中小學及58件永

續計畫，109年新增

16件計畫。

(四) 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1. 世界無車日

以【共乘愛地球，減碳好生活】為主軸，將傳統

柴油巴士以電動公車取代降低碳排放，並鼓勵員

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共有6,000人次響應。

2. 區外造林

國有林地造林計畫共約15公頃的國有林地，陸

續種植共2萬5680棵，減碳量達225噸。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K22廠空調系統-冰機銅管清洗裝置專利申請

K22廠務團隊以創新構想向智慧財產局進行冰

機銅管清洗裝置專利申請，節能預估：1,105,536度
／年。

•  K22取得綠建築認證鑽石級／LEED白金獎

•  K22通過清潔生產認證，並取得綠色工廠證書。

•  K22-8F清洗機Flux clean取得能源局節能補助。

•  楠梓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頒發廢棄物資源回收績

優廠商優等

•  連續3年獲環保署與環保局頒發綠色採購榮譽狀

• 榮獲英國標準協會(bsi)頒發永續卓越獎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台灣企業永續獎-
供應鏈管理氣候領袖與社會共融獎

• 商業責任聯盟(RBA)頒發金級獎牌

• 入選3次榮獲CDP氣候變遷專案評比A List
•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CCS)
•  連續4年獲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供應鏈管理獎

•  連續4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以及產業領導

者殊榮

在地環境教育推廣

台灣永續供應循環經濟聯盟-15T聯盟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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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台灣佳能是Canon
集團在海外的第1個生

產據點，於60年開始營

運。嘉義一廠於101年6
月設立。最初是從生產

雙眼相機開始，目前以

生產數位單眼相機和交

換鏡頭為主要製品，是

Canon集團的主力生產

工廠。

今後，將由模具

設計／製作、零件製造

到最終製品的組裝、包裝輸出，對所有的工程進行

嚴格的品質管理，朝著世界最高效率的目標持續努

力。

我們將秉持「共生」的企業理念，積極地進行

環境保護、人才培育與社會貢獻，透過企業活動對

於區域與社會發展有所貢獻。

CANON INC., TAIWAN was the first overseas 
production base of the Canon Group and began 
operation in 1971. Chiayi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JUNE,2012. Initially, it star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Twin-Lens Reflex camera (TLR). At present, it 
mainly produces Digital Single-Lens Reflex camera 
(DSLR) and Interchangeable lenses. It is the main 
production plant of the Canon Group.

In the future, we will carry out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on all processes from mold design/
production, parts manufacturing to final product 
assembly and packaging output, and continue 
to work towards the goal of the world's highest 
efficiency.

We will uphold the corporate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actively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and contribute to reg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rporate activities.

眞田敬太 董事長

網　　址：https://twc.canon/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1,400人
地　　址：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一路46

號、4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1年6月28日
負 責 人：眞田敬太 董事長

聯 絡 人：劉怡君

電　　話：05-2953888分機7112
傳　　真：05-2950626
聯絡信箱：liu.yichun@mail.canon
產品或服務： 數位單眼相機、交換鏡頭、網

路攝影機／監視器、閃光燈／

電池握把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嘉義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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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簡俊枝 廠長

團隊成員／

部品製造部：

張鳳宜 經理、邱文星 副理、石憲堂 課長、

張德彥 專門管理師、黃安正 職場長

嘉義生產管理部：蕭素蘭 經理

施設環境課：

貞末 晉作課長、林宥佐 主任、劉怡君 管理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環境政策

為了世界的繁榮和人類的幸福，追求資源生產

性的最大化，對社會的持續發展貢獻己力。

※環境保證基本方針

對於所有的企業活動、製品及服務、環境和

經濟要有一致的目標（EQCD思想），並且經由資

源生產性革新的改善，提供「環境負荷量最低的製

品」，同時要排除對人的健康、安全及自然環境的

威脅、以及違反社會的行為。

※EQCD思想

如果無法做到環境保證就沒有生產製造的資格。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公司在環境管理方面推展ISO14001:2015環
境管理系統及相關查驗機制，並且設有能源監控系

統，24小時監控及記錄全廠用電及設備操作狀況。

環境目標及環境改善活動

1.  制定每年用電、用水、廢棄物排出、化學品使

用量目標。

2. 設定改善目標以及推動環境活動改善小組。

3. 進行產品原單位的環境負荷改善。

4. 每年集團發行環境報告書。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推動多項節能、節水及廢棄物減量措施，包

括：製程設備改善、空調效率提升、雨水回收再使

用以及製程原物料／包材改善。

(一) 省能源推進小組活動

由董事長率領各部門推動省能源活動，對於

製程中壓縮空氣浪費的稽核／改善、生產條件的改

善、非生產時電力的節約、生產附屬設備的用電改

善及空調的管理，活動的展開節約194萬度電，比前

年度節約10%的用電量。

(二) 水資源使用改善

1.  雨水年間回收量約5,000噸，主要用於園藝噴灌

及冷卻水塔使用。

2.  洗滌塔排水設定定時器及自動換水泵，改善洗

滌液的浪費。

3.  空調冷凝水回收再使用，供應冷卻水塔使用。

(三) 零件包材回收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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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供應商提供之零件包裝材回收再使

用，將包材廢棄量減到最低並且妥善分類回收將使

用週期延長。

(四) 射出成形材料回收再利用

射出成形後的邊材重新進行粉碎可再利用，並

且為有價廢棄物可再販售增加公司額外收入，年間

回收量約70噸。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

1.  製程改善：廢除清洗劑IPA改由使用純水洗淨，

年間節約2噸使用量。

2.  將保養機台時使用的丙酮回收過濾再使用，減

少丙酮的使用量。

(二) 廢棄物管理

1.  從廢棄物清除／處理評估表的遴選→現地確認

處理之妥善性→清除與妥善處理的追蹤，並每

年進行所有業者的現地稽核。

2.  擴大再利用廢棄物項目，將生產產出之廢棄物回

收最大化，減少廢棄物產出，將垃圾變黃金。

3.  設置有價廢棄物儲存場所，並每日確認貯存量

以及裝設監視器對於廢棄物貯存場所進出狀況

管理。

(三) 化學品管理

制定化學品使用的審核機制，化學品導入製程

前需先進行遵法評估並登錄化學品管理系統，確保

員工作業危害以及環境污染為最低。

四、環境參與

(一) 廠內限塑活動

員工餐廳提供環保餐具給員工使用，有餐盤、

餐具、環保水杯、環保湯碗，並提供三餐現煮餐

點，減少員工外食。

(二) 環境攝影教學

自101年起，進行嘉義縣偏遠地區國小學童的環

境攝影教學服務，截至目前已服務超過30所國小、

人數約1,200名。我們提供數位單眼相機操作教育並

戶外攝影體驗，讓學童藉由相機來觀察記錄校園周

邊生態環境。

(三) 公告系統電子化

設置廠內專用電子公告系統以及公共電腦，可

以查看公司規章、公司活動、健康檢查結果及社團

廢棄物管理

環境攝影教學

員工製作鳥巢

設置鳥巢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47 -

活動訊息，減少紙張的使用及方便員工隨時查詢。

(四) 環境保護活動推廣

每年推動10件以上環境活動並鼓勵員工參與，

如：淨山活動、淨灘活動、去除外來種及公園清掃

等，活動成果皆會在社內月刊中報導，提升員工環

境保護意識。

(五) 生態保育活動

廠內生態資源豐富，公司於廠內設置鳥巢並進行

觀察記錄，同時亦推動生物多樣性活動，廠內動植物

／昆蟲／鳥類每年進行觀察及記錄。每年辦理生態攝

影比賽，得獎作品刊登於廠內迴廊供員工觀賞。

(六) 環境教育

在新人教育及協力廠商入廠說明會中安排環境教

育課程，並每年安排員工進行環境教育在職訓練。

(七) 世界地球日-關燈一小時活動

連續8年響應地球日-關燈一小時活動，關閉公

司LOGO燈以及廠內路燈，並於電子公布欄宣導員工

在家也一起響應活動。

(八) 綠色運輸

提供員工上下班交通巴士以及嘉義／臺中往返

通勤巴士，每年運輸量4萬4千人次；出差採共乘制

度並提供公務車供員工使用。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嘉義好美里淨灘活動成果於奇摩新聞、ETtoday
新聞雲中報導。

2.  廠內生活用品類採用政府核定之環保標章商

品。

環境保護活動推廣

關燈一小時(2019)公園清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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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美光的全球布局旨

在為全球和整體產品生

命週期，提供完整的客

戶合作、支援和品質服

務。臺灣對鞏固美光在

DRAM領域的領先地位

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美光在臺據點，包

括位於臺北的銷售與技

術支援辦公室，以及臺

中和桃園2座最先進的

晶圓製造廠，打造美光

的DRAM卓越製造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卓越

製造中心的目標是透過結合前後段的生產製造、產

品工程和技術研發，實現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技術轉

移和製造產能。

Micron’s global footprint is designed to deliver 
comprehensive customer collaboration, support 
and 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and throughout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aiwa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our position in leading-edge DRAM. 
Micron’s Taiwan sites include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Taipei, along with two state-of-the-art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n Taichung and Taoyuan and a

back-end facility in Taoyuan, that together 
compr ise the company ’s  DRAM Center  o f 
Excellence. The center’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nufacturing ramp by combining front- and 
back-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les.

徐國晉 董事長

網　　址：https://tw.micron.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3,300人
地　　址： 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

路4段36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11月10日
負 責 人：徐國晉  美光企業副總裁暨 

 台灣美光董事長

聯 絡 人：洪翔寧

電　　話：04-25218000 分機1253
傳　　真：04-25218186
聯絡信箱：arielhung@micron.com
產品或服務：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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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徐國晉 董事長

團隊成員／

環安處：陳宗永 處長

廠務維護運轉處：賴孟邦 處長

廠務擴建工程處：蕭淑云 處長

團隊成員：

劉吉倫 部經理、蕭國豐 課經理、莊弘任、

洪建仁、洪上智、許晉嘉、蔡倩怡、劉秋英、

王威筌、洪翔寧、吳念慈、賴炣橦、陳韋舜、

黃子璋、鄭銘日、張家齊、張赫臣、陳奕安、

陳俊嘉、陳俊文、羅國源、朱基福、李祥瑞

環保政策及理念

Micron在追求成為記憶體與儲存裝置解決方

案，全球領導者的使命之際，致力於在環境與安全

方面達到卓越表現，而此與公司的各種活動息息相

關。Micron設定考慮到環保層面的策略目標，包括

減少與預防污染、團隊成員、廠商與訪客的安全及

福祉、符合各項法規的義務、風險與機會，以及利

益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公司的承諾裡不可或缺的

一個組成部分，便是著重於持續改善環境、健康與

安全(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管理體

系，以提高EHS的績效表現。

謹遵守法律規定和其他法規遵循責任是Micron
最低的EHS績效標準。希望在恰當時機能夠超越法

律法規遵循要求，展現致力於環境和人員安全的決

心。

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的特點來決定活動和產品方

案。將審核帶入製造環境和加入產品的材料，並考

慮材料的用途和使用期限，努力使營運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最小化。對供應鏈的關注也讓公司在規劃和

設計的最初階段，能夠評估如何減少環境和安全被

影響的機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永續發展的美光

美光集團永續發展規劃及目標獲得集團董事會

認同及支持，由集團副總裁公開承諾每年2％資本支

出使用在環境永續、社會參與、公司治理(ESG)改善

上，並設置明確10年目標與計畫，以達環境友善、

綠色營運之目標。

2. 台灣美光永續發展

台灣美光成立跨部門永續發展委員會，在融合

國際及台灣SDGs政策中，擬定台灣美光環境永續、

社會參與、公司治理(ESG)目標，每週檢視委員會績

效與目標的達成度，以確保各項計畫推動之成效。

3. 集團環保資優生

108年台中一廠在環境永續指標成果皆優於美

光集團平均指標，台中一廠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率為

90.7％、製程用水回收率為85％，更為美光集團

內頂尖表現。台中一廠秉持持續改善精神，自訂更

加嚴格目標，在112年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率提升至

95％、製程用水回收率提升至88％。此外面對國際

潮流，欲將全氟辛酸(PFOA)禁用趨勢，台中一廠超

前布署，在107年啟動全氟辛酸(PFOA)替代專案，

並在108年完成全氟辛酸(PFOA)替代計畫。

4. 每年發表永續發展報告

美光為跨國企業並專注於開發改寫世界使用

資訊方式的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方案時，實現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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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對永續經營及支持全球社區團

體的承諾。以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綱領(GRI)標準

撰寫，透過每年定期發布企業永續報告為企業做定

期全身總體檢，分別在未來展望、關於美光、永續

發展策略及管理、環境、人員、供應鏈、客戶及產

品、社區團體等領域成立專責小組，以PDCA模式定

期檢討並審核各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工作。

Micron Confidential

Micron Confidential

https://www.micron.com/about/our-commitment/operating-
thoughtfully/sustainability

7:37:00 PM|  Micron Confidential 1

永續發展網頁 美光永續報告書

企業永續報告書CSR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完善節水措施

建 立 一 系 列 節

水規劃，從機台源頭

採購時，節水要求納

入評估項目中，並改

善製造生產程序，後

端持續改善水回收系

統及廢水回收處理系統，總投資額超過2.7億元，從

106年至108年製程用水量減少26％，單位產品用水

量亦優於半導體同業標準。

2. 落實節能節電措施

導入多項節能方案，強化製程改善與設備效率

提升，108年節能方案執行完成率達100％，總節電

1225萬度，大約為16座大安森林公園1年的碳吸收

量。在辦公棟頂樓設置太陽能板，108年開始運轉發

電，108年總發電量約可供118家庭的1年使用。

3. 成立專案小組推動製程原物料減量

因應製程演進變化及外在各種變化，台中一廠

自107年起成立跨組織的廢棄減量小組，以大數據分

析，系統性掌握廠內原物料使用。建立廢棄物預估

模組，降低預期性大量廢棄物產出的情形。廢棄物

減量小組準確掌握廢異丙醇產出變化，並完成廢異

丙醇減量計畫，多次獲得美光集團表揚。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污染防治設施改善降低環境衝擊

台中一廠致力於空污防制設備及處理效率改

善，空污防制設備投資超過12.5億，在尾氣處理設備

有效安裝率100％，為美光集團內安裝比例最高，且

108年尾氣處理設備的溫室氣體減量達43.4萬噸二氧

化碳當量。

廢水依特性分類處理並多重再利用，以提升水

資源最大效益。強化廢水處理系統效率，提升廢水

品質，最後再經由廠區廢水處理設施，將廢水處理

品質優於科管局納管標準，才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

2. 廢棄物減量

廢棄物管理，從廢棄物清除處理廠商合作前的

現場及書面綜合性評估審查、清除與妥善處理制定

程序與流程、追蹤再利用最終流向與後端產品銷售

廠商情形，善盡環保管理責任。

增加廢化學品廠內再利用，台中一廠將低濃度

廢液作為廢水生物處理系統及中央尾氣處理系統原

料使用，每年廢液廠內再利用量達2,800噸，以達循

環經濟、減少廢棄物產生之目標。

3. 化學品及毒化物管理資訊平臺 
已建置原物料電子化管理系統，對於所有化學

品於購買前皆須經過7個單位整合評估，包含相關法

令規定、使用防護需求、污染處理程序及廢棄處理

方式等，以維護人員安全健康及降低環境衝擊。

4. 強化緊急應變能力

除專任24小時緊急應變中心外，並由製程設備

生產單位組成緊急應變小組(ERT)，以為強化應變能

能力。定期舉辦廠內外緊急應變教育訓練、及各項

緊急應變演練達30場次，108年累積緊急應變時數超

過1萬小時，在108年配合臺中市政府協辦2020台灣

燈會之毒化災演練。

太陽能板 2020台灣燈會毒災應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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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認養海岸線保衛海洋生態

台中一廠認養台中市大安區海岸線1公里，邀請

臺中市環保局長與台灣美光臺灣區副總裁公開共同

簽屬海岸線認養儀式，以及參與大型淨灘家庭日活

動，後續更推動廠內各部門自主舉辦17場次淨灘活

動，參與同仁約600人，志工時數達2,200小時，清

理海洋廢棄物超過6,500公斤。

淨灘活動 海岸線認養簽署

2. 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對於環保人才培養不遺餘力，台中一廠於107年
起與弘光大學合作，辦理產學促進活動，分享科技

廠污防系統、環保業務運等實務經驗，提升莘莘學

子專業知識與實務運作之認知。

於美光科學營活動中，舉辦「環境科學教育課

程」，108年由美光同仁擔任「水資源及晶砂植栽」

課程之講師，讓學生瞭解水資源重要性及科技業一

滴水多次用之概念，並透過台中廠特有晶砂污泥來

進行植栽DIY活動，讓環保教育能著實向下扎根。

美光科學營環教課程

3. 推動低碳運輸

長期推動低碳運輸推動規劃，除設置多條交通

車及接駁車、建置台中一、二廠擴廠天橋外，在108
年由台灣美光出資設置I-Bike美光站，在109年設置

啟用後，轉贈臺中市政府，以提升當地交通基礎設

施及交通便利性，促進減碳運輸之效益。

台中一廠亦舉辦在地農夫市集，結合在地小

農，除了可以讓大家買到新鮮的蔬果外，更鼓勵在

地消費，以減少運送中產生的「碳排放」，輕鬆達

到環保消費。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房綠美化優選廠商（108年）

力行廠區綠美化環境景觀，廠內設置生態魚

池，廠區周圍樹木圍繞，樹木植栽數超過11,000
顆，利用雨水回收系統收集雨水進行植栽澆灌，獲

得中科管理局肯定。

Micron Confidential

Micron Confidential
Micron Confidential3 廠區綠美化

2. 落實母性保護

為照顧妊娠及產後哺乳同仁，除設置孕婦專屬

停車位、獨立隱私哺集乳室外，更將育嬰假列入個

人工作年資，亦提供彈性工時措施，讓同仁可以平

衡家庭與工作。

3. 多元共融美光文化

美光集團據點分布全球，著重各種族、性別、

文化的平等平權承諾，舉辦女性領導分享會、婦女

節及多元文化共融活動等，提升同仁平權平等意

識，榮獲108年中部科學園區推動職場工作平權優良

事業單位特優獎，也連續2年（108年-109年）獲得

卓越職場機構頒發大中華區最佳職場獎。

大中華區最佳職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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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美光的全球布局旨

在為全球和整體產品生

命週期，提供完整的客

戶合作、支援和品質服

務。臺灣對鞏固美光在

DRAM領域的領先地位

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美光在臺據點，包

括位於臺北的銷售與技

術支援辦公室，以及臺

中和桃園2座最先進的

晶圓製造廠，打造美光

的DRAM卓越製造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卓越

製造中心的目標是透過結合前後段的生產製造、產

品工程和技術研發，實現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技術轉

移和製造產能。

Micron’s global footprint is designed to deliver 
comprehensive customer collaboration, support and 
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and throughout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aiwa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our position in leading-edge DRAM. 
Micron’s Taiwan sites include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Taipei, along with two state-of-the-
art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n Taichung and Taoyuan 
and a back-end facility in Taoyuan, that together

comprise the company’s DRAM Center of 
Excellence. The center’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nufacturing ramp by combining front- and 
back-end manufacturing, produc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les.

徐國晉 董事長

網　　址：https://tw.micron.com
行 業 別：半導體製造業

員工人數：2,700人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66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9年11月
負 責 人：徐國晉  美光企業副總裁暨 

 台灣美光董事長

聯 絡 人：張佑嘉

電　　話：03-327-2988分機8079
傳　　真：03-318-6814
聯絡信箱：yogac@micron.com
產品或服務： DRAM、記憶體模組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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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徐國晉 董事長

團隊成員／

環安處：陳宗永 處長

廠務處：林慶彰 處長

採購處：陳坤賓 部經理

人資處：吳文良 課經理

成員：  陳柏仁 部經理、陳韋舜 課經理、 
張景峯 課經理、林坤演、吳修賢、 
吳怡慧、賴加傅、林雅玲、鄒皓涵、 
董經賢、林雅琴、林金標、李彥徵、 
吳文瑜、蔡宗岳、高梅容、葉俊賢、 
張佑嘉

環保政策及理念

Micron在追求成為記憶體與儲存裝置解決方案

全球領導者的使命之際，致力於在環境與安全方面

達到卓越表現，而此與公司的各種活動息息相關。

Micron設定考慮到環保層面的策略目標，包括減

少與預防污染、團隊成員、廠商與訪客的安全及福

祉、符合各項法規的義務、風險與機會，以及利益

相關者的需求與期望。公司的承諾裡不可或缺的一

個組成部分，便是著重於持續改善環境、健康與安

全管理體系，以提高EHS的績效表現。

依據產品生命週期的特點來決定活動和產品方

案。將審核帶入製造環境和加入產品的材料，並考

慮材料的用途和使用期限，努力使營運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最小化。對供應鏈的關注也讓公司在規劃和

設計的最初階段，能夠評估如何減少環境和安全被

影響的機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美光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考量讓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面向共有11項，其中5項與環境保護

相關項目，轉化為美光全球永續計畫並在橫跨17個
國界同時展開推動。桃園廠為實踐環境永續發展與

推動績效，結合永續計畫規劃短、中及長期目標，

致力於環境友善永續，並能將自身經驗影響供應鏈

及地方社區。

1.  落實環境管理績效，通過ISO 9001 品質管理系

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64溫
室氣體盤查、責任商業聯盟認證(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

(IATF 16949)，其中RBA更獲得最高等級-白金

級認證肯定。

2.  具影響性的綠色供應鏈，要求供應商遵守「美

光商業行為與道德守則」及RBA，定期更新並

提供化學品評估、授權和限制(REACH)及有害

物質限制(RoHS)。每月定期舉辦供應商及承攬

商大會，由廠商自主分享環境、安全及衛生管

理經驗，每季公開表揚優良廠商。

3.  積極實施綠色採購，108年獲頒「桃園市綠色採

購績優企業」，綠色採購金額高達7,074萬，較

107年增加433％。

積極實施綠色採購

4.  公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每年發行永續報告

書，揭露經濟面、環境面、社會面推動與執行

成果，承諾持續減少對空氣、水、土地及能源

需求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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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水資源節用措施如下：

1.  既有設置氫氟及研磨廢水回收系統，108年推動

酸鹼排水回收計畫及特殊氣體洗滌塔用水減量

計畫，新增回收35.4萬噸製程用水（約141座國

際標準游泳池）。

2.  定期宣傳節約用水的重要性，如張貼節水標

語、利用 LED 電視宣導。

3.  配合內政部營建署及桃園市政府推動「A7水資

源回收中心放

流水再利用政

策」，評估A7
水資源中心之

放流水納入用

水之可行性。

節能、節電措施如下：

1.  108年推動11件節能專案，成功節省463萬度電

量，相當於1,278個家庭全年用電量。

2.  冰水管路設計變更以減少春秋交替期間冷凍機

運轉需求，新增PLC控制系統、自動化調節泵

和冷卻塔風扇運轉頻率。

3.  電腦機房由分散式管理改為集中式管理，關閉3
套電腦機房含壓縮機及馬達之空調系統。

4.  將外氣空調箱供應至無塵室之空氣溫度設定低

於22℃，減輕無塵室乾冷盤管負荷，環境測試

與評估得到最佳可行操作參數。

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措施如下：

1.  定期檢討全廠原物料減量績效，減量效益共

2,218噸。

2.  待機用量調整，調整黃光製程機台自動噴頭操

作的秒數及頻率，減少18噸原物料 。
3.  原物料配比調整，提升良率減少重製，減少使

用2,200噸原物料。

4.  導入新型機台，將最佳待機用量及原物料配比

規格列為採購標準。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措施如下：

1.  導入SEMI S23半導體製造設備，108年採購98
台製程機台，新型機台約可減少2％用電。

2.  108年對廠務設備中最消耗能源的壓縮機、馬達

或泵浦進行汰換或改造，節省77萬度電量，相

當於194個家庭全年用電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減少固定污染源之環境衝擊，108年新增2座酸

性廢氣洗滌塔，單位產品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為

0.25毫克晶圓當量-光罩層，相較前年度減量績

效高達58％。108年8月推動抵換專案，預期可

抵換效益為60,145噸／年。另外，桃園廠收到

桃園市環保局發布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

告時，將啟動防制管理計畫，109年至今共發布

11次二級預警，VOCs削減率優於計畫削減目標

92％，以96％為常態操作。

2.  影響外部廠商

推動移動污染

源減量，最早

於100年要求

公司交通車選

用環保車輛，

合約要求所有運輸車輛車齡不得超過7年（依目

前環保等級為五期以上）。108年起，鼓勵廠商

汰換1.2期運輸車輛，將環境保護列入採購評比

項目中，有效鼓勵廠商使用四期以上之環保車

輛，車輛占比由65％提升至82％。

3.  配合政府推動之南崁溪總量管制減量計畫，銅

總量減量達66％。儘管先進製程演進及產能提

升2.7％，單位產品廢水排放量保持與去年相同

水準。

4.  全面推動廢棄物減量，每年減量高達3,200噸，

其中包含：

(1)  成立美光大

學雲端學習

平台，另外

將印表機預

設 雙 面 列

印，109年
迄今累計減

少 2 5 ％用

紙。

(2)  強化原物料減量，執行原物料配比調整、待

機時間優化、引進新機台及機台調整。

(3)  調整排水分類，重新檢視製程機台排水分類

規劃分流。

(4)  積極開發廢棄物再利用可能性，將廢硫酸導

積極宣傳節約用水

交通車使用五期以上環保車輛

美光大學雲端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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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洗滌塔使用，將廢硫酸導入廢水加藥系統

使用。與再利用／處理機構合作主動降低焚

化比例，讓廢棄物重回循環市場。

5.  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成立廢棄物廠商稽核

小組定期至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廠

商進行稽核，並輔導廠商取得 ISO14001、
OHSAS18001等相關管理證照。 

6.  汰換全氟辛烷磺酸，99年前自願性完成汰換全

氟辛烷磺酸，108年推行全氟辛酸替代計畫，並

順利於109年完成替代全氟辛酸，領先全球同業

完成汰換目標。

7.  Trans-LC移除計畫，108年透過製程改善成功，

移除半導體製程中普遍用於清潔反應室及管路

之毒性化學物質Trans-LC。

四、環境參與：

1.  成立台灣美光水環境巡守隊（預計110年），未

來成立後，台灣美光水環境巡守隊將成為全桃園

第一支由民間企業所組成之水環境巡守隊，期望

能影響其他企業一同投入水環境巡守的工作。

2.  持續配合環保署推廣環保集點，並購買600萬點

綠點，各項環保活動以發放綠點作為獎勵。

3.  積極認養海岸及淨灘，107年至108年淨灘活動

參與人數共1,835人時數，清理垃圾共4,231公
斤，109年認養桃園市海岸線1公里，規劃每年

於該址舉辦大型淨灘活動。

4.  積極守護在地河川，認養南崁溪10公里，106年
及107年連續2年獲表揚。

5.  豐富的員工環保活動，108年共舉辦13場員工環

保活動，包含環保材料手作、環境公益講座等，

累計人數為642人，總人時數為1,061小時。

6.  直接鼓勵員工參與公益，美光給予同仁每年

16小時志工假，108年參與志工活動員工已達

2,477名員工，總服務時數達12,387小時。

7.  直接鼓勵員工參與捐款，美光成立配對捐款計

畫，鼓勵同仁參加配

對捐款，美光將為所有

款項提供2比1配對捐

款（美光捐2；同仁捐

1），美光已向全球慈

善事業配對捐款4,589
萬新臺幣。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近3年獲得桃園市河川認養、模範環境保護專責

及技術人員、國家企業環保獎及桃園市綠色採

購績優企業等獎項獲表揚，目的是希望能藉美

光的影響力，號召業界及上下游供應商一同積

極投入環境保護活動。

2.  啟動氟化銨廢液回收再利用計畫，108年美光與

廢棄物處理廠商合作將氟化銨廢液轉換成再利

用成品，預估110年可轉換成268噸之氫氟酸、

126噸之氟化銨及1,006噸之冷凝水。

3.  創造性別平等的工作環境，每年規畫性別平等

活動，設置友善母性相關設施，如孕婦專屬停

車區，優等哺乳室，也觀察到男性育嬰留停職

場性別比例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成

立美光女性領袖社群，舉辦女性領袖專題講

座、婦女節及國際女性工程師節活動。

4.  多元的綠色運輸，設立電動機車充電站，計畫

和Gogoro設立換電站。主動捐地以供政府增設

U-Bike站點。

5.  兼顧營養的低碳飲食，選用當地、當季食材，

減少紅

肉及乳

製品，

減少遠

洋漁類

食材。

去毒化的豐碩成果

低碳飲食供應鏈

全力支持政府環保政策 結合外部團體守護環境 美光女性領袖社群

成立配對捐款計畫，
只要同仁捐出1元，
公司即捐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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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群創光電為T F T-
LCD液晶面板供應商，

以豐富的創新能量及對

高品質的堅持，致力於

TFT-LCD技術研發與產

品製作，以提升人類視

覺享受的境界與成就高

科技的美學發展。

企業的經營除了

為追求利潤外，群創光

電相信內在的人本特質

才是企業延續運作的命

脈，故始終維持一貫穩健踏實的作風，為客戶、股

東、同仁、社會、環境的進步與幸福貢獻心力，並

盡其所能以成為優秀企業品德的公司為目標。

As a supplier of TFT-LCD panels, Innolux 
Corporation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product performance through 
its innovations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Innolux is committed to enhancing life's 
visual pleasures and to developing aesthetically 
designed display products.

And although profitability is key to Innolux'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lso believe that 
it is our humanistic qualities that will ensure our 
longevity. Our business approach is thus to make 
steadfast progress in contributing to the prosperity 
and well-being of our customers, shareholders, 
and employees as well as the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s in which we operate with the aim of 
being an outstanding company with superior virtues.

洪進揚 董事長

網　　址：http://www.innolux.com/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全球約58,000人
地　　址： 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苗栗縣竹南

鎮科學路16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2年1月14日
負 責 人：洪進揚 董事長

聯 絡 人：范乾華

電　　話：06-5051888分機71183
傳　　真：06-5050061
聯絡信箱：evan.fan@innolux.com
產品或服務： 各式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

顯示器）液晶面板模組(modules)
及半成品(open cells)：電視用面

板、桌上型監視器面板、筆記型

電腦用面板、中小尺寸面板、醫

療應用面板、工業應用面板；觸

控模組：Glass/Glass電容式觸控

模組、Glass/Film/Film電容式觸

控模組、One Glass 電容式觸控

模組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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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楊柱祥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環安處： 楊媛菁 處長、靳易安 處長、 
謝德良 處長、許躍寶 經理、 
邱鎮民 經理、黃旺枝 經理、 
劉憶蓉 經理、柯景元 經理、 
謝岱紘 經理、李幸玲 經理、 
陳飛良 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群創光電以公司治理、環境保護、供應鏈SER
管理、員工照顧、社區參與等5大功能面為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主要項目，在符合RBA之基本要求之外，

我們更積極致力於實現「永續環境」與「人文社

會」的和諧對話及共生發展。

在環境面向以「L.O.V.E. 地球樂」的理念，及

以地球為主體的觀點，來關懷地球永續，積極實現

綠生活、綠生產、綠產鏈、綠生態，從照顧同仁優

質綠色生活開始，到落實綠色生產，並全面性發揮

企業影響力，關懷整體地球環境永續議題。 
群創依循企業環保與能源政策，針對溫室氣

體、節水、節能、污染防治等面向，訂定短、中長

期指標，並透過委員會進行審查、監督，以確保目

標能達成。

LOVE地球樂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群創光電為呼應能源

政策與展現能源節

約決心，於108年推

行能源管理系統，

109年先導廠區（T2
廠.F廠(Fab 8A)）通

過ISO50001驗證，

於下半年推展管理系

統至前段製程廠區，

並規劃110年取得驗 ISO 50001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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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另108年加入工業局自主減量專案，執行88
項節電專案，節電達45.7百萬度。 

2.  電子業首先導入「沼氣發電設備」，利用廢水

系統厭氧生物處理單元反應後所產生的大量甲

烷氣體作為燃料來發電，每年發電量超過86.8
萬度，同步也減少462 ton CO2e。

3.  為落實永續環境的理念，持續研議綠色能源，

陸續於各廠區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108年各廠

之太陽能發電量合計達52,132 kWh。

太陽能發電系統沼氣發電設備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群創每年投入空污防制在增設、維護、修繕、

汰換與相關資本支出約1.2億元。致力提升設備

處理效率，109年沸石濃縮轉輪系統的VOCs處
理效率預估全面達BACT（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92％以上。

2.  107年號召逾200家面板供應商共同宣誓齊抗空

污。108年計有11家供應商共同參與自主空污

減量行動，共減少VOCs 4.05噸、PM 0.33噸、

SOx 26.28噸及NOx 1.87噸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3.  長期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增加 L o c a l 
S c r u b b e r  設置； 1 0 8 年購置 3 台 L o c a l 
Scrubber，已於109年正式運轉，108年FCs總
計減量績效2.73百萬ton CO2e。

4.  持續投入MBR RRO改造回收、MBR增加廢水回

收、DMSO廢水增加回收量及生物廢水回收等方

案，108年製程節水高達274,147,277噸，約當

109,659座標準泳池水量，製程水回收率平均達

96.7％，優於科學園區管理局的標準85％。

5.  推動有機污泥、廢鹼液等廢棄物減量方案，

針對銅製程的銅蝕刻廢液設置銅濃縮設備，

於D.E.F廠區已投資近7,200萬元，每年減少

2,000~3,000噸的銅蝕刻廢液。

6.  秉持3R原則以降低環境衝擊和致力新回收技術

研發，108年4項化學品的製程回收率，Stripper
去光阻液78.4％、NMP 73.1％、PGMEA 
67.4％、顯影液TMAH 24.0％。

四、環境參與

1.  群創關注國內空污議題，推行抗空污專案透過

企業影響企業共同為臺灣天空努力，自107年起

與產、官、學界專家舉辦臺灣空污習題論壇，

並將論壇共識與建言製成「台灣空污解答關鍵

報告」，寄贈國內2,000大企業、CSR 100強
企業及30個環境相關政府單位及專家團隊；

在空污普教面，群創透過影像作品形塑輿論，

拍攝深度紀錄片「浮塵之島」及舉辦「勿霾蒼

穹」策展，由25位導演25支創意短片2.5分鐘

短片（片長意義呼應PM2.5），108年1月分別

在在臺北、臺中及高雄以貨櫃屋空間，舉辦影

Stripper 回收系統沸石濃縮轉輪系統

勿霾蒼芎策展

原生生態基地導覽活動 認養竹南公3原生生態公園學童生態導覽綠地認養路竹原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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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累積參觀超過24,000人次。（數據為計算

至108年1月25日止），透過行動影展與數位平

台進行科普，喚起民眾反思空污問題。

2.  推行海塑危害環境教育與行動，廠區內不提供

一次性使用塑膠吸管、餐具等，並透過公司內

部宣導影片，啟發同仁環境意識、重整生活態

度的契機，讓我們從自身做起，積極減塑（減

少塑膠袋或製品的使用），避免微塑膠污染沙

灘、河川。

3.  於竹南（5.85公頃）與路竹廠區（0.34公頃）

打造生態園區，種植60-70種原生植物，以保護

環境資源與生物多樣性，自106年迄今，兩地共

舉辦逾20場次生態基地導覽活動，上千名的學

童參與，獲得廣大回響。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群創與工研院合作導入全球首創廢液晶回收技

術，於廠內設置自動化液晶萃取純化中心，全年

處理不良品的液晶面板產能可達到3,000噸，將

面板中的液晶「回收再利用」，解決廢棄物處理

的問題，此舉是3C產業的循環經濟新典範。

2.  持續關心產業的環境議題，透過參與WDICC
（全球顯示器產業合作委員會）與日本、韓

國、大陸等面板同業交流含氟氣體及溫室氣體

減量執行方式 、以及參與國內高科技節能減碳

論壇，與國內各標竿企業，共同發表高科技業

自主節能減碳宣言等，齊為環保議題努力。 
3.  為有效掌握各污染防治設備運作狀況，透過三

安智能平台（人安.環安.廠安）以及iFM等e化系

統，將防制設備的運作即時狀況，轉換為燈號

與指標，供管理者第一時間掌控。

4.  群創於環保方面的努力，持續受到主管機關、

主流媒體各界肯定（獲得：清潔生產、綠色採

購、綠建築、空污防制貢獻、天下公民、永續

水管理等評選、認證及獎項）。

群創抗空污專案

WDICC工作小組會議 高科技業節能減碳論壇液晶回收

群創光電近年環保獎項 環保管理智能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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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團

（VEOLIA Group）合

資創立。結合2家母公

司的專業技術及豐富經

驗，達和環保追求環境

的永續，支持循環經

濟，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3個領域，為

政府、企業與民眾提供

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案。達和環保秉持「專

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深

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以「作為最值

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持續為守護

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自96年起接受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委託，管理八里焚化廠，提供新北市200
萬居民專業的垃圾處理服務。達和環保不斷創新技

術，改善績效，接軌國際，使焚化處理量、發電量

逐年提升。更引進多項綠色能源技術，優化資源使

用效率，致力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八里廠營運績

效卓著，連年獲得環保署評鑑特優肯定。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陳丁全 廠長

網　　址：http://baliplant.epd.ntpc.net.tw/tw/
行 業 別：環保服務業

員工人數：65人
地　　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3段40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5月14日
接廠時間：96年7月17日
負 責 人：陳丁全廠長

聯 絡 人：謝慶麟

電　　話：02-26195111 分機702
傳　　真：02-26193833
聯絡信箱：taho.bali@msa.hinet.net
產品或服務：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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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aLi waste-
to-energy Plant was entrusted by Environmental 
P r o t e c t i o n  D e p a r t m e n t ,  N e w  Ta i p e i  C i t y 
Government to Onyx Ta-Ho since July 2007.  The 
Plant provides 2 million resi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professional waste treatment services.  Onyx 
Ta-Ho actively takes part in innovative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having the Plant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disposal 
capacity and power generation are thus increased 
gradually.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has introduced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optimized the resources 
efficiency, strived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i Plant 
has been granted the Best Award in consecutive 
years by the EPA for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白添富廠長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 陳丁全廠長

團隊成員／

彭業煌、涂椽義、林韡紘、吳威德、葉信毅、

謝慶麟、林士閔、劉芃彣、鄭子玲

環保政策及理念

提供國民一個整潔又美麗的居住環境及持續、

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員工的安全衛生，是八里廠的基

本價值。因此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使垃圾減量

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效地解決垃圾

問題並提升垃圾焚化廠處理效率。

1.  遵守相關法規及操作單位接受的其它要求與承諾。

2.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安

全衛生績效。

3.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員工諮詢與溝通，落實全員

參與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4.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能

源。

5.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防治，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全員安全與健康。

6.  全員齊心協力，努力達成零失能傷害頻率、零失

能傷害嚴重率。

7.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對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達和八里焚化廠每年度訂定營運計畫，包含

操作營運、污染減量、節能改善、敦親睦鄰及環境

教育等，定期檢討及追蹤成效，並建立操作績效管

理。環境政策及管理事蹟如下：

1.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費成本及管理溫

室氣體排放，獲得IOS50001認證，經由系統化管

理過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減緩環境衝擊。

2. 環境通過ISO14001等多項國際及國內外的認證。

3.  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獲得 ISO14064-1
認證；另八里廠為全國首例提出焚化廠以「新

方法學」作為 ISO14064-2的驗證依循，獲得

ISO14064-2的驗證通過。

4.  鼓勵員工自主提出改善方案，激勵員工積極參與改

善與創新；並對提出優秀改善案的員工給予適當獎

勵與表揚，使改善能持續落實，延長廠內設備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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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6年至108年提案改善案達65件，不僅使設

備更加完善化，並大幅提升營運績效。

5. 召開勞資會議及員工福利委員會會議

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及員工福利委員會會議；勞資雙

方除透過正式會議建立共識，也隨時以非正式之互

動交流雙向建議，提升同仁對企業之認同感。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八里廠利用垃圾焚化過程中產生的餘熱用於供

熱供冷，及提升設備效率為主軸推動各項節能減碳

方案，重大節電措施如廠區空調更換為吸收式冰水

主機、廠區風機馬達更改為高效率變頻馬達及利用

蒸汽熱能加熱溫水泳池池水，每年已節約用電873.5
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4,656噸CO2e。為持續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108年積極作為如下：

(一) 電器室空調運轉調整

評估各區電氣室必要環境溫度，提高設定溫

度，調降空調變頻器運轉頻率，降低運轉電流達成

節電效益，每年節約用電8.76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

46.69噸CO2e。
(二) 廢水場通風扇啟動時間調整

廢水廠通風扇原本24小時啟動運轉，經檢討加

裝定時器每天啟動4次每次一小時，每年節約用電

18.25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97.27噸CO2e。
(三) 各區域照明節能改善

近3年照明節約用電17.5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

93.27噸CO2e。
(四) 廢水全面回收再利用

廢水主要來源為製程廢水及員工生活污水，廢

水集中處理，每月由檢測公司現場取樣，檢測水質

以符合法規標準。

優秀員工表揚 第17屆金擘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污染防治管制項目為粒狀污染物、氮氧化物

(NOX)及硫氧化物(SOX)及氯化氫(HCl)，排放數據

皆經由在線監測系統持續傳輸至環保局管控，每季

委由第三方檢測單位對煙囪排放數據正確性進行審

查，此外將排放指標納入內部系統加強監控，並建

立預警機制，提前因應進行製程調整，避免造成廠

區週遭環境衝擊。輪班人員監控操作系統；並透過

手機簡訊，及時通報系統突發狀況，近年污染排放

檢測結果均優於法規限值。每年依據生命週期將袋

濾式集塵氣之GORE-TEX鐵氟龍薄膜濾袋汰換，提

高過濾效率並穩定降低壓力損失，廢氣處理系統HCl
實際去除率達96.66%，SOX實際去除率達96%，有

效降低污染物排放。

四、環境參與

八里廠為「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肩

負深入社區宣導與提供民眾接受低碳知識的責任；

整合資源與志工人力，辦理環境教育推廣，藉由參

訪、體驗、教學及實作等活動，期能將環境保護資

源循環之理念內化於民眾日常生活中。

(一) 環保觀念之推行

1. 環境教育活動

 設置環境教育場所，積極推廣環境教育，並依

不同年齡層設計課程（玻璃魔法城堡、環保特

派員、節能減碳救地球等），108年度共計88場
次學員3,860人次參與。

2.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積極辦理員工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並以環境覺

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

度、環境行動技能及環境行動經驗等五大目標

為主軸，讓同仁親身體驗相關活動，吸取環保

未來種子培育活動

環境教育活動 環境教育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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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落實環保作為。108年度環境保護相關訓

練課程，共計19場次學員470人次，員工年學習

平均 28.9小時／人。

3. 環保文宣

 編製「野百合的春天」、「擁抱野百合盛放的

環保希望」文宣資料，讓員工與參訪民眾深入

瞭解鄰近地區的人文風情與環境；進而能夠更

加珍惜與愛護我們所處的地方。

(二) 生態復育

1. 廠區周界動、植物生態調查

 每年委託學術單位對廠區周界進行生態調查，

透過生態調查，研擬適當之管理策略，藉以確

保區內生態景觀，妥適提供遊憩與環保教育之

場所與機會。

2. 原生植物復育專區

 區域綠化「適地適種」是八里廠推動的方向，

因為原生植物經過長期與本地環境共同演化的

結果，已和當地野生植物產生相互依存的穩定

關係，對當地病蟲害的耐受性高，並能調適環

境變化，是綠美化最適宜的植栽材料。

(三) 環保活動

1. 參與淨山活動／淨灘活動

 每年參與淨灘、淨山活動，宣達維護環境理念。

2. 舉辦低碳飲食共餐活動

 每年舉辦「低碳永續在地蔬食共餐推廣活

動」，活動使用當地當季食材烹煮，且不使用

一次性即丟餐具。

3. 環保集點活動

 鼓勵員工加入環保集點會員，推動「綠色消費

循環」的理念。

4. 舊鞋救命及舊衣回收環保活動

 鼓勵員工捐贈舊鞋、舊衣，交付活動單位送至

非洲大陸當地。

5. 清理下罟子漁港-家庭員工日環保活動

員工家庭日至八里下罟子漁港清掃環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自主進行PM2.5檢測

PM2.5是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議題，超細顆粒

物，直徑不及頭髮絲1/20，相對於健康的危害更甚於

PM10，廠內自主進行PM2.5檢測，作為焚化廠PM2.5排

放的調查，以及讓民眾瞭解焚化廠對於污染防制的

完善程度

(二) 增設HCL前饋設備

為減少消石灰用量，增設HCL前饋設備，修改

控制邏輯，提高消石灰噴量調整反應時間，藉以提

升去除效率並降低消石灰用量，達到節省資源之功

效。

敦親睦鄰活動

淨灘活動 淨山活動 舊鞋救命活動低碳共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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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以下簡稱（達和公

司）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團

（VEOLIA Group）合資

創立。結合2家母公司的

專業技術及豐富經驗，

達和公司追求環境的永

續，支持循環經濟，致

力於資源管理的最佳

化，在廢棄物、水務與

能源3個領域，為政府、

企業與民眾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案。秉持

「專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

深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以「作為最值

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持續為守護環

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嘉義分公司自90年12月起接

受嘉義縣政府委託，管理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

合約期限20年，鹿草廠運轉率在全國公民營焚化

廠中名列前茅，設備創新與節能改善計畫等績效卓

著，在環保署大型焚化廠年度查核評鑑連連榮獲特

優獎，此外，環保署「國家企業環保獎」、經濟部

水利署「節水輔導改善獎勵工業組」及天下企業公

民獎的頒發與肯定，敦促達和公司的團隊持續為永

續發展而努力。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林中山 廠長

網　　址：https://www.tahoho.com.tw/
行 業 別：廢棄物處理業

員工人數：57人
地　　址：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21鄰329號1

樓

廠　　址： 嘉義縣鹿草鄉豐稠村馬稠後農場

60號
設立時間：民國91年（以下同）5月14日
負 責 人：吳瑞益 協理

聯 絡 人：林諄婷

電　　話：05-3621101分機107
傳　　真：05-3621102
聯絡信箱：linchunting@tahoho.com.tw
產品或服務： 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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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ChiaYi County Government entrusted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 ChiaYi Branch 
with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uTsao 
waste-to-energy plant for 20 years since December 
2001.  Not only the high availability of the Plant 
which is among the best compared to other WtE 
plants in Taiwan,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in facility innovation and energy saving are also 
recognized.  In the annual survey of large-scale 
WtE plants conducted by EPA, LuTsao Plant has 
won the Best Performance Prize in consecutive 
years.  In addition, the recognition and affirmation 
of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s from EPA, Water Saving Improvement 
Reward in the category of Industr ial Group 
from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OEA, and the 
Excellence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urge 
the team of Onyx Ta-Ho to continue the effort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聖斌 總經理、林中山 廠長

團隊成員／

操作課： 鄧宗岳副廠長、黃文斌組長、王進程

廢水處理員

管理課：林諄婷課長、黃馨誼總務

維修課： 黃建發課長、蔡文祥組長、 
吳明哲組長

工安人員：吳志元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達和公司咸認提供一個整潔又美麗的居住環境

及持續、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員工的安全衛生，是鹿

草廠的基本價值，因此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使垃

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效地解

決垃圾問題並提升垃圾焚化廠處理效率，基於此，

公司承諾訂定環安衛政策並公開揭露於公司網站、

公司公布欄明顯處，並進行宣導其內容如下：

1.  遵守相關環安衛法規及公司接受的其他要求與

承諾。

2.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

安全衛生績效。

3.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員工諮詢及溝通，落實全

員參與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4.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

能源。

5.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預防、防止職業災

害，保障全員安全與健康。

6.  全員齊心協力，努力達成零失能傷害頻率

(FR=0)、零失能傷害嚴重率(SR=0)，邁向零的

願景。

7.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公司對環境保

護／安全衛生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達和公司遵循母公司的企業永續目標並結合

SDGs來發展方針，訂定操作營運計畫進行短中長期

規劃、執行及追蹤成效，公開揭露在網頁及公布欄

區，使各項營運績效逐年提升。舉例去年度的節水

方案作為，也呈現於母公司的CSR報告書中。推動

綠色供應鏈及行銷，我們訂定供應商ISO管理標準，

進行定期、不定期查核外，於108年度增訂反腐敗行

為準則，設立專線供廠商申訴舉報用。

為提升後續進廠能穩定操作管理及廢棄物底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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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產出問題，加強產源廢棄物稽核、檢測及環境教

育宣導課程。108年度推動綠色採購金額高達329萬
5千元，較前年提升9.29％。設置製程下腳料回收專

區，訂定變價獎勵原則，將變價販售金額提撥40％專

款供福利委員會運用。且辦公室做環保節省紙張、廢

紙再利用功能再提升，建立供應商專屬網路平台及網

路銀行交易，以降低用紙量及郵件運輸耗能。

更是重視綠色產銷文宣及活動，藉由世界水資

源日、世界環境日，透過宣傳海報、晨會宣導等，

提升員工環保素養及宣傳企業環保主張；也會把環

境教育課程帶到外部與民眾共同學習，108年6月29
日參與嘉減碳共好市集設攤活動，當天參加人次高

達1,261人次。重環境、重品質、重民眾、重顧客的

精神，一直秉持著企業永續經營之精神。

設置製程下腳料專區

嘉減碳環保市集設攤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為了節約用水充分運用場域內有限資源，力行

節水政策，增加雨水回收桶、引用鄰近荷苞嶼生態

園區的中水，提供廠內植生、洗掃街及回收水補充

等再利用；製程方面以震波產生器來取代傳統蒸氣

吹灰器，提升設備可靠度，減少啟停爐所增加耗水

量，108年達成節省用水量8,814噸。原物料耗用節

省，從廢棄物產源源頭查核管制、檢測及加強垃圾

檢查，108年減少消石灰使用量約250噸。節電措施

將廠房辦公室日光燈管更換為LED燈、更換袋式集塵

器之濾袋降低差壓節省電力、送風機設備加裝定時

器減少耗電，整年度節省電量高達67萬度。

增設雨水回收桶 增設震波式產生器SPG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焚化每噸垃圾廢氣污染物排放監測均符合法

規，108年廢氣排放控制得宜，較107年焚化每噸垃

圾排放量SOx下降12.3％、NOx下降1.3％、HCl下降

7.9％。另外有訂定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辦法，當

中央發布空品預報不良，根據惡化程度進行降載減

排動作，統計108年配合中央空氣品質惡化應變共計

122次。因為管制塑膠及橡膠進廠比例，抽測廢棄物

氯含量進行垃圾管制消石灰使用量減少250噸，在不

考慮化學反應最少飛灰也減少250噸，一般固化後重

量約增加1.5倍，估計可減少固化物375噸。廠內為落

實資源回收，設置製程下腳料專區、員工生活回收區

及落葉堆肥區，有效回收廠內落葉、枯枝來進行堆

肥，將有機肥料來使用在環保農場果樹、植栽上，

響應落實有機物質循環經濟目標。

加強產源稽核 設置落葉有機堆肥區

四、環境參與

公司積極投入社會參與，持續善盡企業責任長

期資助偏鄉棒球運動、深耕孩童多元才藝培育外，

認養優質公廁3座、海岸線（淨灘）2公里、道路清

潔綠美化、洗掃街及路燈燈費等支持政策-衛生紙丟

馬桶、限塑計畫從環境清潔廠商使用於廁所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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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塑膠袋減量、配合環保祭祀紙錢集中燃燒計畫。

而且主動參與環境教育推動亦成為嘉環保策略聯盟

一分子，以提升環教課程多元化，結合環教策略夥

伴辦理「環境教育生態夏令營圓夢活動」，讓孩子

透過五感體驗關注環境議題，進而幫助弱勢兒少在

成長過程能儲備翻轉清貧的能量，從中學習也懂得

尊重生命與環境共存的觀念。於109年協助業主推動

縣內環教中心場域認證事宜，期盼成為全國唯一以

空、水、廢環境教育中心場所，能勇敢轉型將焚化

廠變成親民設施。

認養優質公廁

認養海岸線2公里／淨灘

認養道路綠美化、洗掃街

與外部環教夥伴辦理夏令營圓夢計畫

四、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為防止新冠狀病毒擴散，執行4大防疫措施：(1)
垃圾車集運，噴灑消毒水消毒，保護清潔隊員。(2)
垃圾車進焚化廠時，傾卸平台上方設置自動噴霧消

毒器，避免帶有病毒氣膠散布。(3)垃圾車離場時，

於洗車場區以消毒水沖洗車體內、外部、底盤及輪

胎，以避免病毒隨車沿路散布。(4)焚化廠人員分

流、入廠人員管制並加強消毒，深受業主肯定。全

力配合環保署垃圾區域合作調度政策，協助外縣市

代處理家戶垃圾占進廠總量18.12％，創下近5年新

高記錄。

員工是公司的資產，極力營造以人為本的幸福

企業，依循企業永續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計畫、辦

理環境教育及提升環保素養等，善盡企業承諾。

防止新冠狀病毒擴散措施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計畫，創造幸福企業

推動環境教育課程底渣再利用-重力磚

節水績優單位授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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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58年成立航空工業

發展中心，72年奉准研

發IDF 戰機，85年更名

為經濟部「漢翔航空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營

業之主要項目為『航空

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漢翔以市場為導向，朝

向企業化、民營化及國

際化方向發展，經營策

略也從軍用航空轉型為

軍民通用。引擎機匣製

造技術能力已獲國際引擎大廠高度肯定，目前生產

機匣皆為市場主要引擎機種，成為亞太地區少數兼

具研發、系統整合、測試及製造能量供應商。

我們以當責、創新、專注、顧客導向的經營理

念，塑造公司優良企業文化，極力推動精實Lean作
業、A-Team 4.0，以進一步開發高值化航空產業製

程，引領我國航空發動機產業的不斷升級，在環保

議題與油價高漲之壓力下，輕型、省油、減少碳排

的飛機引擎已成為全球民用航空產業新趨勢，清潔

生產、綠色採購為重要關鍵。配合國際飛行器節能

減碳環保訴求，發動機之設計、研發，大量採用強

度高重量輕的合金材料，輔導下游廠商建制環境管

理系統，建立國內堅強協力體系，結合民間企業，

透過優勢分工，提升整體競爭力，共同承接國際民

用業務。

affiliated to Air Force, in 1969.  AIDC was 
later subsidiary to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hen the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 development project was 
approved. In 1996 AIDC was restructured to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reporting to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since 
then AIDC were in alignment with the market trend 
and moved towards industri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anwhile AIDC adjusted 
the business strategy from military aviation oriented 

胡開宏 董事長 
（由遠見雜誌提供）

網　　址：http://www.aidc.com.tw
行 業 別：製造業

員工人數：1,638人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里崗德路一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5年9月1日
負 責 人：胡開宏 董事長

聯 絡 人：侯淑琴

電　　話：07-6285678
聯絡信箱：shwuchynhour@ms.aidc.com.tw
產品或服務：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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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viation engaged.  
AIDC’s engine cas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top international 
engine manufacturers.  The case production 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engines in the market.   
AIDC is the minority suppliers in Asia Pacific 
zone, capable of combining all the capabilities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systematic integration, 
test and manufacturing.

Our business concept primarily focuses on 
accountability, innovation, dedication and customer 
orientation to shape excellent corporate culture. 

We strive to promote Lean and A-Team 4.0 
operatio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high-value aviation 
industry process and lead the national aviation 
engine industry to continue on upgrading. Under the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and fuel 
price rise, the aircrafts and engines with the Light, 
fuel-efficient, green energy reduction design have 
become the global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orientation. 
Cleaner production and green procurement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Reacting towards the call for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ngin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idely utilizes the super alloy of high strength 
and light weight. AIDC enthusiastically assists 
the sub-tier suppliers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and build up the firm domestic 
collaboration system.  By linking together with the 
domestic enterprise and working separately per 
individual advantage, it help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for mutually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馬萬鈞 總經理

團隊成員／ 何保華副總經理、王欽漢處長、 
王芳華副處長、王天祥組長、 
侯淑琴副組長、何宛臻、羅仁佐、 
漢翔志工、環保節能團隊

環保政策及理念

漢翔公司肩負著發展航空工業，除了帶動國

內航太產業技術提升，乃因持續落實環保工作40餘
年，長期致力推動環境保護依循ISO14001環境管理

系統，進行源頭管制及製程減廢、清潔生產、綠色

採購、空水廢毒妥善處理、節能減碳建置綠能等，

連續六屆獲得環保署頒發企業環保獎、國家環保

獎、四屆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特優

獎等，也獲得CSR菁英獎等多

項殊榮。

公司近年來致力於提升廢

氣及廢水處理效能，積極參與社

區學童環境教育、濕地認養、淨

灘與植樹、持續太陽能建置、完

成綠建築認證、協辦物質流成本

分析(MFCA)觀摩活動，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公司在環境友善方面全面推展環保相關系統及

查驗證：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14064
溫室氣體盤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綠建築等。

2.  推動ISO 14051物質流成本會計，從生產之材料

投入和能源

存量物理單

位並評估生

產支出，以

促進資源的

有效利用並

減少資源消

耗和降低材
ISO 14051物質流成
本分析查證聲明書

ISO 14064溫室
氣體盤查聲明書

MFCA最佳示範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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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成本。合理刀具費、精減重複加工工時、減

少廢切屑液產生、節約用電量，持續應用於產

能改善，以循環經濟為目標。

3.  積極努力在環境管理、社會公益，持續實踐企

業公民的責任，並榮獲9大獎項：「第1屆國家

企業環保獎」「24屆-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物質流成本分析示範

楷模」「工業局MFCA最佳

廠商」「當選第11屆模範專

責人 -侯淑琴」「績優綠色

採購企業」「節能標竿獎」

「綠建築鑽石級」及「CSR
菁英獎」等。

二、能資源節用

1.  推動既有綠建築驗證，於109年通過內政部營建

署綠建築評鑑。

2.  全廠各廠區照明更新改善，每年共節省電量

569,564.8度／年。老舊冷卻系統整修等7處，

完成設置太陽能兩期2400 kW p高效率太陽能

模組，減少碳排放量1661噸 CO2e／年，108年
發電量為1,131,472度，減少排放量2,046.95噸
CO2／年。

3.  製程冷卻用水回收做為空氣防治設備及花木澆

灌使用，108年RO水回收量5,725噸，回收率

58.2％。

4. 108年節能省電產品採購達7千餘萬元。

三、污染防治成效

(一) 空氣污染防制：

1.  每年投入污染防治設備經費，提高處理效率減

少90％之排放量，減少無機酸、THC、有機溶

劑、粒狀物產出，有效去除處理粒狀物95％，

減少排放量為21噸CO2e／年；於生產設備建置

前，先進行環境風險評估，定期維護與保養。

2.  認養廠區鄰近公有道路，負責綠化及清潔灑掃

減少揚塵，成果定期回報高雄市政府。

(二) 土壤及水污染防治：

1.  在放流水水質掌控，廢污水處理場配置廢水處

理合格證照專責專職人員，設置人數優於法令

規範，負責廢污水處理設備之操作與維護，促

使處理設備正常運作，確保放流水質符合放流

標準，半自動化與批次人工檢驗後再進行排

放；內部督導單位進行抽檢，以此雙重檢測把

關方式，以確保放流水質。

2.  108年3月完成興建廠房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水

污染防治計畫書通過核備，109年取得運轉核發

許可。

3.  製程精進：(1)自動清洗改為半自動調節水量節

107模範專責107模範專責團照

MFCA觀摩會團照

綠建築標章證書

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太陽能 第二期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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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4,164噸／年，減少1,250公斤CO2e／年。(2)
製程RO所產生之廢水回收再利用5725噸／年，

減少排放量362.4公斤CO2e／年，目前每月利

用回收水資源約可達2千多餘噸。

4.  配合農業灌排水政策，停止農業渠道搭排，率

先完成租地架管至2公里外市府區域排水渠道，

為高雄市首家達成之企業，每期進行外部管路

巡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5.  持續選用省水標章產品，向員工宣導節約用

水，並極力規劃飲水機RO回收水使用及全面更

新為自閉式水龍頭。

6.  108年進行飲水機廢水回收再利用，74台*0.2
噸*365日，回收5,402噸／年，減少831,908kg 
CO2e／年排放量。

7.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訂定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

計畫、毒化物洩漏緊急應變演練，配合市府參

與毒災聯防自衛編組。

(三) 減廢及資源回收措施及效益

1.  實施鉻系廢水分流獨立處理，效益顯著減少重

金屬污泥產出，重金屬污泥僅占5％，減少製程

有害之產生造成環境負荷。

2.  檢驗X光數位化取代，減少膠片使用量及保存空

間，有效達到循環經濟，減少環境負荷。

3.  投資蠟再生設備，節省原料費、廢棄物處理

費，減少CO2排放量30.6噸／年。

4. 108年實施供應商實地及書面評鑑52家。

(四) 清潔生產

1.  採用低污染燃料及原料清潔生產，柴油及丙

烷燃料改用天然氣，減少CO2排放量296.58噸
CO2e／年。

2.  清潔生產取代有機溶劑使用，削減VOC排放

量，效能大於指定削減量達94.2％。

四、環境參與

1.  接受工業局邀請，代表廠家進行2場物質流成本

分析(MFCA)推動經驗分享說明會；並協辦業界

物質流成本分析觀摩會，受到主辦單位嘉許，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2.  全廠綠地面積達40%，108年配合植樹節活動，

栽植樹木200棵，並執行護樹行動，建立廠區內

部生態自導性解說，全廠區達1,910多株，定期

實施綠美化維護，吸收22噸CO2e／年，減緩溫

室氣體暖化趨勢。

3.  採購環保標章衛生清潔用品，碳粉匣重複灌充

再利用減少環境負荷，配合政策推動衛生紙投

入馬桶。

4.  108年辦理環境教育講座，邀請環保局環教師資

進行環境生態保育議題，參與人數132人；並辦

理線上數位化訓練，系統中持續建置環境教育課

程，供同仁自發性選擇時段上課，達到全員環境

教育普及，並獲TTQS人才發展金牌獎認證。

5.  認養海岸線定期進行巡守與淨灘，結合地方民

間團體進行濕地環境建構與維護、生態導覽、

栽植樹木，並接受志工課程訓練，提供學童環

境教育生活場地，長期參與地方公益活動。

6.  持續為自閉症學童安置家園啟動捐款，用愛與

自然的環境，提供自閉症中重度患者日間照

顧，定期進行關懷與訪視；建立社區單親家庭

與外配學童課後輔導場所及機制，進行親職教

育聯繫服務等。

2020植物自導解說

10812（廠內購置電動公務車）

茄萣濕地漢翔志工 認養自閉學童安置家園

廠商環保評鑑

濕地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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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

聯華電子為全球半

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

導者，提供高品質的晶

圓製造服務，專注於邏

輯及特殊技術，為跨越

電子行業的各項主要應

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

完整的製程技術及製造

解決方案，包括邏輯／

射頻、嵌入式高壓解決

方案、嵌入式快閃記憶

體、RFSOI/BCD，以及

所有晶圓廠皆符合汽車業的 IATF-16949 製造認證。 
聯電現共有12座晶圓廠，遍及亞洲各地，每月

可生產超過70萬片晶圓。目前在全球約有19,500名
員工，並於臺灣、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

及新加坡均設有服務據點。

UMC is a leading glob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The company provides high quality IC 
production with a focus on both logic and specialty 
technologies to serve every major sector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UMC's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solutions include 
logic/RF, display driver IC, embedded flash, RFSOI/
BCD, and IATF-16949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certification for all wafer fabs. 

UMC's 12 wafer fabs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throughout Asia and are able to produce nearly 
700,000 wafers per month. The company employs 
approximately 19,500 people worldwide, with offices 
in Taiwan, China, United States, Europe,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洪嘉聰 董事長

網　　址：www.umc.com
行 業 別：積體電路製造業

員工人數：850人（Fab8S廠）

地　　址： 新竹縣寶山鄉研新一路1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9年
負 責 人：洪嘉聰 董事長

聯 絡 人：羅健誠

電　　話：03-5782258分機59874
傳　　真：03-5795792
聯絡信箱：pony_luo@umc.com
產品或服務：專業晶圓製造服務，依客戶個

別之需求提供矽智財（IP,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嵌入式積體電路設計、設計驗

證、光罩製作、晶圓製造、測試等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8S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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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呂文賓 資深廠長

團隊成員／

風險管理暨安環處／8S安環部、

廠務暨擴建工程處FE8S廠務工程部、

各Module工程部門、製造部、人力資源處

環保政策及理念

為紓解生態環境惡化、降低溫室效應及地球暖

化之現象，以消耗最少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聯

電訂有環境保護政策，明訂以零污染為目標，因應

新環保法規或標準，持續提升技術，並要求自我管

制及不斷引進高效能之污染防治技術與設備，期望

達到環境共生、共榮及地球永續發展的目標。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聯電永續承諾

聯電秉持著「關心員工、重視環保、力行公

益」的信念，持續深化永續經營並期望善盡企業

公民責任，引導社會走向善的正向循環。聯電的永

續發展係構築於「創造以人為本、與環境共生、與

社會共榮的全球性友善生態新價值」的願景下；以

「客戶、股東、員工、環境、社會」為主要關注目

標，共同追求永續成長。

2. 企業永續委員會統籌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為聯電內部最高階的企業社

會責任組織，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及擬定永續

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半年檢視委員會之績效與目標

達成度，並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涵蓋經濟、環境和社

會重大主題之推動成效與計畫。

3. UMC Triple R League 倡議

聯電透過「3R 大聯盟」倡議，邀請供應商夥伴

共築綠色供應鏈，推廣循環經濟，進行 Reduce（減

少使用）、Reuse（物盡其用）及 Recycle （循環再

造)。108年共有39家供應商響應，106年-108年累計

減碳效益達40.9萬噸，約1,567座大安森林公園之節

碳量。未來聯電將繼續貫徹「永續共榮」的主軸，

持續發揮影響力，帶動供應商從實施節能減碳走向

循環經濟。

3R大聯盟

4. 創辦綠獎，推動生態保育

聯電將第1筆碳交易所得全數回饋於生態保育

上，於105年舉辦第一屆「綠獎」（UMC Eco Echo 
Award），至108年已累積支持 19個計畫。提出具體

環境永續發展和具開創性的計畫，以支持臺灣在地

與綠色環保及土地永續有關之行動方案，期望藉由

綠獎拋磚引玉，實現企業與環境的共榮，為臺灣生

態環境建立起堅實的守護。
永續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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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
聯電於104年4月20日世界地球日公布下階段

之綠色環保目標「Green 2020」（以104年為基準

年），展現對永續環境的承諾：期望109年可達到單

位面積（NER）用水、用電及廢棄物量各減量10％。

NER 用電量 用水量 廢棄物產生量

108年累計減

量比率

16.4％ 10.8％ 15.8％

2. 節能節電措施

108年共計執行8項方案，共計減碳1,062噸 
CO2e，相當於 2.7座 大安森林公園每年碳吸收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設備有效管理，降低環境衝擊

廠內空污及廢水設備均於中央控制室隨時監

控；關鍵操作參數設有上下限即時警報，可在數值

偏離正常操作範圍時提前預警（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系統），以利人員提早處理應變。

廢水製程回收率維持85％以上之水準；廢硫酸

回收提供洗滌塔使用，達物質循環再利用之目的。

2. 廢棄物減量

「零廢棄」是聯電的廢棄物管理之最終目的，

以廢棄物總量削減與廢棄物資源化做為策略，藉由

製程技術改善、原物料減量等源頭管理措施，減少

廢棄物產出（管末控制），達到廢棄物減量；並推

動循環經濟，將垃圾轉變成有用的資源。

項目 108年績效 單位

源頭及管末減量 120 噸／年

再利用率 83 ％

回收再生資源經濟效益 50 萬元／年

四、環境參與

1. 舉辦環保相關活動

環保季以綠色生活節「Green Life」做為主題，

廠區辦理多項活動，如：環保杯消費、環保講座、

綠色市集及生態旅行等，讓同仁藉以提升環境保護

意識。

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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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蔬食愛地球」：員工餐廳常態提供素食

餐點及不定期蔬食特色餐；亦結合蔬食與公益，舉

辦廠內擺攤推廣活動，友善的蔬食用餐環讓更多同

仁加入蔬食行列，輕鬆在生活中實踐低碳又健康的

飲食。

響應國際「地球關燈一小時」活動：8S廠已多

年參與，於地球日當天關閉廠區外牆與非必要照明

燈具，藉由此行動使同仁正視氣候變遷議題。

2. 節能服務隊

以弱勢社福單位為優先服務對象提供立即改

善，讓最需要幫助的對象得到資源。服務的宗旨為

弱勢優先、節能與安全兼顧、不只建議更要改善；

每年提供100萬元經費，帶領供應鏈一起做。服務足

跡包含竹北市、芎林鄉、竹東鎮、北埔鄉等，108年
共計輔導5家，節省社福單位成本15萬元／年，減碳

效益10噸／年。

3. 推廣環境教育

推動員工環境教育，年度環境教育訓練時數成

長1.5倍。於108 年推派環境保護業務專責人員-羅健

誠、邱國洋參加環境教育人員 33 小時訓練，並順利

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另規劃環境教育志工

人員專班訓練，於109年進行開課，期望能將環境教

育的種子散播到同仁的居家生活。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108年度榮獲環保獎

項

•  與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簽署為期3年之

環境教育合作備忘錄。

• 績優企業道路認養績優單位。

• 模範環保專責人員複選。

•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經濟績優企業優等獎。

節能服務隊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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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s://www.uni-auto.com.tw/
行 業 別：汽車零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349人
地　　址：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伯公坑

40-1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8年
負 責 人：楊登宏 總經理

聯 絡 人：陳瑋志

電　　話：037-873801分機3040
傳　　真：037-874239
聯絡信箱：chih.chen@mail.uni-auto.com.tw
產品或服務： 各式汽車座椅、豪華椅、居家

椅、懸吊彈簧、頂蓬等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友聯車材擁有50年
專業技術，在汽車座椅

專業領域累積了深厚的

基礎，主要生產國內外

各大汽車廠零組件 （包

含汽車座椅、豪華椅、

頂蓬、螺旋／葉片彈簧

等），是臺灣最大汽車

座椅製造公司。優異的

研發及設計能力獲各大

車廠肯定，產品已行銷

至全球各地。

工廠通過 AS 9100 航太工業品質管理系統認

證、IATF 16949國際汽車工業品質系統認證、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ISO 14051 MFCA環境

會計認證，並獲得JIPM-TPM 優秀賞、國家品牌玉

山獎和2019台灣精品獎。友聯公司追求企業永續

發展，在環保方面也致力於4R (Reduce、Reuse、
Recycle、Replace)，並推動綠色採購、研發綠色產

品，善盡環境保護之企業責任，為地球盡一分心力。

With over 50 years of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UNI AUTO PARTS has accumulated a deep 
found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seating. We 
mainly produces components for major car maker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ar seats, luxury seat, 
coil spring,leaf spring and headlinder).UNI AUTO 
PARTS is the biggest car seat company in Taiwan. 
With excellent R&D capabilities, we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major car makers and export these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UNI AUTO PARTS has passed AS 9100,IATF 
16949,ISO 14001 & ISO 14051 MFCA.We also 
got JIPM-TPM Excellence Award, National Yushan 
Award and Taiwan Excellence Award in 2019. We 
pursu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nd also committed to 4R (Reduce, Reuse, 
Recycle, Replace).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UNI AUTO PARTS cont inues to 

楊登宏 總經理

友聯車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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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s and 
fulfill it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Finally we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earth.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楊登宏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總經理室： 李子明 特助、張錫全 協理、 
張順賢 經理、陳鴻瑋 經理

三義工廠：陳錦春 經理

生產技術部：張明燈 經理

生管部：吳桂雲 經理

品保部：葛偉祥 經理

研發部：許東堯 經理

業務部：謝文峯 經理

財務部：邱瓊寬 經理

採購部：楊文甫 經理

安全衛生室： 吳裕鐽 經理、劉盛玉 課長、 
陳瑋志、邱文毅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友聯公司為汽車座椅、頂篷、遮陽板、螺旋彈

簧、葉片彈簧及機車座椅之專業製造商，基於對社

會、環保所肩負的使命與責任，為共同維護整體生

態環境，在追求企業永續發展同時，將ISO14001環
境管理系統納入公司管理體系中，持續推動污染預

防與控制、能資源有效利用與節約、廢棄物減量與

回收，善盡環境保護之企業責任。友聯公司承諾奉

行以下原則：

(一) 符合相關環保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二) 污染預防與控制，持續推動廢棄物減量。

(三) 能源節約與有效利用，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

(四) 全員參與推動，體認環境保護是全體的責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友聯車材成立迄今已50年，公司依循環境保

護企業責任承諾，每年進行訂定及調整短中長期計

畫，實施環境管理及改善活動，為永續發展持續努

力。打造綠色企業為公司追求目標，期望透過環境

目標改善等活動，實現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友聯車材長期以來秉持著「誠信、創新、和

諧」的經營理念，團結組織力量，不斷追求讓顧

客滿意的產品與服務，創造企業與地方發展，盡公

司所能關懷社會與保護環境，抱持著「照顧員工家

庭、貢獻社會福祉、保育生態環境」來珍惜我們所

在的地方，努力實踐社會責任。

因此三義廠每年都會制訂營運績效、環保減量

目標，定期檢討及追蹤成效，每年以減少廢棄物產

出、提高廢棄物回收率、製程節能及提升員工環境

教育時數等規劃目標，並每年進行檢討達成狀況。

基準年

•減

•回

•節

•環

年(107年)

減廢

回收率提升

節能

環境教育

短期(

•減

•回

•節

•環

109年)

減廢6％

回收率提升3

節能3％

環境教育10％

中期(

•減

•回

•節

•環

(111年)

減廢2％

回收率提升2％

節能2％

環境教育10％

長長期(114年)

•減廢2％

•回收率提升

•節能3％

•環境教育1

升3

0％

％％

友聯公司除制訂改善目標外，並持續推動各項

管理系統第三方認證，目前已取得ISO 14001、ISO 
14051、IATF16949及AS9100:D各項管理系統，循

序漸進的提升環境管理系統，落實品質管理，污染

減廢及溫室氣體減量，達成品質第一，永續發展之

目標。

ISO 14001 ISO 14051 IATF16949 AS91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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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友聯車材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

則規範，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營運活動

時，致力於環境永續之目標，不僅提升各項資源之

利用效率，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同

時依據營運狀況與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制訂公司節

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計劃方案，據以落實推動，

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1. 水資源節用

因此三義廠在各項能資源使用部分，持續進行

各項能資源的妥善利用，如水資源部分因製程中沒

有使用水，因此只有在一般生活用水的部分進行節

水措施的推動，所以透過更換各項節水設備，於員

工用水部分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2. 能源妥善利用

在能源部分，透過使用節能燈具、使用採光

罩，將需長期使用燈具的部分，透過節能設備及自

然日光達到不影響員工作業環境，卻能將能源使用

達有效利用的方式，生產製程部分，透過製造工法

改善、設備更新或改善操作模式，達到最大化的節

能效益。

採光罩

3. 原物料妥善使用

除此之外透過導入MFCA物質流成本會計，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將原料使用發揮最佳化，改善方

案包括導入電腦排版、原物料寬幅、厚度縮減、自

動裁剪設備、取消不必要的包裝材與重覆使用塑膠

棧板，原物料使用效益提升5.1％、製程廢棄物減量

7.26％及提高能源效益23％。

三、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1. 減污成效

在空氣污染物管制部分，透過導入低污染原物

料達到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外，並定期且優於法規

要求維護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以達到污染物防制效

果能隨時處於最佳效益。

2. 毒化物管理

在管制毒性化學物質部分，公司定期安排各

項毒性化學物質演練，並制訂毒性化學物質管制計

畫，且將物料使用量、流向進行系統控管。

毒災應變演練

3.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部分透過與供應商溝通檢討，導入原物

料符合設備尺寸，除可提高原物料使用外，也同時

減少廢棄物產出。

同時也導入電腦化管理，透過資訊電子化管理

及結合ROBOT的設備，將原物料使用率提高到最大

化，並將不良品報廢率降到最低，已達到減廢成效。

四、環境參與

1. 推動員工共同力行環保活動

三義廠希望能透過在公司的時間，讓員工培養

能有隨手做環保習慣，因此推動環保祭祀、不用免

洗餐具活動，並提供環保餐具給每一位員工，讓同

仁能透過每日在公司養成的隨手做環保習慣導入平

日生活中。

2. 減塑活動推動

供應商提供各項原物料同時，會使用報紙、

塑膠袋包裝原物料，這樣造成許多廢紙、塑膠袋產

生，因此透過要求供應商不再進行過度包裝，已達

到減少廢紙及塑膠袋的使用。

3.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為提升員工對環保認識，友聯公司推動資源回

收評比活動、資源回收創意競賽、環境教育場所學

習活動、淨灘、淨街、二手衣物及有機農作物推廣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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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透過活動，讓同仁能先對資源回收分類

的認知能更熟悉，再來透過創意活動讓員工將各項

廢棄物進行再製利用達到資源廢棄物能妥善利用不

浪費，再藉由二手衣物捐贈活動讓員工可一同參與

惜福及公益活動。

透過實際體驗環境教育、淨灘、淨街及有機農

作物認購等活動，讓員工能瞭解生活環境的保護重

要性，透過一連串的活動讓員工能將環保變成自身

的生活習慣。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友聯公司身為國際企業公民，重視企業經營永

續發展，範圍包括健全的公司治理、兼顧利害相關

人的均衡利益、關注環

境議題、保護地球環

境，於107年時榮獲第

11屆「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

2.  物質流成本分析「最

佳示範獎」

友聯車材在 1 0 7
年推動物質流成本分

析(MFCA)輔導專案活

動，107年5月23日在

友聯三義工廠舉辦物質

流成本分析(MFCA)現
場觀摩活動，工業局永

續發展組凌韻生組長、

工研院呂穎彬經理、環

會協會沈華榮理事長及

相關企業貴賓到場參觀

交流。

3. 性別平等

友聯員工人員比例，女性占比占全公司30％，

因此針對性別平等部分也推動許多措施。

首先針對反對職場暴力及職場性騷擾宣示活

動，令同仁知道公司再不法侵害部分的決心。

在母性照顧部分，公司有提供哺乳室，內備有

冰箱、洗手台及健康宣導資訊，除此之外公司定期

有職醫到廠進行服務，針對女性或懷孕的同仁，都

為職醫進行母性保護的優先關心對象。

不定期辦理健康講座，藉由專家講師到場進行

各項健康促進宣導，讓同仁能夠在工作環境中，能

對於情緒管理、健康風險、職場母性等各項議題能

有更深入的瞭解。

性別平等：反職場暴力宣示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最佳示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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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https://www.yamaha-motor.
com.tw/index.aspx

行 業 別：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員工人數：813人
地　　址： 新竹縣湖口鄉東興村山葉路 81 

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6年
負 責 人：楊新發 協理

聯 絡 人：郭先譽

電　　話：03-5991111分機773
傳　　真：03-5900782
聯絡信箱： guo-shianyu@ymt.yamaha-motor.

com.tw
產品或服務： 機車零件加工、引擎／成車組

裝、物流運送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台灣山葉機車成

立於1987年，由日本

「YAMAHA發動機株式

會社」，與臺灣「功學

社」共同合資。台灣山

葉機車一直秉持著保護

環境的立場，不斷地向

精密科技挑戰，並且致

力於人、車與環境的整

體協和，促進能令生活

更舒適的高品質實力，

實現珍惜環境品質的社

會回饋。

提倡創造超越顧客期待的價值，推動全球化的社

會責任，據以實現引以為傲的企業文化，作為達成企

業目標的基本思維。以「提供世界各地的人們嶄新的

感動與豐富的生活」為目的，藉由智慧與熱情來實現

人們的夢想，成為讓人們期待「下一次的感動」的企

業。這就是「創造感動的企業」的目標。

Revs your heart 為品牌精神，Rev就像提高

引擎轉速時，帶給人內心瞬間的躍動，我們想把這

樣的最佳體驗，傳遞給每一個喜愛YAMAHA的人。

YAMAHA抱持創新的熱情，就是為了創造超越顧客期

待的感動，而不斷的挑戰。

Taiwan Yamaha Motors was established in 
1987 as a joint venture by Japan's "YAMAHA Engine 
Co., Ltd." and Taiwan's "Gongxue Society". Taiwan's 
Yamaha Motors has always upheld the stanc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constantly challenging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and committed to the 
overall harmony of people, vehicles and the 
environment, promoting high-quality capabilities that 
can make life more comfortable, and realizing social 
feedback that cherish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value that exceeds 
customer expectations, promote glob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e a proud corporate culture 
as the basic thinking for achieving corporate goals. 

楊新發 協理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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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new touch and rich 
life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t uses wisdom 
and passion to realize people's dreams and become 
a company that makes peopl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touch." This is the goal of "creating a moving 
company."

Revs your heart is the spirit of the brand. Rev 
is like increasing the engine speed, giving people 
an instantaneous heartbeat. We want to pass this 
best experience to everyone who loves YAMAHA. 
YAMAHA embraces the enthusiasm of innovation, 
is to create a touch that exceeds customer 
expectations, and continue to challeng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楊新發 協理

團隊成員／

組立製造部：廠長 劉興江

加工製造部：廠長 劉政鑑

車體製造課：課長 田志鵬

車體塗裝課：課長 徐如玲

車體組立課：課長 吳文欽

保全課：課長 羅清泉

環境管理GR： 課長 郭先譽、高管 彭光輝、 
專員 廖秀娘、專員 羅偉誠、 
專員 李玉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為響應愛護地球活動，山葉機車將持續致力於

節能商品研發、製造，並推行各項節能減碳活動。

我們努力致力於研發製造節能省油環保產品，環保

標章認証取得為業界第一，從省能源、低油耗、低

噪音的產品設計，至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採購，以

最具效率的工程完成產品的製造，始終不遺餘力為

地球暖化及自然環境保護盡一分力量。 生活中由

員工組成的志工活動經常透過日常的身體力行，無

論是回饋鄉里、甚至透過營業活動經常集結各地的

FANS 一同展現愛護環境保護地球的行動力，已獲得

一致的好評。未來，希望能號召更多的人，加入企

業志工團隊用行動愛地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訂定企業環境政策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專業機車製造

公司，為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我們將持續改善製程

所產生之廢氣、廢水、廢棄物及噪音，以污染預防降

低公司在產品、活動、服務所產生之環境衝擊。

我們承諾做到：

1. 遵守並符合環保法令 
2.  致力於綠色設計，減少機車污染排放，達成

污染預防 
3. 降低製程所產生之環境衝擊 
4. 推動工業減廢，落實廢棄物再利用 
5.  加強員工環境保護之認知，並落實全員參與

環保工作

6.  提升生產活動中能資源使用效率，及提倡節

約能源減少資源浪費

(二) 環境目標推動

由YAMAHA集團設定CO2及廢棄物產出量低減

50％的目標推展至各據

點展開活動，為了確保環

境管理系統(EMS)及環境

目標推動與實施，成立環

境專門委員會，統籌及推

動環境管理系統制度相關

事宜。每年針對各單位

（活動／產品／服務）實

施環境衝擊評估及對應，

並取得ISO-14001認證。
ISO-14001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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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導入綠能發電

響 應 政 府 開 發 綠

能及落實節能減碳的政

策，自106年起建置第

一、二期太陽能板；第

一期已於107年4月2日正式運轉啟用，隨後立即投入

第二期的興建規劃，並於108年6月20完工，總計太

陽能板建置坪數達4,470坪，裝置容量2,800 KWP。
以期能為環境保護盡一分責任。截至10月15日運行

928天，共發電7,256千度，減少4,441噸碳排放量。

（4,400棵榕樹）

(二) 能源及照明改善

每年度推動能源低減專案活動，評估全廠用電

項目的使用必要性，及進行能源低減改善，如待機

時間降低、待機耗電改善；照明分段迴路控制，減

少不必要的照明；通道照明從持續亮燈改成感應式

照明等等，108年共計推動43項低減措施，約節省30
萬度用電量及183.6噸CO2排放量。 
(三) 製程原物料及用水量低減

1.  在電著製程方面，透過改善，新增溫度控制及冷

卻設備，將冷卻用水從單次冷卻後排放，改為循

環重複進行冷卻可節省約2,000噸／年用水量。

冷卻水回收再利用

2.  在機車車架塗裝的塗料部分，建立一套水洗回

收再利用機制（UF系統），強化過濾效果，透

過該機制可以減少車架上殘留的化學物質（塗

料）降低水污染物濃度，減輕後續處理廢水的

壓力，藉由此套系統塗料回收再利用，每年約

可減少4.3噸塗料用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氣污染改善

國內機車業導入連續式吸脫附焚化處理設備

(RTO)的先驅，先期約投入1億350萬元建造成本，後

續預估每年耗材等操作維護成本需約600萬，致力於

處理廠內噴房的VOCs污染，去除效率能降低VOCs
污染95％以上，大力改善空氣污染，並確保無異味

產生影響周遭居民，當個敦親睦鄰的好企業。

空污防制設備

(二) 廢／污水管理強化：

全廠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皆集中至廢水場處

理，依水污染防制法之放流水排放標準規範作業，

並優於法規值，濃度加嚴管理及頻度增加至每日作

自我檢測，確保放流水符合法規要求。

(三) 廢棄物低減改善

1.  部品包裝材使用多種手段低減，包含檢討使用

的必要性及其他可再利用材質替代，108年與導

入前比較低減7.2噸。

包裝袋改善

2.  在污泥及漆渣降低方面，藉

由導入污泥烘乾機及重量擠

壓等手段，108年與導入前

的產出量比較，污泥產出量

可減少30噸（低減33％）

約節省72萬元、漆渣產出量

可減少33噸（低減35％）

約節省138萬元。

3.  強化所有可再利用資源回收，包含廢鐵、廢塑

膠、廢紙等，108年資源回收率達76％（687
噸）；並持續檢討其他廢棄物低減、利用可重

複使用材質朝向0廢棄的目標邁進。

四、環境參與／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環保集點會員參與推廣：透過環境宣導以及在社

太陽能發電

污泥低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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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布，向全體員工推廣

環保集點GreenPoint的
政策，包含背後的環保意

義、如何參與活動以及參

與活動能獲得的回饋等資

訊，使員工瞭解參與環保

行動很簡單並且還可以兌

換獎勵，提升員工參與環

保意願。

2.  限塑政策推展實施：公司餐廳不提供一次性的免

洗餐具，全面(100％)餐具皆以可重複使用之材

質，廠內福利社也不提供塑膠袋。

3.  油車自主管理標章申請：公司內部所屬企業車輛

共計28輛，車齡皆小於10年內的車輛其中2輛柴油

車（其他26輛皆為汽油

車）每年皆配合環保署

政策推動柴車自主管理

標章核發制度。

4.  綠色運輸活動推展：鼓勵公司員工通勤時使用降

低碳排放量的通方式，例如開車可以改成騎車、

或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等方式，達到減少碳排放

量的目的，活動共有602人次參與，減少了26.2噸
CO2排放。

綠色通勤效果

5.  推動環境教育：針對新進員工、公司內主管及幹

部進行環境教育訓練及ISO-14001內部稽核員訓

練，目前累積有內稽員資格的人數已達131人。

內部環境教育

6.  每年辦理2場次對承攬商教育訓練（108年分別對

66家廠商、80人次及71家廠商78人）提升承攬商

對環保認知。

7.  配合空品預報不良降載減：依空氣品質指數(AQI)
通報達到預警（2級）以上，執行削減方法。

空品不良削減方式

8.  辦理年度職場男性／女性楷模選拔活動：每年公

司皆辦理模範勞工的推薦選拔，也都入圍新竹縣

工會楷模，於108年度更榮獲勞動部全國模範勞

工，4月30日於圓山飯店副總統受獎、5月1日至總

統府晉見總統。

9.  取得環保／節能標章、環境相關三方驗證：每年

取得ISO-14001驗證，ISO-14064認證、針對生產

產品皆申請並取得環保標章、節能標章。

10.  容器分類回收及妥善處理：廠內各區域皆擺放

分類垃圾桶（5分類），並將文宣及作業標準張

貼於分類處，定期宣導及稽查，落實分類回收

及資源再利用，最終委託合格清除或回收業者

處理。

11.  加強環境保護落實全員參與環保活動：不論是

淨灘、敦親睦鄰的掃街活動由臺灣 YAMAHA員
工、青少年足球運動志工以及其他參與的環保

志工同伴，自動自發所組成的企業志工團隊，

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穿梭在鄉里巷弄間、在

遼闊的大海灘撿拾遊客們所殘留的垃圾，就像

是在清理著自己的家園，默默的藉由行動力來

展現對環境保護與愛地球的具體表現，造福我

們未來的下一代，創造更美善的社會。

公司社刊環保app宣導

柴油車自主管理標章

環保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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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h t t p s : / / w w w. c p c . c o m . t w /
cp.aspx?n=177

行 業 別：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260人
地　　址：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新興路1之

2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8年3月1日
負 責 人：李熙文 廠長

聯 絡 人：張肇毅

電　　話：07-6911131轉291
傳　　真：07-6914762
聯絡信箱：093548@cpc.com.tw
產品或服務： 天然氣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台灣中油公司為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於

73年在高雄市永安區籌

建國內第1座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並於78年3
月成立「永安液化天然

氣廠」（以下簡稱永安

廠），開啟國內天然氣

進口的新紀元，建廠後

經歷3次擴建，目前營運

量已擴增至每年約1,000
萬噸。

目前液化天然氣進口來源主要為卡達、澳洲、俄

羅斯及巴布紐幾內亞等地，經卸收、儲存、氣化後，

以建構完善之8字形輸配氣網絡，供應臺灣西部地區

工業、發電及民生所需。

永安廠致力供應品質穩定之天然氣，亦不忘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參與並贊助地方公益活動及建設，並

致力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推廣潔淨能源使用，追求企

業永續發展。

In keeping with Taiwan’s energy policy, CPC 
Corporation, Taiwan (CPC) was devoted to building 
Taiwan’s first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receiving 
terminal in Yung-An District, Kaohsiung in 1984. 
“Yung-An LNG Receiving Terminal” officially went 
into operation in March 1989, ushering in a new era 
for Taiwan’s LNG imports. With its further expansion 
projects completed, the operating capacity of Yung-
An Terminal reaches 10 million tons per year in 2020.

The LNG, mainly imported from Qatar, 
Austral ia, Russia, and Papua New Guinea, 
is regasif ied and distr ibuted through CPC’s 
interlocking ring-shaped networks (known as a 
figure-8 undersea and terrestrial pipeline system) to 
western Taiwan to supply the growing needs from 
industrial and power sectors and household users.

Yung-An LNG Receiving Terminal pledges to 
provide the customers with stable quality of natural 

李熙文 廠長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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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and consistently fulfills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y actively working together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 public-interest activities. The 
Terminal also dedicat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natural gas as a clean 
energy,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熙文 廠長

團隊成員／

環境管理代表：洪憲榮副廠長

指定代理人：李秋連副廠長

執行秘書：工安組 蔡文賓經理

推動小組：工安組（張肇毅管理師）

 氣化組（陸和祝經理）

 技術組（林俊豪經理）

 行政組（蘇錦桃經理）

 公關組（許明福經理）

 工務組（沈致正經理）

 儀電組（江寶穗經理）

 港務組（賴澄華經理）

 會計組（張梅珠經理）

 資訊組（黃琳容管理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永安廠提供乾淨、安全、有效率的低碳能源

─天然氣，為使管理運作符合顧客、市場、社區、

政府及國際環保相關法規之需求，該廠訂定「污染

預防；節能減廢；環境永續」的環境保護政策，在

決策過程中致力於整合品質、工安、衛生、環保觀

念。此外，永安廠也不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持續

社會關懷，扶助弱勢團體，參與並贊助地方公益活

動及建設，與地方共存共榮，永安廠亦持續推動廠

區綠美化，致力於環境保護工作之推行，積極朝向

21世紀企業經營理念，兼顧經濟成長、環境保護、

社會公益等永續發展的趨勢努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建置環境管理系統

永安廠於87年6月即通過ISO-14001國際標準環

境管理系統認證，全力推行綠色管理，配合國家能

源政策，發展潔淨能源。每年均通過外部稽核之查

驗，推動環境及能源管理。

(二) 環境管理審查

永安廠每年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召集各部

門主管及相關人員參加會議，規劃、辨認該廠之各

項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出顯著環

境影響因子，據以擬定環境政策、目標、標的、方

案，並追蹤審議各項目標、方案執行成效，另輔以

內控稽核業務機制進行管控，以便確保系統有效運

作。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壓能發電系統

永安廠之液化天然氣(LNG)氣化為天然氣(NG)
後，出口壓力約為68kg/cm²，經降壓至25-30kg/
cm²後供應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複循環燃氣機組發電

用，其間有約40-45kg/cm²之壓力差，可利用膨脹發

電機將此壓力差轉換為電能，此即所謂壓能發電。

108年共發電2,789萬度，節省電費6,749萬元，減少

CO2排放量14,865噸／年。

壓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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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能供應利用

永安廠與遠東氣體公司有密切之夥伴關係，由

該廠提供LNG冷能予遠東氣體公司，應用於空氣液

化分離製程，減少液化所需電量，其製程先將空氣

液化，再經由精餾塔分離成液氮、液氧及液氬後，

將已氣化之天然氣回送永安廠併入氣化製程輸出，

製程上可比傳統式空氣液化流程節省大量電力。108
年遠東氣體公司每年節省約2,413萬度之耗電量，減

少CO2排放量約12,740噸／年。永安廠因供應遠東氣

體公司冷能，每年可節省氣化電力成本約483萬度，

減少CO2排放量約2,550噸／年。

冷能供應

(三) 冷能利用冰水系統

永安廠建築物空調及空壓機冷卻用之冰水，原

皆由使用電力驅動之冰水機系統供應，該廠利用汰

換之氣化器鰭管，設計建造一套冰水系統。將冰水

循環回流之較高溫淡水作為氣化器熱交換水源，以

冰水需求溫度來控制LNG輸入量，達到再將冰水降

溫之目的。此系統每年約可節省448萬度電力，節省

電費約1,171萬元，減少CO2排放量約2,355噸／年。

冷能利用冰水系統 內觀 冷能利用冰水系統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製程冷排水再利用～鑽石水

全世界第1個成功開發龍膽石斑養殖技術的國家

地區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永安廠無償供應冷排水再

利用，促使養殖戶更有效率地養殖高經濟魚類，也

為養殖戶節省了龐大開支，增加收益，成功打造高

雄市永安地區「石斑魚王國」的名號，養殖戶為感

謝台灣中油公司的好意，稱冷排水為珍貴的「鑽石

水」。

鑽石水

(二) 製程冷排水再利用～海藻養殖

台灣中油公司綠能

科技研究所本著「節能、

減碳、淨能」的研發主

軸，首創利用永安廠冷排

水養殖大型海藻。108年
12月以「藻」到健康～

本土大型海藻原料開發榮

獲第16屆國家新創獎—

企業新創獎／農業與食品

生技組殊榮。並以「海水

藻類養殖方法與設備」取

得20年專利。

海藻養殖

海藻養殖國家新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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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程冷排水再利用～高經濟冷水養殖

漁業署於永安廠北鄰建立「LNG冷排水養殖

試驗場」，運用該廠冷排水，導入冷水性物種養殖

技術，養殖大西洋鮭魚、大比目魚、仿刺參、北海

道紅參、斑石鯛、條石鯛及鮑魚等高經濟物種。此

計畫由永安廠提供冷排水給養殖試驗場，海洋大學

建立養殖技術及後續推廣，產官學合作促進產業升

級、創造多贏。

四、環境參與

(一) 海岸認養

永安廠自106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認養

永安段海岸2公里，且於109年起認養永安段（三）

海岸，並配合行政院環保署訂定「向海致敬－海岸

清潔維護計畫」執行相關的工作，每月派員至認養

之海岸實施清潔維護工作至少2次，並將成果登錄於

EcoLife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站。

(二) 向海致敬

為達成行政院「向海致

敬」－海岸整體清潔維護計

畫政策，落實以下工作：

定時清： 例行性的定期海堤

環境維護。

立即清： 結合回報機制，機

動清潔。

緊急清： 以開口合約清運季

節性垃圾。

(三) 推動環境教育

永安廠每年每人皆實施

4小時環境教育，將結果上

網申報，並填報次年環境教

育實施計畫。環境教育訓練以戶外體驗、參訪、播

放影片等方式進行。108年共有員工252人及工讀生3
人，合計255人完成環境教育訓練，達成率100%。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碳中和液化天然氣貨氣

本碳中和LNG (Carbon neutral LNG)案為台灣中

油公司與LNG長約供應商Shell合作，於採購長約貨

氣時一併增購「自願性碳標準(VCS)」碳權，並利用

碳權抵換LNG自氣源開採直至終端用戶使用(Well－
to－Wheel lifecycle)所產生之約24萬噸總二氧化碳

當量(CO2e)，使該船所載運的LNG達成碳中和；109
年3月4日碳中和LNG貨氣抵永安港順利卸收，這是

亞洲地區繼日本、韓國之後的第3船。藉由本案之

實行，除驗證了台灣中油公司執行此創新商業模式

之可行性，在成果上，亦藉由國內媒體及外媒之報

導，展現了台灣中油公司面對能源轉型之企圖心。

碳中和液化天然氣貨氣

高經濟冷水養殖-養殖試驗場 高經濟冷水養殖-養殖試驗場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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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http://www.yfycpg.com/
行 業 別：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員工人數：215人
地　　址：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里梅高路二段

668巷7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6年11月22日
負 責 人：洪賢奇 廠長

聯 絡 人：林文傑

電　　話：03-4902840分機6661
傳　　真：03-4202282
聯絡信箱：jack.lin@yfycpg.com
產品或服務：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

楊梅廠設立於76年11月
22日，面積37,000m2，

員工人數215人，與永

豐餘消費品實業清水廠

同隸屬於永豐餘消費品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的生產製造基地。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

長期耕耘臺灣，旗下五

月花、得意、柔情、橘

子工坊等品牌深受國人

喜愛與信賴。永豐餘家庭用紙市占率全國第一，五月

花獲選為臺灣百大品牌，五月花厚棒抽取式衛生紙於

108年榮獲「國家品牌玉山獎首獎」殊榮；橘子工坊

洗衣精與洗碗精更連續3年榮獲康健雜誌讀者票選為

「信賴品牌冠軍」。

YUEN FOONG YU CONSUMER PRODUCTS 
CO.,  LTD. (YFYCPG) YANGMEI MILL was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22, 1987, with an area 
of 37,000 square meters and 215 employees. 
YANGMEI  m i l l  and  CHING SHUI  m i l l  a re 
manufacturing bases under YUEN FOONG YU 
CONSUMER PRODUCTS CO., LTD.

YFY CPG has been working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 and its brands such as Mayflower, DE, 
Tender, and Orange house are deeply loved and 
trusted by Taiwanese people. YFY CPG has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of household paper in Taiwan. 
The brand of Mayflower has been selected as 
one of Taiwan’s top 100 brands. Mayflower Thick 
interfold bath tissue paper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Brand Yushan Award in 2019; Orange 
house laundry detergent and dishwashing have 
been voted champion of Trusted Brand by readers 
of Common Health Magazin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洪賢奇 廠長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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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姜智樑  工務處 經理

團隊成員／吳家源  生產處 經理

 黃煜成  公用組 主任

 林文傑  職安組 主任

 劉得禎  管理組 主任

 莊健生  生管組 主任

 機械組  吳傳信 主任

 電儀組  吳家仲 主任

 抄造組  林哲緯 主任

 加工組  彭志愷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以家庭用紙為主要產品，不

僅致力於提供消費者高品質之產品外，為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在環安衛方面秉持「環保」「利他」、「永

續」「零災害」及以人為本的信念，為了落實此理

念，公司將這樣的精神貫徹到全員安全、環境保護、

綠色思維、產品品質、客戶服務、社會關懷的每一個

層面上，視為建立企業永續經營之基石。

公司全體同仁承諾遵循母公司「永豐餘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之環安衛政策致力於：

符合法規要求    防止事故發生

預防環境污染    降低安衛風險

保護員工健康    全體員工參與

力行節能減廢    永續環境資源

落實內外溝通    持續改善績效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3方驗證

(1)  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第3方驗證含括 ISO 
14001、 ISO 45001、CNS45001、 ISO 
50001、ISO 22000、ISO 14064驗證。

(2)  有關生產綠色產品方面，環保衛生紙、環保擦

手紙取得2張環保標章証書，永豐餘消費品全

公司與2廠於98年率先取得FSC驗證。

2. 綠色生產及行銷

(1)  推動綠色採購，楊梅廠綠色

採購採購金額逐年增加，

108年綠色採購達3.99億，

相較107年上升8％，已連

續2年獲得環保署「綠色採

購績優單位」殊榮。

(2)  FSC產銷監管鏈政策：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一貫秉持追求生產發展與維護生態環

境、保護地球資源之永續經營理念。從原料

採購、製造程序至成品銷售，建立一套串連至

供應商、工廠內部到消費者，完全符合FSC/
COC產銷監管鏈認証標準之管理系統，並持續

不斷向公司內部人員及客戶宣導遵守國際及國

家森林保護的法規與協定，決心致力為地球環

境開創永遠的綠地。FSCTM產品銷售量已連

續5年成長。

3.  為承諾永續環境資源，公司正推動採購水墨印刷

膠膜，並積極開發玉米澱粉等植物可再生資源單

包膜以及馬鈴薯及其食品加工後餘料之多包袋。

4.  溫室氣體盤查，楊梅廠年年持續完成年度溫室氣

體盤查，1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42,379.31噸CO2e 
較107年降減12.28％，足見工廠在力行節能減廢

上的努力。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推動節水節電

(1)  為體現節能減廢、永續環境資源，工廠不斷推

進製程中回收水再利用，據母公司能資源平台

統計，工廠抄紙製程中用水大於85％水源皆回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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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再利用；另在節電

上，楊梅廠於107年
陸續引進新型錐形磨

漿設備來提高磨漿能

耗效益，亦即可用較

少的動力達到所需要

的紙匹強度。108年全廠用電度35,538,000度
較107年度降減8.3％，成績不凡。

(2)  楊梅廠透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搭配廠內

YES（永豐餘卓越系統）管理制度，有系統

的不斷尋找節能的機會點；在運行ISO50001
系統上頗有成效，108年獲基管會推薦為ISO 
50001績優推廣單位，並安排採訪彙編於能源

管理手冊專題報導中之ISO 50001示範案例。

綠基會ISO50001示範單位專題報導

(3)  楊梅廠在節電上的成果，近3年達成每年平均

降減單位能耗1.5％，節能績效顯著，工廠申請

109年經濟部節能標

竿獎，於7月通知已

獲節能標竿獎A組入

圍，目前進入複審

階段，節能表現亮

眼倍受肯定。

2. 資源回收再利用

(1)  工廠原料使用之紙漿，在製造成衛生紙品時產

生之殘捲、裁邊紙，全數皆能回到製程再利

用；除少量極細小纖維無法再利用之紙漿餘泥

約有進料紙漿的1％需委由合法再利用廠商清

運，為貫徹循環經濟零排放精神，109年向環

保局申請鍋爐RDF混燒計劃，於108年6月被許

可混燒10％含紙漿餘泥之RDF，至此，工廠的

漿紙餘泥已經能完全廠內自行合法處理，可以

不再委外清運。

(2)  廠內生產與製造設備維修產生之資源-如廢金

屬、廢膠膜、廢紙張紙板等，工廠皆進行分類

儲放，並將以上資源全數出售、委由合法資源

再利用廠家進行回收，每月還能為工廠帶來不

小的收入。因此工廠除了生活垃圾外，所有入

廠的原物料，可以說都大多是被妥善運用而不

是被丟棄浪費的。

資源分類

3. 原物料減量、能源效率提高

(1)  有別於各單位各做各的，工廠運行永豐餘卓越

系統，透過橫向縱向管理指標及各級成績卡，

針對各生產段的原紙損耗、膠膜包材損耗，皆

能層別管理，逐一追蹤原因與改善計劃。

(2)  針對蒸汽紙匹乾燥能耗，區分使用鍋爐與使用

天然汽的單位能耗，對於不當的單耗，皆能立

即糾出元兇予與改善。每年皆編列預算淘汰老

舊泵浦、低效馬達，同時引進先進進口高效泵

浦與新式磨漿設備，來降低單位耗電耗能。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空氣污染物減量／內空品管理

(1)  楊梅廠遵照環保署與桃園市地方自治法條例，

制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書，配合空品

預報不良降載減排，主要是針對粒狀污染物

／量比率50％，硫氧化物／減量比率50％，

氮氧化物／減量比率50％，揮發性有機物／
節能標竿入圍獎

錐型磨漿機-節省磨漿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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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比率0％。以上已多次配合桃園市平鎮區

AQI>100，配合執行污染物降減，固定污染源降

載50％，能為環境保護，即時貢獻一分心力。

(2)  廠內配合空品管理機動運用富有彈性，在空污

警報時，除可進行大型用電設備降載外，更可

以利用天然瓦斯烘罩的負荷量，來減少鍋爐的

負載；或可安排定保來停止機器運作，來即時

因應環境空品管理。

2.  污染監控設施，目前廠內依據法規與桃園市地

方自治條例，提前完成建置如自動水質水量連

續監測設施(CWMS)、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監測

(CPMS)、空氣污染物自動監測(CEMS)等自動連

線系統，工廠的排放無所遁形，對於合法守規，

工廠極具信心。

3.  推動循環經濟，利他又利己，108年楊梅廠搭配

環興公司，進行燃煤鍋爐衍生性固態燃料(RDF)
混燒測試，已獲許可混燒10％SRF（固體回收燃

料），降減用煤量及抑制CO2排放量；同時可完全

自行處理廠內產生之漿紙餘泥，漿紙餘泥達成循

環經濟零排放。目前更積極推動更多的SRF混燒

量，如此可以企業的心力，為國家的環保資源再

利用與減廢政策上，供獻心力。

四、環境參與

1.  提前布署太陽能發電，

楊梅廠於108年4月完成

997kWp屋頂太陽能建

置，每年可發電110萬
度電，節省碳排放600
噸，可提供312家戶用

電需求。

2.  配合工研院推廣小型ORC餘熱回收發電機組，於

108年簽約合作建置小型ORC餘熱回收15.6Kw發電

機組，來達熱源回收發電、節能減碳及經濟效益。

3.  電力系統節能，配合台電夏季供電調節，持續參

與台電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之計畫性減少用

電，廠內檢討改進用電設施進行尖離峰調節，並

安排生產、維修最適化，來達成電力系統上的節

能調度。

4.  環保教育，從員工做起，楊梅廠同仁每年配合公

司地球日推動環保節能活動與教育，如減塑愛地

球、人體發電機，地球日中壢老街溪生態環保活

動、舊鞋回收活動，捐贈到烏干達，讓員工從教

育活動中，認識環保、進而參與環保活動。

地球日-老街溪生態教育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員工EAP，永豐餘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照顧

員工的身心，每年都與專業機構如生命線、張老

師等簽定員工關懷的管道，提供員工在壓力、情

緒、家庭、健康、生涯等等的諮詢照護。

2.  員工健康促進，楊梅廠年年規劃多樣的健康促進活

動，並提供優渥獎金舉辦減重減脂活動；也安排健

康講座，體適能活動，讓同仁在工作之外，可以獲

得正確的飲食與運動關念，109年獲體育署i運動企

業認證殊榮，足見楊梅廠的健康促進舉辦的有聲有

色，重要的是喚起員工能從自身的健康做起。

健康活動海報健康促進

3.  楊梅廠108年贊助桃園市農業博覽會。108年-109
年皆獲頒康健雜誌許諾企業標章。

4.  汰換老舊車量、友善電動機車環境，108年淘汰超

過10年之公務車，同時於機車停車場裝設電動機

車之充電設備，友善騎電動車上下班之環境。

5.  推動性別平等，防範職場暴力，提供女性同仁生

理假、男性育嬰假、陪產假、申請育嬰留停無性

別差異，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作業標

準書，並落實執行，保護全體員工，全廠溝通大

會中來宣導「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

6.  廠區飲用水管理定期清缸管理，水質定期檢驗，

現場品質蟲害管制、飲食政策，既保護員工，更

保障生產之產品安全。

楊梅廠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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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s://www.tahoxd.com.tw/
行 業 別：環保服務業

員工人數：55 人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1

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3年11月5日
負 責 人：黃信行 廠長

聯 絡 人：洪博彥

電　　話：02-22142022分機179
傳　　真：02-2215-5695
聯絡信箱：A50510@tahoxd.com.tw
產品或服務： 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團

（VEOLIAGroup）合

資創立。結合2家母公

司的專業技術及豐富經

驗，達和環保追求環境

的永續，支持循環經

濟，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3個領域，為

政府、企業與民眾提供

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案。達和環保秉持「專

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的經營理念，深

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以「作為最值

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持續為守護

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自105年起執行新北市新

店、樹林垃圾焚化廠整建營運轉移案，管理新店垃

圾焚化廠，提供提供新北市居民專業的廢棄物處理

服務。新店廠為全國第1座完成辦理整建營運移轉延

役的焚化廠，透過創新技術，改善績效，接軌國際

標準，提升焚化處理量與發電量，優化資源使用效

率，同時致力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黃信行 廠長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代營運操作管理新北市新店垃圾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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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The Xindian Refuse Incinerat ion Plant 
is the first waste-to-energy plant in Taiwan to 
call for renovation of key units and 20 year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under a 
ROT (Rehabilitation-Operate-Transfer) scheme.  
The contract started from 2016 and the Plant 
provides professional waste treatment services 
for the residents in New Taipei city.By means of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e Xindian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improves its performance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hich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e in the treatment capacity and power 
generation.  The Plant optimiz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age, and strive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王聖斌 總經理、黃信行 廠長

團隊成員／ 楊世豪、張偉傑、施崑隆、翁貴盈、 
洪博彥、陳春瀚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咸認提供國民一個整潔又美

麗的居住環境及持續、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工作人員

及訪客的安全衛生，是公司的基本價值。因此藉由

廢棄物焚化處理，使垃圾減量化、安定化、衛生化

及資源化，以有效地解決垃圾問題並提升垃圾焚化

廠處理效率。基於此，承諾訂定環安衛政策並公開

揭露於網站、公司明顯處並進行宣導其內容如下：

1.  遵守相關法規及操作單位接受的其它要求與承

諾。

2.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

安全衛生績效。

3.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員工諮詢與溝通，落實全

員參與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4.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

能源。

5.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防治，防止職業災

害，保障全員安全與健康。

6.  全員齊心協力，努力達成零失能傷害頻率、零

失能傷害嚴重率。

7.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對環境保護及

安全衛生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於新店廠之環境政策之短、中、長程規劃，

包含發電效率提升、節能改善、污染防制設備效

能提升、環境教育等，並納入重點工作項目，定期

檢核追蹤成效（每月廠務會議／營運監督管理會議

等），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在短程時間內以營運

用心的態度，穩定處理垃圾、持續污染防制設施改

善、配合政策進行區域垃圾調度，讓業主放心，並

以良好的廠務管理及污染防制改善等方式為中心，

持續推行環境教育，以達成芳鄰安心的長期目標。

積極取得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TOSHMS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驗證及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落實重環境、

重居民、重顧客、重品質的精神與經營理念。每年

進行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持續致力於溫室氣體

排放基線盤查工作，以利確實掌控及管理溫室氣體

排放現況。



製

造

業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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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 -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持續透過新店廠整建工程及日常維護保養努力

推行廠內節約能資源改善。在節水方面透過廠內透過

(1)積極查找漏水點，封堵任何可能浪費逸流水的位

置；(2)更換氣冷式冷凝器(ACC)，(3)吹灰系統改善，

(4)停用Spray cooler等措施，藉由以上努力，108年
度全年自來水用水量76,547噸達到近3年最低。

節電措施方面主要有(1)更換廠內大耗能燈具為

節能燈具，(2)空調主機改為吸收式冰水機，(3) 停用

噴霧冷卻器等用電節約量1,575.66千度。提高能源發

電效率部分，近3年陸續推動相關改善措施，其中(1)
包含汽輪機大修、(2)發電機定子線圈更新、(3)發電

機主真空抽系統更新、(4)氣冷式冷凝器(ACC)更新

等改善工程，經過改善後，整體發電效率提高，焚

化每噸垃圾的發電量由106年的374.84MWh/ton提升

至108年480.19 MWh/ton，大幅增加28.1％。

相較107年度，減少用電量2,016千度，減少自

來水用量15,446度，減少用柴油用量46.68公秉。能

資源節用部分減少排碳量1,199噸CO2e。

響應減碳-能資源節用減少碳排放

廠內除酸藥劑原使用消石灰，為達到更少的空

氣污染物排放，袋濾式集塵器更換為觸媒式濾袋，

作用溫度從原先的140~150度提高到180度，導致消

石灰除酸效率下降，用藥量將增加。廠內主動試驗

及更換除酸藥劑為小蘇打，以提升酸性氣體的去除

效率達到降低原物料-化學藥劑的使用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新店為為達到更加嚴格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目標，

廢氣排放更佳化，近年積極投入相關費用更新相關設

備，改善投資金額1.8億元以上。並訂定更加嚴格的

排放保證值，減污部分，氮氧化物排放濃度75ppm
以下，硫氧化物排放濃度15ppm以下，氯化氫排放

濃度：20ppm以下，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減毒部

分，袋式集塵器更換為觸媒薄膜濾袋，直接破壞戴

奧辛，減少排放廢氣中的毒性含量。保證排放值由

原來的 0.1 ng-TEQ/Nm3 減為0.05 ng-TEQ/Nm3。
在減少廢棄物方面，透過更換除酸藥劑，在不影

響空氣污染物排放品質下，每噸焚化垃圾反應生成物

產生率逐年下降，108年1.69％為歷年來最低點。

近3年每噸垃圾反應生成物產生率

四、環境參與

積極配合政府推動各項環保政策有衛生紙丟馬

桶、海岸認養、協助紙錢集中燃燒。除了做好辦公

室環保外，全面推動人事、會計、採購等線上簽核

系統，以減少紙張使用。辦理會議、活動時，請與

會人員自備環保用具及少用一次性商品，以降低垃

圾產生。針對員工在廠內所產生的生活垃圾也積極

推動資源回收，針對紙箱、寶特瓶、鐵鋁罐等物品

進行回收，配合新北市黃金資收里活動回收廠內資

源物質。

實施廠內及廠外環境教育宣導，廠內環境教育

分為短時間環教宣導及固定環境教育課程外，不定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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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於早會，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每次30分鐘，108年
辦理次數約10次。環境教育課程辦理11梯次課程，

對象為廠內同仁與儲備志工，實施方法包括課程、

演講、實作、電影賞析與戶外學習，參與人次計962
人小時。

廠外部分，針對民眾之環境教育規劃有固定辦理

本地國小5年級學生於廠內（3小時）及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海洋科技博物館（4小時）參與人次752人次，

辦理環境教育課程。針對鄰里民眾不定期辦理相關之

環境教育活動總參與人次631人次。秉持著能為鄰里

盡上一分心力，多年來敦親睦鄰，推動關懷弱勢，

協助需要幫助的弱勢家庭或里民，發揮人飢己飢，

人溺己溺精神，持續10年以上幫助鄰里弱勢家庭。

並贊助鄰里及民間團體辦理多場公益捐血活動。

5年級小朋友環境教育體驗自然活動-海科館上課

5年級小朋友環境教育體驗自然活動廠內參訪

環保打擊樂成果發表音樂會

贊助鄰里捐血活動關懷弱勢寒冬送暖活動

除自行辦理活動外，亦配合鄰近里區、社區及

環保單位組織辦理活動時到場設攤做環保教育宣導

活動，持續結合鄰近各小學提倡愛地球，做環保的

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讓孩子從小為維護環境盡一分

心力。108年度參與25場次，參與人次超過1萬人

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019世界地球日活動

小城里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廠外教育宣導-新和國小廠外教育宣導-安坑國小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8年獲得 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入圍獎

108年企業公民獎小巨人第9名及專文報導。

傳統漁法--抱礅體驗生活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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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taimide.com.tw/zh/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

員工人數：206人
地　　址： 苗栗縣銅鑼科學園區銅科二路6

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0年7月11日
負 責 人：吳聲昌 董事長

聯 絡 人：葉林榕

電　　話：037-987656分機2292
傳　　真：037-987556
聯絡信箱：linjung_yeh@taimide.com.tw
產品或服務： 聚醯亞胺薄膜（Polyimide 

Film，簡稱PI Film）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於89年，為臺

灣第一家投入生產聚醯

亞胺薄膜(Polyimide，
簡稱PI)的廠商，PI Film
為一種含有聚醯亞胺的

有機高分子材料，為各

式輕、薄、短、小電子

產品不可或缺之尖端材

料。達邁科技在創立之

初臺灣並無其他相關產

業及技術可借鏡，但達

邁董事長吳聲昌以其專注聚醯亞胺(PI)薄膜研發超

過30年之經驗，率領技術核心團隊鍥而不捨堅持在

這領域中開墾，全力挹注資源並守護達邁科技，成

功的在具有高度技術門檻及特殊性材料的聚醯亞胺

薄膜（Polyimide Film，簡稱PI Film）產業，成為

全球生產PI薄膜領導廠商之一。

TAIMIDE Tech. Inc.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It is the first manufacturer in Taiwan to produce 
polyimide film (Polyimide Film, PI Film). PI Film is 
an organic polymer material containing polyimide. 
Indispensable advanced materials for light, thin, 
short and small electronic products. When TAIMIDE 
Tech. Inc. was founded, there were no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 in Taiwan. However, 
Paul Wu , the President of Taimide Tech. Inc., led 
the core technical team based on his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olyimide film (PI) film to develop with perseverance 
in this field and investing resources fully in Taimide, 
and successfully becoming one of the global 
leader in the production of PI film in high technical 
threshold and special materials Polyimide Film 
industry.

吳聲昌 董事長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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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吳聲昌 董事長

團隊成員／

營業市場部：黃貞英 副總經理

製造部： 童寶全 廠長、張欣榮 經理 
李宗樺 組長

人力資源處：梁清源 處長、黃詩婷 副課長

資保處： 鍾孟安 處長、王銘鼎 副理 
陳紹文 課長、葉林榕 課長 
羅鋕均 組長、鄭政宏 副工程師

企劃室：郭嘉哲 管理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作為一個世界級的聚醯亞胺薄膜專業研發製

造的企業，我們實施最新的環境管理系統，強調全

員參與，實施教育、訓練、溝通與其他環境管理方

式，提升員工之環安意識，並落實環安衛執行，期

望每一位員工均能對環境保護有所貢獻，並融入整

個環境管理體系之中。我們遵循國家及地方環保法

規，並訂定核心目標為「資源化」，執行綠色介質

循環再利用專案，專案內容包含VOCs冷凝濃縮系

統系統、溶劑回收系統以及廢水處理與濃縮乾燥系

統，運用適當的製程技術與創新的設計理念等，將

有限資源效益最大化，以期多為地球盡一分心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達邁科技由公正、獨立之第三方機構進行驗

證，並取得並導入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

IECQ QC 080000:2017 有害物質流程管理系統、

綠建築標章等合格驗證。達邁科技積極主動改善環

境績效，並努力達成環境保護安衛目標，同時滿足

RoHS規範及客戶要求，整合產品及製程管理，將綠

色生產理念融入企業生產製造過程中，並於108年發

行第一版CSR企業責任報告書，並劃每年發行，同

時期許取得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ISO14046水
足跡盤查、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讓達邁更瞭解

自我，並期盼不斷精進成長。

CSR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達邁科技105年-109年度節電部分主要為汰換製

程冰水／冷卻水泵浦、廠區公共區域燈具更換LED照

明燈具以達節能減碳、增設節能吸附式乾燥機降低

老舊吸附式乾燥機稼動率、冷卻水塔清洗保養提高

冰機效率、5℃製程冰機增設600RT冷卻水塔提升水

塔操作性能。目前將規劃增設磁浮式冰機、頂樓增

設太陽能設備(1,000KW)。而105年-109年度節電率

維持在1-2％。

能資源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老子道德經：「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係指

若能時常珍惜萬物，就沒有廢棄物的產生。自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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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後，地球上的資源急劇耗用，隨著經濟蓬勃發

展與人類生活越來越富裕，漸漸忘了要如何珍惜資

源與愛惜物品，使得地球上的廢棄物越來越多，形

成了資源不斷消耗，廢棄物不停增加的惡性循環。

達邁科技一直致力於廢棄物減量與廢水零排放，堅

持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理念，在溶劑回收系統與廢水

濃縮乾燥系統成功運轉下，終於將整廠的廢棄物量

減少96％以上，且溶劑回收率接近90％，同時創造

廢水零排放。

溶劑回收

3.1 VOCs冷凝濃縮系統

近年空污防治議題不斷被社會大眾討論與重

視，達邁科技也相當重視且採取積極措施進行空污

防治，有別於其他公司採RTO燃燒處理VOCs（仍會

產生二氧化碳的危害），而達邁是採取「冷凝濃縮

系統將VOCs資源化」轉變為冷凝液加以回收處理，

更能降低對空氣污染的危害。

VOC

3.2 有機溶劑蒸餾系統

將冷凝液透過多段蒸餾分離純化後供給產線，

形成一種C2C資源回收概念，整體溶劑直通率達

90％（表示接近90％可自行回收利用，另外10％外

部購入），以108年為例，單溶劑回收效益將近億

元，其減碳達5,034噸CO2e，相當於13座大安森林

減碳量。

溶劑回收廠

3.3 廢水近乎零排放

在水資源缺乏的臺灣，達邁科技規劃了一套廢

水處理系統，可將高濃度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透

過化學混凝、微生物除氮、降解COD、再經由各種

薄膜程序淨化水質，最終得到純淨的回收水，再回

製程再次使用，於108年節省約12,662m3。

最後高鹽廢水再透過達邁科技與工研院合作

的蒸發乾燥系統製成固體粉末處理，所有蒸發水分

100％進行回收，現行技術可達到廢水零排放，近期

也申請全貯留許可。

全廠用水與排放量

3.4 燃料重油更換天然氣

達邁科技106年起將原先使用之重油燃料替換

為天然氣，以108年天然氣用量換算並比較2者產生

CO2e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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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3.5 以CO2e彙整108年達邁環保績效成績單

減碳措施 減碳量 單位

溶劑回收 5,034.2 噸CO2e 
節水 2.1 噸CO2e 
節電 69.7 噸CO2e 
天然氣 1,680.3 噸CO2e 
Total 6,786.3 噸CO2e 

四、環境參與

4.1 認養公廁

達邁科技配合政府推動公廁認養計畫，認養苗

栗客家文化園區之公廁3間，並提供衛生耗材及清潔

用具，提供更舒適的如廁空間，藉此彰顯企業「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精神，並提升企業

品牌形象及價值。

公廁潔淨品質攸關地方

門面，全面精進公廁環境質

刻不容緩。達邁科技推動公

廁認養計畫，同時訂定公廁

新3不原則-「不髒、不濕、不

臭」，並宣導「衛生紙丟馬

桶」政策，期能建構優質公

廁、形塑優質如廁文化，以改

善環境衛生，提升觀光產業，

進而提升企業的國際形象。

預期效益

1. 打造高品質環境衛生水準之公廁。

2.  改善公廁潔淨品質，提升企業品質形象及促進

觀光發展。

3.  提供使用者舒適的如廁空間，改善生活品質。

4. 營造優質文化，提升人文素養。

4.2 參加環保積點

達邁科技為推動「綠色消費循環」的理念，於

參加「國家企業環保獎」得知環保署正推行「環保

集點制度」，達邁於109年6月份開始鼓勵員工共

同加入，讓「綠色消費」成為每個員工生活的一部

分，以期共同努力減少資源浪費、減緩環境衝擊。

同時也能間接鼓勵企業投入環保商品開發，帶動生

產源頭降低碳排放，進而緩和溫室效應。

4.3 綠色輸送

達邁科技響應環境保護之精神，為了減少交通

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推行員工共乘，每日定點交

通車免費接送員工上下班、員工旅遊皆有交通車接

送，改變員工通勤交通工具使用習慣與價值觀，使

都會區小型汽車數量減少，提高大眾運輸之價值觀

念，進而達成低碳永續家園之目標。

4.4 推廣偏鄉學校之環境教育

達邁科技為推動偏鄉學校環境教育教學，促進

學子暸解自身與環境的依存關係，並增進環境的倫

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

進社會正義，已達到永續發展，「達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與「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雙方

成為環境教育合作夥伴，將盡雙方最大之能力共同

推廣偏鄉學校之環境教育工作。

偏鄉環境教育感謝狀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榮獲經濟部水利署主

辦之「2019臺灣節水NO.1節水競賽－產業組」特

優獎。目前廢

水排放率低於

0.02％，創造近

乎零排放，預計

110年申請全貯

留，正式進入廢

水零排放。

公廁認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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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s://www.oright.inc/
行 業 別：化粧品製造業

員工人數：291人
地　　址：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1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0年8月28日
負 責 人：葛望平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誌偉

電　　話：03-4116789分機8921
傳　　真：03-4116779
聯絡信箱：William_Li@oright.com.tw
產品或服務： 全身清潔與保養等綠色產品，

囊括洗髮精、護髮素、造型

品、沐浴乳、牙膏、護手霜等

基本資料

企業簡介

歐萊德是臺灣綠

色髮粧領導品牌，擁

有全亞洲第一座綠建

築 化 粧 品 G M P 廠 ，

通過 I S O 9 0 0 1、 I S O 
22716、ISO 50001、
I S O  1 4 0 0 1 、 I S O 
45001等認證，以100％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製造

產品，並以水循環資源

再生全面進行綠化改

造。是少數具備綠化研

發、環保設計、綠色製程、創意行銷的MIT公司。

令人驚豔的綠色創意獲得國際3大環保獎、3大
發明獎與3大設計獎等國際殊榮。我們的綠色產品

從採購、原料、設計、生產、運送、使用到回收，

所有細節上都極盡可能地做到對環境友善，讓我們

享受美麗生活的同時，也為地球盡一分心，永續更

美、更好的未來。

As the leading green hair care brand in 
Taiwan, Hair O’righ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s the 
home to Asia’s first GMP certified green cosmetics 
plant, which is certified to ISO 9001, ISO 22716, 
ISO 50001, ISO 14001, and ISO 45001. O’right’s 
product manufacturing relies on 100% clean 
energies of solar and wind power, along with water 
recycling systems. O’right is one of the very few 
hair care manufacturers established in Taiwan that 
engages in gre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co-
friendly design, green processing, and creative 
marketing.

O’right has received global recognition for its 
innovative green products, winning multiple awards 
at the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ing 
awards,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designing awards, 
and top thre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s. 
From the procurement, raw materials, design, 
production, delivery, usage, and recycling of green 

葛望平 董事長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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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O’right strives to create an eco-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everyon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enjoy.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葛麗利

團隊成員／ 葛麗利、蔡倉吉、周曉鳴、林廷洋、

楊鎧賓、林森岳、程健瑋、李誌偉

環保政策及理念

歐萊德擬定「綠色永續創新計劃」，從上到

下、從內到外實踐環保。我們以「全員全時、節能

減碳、綠色創新、環境保護、企業永續」為環保永

續政策。相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秉持著「做小事

也能改變大環境」的信念，針對公司所有大小事務

進行檢視。歐萊德更開放綠色提案，成立「綠色永

續發展委員會」探討環保政策並定期追蹤，成功整

合綠色供應鏈與運籌管理系統，使公司在環境保育

的領域持續改善與自我提升。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領先國家標準，全球第一家髮粧品牌企業制定

【碳定價】！

為延續環保署理念，在經過多年豐沛的碳足

跡、碳中和經驗，歐萊德更進一步將耗用的自然資

源有價化，並將碳的排放定出成本價格，讓環境資

源轉換成企業內部的營運成本，幫助我們在產品開

發、內部政策決議，甚至是商品定價的過程都能將

環境成本納入考量，進而降低環境衝擊，而目前我

們的碳定價為每噸869.6元。

2.  建置永續圈，從SDGs出發徹底實踐永續發展！

為持續規劃綠色創新制度，除了設立「綠色

永續發展委員會」，針對綠色永續及節能減碳措施

提出建議。今年更將

SDGs的實踐制度化，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結合自我定位建置3個
「永續圈」，分為零碳

策略、關係人溝通、社

會公益3組，讓各圈在

特定的永續發展目標上

著墨思考與規劃行動。

3. 自主撰寫CSR報告書

自102年自主撰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接

受第三方認證。歐萊德的規模雖不及大型企業，但

一路走來一直自我挑戰，努力擴大綠色影響力。108
年編撰的報告書更升級為「企業永續報告書」，以

更高、更廣的角度向利害關係人溝通我們的永續作

為，除致力達成良好的溝通外，也希望督促公司以

更全面的角度，檢視及思考進一步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的行動。

歐萊德推動CSR贏得國際肯定 再度榮獲亞洲最佳永續報告金獎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自設電廠，受邀加入RE100，承諾114年100％使

用再生能源！

自101年使用綠色潔淨能源「風力」與「太

陽能」自行發電，截至目前為止累積發電量已達

413,944 kWh，相當於減少221,873.98kg碳排放

量。107年更獲邀加入RE100再生能源倡議行動，

與Apple、Google、Facebook 等150餘家申請通過

RE100的倡議行動，承諾於114年前全面使用100％
再生能源。

歐萊德徹底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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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O’right strives to create an eco-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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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更增設第2套太陽能光電系統27.44kw，

將發電電能併入廠區內使用，預計每年能產生

36,056kwhr的電能使用於產品製造，並減少19,218 
kg碳排放量。

歐萊德增設再生能源設備

2. 打造獨一無二的永續辦公場域-RE辦公室

位於歐萊德綠建築 3樓的「R e辦公室」原

本是貨物儲藏室，1 0 8年將其進行改造，應用

「Recycled」、「Renewable」的概念，保留了貨

架原始的骨架，搭配高吸碳量的相思木實木拼接為辦

公桌面。並將回收廢棄的夾娃娃機回收改造，變身成

為員工電話亭；會議室區域更巧妙結合臺灣傳統民俗

「辦桌」文化，喜慶的大紅桌搭配閃亮的不鏽鋼椅。

在「辦桌就是辦大事」的會議氣氛中更增添了濃濃的

臺灣鄉土味，發揮物盡其用的歐萊德哲學。

回收娃娃機作為電話亭使用貨架作為辦公桌

會議室結合臺灣傳統民俗
「辦桌」文化

使用再生塑膠回收利用
實踐工業循環模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每年執行組織型與產品碳中和驗證，致力降低環

境衝擊。

歐萊德每年進行碳足跡盤查檢視碳排放量，

108年亦通過「企業組織型」及「27項產品」碳中和

確證，預計今年將更進一步完成「企業組織型」及

「77項產品」碳中和確證，致力將環境衝擊程度降

至最低，達成生態平衡的永續發展目標。

2. 完善規劃，挑戰最低防腐

歐萊德綠能生產區重重把關杜絕任何可能的污

染，生產產品使用的水為來自8道程序淨水之超純

水，並使用「紫外線、臭氧、蒸氣、酒精」等4種
嚴密而天然的殺菌方式徹底清潔生產設備機具及瓶

器，確保產品不受污染。我們耗費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只為將防腐劑的添加量降至最低，保護環境

及消費者的健康。

3. 「農產品取代化學品」綠色內料研發

歐萊德於97年訂定8 Free原則，向消費者承諾

我們的產品內料不添加對人體及大自然有害的化學

物質，並成立TAF認證實驗室尋找可利用的農產品來

取代市面上常被使用的高風險物質。

此外，歐萊德送檢產品更全數榮獲標準嚴苛的

美國官方農業部USDA BioBased 生物基永續認證，

共有53支產品與2支原料證實產品中可再生生物來

源成分，可幫助地表上參與生物循環的碳被重複利

用，並有助於降低碳排放。

歐萊德通過美國官方農業部USDA BioBased 生物基永續認證

四、環境參與

1. 超越大型企業的環境教育，傳遞綠色影響力

歐萊德綠建築總部是全亞洲第一座GMP化粧品

工廠，本身就是一件深具意義環保教材，因此便提

供作為環境

教育場域，

自行耗費人

力、物力開

放綠建築總

部供外界參

觀，開放民

眾預約免費 以巨型發光地球將參觀者帶入環境教育主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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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每年均吸引眾多企業，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

前來，截至目前為止參訪人數已多達30,232人，致

力發揮巨大的綠色影響力。

2. 攜手利害關係人參與CSR活動，共同愛護地球

歐萊德每年執行淨灘、種樹、關燈3大富含環境

教育意義的CSR活動，且帶領員工、員工家屬、供

應商、代理商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讓所

有參與者對於環境問題能有更深刻的體悟，而對於

歐萊德的支

持，也不再

只是因為健

康、純淨的

天然成份，

更多了一分

對地球的愛

護。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受邀參與COP25，為氣候發聲

歐萊德的綠色行動深受各界肯定，108年受邀參

與COP25會議，在會議中分享歐萊德團隊實踐多年

的綠色成果，並發表氣候變遷與零碳思維的觀點，

希望得以喚起企業邁向創新與循環經濟的最後一哩

路，更希望感召更多個人、團體和企業加入實踐零

碳永續的行列。

2.  四度蟬聯巴黎永續美粧大獎，奪全球美粧最高榮耀

法國巴黎全球永續美粧大獎(Sustainable Beauty 
Awards)是永續美粧峰會的焦點關注獎項，繼106
年、107年2度連莊驚艷國際，108年-109年分別在

「永續產品」「永續開拓」「永續領導」3大領域獲

得評審肯定，並成為首度登上巴黎全球美粧永續領

導者冠軍寶座的臺灣企業，再次讓世界看見臺灣在

永續領域的亮眼成績！

歐萊德連續9年舉辦淨灘活動

歐萊德連續10年舉辦關燈一小時活動

歐萊德董事長葛望平與國際品牌獲獎代表 中華民國駐法國代表處古文劍公使在場觀禮並對歐
萊德董事長葛望平表示祝賀歐萊德在眾多國際品牌
激烈競爭下脫穎而出 一舉奪得全球美妝界的最高榮
耀「永續領導大獎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冠軍

歐萊德在眾多國際品牌激烈競爭
下脫穎而出 一舉奪得全球美妝
界的最高榮耀「永續領導大獎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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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第一銀行創立於

前13年11月12日，當

時定名為「臺灣貯蓄銀

行」；元年與「臺灣商

工銀行」合併，仍沿用

「臺灣商工銀行」名

稱；1 2年又合併「嘉

義」「新高」2銀行；

3 6年改組更名為「臺

灣工商銀行」，3 8年

再更名為「臺灣第一商

業銀行」；嗣為加強業

務國際化之經營策略，65年改稱「第一商業銀行」

(FIRST COMMERCIAL BANK)，87年1月22日由公

營體制轉型為民營銀行，92年1月2日正式成立「第

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後改納入第一金控集團

下之子公司，經營迄今已逾百年。

Fi rs t  Commerc ia l  Bank was or ig ina l ly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12, 1899 as Savings 
Bank of Taiwan. In 1912 it merged wit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ank of Taiwan, retaining the name 
of the latter, and in 1923 it again merged with Chia-I 
Bank and Hsin-Kao Bank. In 1947 its name was 
changed to Taiw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and in 1949 it was renamed as First Commercial 
Bank of Taiwan. Finally, in 1976, it was given its 
current name, First Commercial Bank,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operating strategy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January 22, 1998 the Bank 
was transformed from a government entity into 
a private bank.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Financial Holding Co. on January 2, 2003, the Bank 
became a subsidiary of First Financial Group. The 
Bank has now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邱月琴 董事長

網　　址： https://www.firstbank.com.tw/
sites/fbweb/home

行 業 別：金融業

員工人數：8,182人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前13年11月12日
負 責 人：邱月琴 董事長

聯 絡 人：姚凱富

電　　話：02-23481520
傳　　真：02-23481522
聯絡信箱：i16048@firstbank.com.tw
產品或服務：金融商品與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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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蔡淑慧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總務處： 林錦川處長、方正文副處長、 
高茂松經理、林育慧副理、 
賴英龍、姚凱富

法人金融業務處：陳志彥副理、王立安

授信審核處：陳立智副理、賴怡陵

消費金融業務處：梁俊杰副理、洪瑋蔆

信卡處：房瑞森副理、林彥斌

數位銀行處：呂侑施經理、洪梅菱

人力資源處：林正民副理、韓群

營運業務處：邱亞菁經理、楊宜庭

資訊處：蘇永富副理、張正忠

公關室：羅聰緯副理、王思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第一銀行用心經營「綠色金融 第一品牌」，秉

持讓環境更好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第一銀行

重視環境永續治理，鑑別氣候變遷帶來風險與機會可

能對銀行及客戶衝擊，持續強化公司氣候變遷管理能

力，包含推動綠建築節能減碳、發展綠色金融商品、

落實盡職治理與責任投資等。第一銀行於追求經營績

效的同時，持續推廣環保公益與環境教育，持續運用

金融影響力，將環境保護擴及至員工、客戶、供應商

及社會大眾。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環境永續小組

第一銀行透過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簡稱CSR）平台下設之「環境永續小組」，每年

針對「綠色採購」「綠建築」「ISO環境永續相關管

理系統導入」「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減量行動」及

「強化氣候變遷治理能力」等各項環境保護議題，

擬定短、中、長期目標與執行方案，持續關注國內

環保政策情形，評估內化成CSR經營目標與執行方

案，透過每季召開CSR委員會議報告執行情形，並

於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向董事會報告上年度實施成

效。

2. 綠色金融委員會

第一銀行重視國際綠色金融發展之脈動及氣

候變遷風險機會之管理， 106年，成立「綠色金融

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副總經理擔任

委員，委員會下設「綠色融資」「綠色消費金融」

「綠色審查」及「綠色投資」等小組，就國際綠色

金融趨勢、環境風險因子評估等，擬定執行方案並

經委員會審議及備查；108年，在CSR平台上內部

展開跨部門合作，由「環境永續小組」召集行內相

關單位共同辨識氣候變遷可能對集團造成的實體風

險、轉型風險及機會，訂定管理措施之具體執行方

案作為因應氣候變遷行動核心。

3.  「綠色投資」「綠色融資」及「風險管理」專案

小組

第一銀行重視投（融）資過程氣候變遷之風險

管理，並持續引導企業投入綠色永續產業之發展，

109年，成立「綠色投資」「綠色融資」及「風險管

理」專案小組，由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處長擔任

組長，就營運衝擊與財務規劃、價值鏈議和、風險

管理政策等相關議題，使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合理

反應在各項相關決策上，並每月召開一次會議，並

於每季召開之綠色金融委員會報告執行成效。

力挺綠色生活發行綠色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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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108年全行用電相較107年總計節電1.9％，人均

用電量節電4.9%，108年用電排碳量相較於107
年減少871tonCO2e。

2.  108年新增建置大灣及鹿港2家分行大樓之太陽能

發電系統並完成發電，全行累計共10家太陽能分

行，裝置容量達123.2KW，108年全行太陽能總

發電量117,174度，較107年發電量79,313度增加

47.7％，以每年新增2處自有行舍大樓屋頂建置

太陽能發電系統為目標，落實再生能源發展。

主辦禧壹、達利能源及永漢公司新臺幣37億元
聯貸案提供興建、購置及營運太陽能發電系統

逐步推動自有行舍大樓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持續落實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運作，包含推

動187家營業單位落實辦公室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等自主管理、布告欄分享節能減碳、空氣品質

等環境教育相關訊息。

2.  持續推行廢棄物減量，向

全臺營業單位宣導撤除桌

邊垃圾桶，108年再試辦

推動營業單位生活垃圾

及資源垃圾減量與秤重

專案，落實垃圾減量與管

理；同時持續推動ISO14001及ISO50001環境

與能源管理系統內、外部稽核，追蹤及查檢環

境與能源管理執行情形。

四、環境參與

1.  第一銀行將社會公益活動與環保議題結合，推

動綠光教室傳愛專案及協助資源缺乏的社福機

構汰換耗電的老舊燈具，安裝節能LED燈，給

予長期的節能助益，迄今已協助12家社福機構

及偏鄉學校改善照明，共安裝3,422套LED燈

具，預估年節省電費支出約120萬元，減碳量約

183噸CO2e。
2.  第一銀行舉辦「愛Fun第一  綠生活」向民眾

傳達環境永續、友愛大地的理念，結合核心職

能，舉辦「數位金融體驗」及「環保趣味闖

關」等活動，吸引約1.5萬民眾共襄盛舉。4年
來已吸引逾5萬人次參與，成為國內綠生活推廣

的萬人指標性活動。

舉辦綠色金融體驗營培養環保小尖兵

3.  108年獲國際組織（如CDP氣候變遷問卷評比為

A級領導等級）及國內中央及地方政府辦理環境

永續相關獎項（如環保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巨擘獎、經濟部水利署落實節水輔導改善非工

業組優等獎）等共12項。

連續2年（107年-108年）獲得CDP氣候變遷A級領導等級

推動營業單位辦理
垃圾秤重與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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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第一銀行綠色金融教育館」為國內金融業唯

一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亦為國內首家將綠色金融觀念與第一銀行

業務核心連結發展成互動體驗之環保教育課

程，團隊歷經課程研發、經營計畫撰寫、環境

教育志工培訓、環保課程推廣及認證審查等階

段，於108年12月12日取得認證。

第一銀行綠色金融教育館

2.  第一銀行打造國內金融業唯一「零碳排綠屋

頂」，實踐生產、生活與生態理念，107年於萬

華分行打造國內金融業首家「零碳排綠屋頂」

獲臺北市政府田園城市達人獎，109年賡續於第

一財經辦公大樓建構第2座綠屋頂，結合太陽能

發電、魚菜共生及雨水回收系統，可讓資源供

需接近自給自足。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綠屋頂

第一銀行生態水培綠綠屋頂

3.  第一銀行積極響應行政院環保署綠色消費及碳

標籤推廣政策，106年發起並邀請同業共同研

商訂定「臨櫃服務碳足跡計算」產品類別規則

(PCR)，106年9月取得

環保署核發總行營業部

服務碳足跡標籤證書、

108年及109年分別以

第一銀行永和分行及第

一銀行萬華分行取得環

保署核發減碳標籤認

證，持續推動營業過程

節能減碳。

4.  第一金融集團於102年簽署加入CDP（國際碳揭

露專案），為臺灣金融業首批加入業者之一，

從104年起開始填報CDP的氣候變遷問卷，迄今

為止已填報了5年，初期僅獲得「D」「C」之

分數，藉由每年填報問卷，持續加強關注氣候

變遷議題，同時展現高階經理人由上到下支持

的決心，以及導入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

露建議）架構，鑑別集團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並擬定管理行動方案，因而能於107及108年連

續2年獲得「A」及「A-」領導等級之榮耀，並

創下臺灣服務業獲得最高評分之殊榮。

認識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

辦理海洋淨灘活動

總行營業部臨櫃服務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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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8 1年，創辦人黃

永仁先生結合一群志同

道合的專業團隊，懷著

「經營一家臺灣最好

的銀行」的使命感，以

玉山為名，建立專家領

航、世代傳承的領導梯

隊，努力跨越「綜合績

效、社會責任、永續發

展」企業經營的3座大

山，為一家由專業經理

人領航的銀行。

因應亞洲市場與金融創新的趨勢，玉山積極發

展亞洲金融平台與金融科技。在亞洲布局方面，玉

山銀行國內共139家分行，海外於9個國家地區，設

有28個營業據點，連結亞太金融中心，串聯海內外

分支機構，發展有特色的亞太金融平台，滿足跨境

顧客的多元需求。

In 1992, Mr.Yung-Jen Huang, the founder 
and current chairman of E.SUN FHC, called on 
a group of financial elites, to build E.SUN Bank. 
Keeping a shared faith:“to build the best bank in 
Taiwan”in mind, they are determined to overcome 
3 peaks:“being illustrious in general performance, 
being responsible to the society, building the 
business to the last.”

Responding to the surging Asia market and 
trend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E.SUN proactively 
develops service platform in Asia and Fintech. 
Regarding deployment in Asia, E.SUN Bank has 
established 139 domestic branches, while owning 
28 overseas branches in 9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rough collaboration of overseas and domestic 
operation channels, E.SUN Bank keeps utilizing its 
distinctive Asia platform to satisfy customers’diverse 
needs.

黃男州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esunbank.com.tw
行 業 別：金融保險業

員工人數：8,753人
地　　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15、11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1年1月16日
負 責 人：黃男州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逸傑

電　　話：02-21751313 分機8169
傳　　真：02-27199313
聯絡信箱： daniel-17923@email.esunbank.

com.tw
產品或服務：金融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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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茂欽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總經理室：李安群 副科長

管理事務處： 宋念謙 協理、林宇見 經理、 
曾志弘 科長、張嘉琪、李逸傑

法人金融事業處：朱懷元 經理

數位金融事業處：陳玉媚 科長

個人金融事業處：洪佳綺

環保政策及理念

「綠色金融、愛護地球、環境永續」

玉山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增進人類生活的幸

福，因此除了專注於企業本。

業的經營，還要關心社會發展、落實環境保護、

投入社會公益及發揚人文藝術，惟有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的企業，才能夠永續經營，邁向基業長青。

玉山從自身做起，期望與大家共創優質的生

活環境，自96年頒布並力行「玉山環保節能白皮書

「E.SUN Green Policy」以來，玉山用心投入環境保

護，主要內容包括環保節能政策、推廣環境教育、建

立環保節能文化及執行環保節能措施。玉山於營運中

所使用辦公設備、電腦設備、紙、水、電等能資源，

以及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廢棄物、一般垃圾之處理均

符合法規。承諾：

•  致力於節能減碳，提升能資源管理效益，降低

環境衝擊。

• 落實綠色採購，做好供應鏈管理。

•  公司經營及各項活動符合法規要求，以環境永

續為優先考量。

玉山將實踐上述承諾，發揮企業與個人的影響

力，期望以企業之力，拋磚引玉，號召同仁、顧客、

合作夥伴及社會大眾共同成為世界一等的公民。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營運環境管理

玉山由四大面項執行環境政策，透過改造實體

舊大樓執行節能減碳改善工程，並導入各項管理系

統，依循P(Plan)、D(Do)、C(Check)、A(Act) 管理

循環之精神，促使環境管理實續持續改善。

2. 綠色供應鏈

玉山優先以臺灣地區及海外當地供應商為主

要採購來源，並依「玉山銀行供應商管理要點」慎

選品質符合標準的供應商，亦僅與遵循當地法令及

遵循「玉山金控促進供應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作業

要點」的供應商合作，內容明確說明玉山對供應商

在環安衛風險、禁用童工、勞工管理、消除各種形

式之強迫勞動、無危害勞工基本權利情事、基本人

權、道德準則及誠信經營等面向的要求及期待。

3. 綠色採購

為了實現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我們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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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響應環保署推動全民綠色生活與消費之政策，秉

持綠色消費與環保採購原則，108年綠色採購申報金

額為2.02億元，累計採購金額接近10億元，並連續

10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綠色採購」標竿績優

單位。

4. 責任授信

玉山善盡永續責任，審慎挑選企業授信對象，

將資源運用到對經濟、環境、社會有益之處，並制

定多項內部政策及規範進行管理。「玉山永續授信

原則」明定支持替代能源、水資源及環境污染控制

等綠能產業，對於降低耗能、減少污染，或引進環

保設施等前景良好之企業，給予適當融資協助。

5. 加入國際禁煤行列

響應全球節能減碳趨勢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13，自108年下半年起，玉山宣布將不再新承

做燃煤火力電廠專案融資，既有案件到期亦不再續

約，率先於國內金融同業中以實際行動降低燃煤發

電比重，此政策同時適用玉山海外9國共28個據點，

串聯海內外共同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分心力。截至

108年12月，玉山燃煤火力發電專案融資餘額已降至

0元。

6. 發行綠色債券

玉山結合離岸風電專案融資的資金需求，再度

發行第3檔綠色金融債券，金額新臺幣30億元。繼

106年發行國內首批綠色債券後，總計包括2檔新臺

幣及1檔美金綠色債券，為本國銀行中發行檔數最

多者，發行規模無論是臺幣或是外幣亦居本國銀行

第一，目前綠色債券占玉山發行流通在外債券總量

15.8％，所募集的資金貸放於再生能源、溫室氣體減

量及水資源節約的相關產業，預計每年產生的效益

約當減碳2.4 萬噸。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用水減量

全行使用節水標章之節水器具，定期檢查儲水

及用水設備，並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將回收之雨水

用於空調冷卻水塔及景觀澆灌用途，更透過對全行

宣導正確用水觀念，讓同仁落實節約用水。

2. 太陽能

截至108年共完成15個據點屋頂裝設太陽能板，

總裝置容量105瓩(kW)，預估年生產電力約15萬度，

減少82.6噸CO2排放量。

3. 照明節能

將舊式燈具汰換為更省電、更環保的T5及LED
燈具，減少熱源以降低電力使用，並於夏季用電高

峰期間，舉辦「關燈100日活動」，全國所有營業據

點全面關閉招牌燈，包括直式招牌、橫式招牌及電視

牆，共計逾萬盞燈管，連續3年響應下來，預計累積

節電共198,800度，相當於減少107.6噸碳排放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配合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的推行，玉山也更加重視同仁辦

公時的空氣品質，107年起陸續

增設及改善各據點的外氣引進設

備，截至108年底合計完成8個
據點的設備引進及改善，目標於

114年完成合計20個據點以上的

外氣引進設備及監測系統。

2. 廢棄物管理計畫

全行廢棄物重量每月透過系統回報至管理處，

除了定期檢視進度之外，對於數據異常的部分也進

行追蹤，此外，各大樓廢棄物儘管已經委由合格清

運廠商處理，為強化管理機制，每年對各大樓廢棄

物清運流向進行至少一次的查驗，並留存檢驗資料

確保廢棄物最終流向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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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環保淨灘

玉山連續10年響應世界清潔日，舉辦「美麗台

灣 Smile玉山」全臺淨灘暨環保清掃活動，108年共

進行49場次的淨灘、142場次的營業據點周邊街道環

保清掃，共計12,000人次參與，合力清出超過16噸
的海灘環境垃圾，用具體行動減塑減廢、守護美麗

的家園。

2. 「一生一樹」造林計畫

於108年植樹節前夕，玉山與林務局共同攜手推

動「一生一樹 玉山植樹」造林計畫，認養的造林地

位於陽明山竹子湖及坪林的國有林地，種植面積達

6.671公頃，由黃永仁董事長及黃男州董事長號召50
位玉山志工代表，同時邀請陽明山湖田國小師生一

起參與「一人一樹」，親手栽種第一批臺灣原生樹

苗，完成1萬株臺灣原生樹苗的栽植撫育工作。

3. 響應「世界地球日」

108年玉山響應臺灣環境資訊協會所發起的「臺

灣百萬綠行動」，邀請員工一起清潔海岸、減少塑

膠袋、塑膠吸管等一次商品，鼓勵多用環保袋、玻

璃吸管、環保餐具，讓生態環境能友善的循環。另

外，規劃109年「世界地球日」與Discovery頻道合

作推出「世界地球日特輯」，鼓勵同仁、顧客及民

眾共同關心生態環境保育議題。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結合環境永續及人才培育的LEED黃金級建物

玉山打造LEED黃金級國際認證的綠建築－玉山

人力發展中心，是金融業首家結合環境永續及人才

培育的建物。玉山認為人才是企業的先行指標，也

是關鍵指標，不論是業務發展或是環境永續都應該

以人為本，透過重建人力發展中心，讓同仁接受培

訓的同時也認識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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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造
業
組

- 112 -

南華大學

企業簡介

南華大學於85年由

星雲大師創立，是佛光

山百萬人信眾所建立的

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為

臺灣第一個大學聯盟：

佛光山大學聯盟的成

員之一。以勤奮，誠實

和謙卑之教育理念，培

養學生實現目標，為社

會做出領先貢獻及為弱

勢群體服務。課程計劃

圍繞生命教育、環境永

續、智慧創新及3好校園。坐落在63公頃的山坡，校

園有著茂密的森林及優美的自然風景，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並有許多稀有鳥類和野生動植物，成為森

林大學之美稱，為養育身心及靈魂的理想場所，在

校園的寧靜與安寧中，生活和學習帶給學生最好的

學習。

Nanhua University (NHU) was founded in 
1996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Funded 
through the support of millions of Fo Guang Shan 
followers, NHU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sciplinary university established by Fo 
Guang Shan. NHU is a member of the Fo Guang 
Sh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onsortium, the 
country’s first cross-nation university system. Ou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iligence, honesty, and humility. These principles 
are the defining qualities and driving force at NHU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goals, make 
a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nd serve the 
disadvantaged and underprivileged. The curricula 
and programs offered at NHU center around Life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and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itiative. Situated on a 63-hectare mountain 
slope, surrounded by towering trees and lush 
vegetation, the natural beauty of the NHU campus 

林聰明 校長

網　　址：http://www2.nhu.edu.tw/
行 業 別：文教業

員工人數：487人
地　　址：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5年3月11日
負 責 人：林聰明 校長

聯 絡 人：洪耀明

電　　話：05-2721001分機3421-3424
傳　　真：05-2720680
聯絡信箱：hongyaoming@nhu.edu.tw
產品或服務：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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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esmerizing and captivating. Blessed with 
abundant biodiversity, and with numerous rare birds 
and other wildlife having made the campus their 
home, it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nurture and foster 
one’s body, mind, and soul. Living and learning 
amidst the serenity and tranquility of the campus 
brings out the best in every studen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林聰明 校長

團隊成員／ 林辰璋副校長、杜志勇總務長、 
林俊宏主任、洪耀明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以環境永續理念，以全校碳中和為總目標，落

實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環境保育、永續農業，以

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資源回收面向，將廚餘

及落葉全部做成堆肥，提高廢棄物回收，雨水及中

水回收再利用。節能減碳部分，則通過能源管理系

統認證，採用省水省電設備。以森林大學為基礎，

推動環境教育課程、機構及坡地防災場域教案，以

推動環境保育。並設置自然農場、永續農場及鼓

勵自然蔬食。同時進行全校碳盤查，盤點全校碳排

放，逐步規劃太陽能電廠，減緩氣候變遷。並裝設

空氣品質、溫度、濕度及降雨自動監測設備，設置

透水鋪面研究設備，進行氣候變遷調適。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總目標為設置環境永續之碳中和示範校園，透過

(a)永續農場：以有機方式進行農業行為，包括設置

蜜蜂養殖以推動環境永續。飼養黑水虻以消化廚餘，

副產品則提供農場有機肥。(b)廢棄物減量：推動不

使用一次性餐具以落實垃圾減量，設置廚餘處理堆肥

場，產生有機肥。(c)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及場域認

證，建立環境教育教學解說課程，推廣環境永續。

(d)環保低碳推廣：採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實施機

制，建立低碳系所、低碳實驗室及低碳活動認證。

同時辦理全校碳盤查，確認全校碳排放量，並

透過示範太陽能農場供電系統，逐步推動設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14064-1認證及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綠色採購比例於100年度至107年度，各年度由

85.57％持續成長至95.43％。103年起每年發行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106年獲得行政院頒發國家永續獎，

106及108年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企業社

會責任金獎及TOP50企業獎，107年獲頒國家品質

獎-永續發展典範獎。105年至108年連續4年蟬連世

界綠色大學百大學校，南華大學全球排名第77名、

全國第6名，在廢棄物處理項目全國第一、交通運

輸項目並列全國第一、基礎設施項目及水資源項目

並列全國第二；英國泰晤士報大學社會影響力全球

401-600名，臺灣第21名。

瀑布黃昏美校園 2019年世界綠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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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水資源節用措施方面：為妥善處理學校所產生之

生活污水，設置2座污水處理場，將生活污水經生

物處理程序至優於放流水排放值，再利用作為飲

用水以外或不與皮膚接觸用途之供水，如花圃澆

水、運動場灑水、綠帶樹木用水、綠地用水及景

觀池補注水源。以達節約用水及水費、提升水資

源永續利用等效益，並達示範教學及教育宣導之

功能， 106年及107年回收使用率達20％以上。

2.  節能及節電措施：除全面採用省水設施，雨水再利

用，並建立ISO 50001能資源管理系統，每年均有

編列行動計畫做設備改善，且經過外稽單位SGS
做外部稽核。建置能源監控系統、智慧化節能控制

系統、傳統鍋爐更換為熱泵系統及太陽能板集熱系

統。藉由教育及宣導讓教職員工生，能夠感受校園

能源問題及體檢學校能源使用現況。推動智慧化節

能措施，包括雲端管理熱泵、鍋爐、變電系統，每

日定時自動卸載6次以免空間無人使用空調繼續運

轉，走廊燈依時間自動開關燈，照明自動控制系統

及公共區域裝置自動感應燈。

推動中水回收再利用裝置

107年-108年能源管理比較表

項目 107年量(B) 108年量(A) 較前一年度

提升績效

用電量

（度）
7,735,600 7,647,600 1.14％

用水量

（度）
133,830 129,325 3.37％

服務項目單

位用電量

EUI=71 
kWh/ m2•yr

EUI=70.2 
kWh/ m2•yr 1.13％

服務項目單

位用水量

人均用水

21.6度
人均用水

21.1度 7.96％

雨水回收量

（噸）
4,611 5,222 13.25%

用水回收率

(％) 21.6 23.7 2.1％

溫室氣體 
排放量 

（噸CO2e）
4,144.49 4,096.9 1.15％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污染防治措施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並設置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員工生活污水

妥善處理，生活廢水由專責人員負責污水處理場

之日常操作維護，定期委由專業廠商進行設備機

能檢查及放流水水質檢驗，歷年來水質檢驗優於

法規標準。大樓新建工程，於施工期間採取適當

之措施，以降低污染情形，取得相關許可文件及

定期申報污染防制操作維護紀錄。

2.  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廢棄物減量及妥善

清理企業廢棄物，除填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送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核備外，並定期至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申報，在廢棄物減量（廢）、再利

用具體措施如：設置財產交換平台以達到物盡其

用增加經濟效益、報廢設備贈予偏遠小學進行再

利用、廢棄物變為藝術作品、學校餐廳自97年
開始不提供免洗餐具；落葉、廚餘再利用，製

成堆肥或發酵成液肥，每年可處理30,000公斤

的廚餘；舉辦創意跳蚤市場拍賣、二手書交易

專區等。108年事業廢棄物生產量較前1年降低

15.08％，使得近年資源回收率將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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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8年污染防治減量比較表

項目
107年量

(B)
108年量

(A)
較前一年度

提升績效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噸）
119.478 118.488 0.83％

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噸）
3.396 2.884 15.08％

資源回收物總重

（噸）
104.375 100.698 -3.52％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物量除以

全廠廢棄物產生量）

45.93 45.35 -0.58％

四、環境參與

包括推動校園減塑、環境教育、環保公益及

舉辦環境相關研討會。105年起餐廳內禁止使用一

次性餐具及塑膠袋，推動環境教育，每年由校內開

設51門多元化的環境教育課程之外，亦爭取教育部

補助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規劃一系列的講座、體驗

活動、戶外學習等活動，更辦理相關培訓課程，包

含低碳飲食校園蔬食推廣、校園減塑活動等，打造

「環境永續校園」。校外方面，透過至各場域、學

校等處進行演講、偏鄉國小帶領學童參與環境教育

活動，辦理永續相關國內及國際研討會，將氣候變

遷之觀念分享至各個機關單位，108年度辦理環境教

育相關活動達20場，參與人次合計852人。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6年獲行政院國家永續

獎，2018年獲行政院國家品質

獎：永續發展典範獎，105年
至108年皆為世界百大綠色大

學。107年世界綠色大學排行，

南華大學全球排名第66名、全

國第5名，在廢棄物處理及交通

運輸項目勇奪全國第一。106年
及108年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獲頒金獎及TOP50企業

獎。今年更通過「環境教育機

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雙認證，是全國唯二、雲林以

南唯一通過雙認證的大學。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 

世界海洋日外傘頂洲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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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55
年，發展沿革歷經3大階

段，從早期前身為證券投

資公司到信託投資公司，

81年改制為商業銀行。

在「正派經營」、

「親切服務」的經營理

念下，領先金融同業。

108年在臺灣共有152家
分行，116處海外分支機

構，合併資產規模達新臺

幣4.23兆元，高居臺灣所有民營銀行之冠，且獲利、第

一類資本規模、客戶數等指標，皆高居全臺灣所有銀行

之冠。未來將秉持「We are family」的品牌精神，「誠

信、創新、專業、團隊、關懷」的核心價值觀，「守護

與創造」的企業使命，打造「臺灣第一、亞洲領先」的

領導品牌，期許成為治理最佳、客戶與股東心目中最值

得信賴的金融服務機構。

Established in 1966, CTBC Bank Co., Ltd. has 
been through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started out as China Securitie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was later changed into China 
Investment and Trust Co., Ltd.. In 1992, it was 
converted to a commercial bank.

Committed to our business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Caring”, the Bank continues to 
lead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o date, CTBC has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152 domestic branches 
and 116 overseas outlets. As of the end of 2019, 
the Bank’s consolidated assets totaled NT$4.23 
trillion, the most among all privately owned banks in 
Taiwan. It is also the best-performing bank in other 
indicators, such as profits, tier 1 capital, and client 
base.

Looking ahead, CTBC Bank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brand spirit of “We are family” with five 
core values of “Integrity, innovation, professionalism, 

利明献 董事長

網　　址： http://www.ctbcholding.com/
行 業 別：金融保險業

員工人數：12,026人
地　　址：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

168、170、186、188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5年3月14日
負 責 人：利明献 董事長

聯 絡 人：李文汝

電　　話：02-33277777分機8149
傳　　真：02-26539005
環保信箱：karen.lee@ctbcbank.com
產品或服務： 存款、放款、保證、外匯、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信

託、信用卡、證券、債券、自

營期貨、衍生性金融產品、應

收帳款承購、保管箱、電子銀

行、公益彩券代理業務等。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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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work and caring”; as well as the corporate 
mission of “Protect and Build” to attain leadership. 
We aim to become “Taiwan Champion, Asia Leader” 
- a leading brand with the best governance and the 
most trusted bank by customers and shareholder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主任委員)中信金控／吳一揆總經理

團隊成員／

公司治理小組召集人： 公司治理部 詹儒樺協理

員工照顧小組召集人：

 全球人力資源管理處 羅宏瑜資深副總

責任商品投資小組召集人：

 法金事業總處 楊銘祥資深副總

社會參與小組召集人：

 公共關係暨公益推展處 孫紀蘭副總

環境永續小組召集人：總務處 王淑華副總

環保政策及理念

企業社會責任是銀行營運策略中重要的核心價

值，也是我們傳承企業文化及品牌精神不可或缺的

DNA。我們在公司治理、客戶關懷、員工照顧、社

會參與、環境保護及節約能源等面向，均以「Green 
Policy, Green Future」做為我們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的承諾。為預防在作業活動、服務所可能產生的環

境風險，降低環境衝擊，積極落實污染預防、節能

減碳及環境保護。我們承諾並持續推動以下事項： 
1. 遵守法規自我要求，擴大採購節能標章的產品。

2.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宣導環境保護與能源管理。

3. 整合各項相關資源，落實環境與能源管理方案。

4. 持續環境能源改善，定期審查以達成永續目標。

5. 期擴大企業影響力，串連周邊企業形成綠能圈。 
我們將實踐承諾，並傳達給所有員工。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中國信託成立「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企業永

續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委員會

轄下設有5個工作小組，各小組由各部門跨單位

所組成。其中「環境永續小組」全面掌握並監

控生命週期中的風險因子與機會點，預防在營

運作業與提供服務時所面臨的環境衝擊，藉此

避免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也積極

落實節能減碳、污染預防及環境保護責任。為

了能廣泛地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管理營運過程中

所面臨到的各種環境面議題，我們鼓勵上下游

價值鏈的合作夥伴和客戶攜手努力，共同為保

護環境貢獻一分心力。

2.  全臺194個據點，全面導入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驗證，溫室

氣體數據則經過ISO14064-1驗證。此外，我

們連續11年榮獲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間

企業綠色採購─績優表揚」及連續10年榮獲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民間企業綠色採購─績優表

揚」，且持續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

證成效斐然，於109年6月由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所提出15個倡議之一的能源管理工作組織所

舉辦全球能源管理領導力獎評選活動中，以參

賽評比最高積分勇奪 「2020年能源管理卓越

獎（2020 CEM Award of Excellence in Energy 
Management）」。此外，也是109年全球46家
參選企業中，整體評分最高，不僅是該獎項自

105年舉辦以來全球首家獲此殊榮的金融機構，

也是獲此最高榮譽的第1家臺灣企業，顯示中國

聯合國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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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商業銀行在能源管理整體績效卓越、擴散

據點數最高，因而獲得國際肯定。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以3年為一期，不斷推動各項能源的整合計畫與

目標。第1階段104年-106年節電6%的目標已順

利達成，第2階段以106年為基準年，訂定107
年-109年「每年節省總用電量2%，達成3年內

節省用電量6%」的目標，108年共計節省203萬
度，減碳達1,085噸。

2.  為積極推動節能方案，中國信託金融園區共裝

設2套太陽能發電設備，108年共產出6萬3,865
度電支應公共用電；中信銀行園區外的營運據

點所推動之節能計畫，共節省近203萬度電，約

可減少1,085噸溫室氣體

排放。我們亦積極推廣

節電、投身參與外部活

動，響應荒野保護協會

主辦的「Earth Hour」
關燈一小時活動。

3.  中國信託金融

園區全面採用

雨 水 回 收 設

備、循環再利

用系統及省水

設備、光電開

關調整水量。園區地下樓層規劃儲水量達2,625
噸的雨水回收池，既可因應極端氣候可能帶來

之缺水危機，大雨來時亦可作為滯洪池，另外

定期清洗大樓水塔且進行水質檢測，以節省用

水及確保水質安全。

4.  主要的使用燃料包含公務車的汽油、廚房炊煮

之天然氣，以及少量緊急發電機定期測試之柴

油，而因產業特性之故，最大的能源消耗來源

則是電力使用，受益於綠建築及高效能設備陸

續採用、汰換舊有設備等節電措施，108年每平

方米用電量比106年降低3.8%。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總行一樓營業部為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

公告場所，除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書外，每2年量測辦公區域之二氧化碳、甲醛及

懸浮微粒PM10濃度，監測結果均符合規範並公

告於營業部自動化服務區出入口兩側。針對非

屬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涵蓋之辦公區域，每半

年測量辦公室二氧化碳濃度，並參照環保署規

定，以1,000ppm作為管控基準，建立持續追蹤

管理制度，以連續監測濃度逾1,000ppm者將進

行現場勘查及提出改善方案，108年共完成20間
分行現場會勘，平均濃度降低30.2%。

2.  營運型態並無設置廢水處理污染防制設施之需

求；惟設有員工餐廳，為避免油脂直接排入污

水下水道，造成污水管及下水道堵塞，廚房

設有12座油脂截留器及5座的油脂坑（容積達

72,730公升），並定期維護。

3.  響應臺北市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廚餘減量及垃

圾分類減量已見成效。105年起，中國信託金融

園區內之員工餐廳即全面改採瓷餐具，降低一

次性餐具對環境的傷害，以定食取代自助餐，

使員工可依需求調整飯菜量，有效減少約6成廚

餘量，同年起

也將廚餘製成

有機肥料，循

環利用於園區

景 觀 植 栽 維

護。

4.  為達成垃圾減量的目標，垃圾統一由員工在茶

水間進行基本分類以減少垃圾量，再由回收商

進行清運，一般垃圾類則由合格廢棄物清理公

司運至焚化廠處理，108年廢棄物處理支出金額

約為新臺幣307萬元。108年設定的廢棄物減量

目標為以106年為基準，減少總量2%，而年度

實際減量達35%，超過設定目標。

四、環境參與

1.  針對內部員工貫徹節能教育訓練，持續舉辦全

行的環境與節能教育通識線上課程，每季透過

EDM進行「環境保護節能減碳」政策宣導，並

辦理多場環保講座。

2.  開放外面訪客組團前來認識銀行認養之三重世

貿P1公園擁有豐富臺灣地景的生態環境，並製

作精美之戶外蕨類生態公園的導覽手冊供人保

存，108年共辦理9場蕨類生態講座，共計545
人參加。

太陽能發電裝置

禁用一次性餐具

雨水回收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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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導覽蕨妙講堂

3.  於每年參觀人潮最多之暑期特展期間，結合海

湧工作室、故事姐姐及文薈館志工，針對親子

族群，辦理融入垃圾減量、海龜保育之導覽86
場、D I Y活動2場，共計

3,575人參加；另聘請雪霸

國家公園義務解說員辦理認

識蕨類及戶外攝影課程。

4.  本行隸屬之Home Run Taiwan粉絲團辦理環境

小旅行6場，共計270人參加，透過與在地團體

與專業人士導覽解說，深度瞭解臺灣環境保護

議題與在地生態並有所行動，合力做一件對土

地友善的事情。此外，本行鼓勵同仁參與生態

環境教育活動，108年共辦理2場環境友善員工

旅遊，共536人參加。

HRT老梅淨灘

嘉義移除外來種

5.  推動員工綠色交通運輸：設置公務車接駁各大

樓往來中國信託金融園區等區域文件和員工，

鼓勵共乘省時又減碳；園區連結捷運空橋，鼓

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有設置電動車充電站

及腳踏車停車區。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推動辦公室綠美化：辦公室選擇適合植物種植

於辦公室區及公共空間，共計栽植983株，除美

化工作環境外，亦改善空氣品質。

辦公室環境綠美化

2.  病蟲害防治：每年均排定環境放置計畫，包含

訂定鼠害防治、除蟑點膠、環境消毒之執行時

程，另為防止病蟲產生抗藥性，每次皆換藥執

行消毒，消毒的類型將依季節區分為病菌消毒

及蚊蟲消毒2種，室內區域消毒均使用懸浮劑或

液劑，以減少藥劑殘留之傷害。

3.  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藉由「企業道德」「環

境保護」「員工權益與關懷」等3大構面展開，

要求廠商皆應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誠信經

營、信守道德、關懷與維護員工權益、重視人

權，不得有各種歧視；並要求銀行採用環保、

綠能，降低對環境衝擊的物料與設備，並逐年

增加綠色採購金額，自103年至109年每年皆有

新臺幣2億餘元綠色採購金額。

文薈館-海灘貨幣

大溪淨溪

HRT鳥類保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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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太平洋崇光百貨

（以下簡稱遠東SOGO）

秉持著遠東集團「誠、

勤、  樸、慎、創新」

精神，打造「高品味、

高格調」的連鎖百貨通

路。近年遠東SOGO更

以打造「亞洲第一綠色

百貨」為目標，積極推

廣環保作為。

遠東 S O G O 秉持

正直、誠懇、值得信

賴的經營態度， 提供顧客親切、體貼、安全的服

務，以優質多元的商品、愉悅舒適的購物空間，打

造顧客滿意度最高、經營管理最完善的企業形象。

104年起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從誠信出發，以資

訊正確、透明為準則，發揮通路力量，照顧利害關

係人完整權益，屢獲國內外大獎肯定，贏得百貨業

「CSR模範生」的極高評價。

The Paci f ic  SOGO Department  Stor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OGO) is a stylish and 
high-end retailer that upholds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Far Eastern Group, "Sincerity, Diligence, 
Thrift, Prudence, and Innovation". After years in 
the industry, SOGO remains to be the highest in 
sales per unit area and sales per employee,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trustworthy department 
store brand in Taiwan. As global warm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SOGO takes on the mission 
of " the 1st Green Retailer in Asia" to instil 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in customers, 
employees, suppli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its marketing expertise and the power of its 
sales venue platform.

Integri ty, sinceri ty, and trustworthiness 
ar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SOGO's business 
management. SOGO seeks to gain the highest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sustain our quality 

黃晴雯 董事長

網　　址： https://www.sogo.com.tw/
行 業 別：百貨零售服務業

員工人數：1,388人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6年11月11日
負 責 人：黃晴雯 董事長

聯 絡 人：吳敏如

電　　話：02-77129999分機8252
傳　　真：02-77139000
環保信箱：lindawu@mail.sogo.com.tw
產品或服務： 提供多種日常生活商品銷售服

務，包括國際精品、美妝保

養品、服飾、電器、玩具、廚

具、運動用品、美食小吃、餐

廳、超級市場等。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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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through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warm services, a great variety of merchandises, 
and a pleasant shopping environment. SOGO 
understands that with great operating results, 
come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year 
2015 is "SOGO's CSR founding year." Under the 
principle of honesty, SOGO brings its strength 
as a distribution channel into full play to provide 
its stakeholders with precise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This won SOGO several national 
/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the title of the "CSR 
Model"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industry.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行政本部副總經理 楊政憲

團隊成員／

工務部古勝偉協理、陳文彬副理、 
羅仕煜副理、陳慶陽副理、朱美武副理、 
冉明義副理、洪志評課長、林阿平課長、 
林嘉麒副課長、涂盛翔副課長、 
勞安室張聿瑋課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遠東SOGO以成為「亞洲第一綠色百貨」為

己志，透過數位行銷、綠色採購、提倡綠色消費等

策略打造綠色營運文化，在日常營運中實踐環保理

念，執行能源管理及建置節能措施，並依各利害關

係人提出行動方案，從360ﾟ落實環保。

遠東SOGO以「永續關鍵六力」作為永續發展

之主軸，其中的「永續環境力」象徵遠東SOGO不

僅以導入實體設備與能源管理技術實踐環保，更要

以通路的力量向外推廣環境教育及引領綠色消費意

識，希望顧客踏進遠東SOGO的第一步，就進入環

境教育的場域，感受節能的環境、參與低碳教育活

動、購買綠色商品、展開綠色永續的五感體驗，全

方位浸淫在「綠色百貨」之中。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環境政策納入CSR委員會管理

遠東SOGO是全亞洲第一家獲得「碳標籤」與

「減碳標籤」的零售服務業者，以「打造亞洲第一

綠色百貨」為目標，環保相關政策係由「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制定之，並由人資、公關、販促、工

務、勞安等部門及各分店共同執行，依照利害關係

人不同屬性，推出對內、對外不同管理政策。

2. 環保觀念內化

遠東SOGO由總經理簽署能源政策，期能攜手

利害關係人，降低能資源消耗，對環境友善，並達

到企業永續之目標。同時也透過內部CSR快報、朝

會日報及Facebook粉絲團等管道，定期對同仁宣導

永續理念，每季更舉辦教育訓練課程，由外部講師

或CSR執行秘書小組分享國內外環境永續最新資訊

以及實務操作心法，提升同仁環保意識。

3. 打造綠色供應鏈

遠東SOGO積極打造綠色供應鏈，年度綠色採

購額約5,600萬元，占當年度採購比率8.61％，較前

一年度增加逾4％；並透過「企業社會責任條款」與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事項」，約束廠商在環

保等面向之作為，務必符合企業永續之精神。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節電多管齊下

遠東SOGO全臺7大營業據點能源耗用以外購

電力為主，在百貨大微利時代持續投資及優化節能

設備，繼天母店後、於新竹

店頂樓設置第二座太陽能發

電設備，同時更新磁懸浮冰

水主機、設置吸附除濕全熱

交換器、並導入可即時顯示

系統效率的環境自動控制系
SOGO於新竹店設置 
第二座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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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搭配 I S O 
50001精神，以

科學化、滾動式

管理能源。再加

上電梯電力回生

系統、電梯分層

停靠、節能燈具

及防風門等設備與措施，近3年共節電近13％，每單

位營業額用電量連年減少，2年共節省8.22％。

2. 節水設備

遠東SOGO重視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雖

非耗用大量水資源之企業，仍監督自我做好每一個

節約用水的環節，天母店與新竹店針對雨水、中水

設有回收系統，主要用於花台灌溉、洗手台及廁所

馬桶用水；此外，洗手間採用省水設備，顧客每次

使用都能節約水資源。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領先政策的新食器時代4.0
遠東SOGO身為百貨業龍頭，希望能夠透過長

期規劃，運用百貨業最擅長的「行銷力」以及通路的

「平台力」特性，從每一次的餐飲消費做起，逐步改

變國人餐飲用具的使用習慣，因此自106年起，領先

全臺百貨推出「新食器時代」計畫，至108年已逐步

演進至新食器時代4.0。歷經了率先於百貨賣場內實

施內用餐食禁止一次性餐具、推行自備餐具的「無痕

飲食」、以及全面禁用塑膠吸管後，遠東SOGO再度

領先政府政策，自108年8月起推動「外帶餐食不提

供一次性餐具」，每年約可減少200噸的廢棄餐具。

2. 超市、宅配包裝減量

有鑑於減塑已成全民運動，遠東SOGO觀察賣

場中最容易產生塑膠廢棄物的地方，從超市著手，

推動原果裸賣、青果與蛋盒包裝減量，故106年-108
年共減少3.7噸塑膠包材；此外，超市宅配均使用回

收紙箱做為包材，有效降低顧客消費旅程中對環境

造成的負擔。

3. 智能停車系統

108年導入智能停車系統，讓顧客減少等候折抵

時車輛怠速所造成的廢氣排放，每年光是臺北4店就

可減少31噸的CO2排放、以及近130萬張的紙本停車

券。在提供顧客方便的停車與購物環境外，達到友

善環境效果。

4. 化妝品空瓶與電池回收

遠東SOGO每年在全臺各據點推出「愛美麗更愛

地球．化妝品空瓶回收」活動，顧客持化妝品空瓶至

各專櫃回收，每只可獲贈點數回饋。108年全臺共回

收19萬只化妝品空瓶，較前一年約增加5％。此外，

全臺各店均鼓勵顧客持廢電池到遠東SOGO回收，

並不定期舉辦廢電池回收贈點活動，廣受好評。

5. 百貨第一！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

遠東SOGO遵循ISO14064-1:2006相關規範，

率全臺百貨之先，以臺北店復興館為標的，依據ISO 
14064-1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於107年經台灣檢驗

科技公司（SGS）查證，復興館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為11,710噸二氧化碳當量，取得溫室氣體查證聲明

書。並依此提出減量措施，108年共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380噸。

6. 廢棄物與廚餘減量

108年全臺廢棄物總量比前一年減少5.11％，另

強化廚餘回收再利用機制，加強宣導廚餘回收、增

設廚餘回收點，全程控管送至合法畜牧場作為養豬

飼料，並以管理手段減少廚餘量，在餐飲比重逐年

增加的態勢下，108年共減少了7.46％的廚餘。

四、環境參與

1. 協助推行政府環保政策與國際倡議

遠東SOGO秉持著「百貨業CSR模範生」的精

神，積極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包括綠電認購、公園

認養、衛生紙丟馬桶、環保集點、禁用一次性、美

耐皿餐具及惜食清盤等；每年亦響應Earth Hour行
動，並與綠色和平組織合作推廣環保觀念。

2. 多元環境教育 實現五感綠色體驗

遠東SOGO善用百貨特性，透過多元的環境教

育活動、綠色商品專區展售／宣導／加碼優惠等方

式，讓顧客與供應商浸淫在綠色五感體驗中。108年
共投入185萬元資源，舉辦84場環境教育公益活動，

共近8萬人次參與、14.5萬人次受益；活動類別包括

百貨公司裡的生態展、在地小農市集、環保用品DIY
以及永續生活講座等。

3. 強化員工環保意識

遠東S O G O透過內部每日發行的「朝會日

報」，分享環保新知與公益訊息，藉以提升同仁與

廠商永續意識。每位同仁平均每年接受12小時以上

的環境教育。同時也透過內部「CSR快報」，不定

以環境自動控制系統監測並管理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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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同仁分享永續新知、公益訊息及CSR獲獎訊息

等，藉以強化同仁與永續連結。108年發出則數較前

一年成長3.2倍；各店共舉辦41場環保志工活動以及

38場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4. 低碳飲食教學

遠東S O G O力推關注食物里程的「飲食節

能」，提倡從產地到餐桌零距離的「低碳飲食」，

透過舉辦低碳飲食活動與綠色講座，推廣健康又環

保的飲食觀；全年全臺共舉辦53場、近8,000人次受

益。透過寓教於樂的活動，遠東SOGO帶著民眾從

挑選當季、在地的低碳食材開始，減少運輸過程產

生的碳排放，到使用涼拌、悶燒等少碳排的烹調方

式，讓民眾在家就能做出兼具美味與視覺的低碳飲

食饗宴；吃出健康，也落實減碳愛地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綠色行銷

遠東SOGO透過行銷活動鼓吹節能減碳，同時

讓消費者更瞭解氣候風險。實行計畫包括：在實體

賣場設置綠色商品專區主動推廣一級能效家電、透

過DM規劃特輯以推廣友善環境的綠色商品與節能商

品，加上不定期舉辦各式綠色商品促銷活動以及加

碼優惠，讓消費者在環保節能的同時，亦能享受到

最實質的優惠。

2. 電子化支付

為創造更便捷、快速的消費環境，遠東SOGO
力推行動支付，目前已支援11種電子化支付方式。

身為全臺第一家發行電子禮券的百貨公司，近年因

數位行銷發展有成，電子化禮券使用率不斷提高，

108年共計發出3.2億元電子化禮券，較107年增加

6.22％；與紙本禮券相比，除了減少印刷油墨外，省

下的紙張累積高度可堆出13個SOGO忠孝館。

3. 環保禮贈品

遠東SOGO為百貨通路業者，本身無生產產品，

但能積極透過致贈顧客的來店禮贈品融入環保元素、

傳達環保觀念。108年發出 42.8萬個環保類禮贈品，

較107年增加21％，讓環保商品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為了減少贈品在包裝與運送過程中產生的

碳排，遠東SOGO亦設計以電子點數代實體贈品，

108年共發出近5億點點數，發放量連年成長，顧客

逐漸習慣索取點數，待需要時再兌換贈品。

4. 即時空氣品質管理

遠東SOGO透過環境自動控制系統監測賣場內

的二氧化碳濃度，並於入口顯眼處或電子看板即時

公告賣場內空品檢測結果。當數值超過950ppm時，

即手動開啟外氣進氣，提前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5. 國內外環保類獎項以及顧客肯定

遠東SOGO是全臺榮獲最多國內、外環保類獎

項的百貨，更2度榮獲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AREA)綠
色領導獎(Green Leadership)肯定。84.3％的顧客對

遠東SOGO推動「新食器時代」感到滿意，近8成消

費者對遠東SOGO環保措施感到滿意，滿意度連年

攀升！亦有83％以上同仁對遠東SOGO環保措施感

到認同。

超市包裝減量與蔬果裸賣 環境教育

SOGO志工勇闖「熱帶叢林」
手護偏鄉小校生態

推廣低碳飲食

透過小農市集推廣低碳
足跡的環保飲食觀

百貨公司裡的生態展

積極推動資源回收 舉辦捐物活動，延長物品生命年限

SOGO力行環保，獲
國內外多項大獎肯定

SOGO是第一家榮獲企
業環保獎的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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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台灣大哥大於 8 6
年 2月 2 5日設立， 2 3
年來，經歷2G、3G、

4 G 、 5 G 的數位化蛻

變，台灣大哥大已轉型

成為新世代網路科技

公司。台灣大哥大以

「T.I.M.E」-Telecom
（電信）、 I n t e r n e t
（網路）、M e d i a  & 
Entertainment（媒體&
娛樂）、E-Commerce
（電子商務）多角化營運模式，並以「6C」作為

企業營運核心競爭力，108年加入全新「超5G策

略」，整合有線電視、電商、AppWorks等企業，並

善用台灣大的「大數據」天賦，myVideo/MyMusic/
myBook/myAir等新創服務，在未來10到15年的長線

思維下，發揮經營綜效，擴大競爭力。

Founded on February 25, 1997. Aft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G, 3G, 4G and 5G, Taiwan 
Mobile (TWM) has transitioned into a new 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

Taiwan Mobile (TWM) has diversified its 
business into four areas – Telecom, Internet, Media 
& Entertainment, and E-Commerce, or T.I.M.E. 
– supported by its core competencies in 6C – 
Coverage, Convergence, Content, Channel, Cloud 
and CSR – to strengthen its competitiveness. In 
2019, the Company introduced a new "Super 5G” 
strategy, integrating enterprises such as cable 
TV, e-commerce, and AppWorks, and deploying 
in-house big data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like 
myVideo, myMusic, myBook and myAir. Longer 
term, TWM hopes to achieve fuller operating 
synergy in 10 to 15 years to enhance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蔡明忠 董事長

網　　址： https://www.taiwanmobile.com/
index.html

行 業 別：電信業

員工人數：5,749人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12樓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6年2月25日
負 責 人：蔡明忠 董事長

聯 絡 人：陳烙廷

電　　話：02-66386888 分機16927
傳　　真：無

環保信箱： AshleyChen@taiwanmobile.com
產品或服務： 電信、有線電視、零售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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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永續暨品牌發展處：劉麗惠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永續暨品牌發展處：葉婷玉 資深管理師

永續發展部： 周亞璇 部經理、黎雅如 高級管

理師、蔡銘鋐 高級管理師、陳亦

宣 資深管理師、陳烙廷 資深管理

師、馬儷維 管理師

公共關係部： 陳勇鳴 部經理、鄭淑玲 主任管理

師、翁鈴雅 高級管理師、莊靜怡 
高級管理師、張博亭 資深管理師

品牌管理課： 林意茹 主任管理師、李思琦 管理

師、鍾豐駿 管理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台灣大哥大堅持以誠信為本，強調以「永續思

維、誠信踏實」的核心理念推動公司治理、環境永續

及社會參與，致力於建構低碳社會，提供消費者享受

智慧節能之通訊服務，創造最佳客戶使用經驗。

為了履行承諾，我們將致力推動四大環境永續

政策：

1. 環境保護循法規

遵循環境與能源法規之要求，執行教育訓練與

自主檢視，發展環境管理系統達到環境保護之預防

與改善，並預期未來相關法規發展方向，以制定優

於環境法規之準則。

2. 綠色採購護生態

針對供應商，我們將辨識和量測供應鏈的環境

風險，並採取改善計畫和矯正行動。此外，優先採

購符合低污染、可回收、省資源之環保產品，以帶

動綠色消費風氣，並達到生態效益最大化。

3. 節能減碳用智慧

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每年執行溫室

氣體盤查及揭露排放量，並制定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策略與目標，藉由結合自身營運管理及各項資／通

訊技術，執行節能或設備改善措施，規劃智慧節能

減碳行動方案等，並定期檢視減碳成效；此外，亦

將定期檢視、量測與紀錄產品／服務於生命週期中

對環境的衝擊，期能做到於業務成長的同時兼顧建

構智慧低碳的社會。

4. 資源循環倡永續

執行能資源減量與回收；減少污染物、有害毒

物及廢棄物之排放，妥善回收和處理事業廢棄物，

並將達使用年限堪用品進行活化再利用，以延長產

品耐久性。此外，透過溝通會議和教育訓練等措施

提升全體員工環境永續認知，支持公司採用的能資

源管理行動，以促進資源循環使用，倡導環境永續

發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成立跨事業群環境管理委員會

105年成立環境管理委員會，制定環境目標與

策略，推動公司各項友善環境政策，整合ISO14001
（環境管理）、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及

ISO50001（能源管理）及推動智慧節能策略等4大任

務。委員會每半年召開會議評估執行績效及確立改善

事項，並由各小組執行祕書定期追蹤改善進度。

環境管理委員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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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重要決議

•  全臺電信業第一家通過SBT減碳目標並持續進

行績效檢核。

•  總再生能源使用量下修0.09％，119年使用量維

持20％。

• 制定109年Scope1+2絕對減碳目標5.65％。

• 自建2MW太陽能廠。

• 導入TCFD氣候變遷財務衝擊。

•  NPO綠電自發自用，TWM保證收購綠電憑證。

•  年度節電較105年用電減量2％，108年節電

3.6％（超標達成）。

•  自來水總使用量較106年減少15％，108年節水

8.6％（超標達成）。

•  事業廢棄物不可回收總量較106年減少15％，

108年節廢40.2％（超標達成）。

2. 推動綠色供應鏈

台灣大哥大為與供應商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整合環境、社會、治理(ESG)3面向議題制定

供應鏈管理架構，鼓勵合作夥伴們響應永續整合策

略，並預先管控供應鏈潛在風險。

• 攜手供應商分年訂立管理KPI
	一階關鍵供應商訪查率80％。

	已執行10家次碳盤查。

	已有6家廠商加入E-TASC供應鏈管理平台。

	供應商ESG量化績效為領標門檻。

• 辦理供應商大會

196家廠商參與，表揚6家CSR績優廠商，其中

2家績效大幅進步廠商現場分享管理作法。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再生能源建置與憑證採購

•  再生能源目標建構累計2 3 0 k W，實際建構

316.8kW（超標達成）。

•  總綠電使用目標達0.09％，實際績效為0.123％
（達標）。

•  自發自用取得112張再生能源憑證；採購339張
再生能源憑證。

• 同步規劃自建2MW太陽能發電廠。

2. 智慧節能管理

•  108年電信機房與基站用電占比82％，凸顯基地

台用電管理的重要性，持續導入基地台智慧節

能系統，節電1,430萬度，減碳約7,622噸。

3. 制定廢手機回收SOP
myfone門市將「便利」的概念與「回收」有效

結合，108年門市廢手機回收19,837支，廢電池回收

1.23噸，持續推動回收宣導。

4. 推出舊機換新機

除推出最新購機方案，更與國際電訊大廠

Brightstar合作，提供舊機換新機折抵方案，108年舊

機回收7,051台，轉賣Brightstar營收約5,400萬元。

延續手機第二生命，促進資源有效循環。

5. 工程車用油管理

透過車隊大管家平台，分析車輛使用行為及管

理，訂定減油目標，108年實際用油量較105年減少

28.8％。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推動辦公室廢棄物管理

•  每月追蹤各部門MoM用紙，用數字化方式明確

管理每部門用紙量。

•  每月追蹤各樓層MoM廢棄物數量，用數字化方

式明確管理每部門廢棄物重量。

2.  電子廢棄物減量策略：將2,559台電源供應系統

(SMR)使用年限自10年延長至15年，可減少25噸
報廢物料。

3.  事業廢棄物貯存及清理方式：委由合格甲清甲處

109年供應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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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透過事業廢棄物委託共同處理管制遞送三

聯單申報環保署，依法處置事業廢棄物。

四、環境參與

1.  辦理綠色親子日（健行淨園）：106年推動綠色親

子日至今，台灣大員工員眷踏遍北中南健行淨山

／淨灘，貫徹環保愛地球精神，108年響應臺中

坪林森林公園健走淨園及親子環保走秀活動，除

身體力行做環保外，並藉活動教育下一代善待環

境，一舉兩得。

2.  推動「台灣大綠能 永續大未來」創新綠能公益-種
福電：106年推動「種福電」綠能倡議至今，連3
年累計募款目標共1839萬元、供應商參與共59家
次、響應人次共6,882人。108年更以創新模式助

NPO綠電自發自用，公司收購綠電憑證20年，落

實綠能倡議兼顧弱勢照顧，未來將持續為NPO種

福電、為地球傳福田。

109年種福電起跑記者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經濟部能源局自願性節約能源績效卓著獎：105年
參與經濟部能源局自願節能宣示活動，推動連3年
節電達6％之目標，3年節電量達2,414萬度，節省

約3,643萬元能源成本，並於108年度獲頒節能獎

座乙座。

109年獲頒經濟部能源局自願性節約能源績效卓著獎

2.  經濟部水利署節水輔導改善非工業組特優獎：投

入冷卻水塔散減少逸水量之節水措施，改善後日

用水量節省17噸，預估可減少11.8％用水，並於

108年度獲頒節水獎座（非工業組特優獎）。

109年獲頒經濟部水利署節水輔導改善非工業組特優獎

3. 國際企業永續評比成績優良：

•  獲DJSI永續指數問卷「世界指數」全球電信業

No.2。
• 獲CDP氣候變遷評比最高等級A。
•  獲SAM 2020年永續年鑑全球電信服務業組永續

領袖-銀級獎。

•  全臺電信唯一榮獲ISS ESG企業評鑑Prime等級

認證。

109年綠色親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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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南營業處

企業簡介

中油公司長期穩定

供應國內石油產品，促進

經濟成長與民生繁榮。

實行企業化經營，發展

國際合作，拓展探勘、

石化及行銷通路，走向

國際市場，邁向永續經

營，持續提供高效率、

高品質的能源服務。

台南營業處隸屬

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

部，主要為供應民生及

工業油料產品，範疇涵蓋臺南與高雄地區車輛及漁

船的油品銷售服務。中油全面落實精緻服務，創造

潔淨、友善、環保、安全的油品銷售與服務環境。

中油秉持企業永續發展理念，持續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運用最新環保科技，持續提供潔淨能源，

兼顧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社會公益，與臺灣民眾

共享健康與繁榮。

CPC Corporation, Taiwan has provided ample 
and stable supply of oil products for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has helped enable Taiwan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people to enjoy prosperity. 
Over the years, the company moves toward 
corporatized operation,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major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upstrea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channel ventures. CPC aims at continuing to 
provide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 high-efficiency, 
high-quality energy products and services.

CPC Marketing Business Division Tainan 
Branch mainly supplies oil products including 
vehicle, fishing boat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hip refueling services to our consumers 
and industries in some districts of Tainan and 
Kaohsiung City. We ful ly implement superb 
services, creating a clean, saf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ervice environment.

陳奕伸 處長

網　　址： https://www.cpc.com.tw/Default.
aspx

行 業 別：液體燃料相關產品批發零售業

員工人數：468人
地　　址：臺南市北區成功路1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35年02月01日
負 責 人：陳奕伸 處長

聯 絡 人：謝慶文

電　　話：06-2291290
傳　　真：06-2291276
環保信箱： D500A@cpc.com.tw
產品或服務： 92/95/98無鉛汽油、超級柴油 

、漁船油及燃料油等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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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 is performed to sustainability in corporate 
operations, it is not only for business profits but 
committed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ing the latest eco-friendly technology, 
continuing to provide clean energy, balancing our 
responsibilities on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陳奕伸 處長

團隊副領袖／陳清郎副處長、黃昱誠副處長

團隊成員／

環境保護組： 謝慶文組長、吳秋賢管理師、 
謝承霖管理師、鄭文濱管理員、

劉宜維管理員

零售服務中心： 陳曉岏經理、陳四雄經理、 
洪益智管理師

行政組：林烈堂組長、黃南諺管理員

豐德供油服務中心：張永田經理、魏佑璋副理

台南供油服務中心：林翰屏經理、周生華主管

加盟服務中心：吳桂林經理、謝敬陞管理師

工務組：張續寬組長、蘇偉信管理師

工業安全衛生組：施志勇組長、黃品郡管理員

直銷服務中心：黃惠敏經理、吳貫寧管理員

會計組：沈翠薇組長、王琬琇管理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台南營業處作為社會的重要成員，承諾願善盡

企業的使命與責任，確保環境保護與能源效益，從事

石油輸儲與行銷，我們將提供資源與訓練，從設計、

施工、生產及服務過程中強調維護環境與能源發展，

嚴守法規要求，持續提升環境品

質，加強研發創新，在全員參

與、主管積極推動下，以持續改

進環境做為企業經營核心價值，

遵循環境保護政策「污染預防、

節能減廢、環境永續」為最高指

導原則，致力於環境管理系統的

建置、管理、推動與實施。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取得環境管理相關標誌

項目 有效日期

ISO14001 111年11月01日

鑽石級綠建築標章（光州站） 110年05月12日

黃金級綠建築標章（安平古堡站） 113年05月21日

黃金級綠建築標章（前鋒路站） 112年06月27日

黃金級綠建築標章（歸仁高鐵站） 112年03月16日

環保標章（洗可麗環保洗衣精） 112年04月06日

環保標章（洗可麗環保洗碗精） 111年04月03日

環保標章（洗可麗環保衛浴清潔劑） 109年12月28日

2. 綠色採購

優先選購「低污染、省資源、可回收」等環

保產品，並主動申報綠色採購金額，藉此將綠色採

購及綠色觀念導入公司既有管理制度，實踐綠色消

費。108年度綠色採購金額共計約893萬元，占總採

購金額99.23％，並維持3年95％以上。

3. 綠色產銷（中油pay）
為配合現行多元支付與提升無紙

化交易，公司啟用專屬行動支付APP
「中油PAY」，藉由發揮多元支付之綜

效，增加交易之便利性及即時性，降低

車輛之怠速時間，減少空氣污染。

4. 永續報告

自 9 6 年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CSR)，每年更新1次，至108年已發

行11本，藉此向所有社會大眾及利害 永續報告書

中油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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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展現中油公司持續善盡社會責任及追求永續

發展的決心，並且分享永續經營發展之成果。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用水減量

積極推動省水裝置、感應式裝置與具有省水標

章之裝置，減少約1.5噸碳排放量；並於新設之加油

站規劃設計雨水回收系統，再加上供油中心既有之

消防水池，雨水年回收量約1,348噸。

2. 用電減量

將照明設備全面汰換為LED節能燈具，並於CIS、
斜招與照明燈加裝定時或感應裝置，減少電力消耗與

不常使用區域之用電，減少約152噸碳排放量／年。

3. 能資源減量

為響應環保、愛護地球，逐步推廣無紙化政

策，透過電子系統與網路科技辦理公務、線上訓練

課程與視訊會議，減少紙張消耗與人員出差之交通

往返與傳遞的能源消耗及廢氣排放，減少約84噸碳

排放量／年。

4. 太陽能設置

於轄區設置20處
太陽能板，總裝置容量

為778瓩(kW)，生產電

力約700,000度／年，

年減碳量約 3 7 0噸，

並設立太陽能雲端監

測系統，統計且有效掌控太陽能設置場址之累計發

電量，做為未來電力開發及儲能加油站規劃場址之

依據；其中前鋒路加油站以自用設備擁有者申請憑

證，108年共取得6張綠電憑證，發電6,000度。

5. 前鋒路加油站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

前 鋒 路 加 油 站

結 合 日 本 松 下 電 機

(Panasonic)產品建置

熱電共生系統產生電

能，並將發電過程附帶

產生之熱能，藉由3噸
保溫緩衝槽，供應宿舍

洗澡與洗車用水，提高

廢熱回收與整體系統之

熱電總效率，提高熱電

總效率65％以上。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分別於營業處本部、供油中心及加油站等場所

設置81組「室內空氣品質監測設備」，裝設場所已

達到100％。

空氣品質監測器

2. 空氣污染排放減量

台南營業處轄屬台南供油中心之鍋爐以燃燒天

然氣替代燃料油，減少空氣污染與碳排放量，年減

碳量約190噸。另外，於加油站交易過程中，宣導熄

火加油與不強迫加油，減少顧客怠速耗油與空氣污

染，年減碳量約為900噸。

3. 油氣回收系統

轄屬豐德供油中心

油氣回收經四段冷凝系

統（削減率達96％），

減少油氣逸散與空氣污

染，年回收量約120萬
公升，減少碳排放約

2,700噸／年。

4. 豐德復育場

為合格之土壤生物

復育再利用機構，重視

「土壤」資源，研發綠

色製劑產製技術，提供

生物復育使用，滿足疑

似受污染土方挖除後處

置問題與客土需求，並化腐朽（疑似受污之土方）

為資源，使土壤妥善處理後回歸大地永續利用，至

今共完成約2,090噸土壤量。

5. 禁用一次性餐具

為響應政府政策，台南營業處於員工餐廳使用

鋼盤、碗等餐具，會議使用陶瓷杯，減少紙杯與一

次性餐具之廢棄，年減碳量約15噸。

太陽能

燃料電池

油氣回收系統

復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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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環境友善店家、特優級認證公廁與認養公廁

中油多年來不計成本，

除了62站加油站加入環境友

善店家認養行動，自主維護周

邊環境整潔外，亦全面提升公

廁舒適度，取得33座特優級

認證公廁，並配合「公廁促進

認養計畫」認養5座臺南市平

實公園之公廁，創造舒適乾淨

的路面與公廁環境。

2. 建置充換電系統

配合智慧電動機車能源

補充設施普及計畫，台南營業

處轄區加油站近年來共建置

61座換電系統及4座快速充電

站，累計電池交換達596,247
次，總累積里程數達1,597萬
1,515公里，減少約17噸CO
排放量／年，除落實政策推動

外更有效降低空氣污染。

3. 綠巨龍夏令營

以「創造想像」「綠色能

源」「弱勢關懷」及「媒體識

讀」等4大議題為主軸，與山

上國小、那拔國小合作舉辦綠

巨龍夏令營活動，帶動參與學

童學習並落實「關懷環境、打

造永續的美好家園」的觀念。

4. 淨灘活動

邀請員工與眷屬參與2次淨灘活動，分別為高雄

市舢筏協會舉辦之二仁溪淨灘與新化國際青年商會黃

金海岸之淨灘活動，參與人數約40人，合力共清出

165公斤之各式廢棄物，用具體行動守護美麗的家園。

5. 植樹活動

除了攜手農業局、林務局舉辦「海岸種樹 護臺

南」植樹活動外，每年舉辦「台灣中油綠森活，植

樹家園愛地球」之活動，透過贈送樹苗邀請民眾一

起加入愛護地球活動，每年贈送約2,600株樹苗。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環保獎項

獎項名稱
獲獎時間

（年）

台灣永續企業績優獎 108

台灣企業永續獎-白金獎 108

TCSA單項績效獎

創新成長獎 108

創意溝通獎 108

性別平等獎 108

氣候領袖獎 108

循環經濟領袖獎 108

BSI永續卓越獎 108

亞洲卓越企業

暨永續發展獎

亞洲最具影響力公司 108

綠色創新獎 108

玉山獎

加油站服務 - 最佳人氣品牌 108

國光牌機油 - 最佳產品獎 108

進氣閥清淨劑 - 最佳產品獎 108

2. 油罐車電子化物聯管理系統

為朝向「零廢棄」與「低污染」目標，開發油

罐車電子化物聯管理系統，透過配對磁扣感應，解

封收受正確之油品與油量，並以低功耗、簡單、實

用、可重複使用之特性，將原有之傳統鉛封（108年
已淘汰）與塑膠封條逐漸淘汰，達到解封過程中零

廢棄，3年約減少700公斤之廢棄物量。

3. 多元電力供應及儲能系統之智慧綠能加油站

以「社區微電網」進行規劃，利用太陽能與其

他能源作為電力供給，透過釩液流電池及鈦酸鋰電

池2大儲能系統，再結合EMS智慧能源管理系統進行

電力削峰填谷，以達到節能的效果，期望將加油站

轉型為綠能中心，擴散綠能的動能。

公廁認養同意書

充電裝置

綠巨龍夏令營

淨灘活動 植樹活動 電子鉛封專利 EMS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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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公司環保經營口

號：道法自然，永續經

營；幸福與愛，盡在西

湖。

位於苗栗三義的西

湖渡假村建立於80年，

近年來轉型以自然生態

為主軸之綠色休閒園

區。自102年起，陸續

取得「金級環保旅館」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金級環保育樂場所」

「金級環保餐館」等多項環保署場所認證資格。

將各項服務，結合當地自然環境與環保行動，

邀請每一位來訪的遊客，與我們一同與環境共存、

學習。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企業精神，與自然學

習，並落實於園區經營及人員培訓。將自然永續的

信念，於企業經營中實踐。

Westlake Resortopia was establish at 1991.
We are focu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reen 
travel. From 2103,We got "Golden Level Green 
Mark Hotel""Environment Education Place"

" G o l d e n  L e v e l  G r e e n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Entertainment Venues" and "Golden Level Green 
Mark Restaurant"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Our survices combine with local natur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ive. Hope everyone 
come to Westlake Resortopia can learn how to live 
with nature.

Learn from nature is main faith to Westlake 
resortopia. We learn and fulfill with active and every 
staff. And keep going to the targ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鄭順福 董事長

網　　址： www.westlake.com.tw
行 業 別：觀光服務業

員工人數：110人
地　　址：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1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8年
負 責 人：鄭順福 董事長

聯 絡 人：林郁梅 經理

電　　話：037-876699分機1122
傳　　真：037-879690
環保信箱： melody@westlake.com.tw
產品或服務： 觀光旅遊、住宿、餐飲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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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領袖／鄭順福 董事長

團隊成員／

吳國呈 副總經理、涂雲輝 副總經理、 
林郁梅 經理、湯鈺娟 經理、湯志倩 經理、 
林昌奇 主廚、楊凌如 副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基礎，將其應用

於西湖渡假村三大事業範圍-園區、住宿以及餐飲服

務之中。

有趣生動的環境教育課程、栩栩如生的廢棄物

再生端景、以在地當季食材烹飪的低碳佳餚、減少

資源浪費的住宿體驗。

讓來訪遊客在遊園、住宿等過程中，體驗自

然，珍惜環境。並期許能將經驗，帶回生活之中，

將環保意識落實於周遭。

讓西湖渡假村與您一起朝著永續自然的目標前

進。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西湖渡假村以「道法自然」為企業精神，並將

其落實於6大指標。不僅是在渡假園區、住宿區、餐

廳可以感受到具體的環保作為。也在園區的端景、

自然生態的維護都採取永續環境、資源再利用的方

式經營維護。最後回歸自然的方式，打造出一個以

環保為軸心的休閒住宿園區。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西湖渡假村希望每

一位來訪的遊客，皆能從

各項的園區的每一個細節

中，感受到環保的價值與

重要性。因此針對人員逕

行教育訓練；園區硬體優

先以節能之綠色產品為選

購。目標是將西湖渡假村

打造成一個環保的綠色園區，更期許自己成為臺灣

綠色生態旅遊的指標。

•  針對公司內部員工定期進行環境保護與生態資源的

課程，將環境保護的理念扎根於每一位公司員工。

•  每月紀錄水、電表，並注意用水用電狀態，若有

任何異常，會於每月主管會報中提出。

•  園區照明以及用水全面使用節能設備，將節約能

源觀念落實於每一位前來的遊客。

•  配合綠色採購，園區用

品已有節能獲環保認證

之綠色產品為主，107
年度綠色採購金額達到

新臺幣178萬元。

•  配合餐廳「吃在地享當

季」主題，與在地小農

結盟優先購買在地食

材，讓民眾從此次的餐

飲過程中，瞭解低碳飲

食理念。

•  自102年起陸續通過「金級環保旅館」「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金級環保育樂場所」「金級環保餐

館」等多項環保署環保場所認證與資格展延。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西湖渡假村園區以永續資源為目標，設置雨水

回收與污水回收設備，再次利用水資源，並將其作

為環境教育解說。用電方面則使採用節能設備，作

到節能成果。並利用資源廢棄物，將其再製為園區

的端景作品，達到資源再次使用，覆與其心價值。

•  全園區皆安裝節水設備，省水衛浴設備，並於盥

洗設備上加裝節約用水標語，提醒使用者節省水

資源的消耗。

吃在地享當季低碳美食

環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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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雨水及污水回收系統，並將其淨化後再次使

用於園區園藝澆灌使用。

•  107年用水度數相較前一年度下降13,652度。

•  全園區燈具優先採用綠色商品，並設置用電規

則，節約用電。

•  針對人數較少區域，使用感應式燈具；餐廳以集中

用餐民眾方式，分區域開啟電源，節省能源消耗。

•  冷氣開放場所使用玻璃門、門簾減少冷氣散失，

並加設「冷氣開放中，請隨手關門」標語提醒。

•  園區內以電動車作為公務使用，並加裝太陽能板

輔以電力補充。

•  飯店冷氣設有熱能回收裝置，將資源有效的再次

利用。

•  107年用電度數較前一年度下降31,904度。

•  環境教育教案教具優先使用回收物製作，從活動

細節做到永續資源的示範。

•  園區端景使用回收物再製而成，覆與資源重新利

用新生命。

•  提供民眾體驗的手作活動，部分項目使用回收物

為原料，向體驗者傳遞資源永續理念。

使用廢棄物再製端景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西湖渡假村在污染防治上，主要是在人造垃圾

的減量。不僅是資源回收端的完整處理程序，更在

銷售端減少例如保特瓶的販賣，從源頭減少垃圾的

製造。

提倡「惜食」運動鼓勵剩食真空打包，減少廚

餘產生，搭配餐廳提供之食譜，使「剩食」再次重

生；使用黑水虻進行廚餘分解，分解產生的虻肥用

於園區園藝，完成食農教育最後一環。

亦不提供一次性的盥洗用具，減少一次性垃圾產

生。從減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鼓勵民眾自備盥洗用

品及餐具水杯等環保作為，降低廢棄物的產生。

為鼓勵低碳旅遊，與豐原客運合作，住客搭乘

豐原客運前來園區，車資可完全折抵住宿費，從搭

車開啟減碳旅遊第一步。

•  訂定年度機電保養計畫，室內（辦公室、餐廳、

住宿區、賣店、展館）採取中央空調並且定期清

理濾網並以每2個月為期，另委外空調廠商進行保

養檢修。

•  廚房與烹飪時所產生之油煙，經由抽油煙機並以

水洗機過濾之後再行排放於室外，於每月定期進

行維護與保養。

•  住宿區採用燈光與空調連動開關

•  SPA區裝設抽風系統，維持區域空氣流通

•  自103年起，將室內空氣品質納入年度工作計畫，

並於每年12月進行檢測。

•  園區污水一律經由廢水處理系統後，再進行回收

與少部分流放。

•  園區垃圾桶具有標示清楚之垃圾分類圖示，供遊

客辨別使用。

•  與政府合格回收廠商簽約，進行資源回收、食用

廢油等廢棄物清理。

•  住宿區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具。

住宿區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品

•  餐廳、賣店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  除礦泉水外，全園區停止販售寶特瓶飲品，減少

塑膠廢棄物。

•  園區外圍路燈全面改用590奈米波長燈具，減少光

害與對自然環境之影響。

•  鼓勵剩食打包，並提供真空打包機與二次食譜，

減少廚餘以及糧食浪費。

•  餐廳不提供一次性餐具使用（包含碗筷、盤、桌

巾）。

•  飯店不主動提供牙刷等一次性盥洗用具。

•  飯店使用友善環境之清潔用品，減少水資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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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賣店減少販售寶特瓶飲品、亦不主動提供塑

膠袋，具體實踐減塑行動。

不販售保特瓶飲品

•  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與客運廠商合作並提供

優惠。

四、環境參與

自西湖渡假村投入環保行動以來，便積極參與各

項政府與民間的環保活動。而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後，除了與外部連結之外，更定期舉辦多項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讓環境教育更普及於大眾之中。

•  園區加入環保署之環保集點活動，並提供優惠住

宿及入園活動。

•  使用可溶解衛生紙，並在廁所內張貼「使用完衛

生之請丟入馬桶內沖走」標語。

•  園區不主動、不免費提供塑膠袋。於賣店設置回

收之愛心袋供遊客取用。

園區商店減塑標語

提供二手袋響應無痛減塑

•  定期聘請講師進行公司內部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環境教育

•  參加數場環境教育相關會議及研習，並將其應用

於園區活動及經營。

•  協辦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所之「107年能量倍

增訓練計畫」。

•  自105年度起，協助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進行二氧

化碳監測，並回報數據。

與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共同監測二氧化碳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自102年起陸續通過「金級環保旅館」、「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金級環保育樂場所」、「金

級環保餐館」等多項環保署環保場所認證與資格展

延。除此之外，亦曾獲得減碳行動獎特優等、節能

減碳行動標章、星級環保餐館評鑑績優等多項環保

行動殊榮。

金級環保育樂場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金級環保旅館

綠色旅遊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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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企業簡介

奇美醫院於57年創

立，原名逢甲醫院，81
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89年升格為

醫學中心；秉持關懷、

專業、效率的核心價

值，並以提供安全、優

質的醫療照顧、促進民

眾和同仁的健康及培養

優秀醫療人才為宗旨，

發展精準醫療、導入高

科技醫療儀器、設立智

慧病房、推動無紙化、綠色採購、植樹綠化及設置

太陽能等節能措施，並進行跨域整合，建構環境永

續健康智慧醫院，達成低碳、減碳目標，為「成為

民眾最信賴的健康照護體系」願景而努力。

Chi Mei Medical Center (CMMC) (formerly 
named Father Fox Foundation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in 1968. It renamed as Chi Mei 
Foundation Hospital in 1992 and was accredited 
as a medical center in 2000. In alignment with the 
core values of compassion, professionalism, and 
efficiency, CMMC is committed to provide safe and 
high-quality care,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and employees, and cultivate medical professionals. 
Over the years, it has offered precision medicine 
care, acquired high-tech medical equipment, 
implemented smart ward system, utilized paperless 
operations, adopted a green procurement policy, 
planted trees and installed solar panels and other 
energy saving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low-carbon emission exposure and sustainable 
health care. Through cross-domain integration, 
CMMC strives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becoming the 
most trusted care provider in Taiwan.

邱仲慶 院長

網　　址： http://www.chimei.org.tw
行 業 別：醫療服務

員工人數：約4,100人
地　　址：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7年
負 責 人：邱仲慶 院長

聯 絡 人：黃文良

電　　話：06-2812811分機52030
環保信箱： h191@mail.chimwi.org.tw
產品或服務： 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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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領袖／邱仲慶 院長

團隊成員／

院長室：鄭天浚行政副院長

企劃管理部： 許瑛珍高專

人力資源部：蕭孟怡小組長

會計室：胡雅瑩組長

資訊室：陳俊龍主任

總務室： 黃文良主任、韓震組長、 
吳章銘行政管理員

社服部：鄭麗華組長

安全衛生管理室：孫千芬主任

工務室： 陳麗水主任、陳仲文組長、 
李明彥組長、陳龍毅技術員

資材室：陳欣儀組長、陸雅玲專員

護理部：胡淑惠專員

醫學研究部：吳雅慧專員

視聽中心：謝東桓主任、廖麗月組長

藥劑部：王慧瑜高專

營養科：劉美媛主任、賴春宏組長

國際事務室：劉麗貞主任

家庭醫學部：張慈惠組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本院不僅在醫療服務做出貢獻，邱仲慶院長更

在醫院發展同時，率領全體同仁共同推動環保、能

源永續政策，從創能、節能、減碳3大面向執行「能

源永續、節水節電」「汰換更新、提高效能」「環

保意識、擴大參與」「廢棄減量、資源回收」「毒

化物質、有效管理」「自備餐具、廚餘回收」「E化
減紙、愛護林木」及「研究創新、共同分享」等8大
策略，與時俱進，一起與民眾攜手共創環保家園。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每月由總務室召集醫療、護理、醫技及行政4大
職類之部門代表進行跨科室會議，訂定環境政策時

程規劃，執行環保策略、環境維護、廢棄物產出差

異分析及資源回收統計等檢討，定期辦理生物醫療

廢棄物源頭減量競賽活動，並由院長親自於院務會

議時頒發績優單位獎金及獎狀，108年每人日生物醫

療廢棄物產出1.01公斤較107年的1.05公減少4.2％；

另設節能小組，針對院區水資源節用、節電措施及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進行管控，統計105年執行迄今節

能成效，平均每年節水3.11％、節電1.25％，室內空

氣品質及放流水質檢測結果均優於法令規範。

廢棄物減量績優單位表揚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每年投入人力、物力並編列預算進行機電、空

調汰舊換新，提升運轉效能，並於第5醫療大樓

頂樓設置太陽

能板，供應公

共區域照明用

電，平均1年節

電約698 ,699
度，減碳量約

387噸。
太陽能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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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24小時水資源遠端監視系統，進行即時監

控；設置免沖水小便斗、感應式水龍頭、二段

式沖水馬桶開關及減壓供水等節水措施；並進

行逆滲透廢水100％回收、中央空調冷卻水塔排

放水回收，供每日沖刷馬桶及花木澆水之用，

統計105年至108年總節水39,152噸，減碳量約

8.22噸。

水資源遠端監控系統

3.  落實源頭減量、廢棄物分類及資源回收作業：

108年回收總重量391噸，減碳量約805噸，每

年回收金約60萬元，全數作為環保員獎勵金。

4.  汰換老舊煙管式燃油鍋爐：第一醫療大樓為35
年老舊建築，由於場地空間限制及防爆等級安

全規定，無法以天然氣取代，108年編列460
萬元，汰新為貫流式鍋爐，原效能85％提升為

93％，每年減低油耗約98,000公升，減碳量約

364噸。

5.  增設多線巿府公車及高鐵公車停靠奇美醫院，

並協調大橋火車站開放側門以利民眾及員工搭

乘；另外也增加2部電動機車進行居家設視，並

與GOGORO合作於第五停車場設置電動機車電

池交換站。

6.  建置智慧病房，設立電子白板、電子床頭卡及

資料自動拋轉等減紙化措施，電子病歷推動更

榮獲衛生福利部「105年度電子病歷無紙化推展

績優醫院」金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每年聘請院內及外部講師針對事業廢棄物分

類、法規、設置等進行員工教育訓練，並納入

新進人員必修課程，執行率100％。

2.  指派事業廢棄物、廢水及空品專責人員參加衛

福部及環資會每年舉辦之醫療機構廢棄物及廢

水實務研討會或進行經驗分享。

3.  院區室內空氣品質於104年、106年及108年檢

測結果均優於標準。

4.  院區污水排放均經過污水廠妥善處理，4個放流

水口之每半年排放物質檢測結果均優於法規標

準。

5.  廢棄物均妥善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及生物醫

療廢棄物儲存區均上鎖管理，並訂定標準作業

流程，落實人員教育訓練，遵從率100％，並依

實申報，異常發生率0％；另對於委託之廢棄物

清除及處理廠商，每半年進行聯合現場查核，

合格率100％。

一般事業廢棄物儲存區均上鎖管理

6.  廢藥回收、減少環

境危害：大廳設置

藥品回收桶，衛教

藥師協助宣導，回

收民眾廢藥品，每

年約3噸，並委由

廠商清運處理。

7.  毒性化學物管理：訂定基因毒性廢棄物與化療

調配安全作業規範，執行率100％；每年執行化

療藥物潑灑狀況演練，訂定SOP，人員遵從率

100％，化療藥物潑灑異常發生率0％。

化療藥物潑灑狀況演練 毒性化學物質-火災演練

廢藥回收，減少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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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  院區與停車場植

樹造林及環境

綠化，綠覆率達

5 3％。（優於

臺南巿都巿計劃

審議原則規定

50％）。

2.  餐廳不主動提供一次性餐具，108年較107減少

PAC塑膠袋使用量58.95％。

3.  高階主管及三級以上主管共識營於樹谷園區、

關子嶺舉辦，並進行戶外教學及健走活動。

主管共識營關子嶺戶外教學及健走主管共識營

4.  提高員工環保意識，結合健康促進，鼓勵部門

及員工自主舉辦淨灘、淨山活動。

愛‧傳承‧護理～讓愛一起飛公益健康路跑

員工健康促進─黃金海岸淨灘活動

5.  推動環保結合公益：舉辦愛、傳承、護理～讓

愛一起飛公益健康路跑及騎出安寧活出愛～為

不能騎而騎活動。

騎出安寧活出愛～為不能騎而騎

6.  走入社區，擴大參與：辦理社區健康講座及癌

篩活動，納入菸、檳、酒及環保相關議題進行

宣導，提升民眾環保意識。

7.  開設戒菸門診，107年及108年輔導成功戒菸平

均499人／年，以每人每天2包菸估算，每年減

碳量約6,556噸。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積極推動綠色採購及綠建材使用，106年起連續

3年獲臺南巿政府頒發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推動低

碳餐食、農園栽種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

108年健康醫院創意計畫低碳永續類組優等獎；同仁

更於工作中發揮創意，運用3D列印技術及人工智慧

設計多項產品，並於第14、15、16屆國家新創獎及

108年、109年臺灣綠點子國際發明設計競賽獲得鈦

金、金、銀獎等佳績，也申請多項環保創新專利，

不僅深具臨床價值，更具環保指標意義。

106年起連續3年績優綠色企業採購獎 健康醫院創意計畫獎狀--
特優獎

院區與停車場植樹造林及環境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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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企業簡介

柳營奇美醫院於93
年7月9日設立於臺南市

柳營區太康里，醫療區

總占地面積7.4公頃，為

一區域型教學醫院。目

前登記床數為876床，

主要提供鄰近地區民眾

之一般性、急重性及癌

症醫療照護服務，也致

力於教學、研究。

醫院以健康導向的

全人照護理念，著重於

急重症醫療及全方位的癌症醫療照護服務，整合各

項資源傾全力為病人的醫療品質做把關；另設置有

安寧病房期望透過安寧療護團隊人員的照護，提高

病人生活品質。 
環保政策的推動，結合田園地理環境資源，營

造溪北地區舒適、清新的醫療健康園區，利用綠色

醫院的優良環境發展園藝療癒，提供病人身、心、

靈整合醫療照顧服務，營造健康安全環境打造綠色

環保醫院是柳營奇美醫院長久以來的政策目標，期

許在生命科學及環保領域均能有具體貢獻。

The Chi Mei Liouying Hospital, founded on 
July 9, 2004, is located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at 
Taikang Vil., Liouying Dist., Tainan City, with a total 
area of 74,000 square meters. At present, the Chi 
Mei Liouying Hospital, which is a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has 876 registered beds, The purpose 
of our setup is to provide quality medical service, 
with our main focus in general practice, acute 
emergency and cancer treatment. In addition, we 
are dedicat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our standards 
in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We focus o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cancer treatment services, 
under a holistic health-oriented concept. To 
achieve this goal, not only various kinds of internal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to ensure the medical care 

黃順賢 院長

網　　址： http://www.chimei.org.tw/
newindex/about/clh_introduce.
html

行 業 別：醫療業

員工人數：1,931人
地　　址：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7月9日
負 責 人：黃順賢 院長

聯 絡 人：吳奉璋

電　　話：06-6226999 分機72031
傳　　真：06-6224375
環保信箱： jang1214@gmail.com
產品或服務： 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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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patients, but also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palliative care ward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ur palliative 
care team.  

Moreo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ng-term 
policy pursued by our hospital, we commit ourselves 
to promoting the Green Environmental Policy. We 
have built a cozy and refreshing healthcare zone in 
the rural northern part of the Greater Tainan area, 
incorporating the surrounding idyllic landscape 
with the aim to integrate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rough the advantageously excellent environment 
of our Green Hospital. We provide a triadic 
integrated medical service in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establishing a healthy and secure 
environment and an eco-friendly Green Hospital, in 
the hope that we can achieve concrete results both 
in the life scienc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domai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總務室：吳憲政主任

團隊召集人／總務室：吳奉璋組長

團隊成員／

總務室：陳佩君、楊庭瑜行政管理員

護理部：許華芳 專員

企劃管理部：王銘鴻 行政管理員

工務室：蔡進平 組長

安全衛生室：盧育聘 組長

資材室：林育誠 行政管理員

藥劑部：鄭淨黛 組長

精神科：戴妏容、許慈英職能治療師

病理部：趙敏宏 小組長

人資部：蔡明瑾 組長

社區發展組：曾雅禎 組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全力配合政府環保法令規定並完全符合法令規

範。秉持「關懷、專業、效率」的核心價值以資源

永續及「零廢」為我們推動的環保政策。落實垃圾

分類，事業廢棄物產出及處理，進行源頭式的減量

管理以增加資源回收量，及帶入資源再生使用的概

念，將資源做有效的循環使用，同時亦提倡綠色採

購、綠色消費。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營造健康環境，打造綠色環保醫院：用心愛地球，

許地球一個永續的未來，一直是我們奇美醫療體系

三個院區致力達成的目標，有鑑於環境保護及愛

護地球資源為一永續性工作，醫院秉持核心價值

「關懷、專業、效率」及「提供安全、優質的醫

療照顧、促進民眾和同仁的健康及培養優秀醫療

人才」的企業宗旨，依環境政策3大策略「生態、

節能、減廢」結合廢棄物管理、化學品管理、能

源管理、水資源管理、運輸規劃、綠色食物、綠

建築規劃等七大量測指標，營造健康安全環境，

打造綠色環保醫院。

2.  完善的環境政策規劃管理：設有架構完善的環境

管理委員會，由院長擔任總召集人、行政副院長

擔任副召集人、總務室主任擔任主席，其下設

執行幹事一人，並請各科室推派一人擔任會議代

表，每月定期開會以推行環境政策及監督審查，

共同推動環境政策工作。

3.  舉辦廢棄物減量競賽活動：為達到減廢的目的，

讓全院各單位皆

能自動自發參予

環境保護工作，

表現優良單位，

呈請院長頒獎以

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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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化提案改善及獎勵機制：訂有員工提案改善

制度及意見收集自我檢討機制，將污染防治、環

保理念深耕落實於每位員工。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規劃綠建築醫院：醫院總占地面積達7.4公頃，其

中有2.3公頃的保育區，占總面積的30.5％。保育

區採用生態工法維持著原始的樣貌，表土保存技

術、生態水池、生態水域、生態邊坡，生態圍籬

設計和多孔隙環境，更以綠建築指標作為醫院建

築設計的主軸，改變一般人對醫院的刻板印象。

2.  小創意、大改變：醫院常見康復出院病友致贈醫

師花籃及住院中病友親屬送盆栽，一束束的鮮花

不僅代表思念與感謝，也是一種另類的人氣象

徵，可是花朵保鮮期短，一時風光後便遭到丟棄

變成廢棄物，經過園藝工匠巧手移植到樹上並結

合精神科病友以回收寶特瓶製作蘭花花盆，發揮

巧思賦予蘭花新的生命，做到資源循環再利用，

同時也讓病友親近大自然園藝療癒，有助及早回

歸社會迎向人生，柳營奇美醫院新潮的環保概念

在醫界獨樹一格。

3.  綠色採購：選用各項民生用品以及醫療醫材皆以

碳足跡、水足跡以及各項環保標章認證為優先考

量，採購前參考環保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所

列產品。更遵循4R的原則（源頭減量Reduce、
再使用Reuse、回收Recycle、能源回收Energy 
Recovery）以節能、易拆解、避免使用有害物質

及延長使用壽命等作為採購評估條件。

4.  積極的環保作為：(1)整合醫院有限資源推動E
化、(2)非感染性廢棄物資源回收率維持在29%-
32%、(3)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系統，每年至少減

少70,000噸自來水用量和13,000公斤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4)依衛生福利部通案再利用的方式部分

透析廢棄物（人工腎臟）資源回收，落實垃圾分

類，以期降低環境污染。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停用柴油鍋爐：自109年2月份起柴油鍋爐全面停

用，每年減少空氣污染物（Sox／Nox／粒狀物／

鉛／鎘／汞／砷／戴奧辛）152.18公斤排放。

2.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除了根

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規定，每2年檢驗室內

空氣品質情形以完成申報及在大廳公布欄公告之

外；同時每半年自主巡查檢驗1次，並配合院內空

間修改及公告之管制區域，修訂總管制區樓地板

面積，以適時依據當下情況做出改善。收到檢測

結果報告後會針對偏高但仍屬合格範圍數值的項

目實施檢討改善方案。

3.  推動員工生活污水妥善處理：目前每日廢水產生

量約400- 550CMD，經污水廠處理，水質符合

醫療院所放流水排放標準後，優先回收為院區使

用，剩餘的水再放流。

4.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各類廢

棄物之清除、處理均委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

之公民營清除處理清理機構進行清理，並每年定

期進行2次處理場現場查核與不定期之GPS車行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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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查察，針對有害事業廢棄物均備有事業廢棄物

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

四、環境參與事項：

1.  認養社區失智服務據點之公廁，由醫院環保人

員清潔維護。

2.  在每間廁所門上皆貼有衛生紙丟馬桶標語，推

行衛生紙丟馬桶。

3.  推廣限塑活動，如宣導員工自備餐筷、院內會

議餐點使用回收餐具、內用飲料不主動提供塑

膠杯及吸管、自備環保杯享折扣。

4.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1)  不定期舉辦或自發性參與各項環保活動，以

行動守護地球。

(2) 不定期舉辦環境教育課程。

(3) 鼓勵員工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日期 地點 類型 活動名稱

不定期 柳營活動中心 掃街 守護地球行動

108年
8月8日 柳營奇美醫院 環教

大醫院小醫師

體驗營

109年
6月6日 四鯤鯓海灘 淨灘

環保愛地球 
-淨灘活動

109年
6月13日 府城天險海灘 淨灘

環保愛地球 
-淨灘活動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加入GMISS-醫療

器材援助平台計畫，將汰換但仍可使用的病床捐贈

給需要的機構或國家，讓原先要廢棄的物品再重複

使用。

結語

15年來，在同仁的努力下醫院有了長足的發展

及進步，但我們不因此自滿，面對眼前嚴峻的挑戰

及考驗，在現有的基礎上希望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用心愛地球，許地球一個永續的未來，一直是我們

致力達成的目標，雖然我們是醫療業，對自我的期

許不只是持續提供優質的醫療照護，更思考著企業

及環境的永續經營。

「把同仁照顧好」「把醫療做好」及「永續經

營」，是黃院長念茲在茲的目標，更引用「花若盛

開、蝴蝶自來」期勉柳營奇美同仁用心看世界，用

愛記錄每一刻，感受自然的生命力，柳營奇美醫院

將以「擘畫建構生態永續之綠色環保醫院」為環境

政策願景，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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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企業簡介

埔里基督教醫院

創立於4 5年，從基督

教山地中心診所、地區

醫院，到現在的區域教

學醫院，一路走來恪遵

「榮神益人」的核心價

值及「愛鄰如己」的院

訓，致力於偏鄉山地和

大埔里地區醫療，推展

疾病預防、診斷及治

療，隨著時代進展的需

要，精益求精導入智慧

化設施，提供優質醫療品質與服務，全心照顧有醫

療需求的人。

因應人口的老化，埔基在政府尚未推動長照教

學相關政策前，便提前規劃並籌建了長期照護教學

大樓，期許在長期照護之外，能有創新的服務，提

供同業進一步的教育訓練，以提升長照品質。

Founded in 1956, from the Christian mountain 
clinic, the district hospital, to the current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Puli Christian Hospital (PCH) 
has been following "to glorify God by serving 
people" and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as 
its core value and motto. In addition to acute and 
intensive medical care, PCH aims its missions at 
wide ranges of medical services such as, disease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ong rural 
mountain regions and neighboring areas of Puli. 
In order to provide high-quality medical care and 
services, PCH has been keeping improvements and 
promotions while developing intelligent facilities in 
recent years.

In respons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before 
the policy wedges of long-term care was legalized 
and delivered, PCH had planned and built a Long-
term care Teaching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is 
to embody the expectations that, in addition to 

蘇世強 院長

網　　址： https://www.pch.org.tw
行 業 別：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748人
地　　址：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45年
負 責 人：蘇世強 院長

聯 絡 人：潘宏泙

電　　話：049-2912151分機1031
傳　　真：049-2914133
環保信箱：php@mail.pch.org.tw
產品或服務： 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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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care, there will be innovative services, 
supplementary and advanc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for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visionary facilities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ibute the 
promotion of long-term care qualitie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蘇世強 院長

團隊成員／

副院長室：侯宏彬副院長、陳恒順副院長

職安室：潘宏泙主任、林秀玫管理師

環工室：潘誌寬主任、楊崇欣副主任

感控組：陳家如 組長

醫事部：張常勝主任、許玲惠組長

護理部：田惠姜督導

人資室：黃雅慧管理師

健康檢查中心：張志銘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減碳與減廢、推廣環境保護教育、善盡社會責

任、深耕偏鄉醫療埔里基督教醫院持續朝向綠色健

康智慧醫院，由資源耗用者轉換為環境保護者，運

用自動化及資訊化管理系統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更

由院長親自帶領全院同工從上而下力行節能減碳、

減廢、節水及節電作為，積極推廣空氣及廢水污染

防治，落實環境保護及提升員工及社區民眾環保識

能。

為善盡偏鄉山地醫療社會責任，就近設置醫療

中心（站）及多處巡迴醫療點，提供偏鄉居民在地

化醫療，降低往返醫院就醫之車輛排碳量。

另外攜手社區據點及合作廠商，採購綠色商

品、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營造醫院綠色

環保理念及落實友善醫療環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醫院遵守政府環保及安全衛生法規，成立「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醫院安全衛生等政策推動

及檢討；另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103年成立「能源

效益促進小組」，每月追蹤能源使用狀況並持續推

動各項節能減碳配套措施，每月召開行政聯繫會議

及環安業務管理會議，以降低能資源用量與相關費

用。

各項政策推動均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及全體員

工的配合，運用OHSAS-18001管理系統，致力於污

染預防工作，源頭管理，落實減廢、節能、資源化

與再利用，以降低醫療服務過程中可能造成之環境

風險，透過設定環境目標、教育訓練及環境稽核，

以確保有效達成節省能資源目的。

推動過程中藉由參加環保主管機關研習課程、

專業廠商參訪、醫療院所交流與標竿學習，在有限

資源下積極推展綠色環保措施。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空調主機及冰水管路整合

95年醫院平安樓落成擴大營運面積，建置冰水

環型管路整合四棟醫療大樓空調主機及冰水迴路，

冰水環型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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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冰水主機運轉量降低至48％，每年節電196萬度，

每年降低電費509萬元。

(二) 汰換設備採用高效能產品

於102年首次執行ESCO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包

括汰換柴油鍋爐為熱泵熱水系統、T8燈具更新為節

能燈具、LED逃生方向燈、智慧型電能管理系統、配

電盤增設數位電表、變頻式空壓主機及冰水泵浦裝

設變頻器等工程，每年節能總效益507萬元。

103年-107年持續推動更新變頻式空壓主機、

變頻式真空主機、更新揚水泵浦、平板式LED節能

燈具、手術室空調二次冷卻系統及優化空調監控

系統等措施，用電減量總計74.1萬度，累積節電率

9.3％。

智慧型電能管理系統

熱泵熱水系統

(三) 能源回收再利用與發展綠能

基於病人安全與節能減碳，107年-108年共汰換

5部電梯為能源回收電梯，節能率43.9％，每年減少

用電量3.3萬度，其中2部水冷式油壓電梯更新為鋼纜

式電梯，每年可減少冷卻水排放量1.1萬度，107年
總用水量減少1.4萬度，節水率13.9％。

宿舍頂樓設置81KW太陽能光電系統，每年發電

量10.2萬度，每年減碳54.6噸。

太陽能光電系統

能源回收電梯

(四) 醫療作業智慧e化減少用紙

實施電子病例、衛教單／作業表單電子化、醫

療影像資訊化、電子化簽核等作業，每年減少100萬
張紙，減碳18噸；開發APP及運用BAR CODE、QR 
CODE、RFID等簡化流程、提升效率並減少用紙。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廢棄物再利用營造低碳環境

護理單位設置九宮格分類區，可避免分類錯

誤並提升資源回收率；一般廢棄物處理場面積達75
坪，每日由專人

進行細分回收，

每年減少焚化排

碳量6.9噸。

將 原 屬 需

焚化之生物醫療

廢 棄 物 （ 管 路

類、人工腎臟、

針筒）．委託合

法廠商回收再利

用，108年生物

醫療廢棄物再利 九宮格分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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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量3.1萬公斤，比107年上升14.6％，每年減少

焚化排碳量7.9噸。

(二) 空污減量積極作為

透過調整及整併交通車路線、提供偏遠山區

巡迴醫療服務、觀光區設置醫療站、社區長照據點

長者共乘接送等措施，降低民眾自行就醫之車輛排

碳；運用派車審核系統搭配衛星犬車隊管理系統，

避免車輛濫用徒增空污排放。

採用熱泵熱水主機取代鍋爐，每年減少柴油

14.7萬公升，減碳383噸；緊急發電機排氣管設置黑

煙淨化器、廚房排油煙管設置靜電除油及油煙水洗

機以降低空污危害。

車隊管理系統

四、環境參與

提供小農市集場地販售本地蔬果，另由社區長

輩、當地農民及鄰近農場提供餐廳當地食材；醫院

租用農地自營農場，以酵素取代化學肥料栽植蔬菜

供應廚房，不僅友善土地還可降低採購成本45％。

108年-109年員工健康促進推展100天的行動

力，鼓勵員工健走減重合計430公斤，BMI值下降

2％，也鼓勵員工走路或騎腳踏車上班，設有腳踏車

專屬停車場。

鼓勵員工出差及院外受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人數眾多則採取共乘，108年有276人次搭乘公共運

輸，交通費用節省32.8萬元。

建立綠色採購機制，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

並將包裝材料列入採購評估，以促使供應商減少資

源浪費，108年綠色採購金額達335萬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隨著溫室效應及氣候變遷問題日益嚴重，積

極思索醫療機構如何在環境保護上貢獻力量，因此

在服務過程中除了提供良好醫療服務品質外，也致

力於推動能節能減碳，以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競爭

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主要績效及榮獲獎項：

(一) 97年榮獲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獎」。

(二) 101年榮獲「廢棄物資源管理績優獎」。

(三)  102年通過「節能減碳行動標章」認證，並獲得

民間團體組特優獎。

(四) 104年榮獲民間團體組「減碳行動績優獎」。

(五) 105年榮獲「企業自願性節約能源獎」。

小農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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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企業簡介

弘光科技大學是一

所以醫護背景起家的學

校，56年奉教育部核准

設立，不僅是中部第一所

改制技術學院的學校，

更於92年改名為弘光科

技大學，迄今已逾半世

紀。先後歷經創辦人王

毓麟博士（也是光田醫

院創辦人）、王乃弘博

士、方國權博士、吳聰

能博士及蘇弘毅博士等

歷任校長及現任黃月桂校長持續不間斷地努力，50餘
年苦心開創與持續經營，奠定了良好的辦學基礎。

「弘毅博愛」為學校校訓，秉持「以人為本、

關懷生命」的教育理念，著重專業技能的訓練與人

文素養的薰陶，重視學生對人文、歷史、環境及科

學的省思，進而尊重且保育自然環境，建立安全並

健康的工作場所。另外，注重照護個人身體心靈，

建立人性化醫療環境，更著重保育嬰幼兒、建立人

文觀念、培養藝術氣質，再由飲食文化的開發到資

訊管理，最後輔以經營的腦力激盪，以為增進人類

生活的素質為職志。

弘光科技大學以「健康與民生領域的頂尖科技

大學」為願景，在「培育具健康與民生知能及增進

社會福祉的優秀人才」的使命下，展現亮眼的辦學

特色。教學單位包含護理、醫療健康、民生創新、

智慧科技等4個學院、10個研究所及22個系科（含學

位學程），並設有老人醫院、幼兒園等附屬機構，

結合醫療及產業等範疇，積極追求卓越。

Dr. Yun Lin Wang established Hungkuang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in July of 1967, with the 
official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was officially granted as the President. Under his 
presidency, Hungkuang was the first college in 
Central Taiwan and has since educated countless 
outstan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s a result of 

黃月桂 校長

網　　址： https://www.hk.edu.tw/main.php
行 業 別：教育服務

員工人數：709人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

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6年6月20日
負 責 人：黃月桂 校長

聯 絡 人：張燕宗

電　　話：04-26318652
傳　　真：04-26310744
環保信箱：ycchang03@sunrise.hk.edu.tw
產品或服務： 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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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ang's vision and dedication, in the year 2003, 
Hungkuang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evolved 
into Hungkuang University. Dr. Yun Lin Wang, 
the founder of Hungkuang (also the founder of 
Kuang Tien General Hospital), Dr. Nai Phon Wang, 
Dr. Guor Chuan Fang, Dr. Cong Neng Wu, Vice 
President Hung Yee Shu, after successively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and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Dr. 
Yueh Guey Huang, continued uninterrupted efforts, 
more than 50 years of painstaking efforts to create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running a school.

In the spirit of the school’s motto, “Begin from 
oneself, extend benevolence to all,” adhering to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Caring for Humanity, 
Cherishing Life.” Hungkuang Universit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hop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the spirit of caring life, serving others, 
devotion to society. With the founding philosophy 
of being people oriented, life caring, our school 
balances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In addition, Hungkuang pays attention 
to the care of the individual body and mind, 
establishes a humanized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istic 
concepts,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culture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lly the brainstorming of 
management, which means enhancing human life.

A vision of Hungkuang is "becoming an 
excell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hat 
cares for life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with health and people's knowledge, an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ltruism", it will showcase 
the bright features of running a school. Currently 
there are 4 colleges: The College of Nursing, the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the College of 
Human Science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e Colle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se five colleges 
support 22 departments, 10 graduate institutes, 
and 1 doctoral program. The university is not only 
recognized as a leader in Taiwan for health and 
human welfare, it also runs an affiliated Hospital for 
Elderly Care and three affiliated preschool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黃月桂 校長

團隊成員／

副校長室： 易光輝第一副校長、王惠娥副校

長、潘世尊副校長、張聰民副校

長、胡庭禎海外副校長

秘書室：王惠娥主任秘書

教務處：范煥榮教務長

學生事務處：閔宇經學務長

總務處：黃敏霞總務長

研究發展處：張聰民研發長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田其虎國際長

圖書資訊處：段翰文圖資長

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室： 溫志中主任、張燕宗

組長、紀長宏先生

護理學院：陳淑齡院長

醫療健康學院：陳慧霞院長

民生創新學院：陳玉舜院長

智慧科技學院：黃文鑑院長

環保政策及理念

理念： 弘光科技大學重視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與人

文素養的養成，積極推廣環境教育，在核心

通識人文精神教學中，積極培育全校學生具

備有維護自然生態的責任，不但能防範環境

污染及認識浪費能源的危機，更能確保環境

倫理與正義的實踐，使學生懂得尊重與保育

自然環境、落實節能減碳、減污減廢以及珍

惜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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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弘光科技大學秉持【社會責任、永續發展、

邁向國際】之願景，推行環境管理系統，提

升師生環境行動力、降低環境衝擊及溫室氣

體排放，以永續環境為目標。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鑑於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及技職體系學制的

多元化之故，學校經營管理團隊自88年成立ISO推

動小組，建立可確保校務品質的管理機制，作為

校務運作的治理模式，並開始推動ISO 9001、ISO 
27001、ISO 14001、ISO 14064、ISO 45001、
ISO 50001、ISO 17025、TIPS、TTQS及HACCP及
TOSHMS等，將全面品質管理的經營理念導入學校

營運，可有效地提升學校整體校務營運之品質管理

系統，並以執行環安衛與能源管理系統為主的「社

會責任推動小組」是學校校務發展管理系統架構二

大主軸之一(如下圖)。

校務發展管理系統架構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弘光雖致力於強化教學品質，在研究空間及儀

器設備不斷增加的情形之下，仍積極致力於用電量

控制，近10年未曾調高契約容量(3,800KW)，故108
年較107年節電量下降3.76％。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學校遵循法規要求並且致力於環境保護之使

命，施行廢水、廢棄物與毒化物等防治措施，訂定

「環境政策」施行之。於98年通過ISO 14001環境管

理系統驗證，依循此管理系統監測污染防治設備、

廢棄物資源回收與毒化物管理，以落實執行預防環

境污染、節約資源之目標。持續推動減少廢棄物的

產生，藉由廢棄物減量、分類宣導活動紀錄及教育

訓練及宣導－廢棄物處理工作人員教育訓練來進行

環保教育的宣導，整體來看呈現下降趨勢，在108年
資源回收比率例較107年增加0.36％；有害廢棄物較

107年減少1.87噸；廢棄物較107年減量9.44噸。在

廢（污）水方面遵循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廢（污）

水經由校區污水處理系統處理至放流或納管標準

後，才准許排放，且透過即時監控設備進行廢水管

理，並定期進行流量計與偵測器校正，以確保數據

的準確性與處理系統的穩定度。此外，亦接受主管

機關不定期廢（污）水水質抽檢，皆符合標準。整

體來看呈現下降趨勢，在108年廢（污）水排放總

量較107年減少1,667噸，每人每日廢（污）水量下

降至9.32公升。在毒化物方面學校目前運作63種毒

性化學物質，均取得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核可文件且

具危害預防計畫。相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儲存場

所，依規定標示、上鎖並防止洩漏、排放及緊急應

變裝備，運作紀錄依規定逐日填寫每季定期申報並

保存，無轉賣轉讓毒化物之行為。學校108年毒化物

結餘量為224.2035公斤，較107年減少98公斤。

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能資源節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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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弘光科技大學經常利用集會活動、幹部訓練和溝通座談會議等各

種管道進行環保教育宣導，讓師生自然地養成環保生活習慣。除了利用

自治幹部會議向各班環保股長宣導幹部職責及校內環保政策，並至各班

級向學生宣導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校內禁用紙杯、竹筷及節能減碳之

外，亦運用公播電視牆、跑馬燈、網路公告、電子郵件、官方LINE等電

子化管道，進行廢棄物分類、資源回收、免洗餐具、限塑措施及節約能

源等活動；另請班級導師利用班會、任課教師利用上課前或下課前協助

「3分鐘環保宣導」。

另以「大手牽小手」的模式，擴展節能、防災及綠能概念至鄰近

學校與社區，提升學校與社區之良好互動關係，以善盡社會責任。而

108年進入鄰近國小與社區進行環境教育宣導，參與的師生與居民超過

6,156餘人次，足跡遍及大臺中地區，足以顯示出弘光作為一個高等教

育機構，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詳如下圖所示。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學校展現整體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績效，深獲主管機關與其他各級

學校的肯定，不僅獲得推動節能及環保相關的獎補助款，更積極主動參

加主管機關考評選拔比賽，不僅脫穎而出更履獲佳績：

  教育部「105年廢棄物減量暨資源回收再利用」績優選拔優等獎。

  行政院環保署「第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銀獎。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6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教育部「107年校園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甲等獎。

  經濟部「107年節能標竿獎」銀獎。

  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108年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績優獎、報告書

金獎。

  臺中市政府「109年綠色採購提報達500萬元以上之民間團體獎」。

台灣企業永續獎

企業環保獎

國家永續發展獎

節能標竿獎

綠色採購

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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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私立長榮大學

企業簡介

長榮大學成立於82
年，隸屬具150年歷史

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秉持「全人牧育」

之基督博愛精神，無私

地把全部經費用在學校

建設及教育學生身上。

希冀所牧育每一位學

生，均能成為打造公義

社會的種子，並為因應

地球極端氣候變遷，重

視教育學生環保意識，

培養節能減碳習慣，善盡大學愛護地球永續發展責

任。堅持「深耕在地，連結國際，成為社會責任領

航大學」之發展目標，積極落實永續發展理念、環

境保護和社會參與，向優質的國際化基督教大學目

標前進。設有10大學院及1個學部，32個一般系所、

1個學士後第2專長學程、11個進修學士班、26個學

士學位學程、4個特殊專班、23個碩士班、6個碩士

在職專班、1個博士班。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JCU) was 
founded in 1993 is affiliated with the 150-year old 
General Assembly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Upholding the Christian spirit of "holistic 
education", CJCU selflessly devotes all its funds 
to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students’ education, 
thus, it is hoped that every student educated by 
CJCU can become the seed of a just societ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xtreme global climate 
chang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ivate the habit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versity to prot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CJCU adheres to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Locally Engaged; Globally Connected, A 
Leading University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李泳龍 校長

網　　址：https://www.cjcu.edu.tw/
行 業 別：文教業

員工人數：822人
地　　址： 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2年1月13日
負 責 人：李泳龍 校長

聯 絡 人：蕭鉢

電　　話：06-2785123分機6075
傳　　真：06-2785269
環保信箱：pr@mail.cjcu.edu.tw
產品或服務： 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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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ly implements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ake great strides towards 
the goals of a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CJCU has 10 colleges and School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overing 32 departments, 
1second specialty program after bachelor's 
degree,11 bachelor of further studies, 26 bachelor 
degree programs, 4 special  major degrees 
programs, 23 master’s programs, 6 EMBA Program, 
2 PhD Program.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泳龍 校長

團隊成員／ 孫惠民 副校長、顏義文 總務長、 
陳秋蓉 院長、張振平 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長榮大學以「校園永續」以及「社會責任」

策略為主軸，在「校園永續」策略部分提出綠能永

續校園，呼應臺灣資源日益缺乏之環境，學校本於

教育之責任，應積極帶頭響應節能減碳、減少廢棄

物產出，並具備生物多樣性之校園空間；透過落實

節能減碳措施、建置太陽能發電綠屋頂計畫、綠色

運輸推動計畫、興建珍古德生態中心暨綠色廚房計

畫，展現學校致力於環境品質改善的決心。在「社

會責任」策略部分提出生態正義(F1)子計畫，透過持

續推動民眾參與河川整治工作、建構國際珍古德根

與芽生態教育中心、推動根與芽行動學習、推動長

榮大學成為國際綠色大學等方案，來延續學校對鄰

近環境生態所做出的貢獻。

自然生態協力工法－珍古德生態教育中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設立校務發展總體目標，「深耕在地，連結國

際，成為社會責任領航大學」，營造適合多樣性生

物生存發展之永續校園空間，透過下列措施，以達

環保效益。

1.  設立「長榮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推動委員會」：

建構優質學習環境及落實校園永續目標，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

2.  推動綠色採購：107年-108年連續2年榮獲績優

綠色採購企業獎，108年度全年綠色採購金額達

1,029萬元，較107年度成長5.55％。

3.  降低用紙量：107年5月開始採用電子公文簽核

系統，紙本公文量大幅降低80％。

4.  環保消費推廣：推動減塑想法，方舟咖啡廳裡

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外帶杯採用可重複使用

之玻璃瓶。自107年營運以來，減少近15,000個
外帶杯。

長榮大學自105年起發行第1本永續發展報告

書後，並於107年發行第2本永續報告書，之後以每

1年為間隔發行，並於108年發行第3本永續發展報

告書，旨在傳達學校治校理念、教學研究、社會責

任、環境永續等績效表現，並積極申請相關認證，

以邁向永續經營，創造社會安全、健康、永續的基

督教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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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造
業
組

- 154 -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在水資源節用方面，學校興建之新式大樓均優

先裝設節水設備，並持續監控用水量；舊有建物之

供水設備亦換裝省水設備，並加強節約用水宣導，

以期提高水資源利用之效能。為擴大水再生循環利

用，利用第二教學大樓雨廢水回收水，將大樓屋

頂所收集之雨水及生活廢水，利用地下筏式基礎貯

存，提供園藝澆灌使用；另，第四宿舍設置乙只儲

水桶，將冷卻水塔循環溢水回收做為澆灌使用，以

達水資源永續利用之效益。

在節電方面，為積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各大

樓也加裝自動感應燈，以減低過度浪費以及濫用的

情形。於第四宿舍加裝熱泵主機汰換老舊耗能之天

然氣鍋爐，以提高節能效益，節能率達74.1％，每年

減少CO2排放量27.3噸／年。體育館於今年完工，裝

設64組750光導照明系統-含(LED 240W)，節能率達

65.96％，減少11,540公斤CO2排放量；希望未來校

內能源均能以最小的污染達到最大的使用價值，以

利達到綠色永續校園之目標。

體育館光導照明系統工程完工照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長榮大學在污染防治減量的部分，均在符合的

法規下進行相關作業，設置污水處理場1座，水質皆

符合標準，並於每年6月及12月進行放流水；亦積

極參與減碳作為，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

體盤查作業進行排放量自我盤查，每2年1次委由環

保署認定之專業檢驗機構監測，學校108年溫室氣

體項目排放量相較於107年遞減1.32％。為有效減低

廢棄物之浪費，定期將老舊設備回收及變賣，並將

其收入納入校庫使用，實現減損財產回收、校園永

續經營之成效。學校也積極推廣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課程、實作以及工作坊，讓學生利用日常物品（紙

袋、保特瓶等）製作可再利用之用品，不僅降低垃

圾量，也傳遞環保的理念。

減塑手作環保系列課程

四、環境參與

近年來積極落實環境教育，定期舉辦多元化的

相關活動。108年，永續發展國際學程為響應世界

環境日「打敗空污」的主題，於6月5日在校園內以

鼓隊遊行與行動表演號召全校師生與全球一起對抗

空污，使學校在108年成為臺灣第一個在聯合國世

界環境日行動網頁上登記的單位，並頒發「世界環

境日英雄證書」。在今年度，生態教育中心以「減

廢回收，為動物發聲」為主軸，用校內回收物、廢

棄物透過動物嘉年華展演、世界地球日地景藝術活

響應世界環境日「打敗空污」

方舟美好生活事業

BSI GRI Standards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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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喚起教職員師生與周邊學校社區對環境保護的

意識。在深耕二仁溪流域整治，河川巡守隊在109年
間每月至少2次定期巡守二仁溪大潭段與監測水質，

近3年共同舉辦港尾溝溪分洪道淨岸活動每年至少6
場，年度參與淨岸人次300人次以上。

響應地球日50周年結合地景藝術成果發表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 109年「遠見雜誌」大學USR「生態共好組」首獎

• 108年QS世界大學星級評等-四星殊榮

• 108年全球綠色大學全球排名第177名

• 第12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銀獎

• 107年第11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金獎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

• 教育部106年度學校績優環境教育人員卓越獎

• 106年世界水質監測競賽-神級獎

•  連續2年（107年-108年）榮獲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

•  連續3年（106年-108年）蟬聯水環境守護志工隊

補助及績優評比-優等獎

•  連續2年（107年-108年）榮獲世界水質監測競賽-
特優獎

《遠見雜誌》大學USR「生態共好組」首獎 第11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金獎

榮獲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 榮獲 績優綠色採購企業獎

連續3年（106-108年）蟬聯水環境守護志工隊補助及
績優評比-優等獎

榮獲教育部106年度學校績優環境教育人員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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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造
業
組

- 156 -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國泰人壽自51年成

立以來，始終秉持「誠

信、當責、創新」的核

心價值，兢兢業業為民

眾服務，目前客戶數近

800萬人，為全臺灣最

大之保險公司。「永

續經營」是企業實踐社

會責任的承諾，國泰人

壽期望成為一個為社會

帶來安定力量及幸福感

的永續企業。作為亞洲

第一家自行遵循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的壽險公

司，從環境、社會、公司治理3大面向落實企業永

續。並成立「國泰人壽企業永續小組」，深化保險

業的永續發展。期盼結合核心職能，以企業公民的

角色發揮影響力。

Cathay Life Insurance was established in 
1962. Through half a century filled with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the company has remained true 
to its core values of integrity, account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has conscientiously served the 
people. At present, Cathay Life has nearly eight 
million customers, making it Taiwan’s largest 
insurance company.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s a commitment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our goal to become a sustainable company 
that brings stability and happiness to society and 
spurs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industry. In 2016, 
Cathay Life became the first As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to voluntarily comp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It implements sustainabil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has also established the Cathay 
Life Insuranc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S) Task 
Force. Cathay Life Insurance keeps abreast of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sustainability and studies 

黃調貴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cathaylife.com.tw
行 業 別：保險業

員工人數：33,209人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6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1年10月23日
負 責 人：黃調貴 董事長

聯 絡 人：蔡程程

電　　話：02-27551399分機1142、1141
傳　　真：02-27041485
環保信箱：chengcheng@cathaylife.com.tw
產品或服務：人身保險商品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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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issues to gain a more in-depth perspective 
that allows it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consolidating our core functions to expand our 
influence as a corporate citizen.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上旗 總經理

團隊成員／ 
執行幹事：劉大坤 資深副總經理

總公司： 王麗秋 資深副總經理、宮篤志 副總經

理、吳總慰 副總經理

總務部： 簡敏雄 協理、楊士賢 經理、張宏彰 
經理、周建凱、蔡程程、李閔安

職業安全衛生部：王宇平

不動產管理部：楊啟瑞

不動產投資部：李嘉峯

財務企劃部：張瓊如

綜合企劃部：張薾桐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泰人壽致力於永續工程之推動，於105年成立

企業永續(CS)小組，成為亞洲首家自行遵循聯合國

「永續保險原則(PSI)」之壽險公司。具體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發揮正向影響力，達成「永續保險的領

航者，用心守護家的幸福」的永續願景。

同時，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建構C.A.R.E的策略主軸、方向，並有相應之短

中長期目標。而與環境相關之策略為永續承諾

(Commitment)，方向為「倡議支持 擴大影響」、擁

抱地球（Eco-Living），方向為「綠色營運 減緩衝

擊」「友善環境 永續家園」。

策略主軸及策略方向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自101年起陸續推動行動保險、電子保單等服

務，在提升服務效率的同時亦減少能、資源之使

用。108年啟動了「保險服務碳足跡計畫」，依據

ISO14067標準及環保署人身保險業碳足跡產品類別

規則 (PCR)，計算每張

保單的生命週期-原料取

得、保單招攬、核發、變

更、收費、理賠及廢棄等

各階段的碳排放量。經第

三方驗證單位查證確認

後，每張保單的碳排放

量在107年為3.37公斤，

相較於105年之3.92公斤

減量約14％，同時取得

ISO14067及環保署減碳

標籤之雙認證。

強 調

不動產投

資及管理

應符合永

續發展，

並結合投

資開發不

動產及投

資 太 陽

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

臺中烏日教育大樓及其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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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公司的資源，在3棟自有大樓屋頂（桃園、楊梅及

臺中烏日）興建太陽能面板，合計1年可發電582萬
度，減少的碳排放量相當於9.5座大安森林公園每年

之碳吸收量。並且申請國內外綠建築標章，截至108
年累計有15棟綠建築，綠建築認證取得17項，對綠

建築投融資開發金額788億元。

明訂優先採購綠色環保的永續產品，並領先同

業自105年起連續4年舉辦供應商企業永續分享會，

邀請供應商及專家分享永續趨勢，打造供應商跨界

交流平台。108年舉辦2場供應商企業永續分享會，

共有162家企業參與。

每年舉辦供應商企業永續分享會

從核心業務落實保單數位轉型與責任投資，截

至108年底低碳綠能投資總金額達1,340億元，年度

成長7.2％，為業界第一。另綠色債券投資金額為

108億元，年度成長高達168％。更主動倡議「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CFD)」。並透過對話、議

合及行使表決權的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的互動，以發

揮機構投資人影響力及展現所有權人之盡職管理作

為。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國泰人壽自102年即導入ISO 50001，建立公司

能源管理系統，近年並致力於自有大樓的節水設計

與規劃，及新設建築之太陽能設施。並訂下每年減

碳1％，至119年減碳14％的長期目標。108年總排碳

量共33,008 ton-CO2e，3年間降幅達9.4％，遠超過

每年1％的減碳目標。

108年啟用的臺中烏日教育大樓，為金融業最大

的自發自用屋頂太陽能發電(180kw)，並將太陽能板

所發電量供給大樓使用。同時申請再生能源憑證作

為使用綠電量之證明（發電時間：108年），108年5
月完成申請正式開始發放憑證。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金融保險業之業務及職場環境較為單純，不

會產生嚴重的污染。因此污染防治的重點在於廢棄

物減量與資源回收。國泰人壽已擴大廢棄物盤查範

圍，除了於108年進行出租大樓盤查外，並規劃於

109年底完成指標性自用大樓盤查，未來將以109年
為基期每年人均廢棄物量減少1％為目標，而分類

後之廢棄物亦全數交付合法之回收業者予以回收。

此外，108年透過舉辦「環保愛地球」活動，吸引

11,140人參加，依參與者聲明，3個月期間估計省下

超過19萬份一次性餐具、7萬個紙杯及134萬個塑膠

袋，成效卓著。

四、環境參與

國泰人壽自102年起即已啟動內部的環境教育，

每週透過專責人員對單位內同仁進行宣導，主動響

應環境教育法每年參與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並彙整

執行績效公開於企業網站中之國泰人壽企業永續報

告書。

每年編制企業永續報告書

同時透過業務通路大規模宣傳減碳標籤保戶感

恩季活動，增加保戶註冊人數，邀請保戶響應綠色消

費，將環保融入日常生活，109年9月、10月即有近8
萬名保戶響應。更運用了公司人數眾多、深入在地的

優勢，積極地推動植樹活動，106年至109年4月共辦

理13場植樹活動，和社區民眾一起種下29,737株樹，

相當於每年減碳356.8噸。並與國教署合作「永續校

園計畫」，108年與致力於「遊戲式教學」的社會企

業「玩轉學校」合作舉辦「碳為觀止高峰會」。亦

舉辦教師工作坊，讓參與的教師回到工作崗位後，

持續引導班級學生學習，形成漣漪般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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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植樹及除蔓活動

碳為觀止高峰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8年舉辦之「大腹翁小腹婆」減重競賽，所有

員工共減2萬多公斤，集團因此捐出200多萬元建置

太陽能屋頂，所發出的綠電則透過綠電售電業者，

由國泰人壽購回自用，並完成「電業法」修法後國

內首宗再生能源購電協議。不僅再生能源的建置與

使用達到環境效益，綠電的收益更將成為當地社區

長者活動基金，實現「員工減重、大地減碳、銀髮

健康」三贏的正向循環。

大腹翁小腹婆減重競賽

國泰人壽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除提供育嬰假、

辦理性別平權課程、推動「國泰好孕俱樂部」外，更

注重家庭與工作間之平衡。108年共辦理19場友善家

庭系列活動，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孩童規劃適齡的親子

活動。而Cathay Walker健康促進活動至108年底已超

過22萬人參與，累積總步數約可來回月球142.6趟，

約減少2.6萬噸排碳量，相當於5,200人之年碳排放

量，減碳效果顯著。

友善家庭系列活動

Cathay Walker健康促進活動 持續舉辦慈善環保義賣會

108年舉辦之氣候變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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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華碩始終對科技

懷抱熱情、用創新驅動

發明。放膽築夢，致力

為世人創造數位生活的

無限可能。我們不斷追

尋無與倫比的構想和體

驗-渴望將無與倫比的精

神，落實在一切創作當

中。

華碩發展出獨一

無二的企業文化基因架

構，協助全球員工在專

業領域與個人生活大放異采。此架構遍布華碩全球辦

公室，讓全體員工擁有共同文化語言，並能整合跨國

組織與人力，我們稱此架構為ASUS DNA。在ASUS 
DNA的架構下，個人與企業的成功奠基於四大核心

價值：崇本務實、精實思維、創新唯美，及華碩五

德—謙、誠、勤、 敏、勇。而4大核心價值又合而為

一：數位新世代備受推崇的科技創新領導企業。

ASUS is passionate about technology and 
driven by innovation. We dream, we dare and we 
strive to create an effortless and joyful digital life 
for everyone. We’re always in search of incredible 
ideas and experiences - and we aspire to deliver 
the incredible in everything we do. ASUS has 
developed a unique framework that unites our 
global workforce and helps all ASUS employees 
excel in both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ves. 
It establishes a common language for bringing 
together our international and diverse workforce all 
over the world. We call this framework ASUS DNA. 
In the ASUS DNA framework, there are 4 pillars that 
provide touchstones for success as individuals and 
as an organization. When combined, they help keep 
our global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its primary goal 
of becoming the world’s most admired innovative 
leading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 a new digital era.

施崇棠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asus.com/tw/
行 業 別：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員工人數：6,126人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5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9年
負 責 人：施崇棠 董事長

聯 絡 人：張峰銓

電　　話：02-28943447分機22061
傳　　真：02-28969874
環保信箱：aliff_chang@asus.com
產品或服務： 3C資訊產品（含電腦系統產

品、主機板及各類板卡、平板

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手持裝置

等）之設計、研發及銷售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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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謝明傑 營運長

團隊成員／

行政管理中心： 鄭君儀 處長、吳怡賢、 
蕭子川、黃素玉、黃琇琴、 
蔡妙慧、鄭佳偉

永續暨綠色品質管理處： 吳澤欣 永續長、 
吳冠儀 

企業發展辦公室-工務部：陳武忠、王宜皇

企業發展辦公室-人文關懷：林淑如

環保政策及理念

「成為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

會真正做出貢獻」是華碩的經營理念。故我們關注

全球環境議題及社會責任各面相的永續議題，結合

營運核心、產品創新與服務。在創新技術研發數位

新時代產品的同時，思考著除了致力於污染防治、

減少環境衝擊，以前瞻性的思維將永續理念融入營

運核心之中，真正對環境做出貢獻，創造華碩的永

續競爭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華碩身為消費型電子產品的領導企業，支

持SDGs 的發展方向，並將它視為企業永續轉型

的契機。我們參考企業報導整合SDGs 實務指南

(Integrating the SDGs into Corporate Reporting: A 
Practical Guide)，全面檢視華碩價值鏈與SDGs的相

互影響，以我們能扮演的角色。

正向影響： 產品、服務及投資能對SDG 及企業市場

帶來益處。

負向影響：對人或環境及企業營運帶來風險。

SDGs相關作為已整合至華碩的營運決策中，我

們將SDGs對企業潛在的影響列為重大性流程之中，

並優先在焦點議題上採取行動，這讓我們能將精力

和資源集中在能產生長期影響的領域。

「華碩2020年永續目標」是依據華碩可以發揮

貢獻或受到影響的主要SDGs而擬定的因應策略與行

動規劃，以實質的作為做出回應。永續2020中可以

讓企業內不同單位攜手合作朝同一個方向前進，藉此

進行永續經營轉型，創造企業競爭力，期許運用商業

的力量創造一個社會與環境皆能永續發展的世界。

永續2020目標

以生命週期出發，

建立我們在產品、

供應鏈、營運在永

續管理上的方向，

以及我們對社會人

群的承諾。這10個
目標不僅採取定性

的方法，描述了我

們即將展開的具體

行動，更以定量的

指標來追蹤我們每

年的實踐成果。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華碩109年啟用的總部大樓，在建築設計之初即

以「綠建築之最高標準為目標」，規劃智慧控制的

臺北市里長參觀ASUS綠屋頂

ASUS獲得全球首張ISO 20400
永續採購指南績效評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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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節水設施，包

含透過智慧控制系統

與感測器，讓空調系

統保持最佳運轉效

率；園區綠地透過滴

灌及雨水回收系統，

提升水資源利用效

率，可百分百無需耗

用自來水澆灌，室內

節水率亦比LEED基

準節省55％以上。

另外還有自然採光的

大廳天井、大量自然

植栽綠屋頂以及塗布

白色高反射漆之冷屋

頂，減少都市建築帶來的熱島效應，也因此立功大

樓獲得美國LEED v4 BD+C(新建築類別)綠建築最高

等級-白金級認證，美國綠建築協會(USGBC)特別由

資深副主席Mili Majumdar出席立功大樓啟用典禮並

頒發認證獎章。

對於各項設備用電進行嚴格監控並以創新技術

進行模擬計算，如：利用DIALUX模擬出符合辦公場

所照度之所需燈具量、與各大學校合作開發各項節

能技術，如：文化大學機械所-淺層溫能技術及北科

大能源所–冰水主機智慧選機系，用電度數從97年的

1,800萬度減少至108年的1,200萬度，年用電度數減

少34％。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聯合國估算在1年全球電子廢棄物約達5千萬

噸，相達於4,500座艾菲爾鐵塔；透過回收及資源循

環，賦予汰換後之電子產品新的價值與生命，進而

創造出下一波的經濟發展契機，已是達成循環經濟

的重要關鍵。

108年華碩全球回收服務覆蓋超過74％ 銷售市

場，回收超過12,000噸的電子廢棄物，回收量占全

球銷售量之比例為14.6％；除了提升資源的可回收

性設計之外，我們也逐漸在產品中使用永續材料。

華碩近3年透過產品設計，將原生塑膠料替換採用

回收塑膠料達669噸，累計減少約1200 ton CO2e碳
排放。

華碩進行廢棄電腦回收後進行維修翻新，捐贈

弱勢族群協助建立學習中心，至今已捐贈超過1萬5
千台再生電腦。

四、環境參與

我們在環境責任中提到了很多華碩在綠色製

造與綠色產品的理念與作為，也啟動「再生電腦」

「企業減塑」「淨灘保育」等活動，呼應我們綠色

轉型作為，也將影響力延伸至社會公益之中。

廢棄電腦回收再生並建立學習中心已超過500間電腦教室

美國綠建築協會(USGBC)資深
副主席Mili Majumdar出席啟用

典禮並頒發認證獎章

舉辦環保活動提升同仁環保意識游泳池溢流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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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電腦】華碩基於生產者延伸責任，在全

球推動廢電腦回收服務，減少電子產品對環境的影

響。自主性建立逆物流回收電腦計畫，回收不限品

牌的電腦，建立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循環型社會。108

年捐贈870台全新電腦設備及2,693台再生電腦至海

內外24國。

10年來協助38個國家建立數位機會中心，超過

500間電腦教室，受惠人次超過數55萬。

【淨灘保育】華碩響應環保署發起的「海岸淨

灘認養活動」，認養新北市「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海岸線，避開4月-7月候鳥復育期，不定期舉辦淨灘

服務；108年投入超過300人次的志工，清除約2.5噸
的海洋垃圾。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環境政策「減少環境衝擊、全員參與改善」；

塑膠充斥在日常生活，減塑不易。華碩展現落實環

境政策決心不遺餘力。規劃各項活動宣導、獎勵自

備容器、餐具租借、調整供餐方式、設置紙袋循環

再利用等配套措施，循序漸進導向「綠色餐廳」，

6,000餘位員工共同參與下，於108年7月22日起餐廳

不再提供一次性容器與塑膠袋，每年可減少使用一

次性的餐具達22.5噸。

全面使用內用杯並提供租售使用

淨灘大合照 ASUS同仁攜家帶眷一起參與淨灘活動

餐廳全面不提供一次性餐具

餐廳紙袋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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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品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日月潭分公司

企業簡介

雲品溫泉酒店日

月潭共211間客房，均

精心擘劃落地窗及觀景

陽台，設有獨立大理石

溫泉浴池。豐盛美味的

餐飲服務由六個餐廳提

供，包括KEN CAN by 
Ken Chan、彩雲軒鐵板

燒、雲月舫、丹彤自助

餐廳、大廳酒吧、雲水

坊，以及容納超過會議

500位、或設宴40桌的

國際宴會廳，典雅而高貴。休閒設施與活動有親水

主題館、煙嵐風呂、健身房、雲遊森林及戶外攀岩

場等。雲品曾獲得TripAdvisor「臺灣最佳服務飯店」

「最佳奢華飯店」、遠見雜誌「頂級休閒旅館類首

獎」、World Luxury Hotel Awards 「Luxury Rooftop 
View Hotel」等多項大獎，深獲旅客支持與肯定。

Fleur de Chine has 211 rooms in total, all with 
elaborately designed French windows, balconies 
and in-room hot spring marble bathtubs. There are 
six restaurants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cuisin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buffet (Crimson), Teppanyaki 
(Rainbow Cloud), Classic Chinese (KEN CAN 
by Ken Chan), afternoon tea and drinks at the 
grandiose Lobby Lounge and Eau Cloud, and our 
beautiful rooftop bar (Sky Lounge). Our ballrooms, 
Cosmos Cloud and Soaring Cloud, allow over 
500 guests or up to 40 round tables for banque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like water world, hot spring, 
indoor gym, cloud forest, outdoor climbing and 
etc are included. Tripadvisor’s Travellers' Choice 
selected Fleur de Chine as a Top Hotel in Taiwan. 
Fleur de Chine was selected by the Global Views 
magazine as Taiwan's Top Leisure Hotel and 
received a World Luxury Hotel Award as well as the 
award for Luxury Rooftop View Hotel.

張羽 總經理

網　　址： https://www.fleurdechinehotel.
com/tw/

行 業 別：國際觀光旅館

員工人數：297人
地　　址：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正路23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3年
負 責 人：張羽 總經理

聯 絡 人：楊加琪

電　　話：049-2856788分機3100
傳　　真：049-2856889
環保信箱：peggy.yang@ldc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 住宿、餐飲及會議、宴會及休

閒活動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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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總經理 張羽

團隊成員／

執行副總經理 嚴天立、副總經理 劉亨慶

管理部協理 楊加琪、市場行銷部副協理 汪珮姍

客務部副協理 黃東原、房務部副協理 蔡美娟

餐飲部經理 黃博雍、採購部資深經理 楊怡珊

工程部資深副理 曾建興、工程部副理 洪嘉建

人資部副理 林宜君、總經理秘書 黃楨閔

環保政策及理念

雲品為推動環境保謢工作，積極規劃各項環保

措施，秉持企業「永續旅遊 在地接軌」的信念，實

踐友善環境的作為（垃圾減量、重複使用、資源回

收）保護文化與自然遺產（修復具歷史意義的建築

及文化或拯救瀕危在地物種)，善盡企業公民責任，

帶領同仁及客人邁向一個目標 - 愛地球，在集團裡做

領導酒店，並且影響同業跟隨雲品的腳步一起來愛

地球。期盼同仁們一起努力，養成環保的好習慣。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雲品的環境政策與管理，主要著重有2目標，包

括進行人員的環境教育、回饋鄰近社區。

由飯店主動為員工規劃一系列的環保教育計

畫，定期舉辦相關訓練課程，增加員工新觀念與

引導主動參與的能力。同時，透過內部群組不定時

公布環境議題，由各部門輪流分享與討論，逐步建

立共同環保意識。並能進一步帶動自發參與，例如

每周淨潭活動，由不同部門召集，已經順著環潭路

線，抵達水社碼頭附近，目標為環潭一圈。

淨潭一里路

於此同時，也能積極參加鄰近社區的活動，例

如一起與魚池鄉共做便當，送給獨居或行動不便的

老人溫飽。對於潭邊的棄船，也能與漁民一起前往

打撈。潭邊國小的聯合運動會，更會由主廚製作點

心，分享惜食。這些過程，都能讓員工有更多的學

習與感受，將環境教育的教條，逐漸內化為生活的

一部分。

撈船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能資源需積極節約，同時也需減少浪費，2面向

同步進行，才能達到有效節用。雲品邀請住客一起節

約能源，離開房間將房卡抽離，所有電源便能同步關

閉。房間裡的節水設備都作有標示、入住前後的冷

氣會由房務同仁設定26度C、電梯在離峰時段無使用

超過10分鐘，便會自動關閉，都是節約能源的實際

做法。另外，雲品也鼓勵住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善用飯店的接駁服務，減少私用車的碳排氣量。

親水主題館的游泳池、戲水池，廢水會分流收

集處理，並經毛髮過濾設施、懸浮固體過濾設施等

處理後，循環再利用到原用水設備，以達到節約水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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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區燈具的開關也應謹慎管理，員工辦公室、

飯店大廳等區域無人時，應關閉不必要的燈具。戶

外區域可依光照時間，定時設定開關。

對於環保綠客房的推廣，不遺餘力。雲品鼓

勵旅客自行攜帶一次牙刷、牙膏、浴帽及刮鬍刀等

一次性備品。若住宿多天，也能選擇不天天更換毛

巾。除了住房之外，餐廳內用或外帶，也不提供保

麗龍杯、紙杯、免洗筷等一次性餐具、餐巾與桌巾

等用品。同時，能製作環保文宣品，避免房客主動

要求一次性物品，無形中也讓房客參與環境保護，

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環保文宣 隨手關燈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透過妥善的資源回收，能讓污染物得以妥善循

環再利用。員工區域推行回收、資源分類等環保措

施，鼓勵減少浪費，也執行資源回收的再利用，並

會不定期抽查檢視，以確保品質狀況。

對於電池、照明光源等物品的廢棄物，在妥當

收集後，放置專區回收，並交給清潔隊進行處理。

公共區域的回收物，也由員工再次妥善分類後才進

行處理。餐廳所收集的廚餘，也能先妥善放置於冷

凍庫，再由專屬業者回收與再利用。

資源回收區

四、環境參與

為了確保住宿品質，環境參與包括清潔打掃、

衛生維護、設備保養與調整、環境安全。對內由員

工維護周邊環境清潔，主動定期打掃，並與員工討

論，如何提升環境整潔，提供管理部門決策參考，

以便讓旅客能有舒適清潔的優質環境。

周邊環境的病媒防治與用藥程序等衛生維護，

每年持續委託專業廠商進行作業，以符合環保法規

規定。並且有員工偕同確保所委託廠商的用藥等防

治作業符合最新規定，確保環境衛生符合規範。

對於設備使用如用水、空氣調節、倉儲、廚房

等，要能定期保養與維護。用水設備的RO水塔保

養、自來水塔，持續每半年委託廠商進行清洗保養

工程；冷卻水塔則每月排程自行進行清洗保養。冷

暖氣空調、通風、排氣系統之保養與調整，持續每

年進行維護。餐廳的抽油煙機加裝油煙處理設備及

除臭設備，並定期檢查確保正常操作。廢水也需設

置油脂截留設施，並定期檢查並確保正常操作。設

備需定期檢查，並不定期匯報設備狀況，提出維修

檢討意見。

飯店的環境安全，尤其針對室內空氣品質、抽

風設備、退伍軍人菌檢測特別留意。地下停車場抽

風設備，是以定時裝置抽風，維護空氣品質。排氣

抽風時，由電腦系統設定，每日自動啟動。以及工

程人員每日巡檢抽風設備

運作情形，並定期由廠商

進行維護。室內空氣品質

也每年持續委託檢測單

位，至少包含二氧化碳及

真菌2個項目，要能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

標準值，以達到提供優質

室內空氣品質，避免中毒

事件。針對水冷式空調系 認養步道

進排風中央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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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也會進行冷卻水中的退伍軍人菌檢測，並由工程

部定期進行空調系統保養，回報維護狀況，以降低

退伍軍人菌生長的機率，提供安全的住宿環境。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雲品重視綠色採購，在餐廳飲食方面，多推動

與支持在地飲食，導入在地食材的重要性，進而建

立採購機制。並且對於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也全

面不使用相關食材。因此，餐廳會依照當季當令食

材，設計合適的菜色宴席，提供客人品嘗，猶如走

入當地農家般的體驗。

定期向員工宣導綠色採購的重要性與做法，鼓

勵員工在辦公用品、清潔劑、各類耗材與備品，優

先採購綠色產品。客人房間內的水龍頭、蓮蓬頭、

馬桶也採購符合省水設備規範的產品，或加裝省水

設備等，每年做到有5項採購綠色產品金額的比率達

50％以上，一起努力提高整體綠色採購比率，形成

綠色產品供應鏈。

因此，也鼓勵推廣綠色產品的銷售，以飯店

作為綠色平台，清楚說明綠色產品的重要性，以及

多展示銷售綠色標章的產品。同時，對於產品的包

裝，也須避免過度包裝，以減少不必要的包裝廢棄

物。讓客人在購物過程中，能一起學習綠色環保觀

念，也做好綠色環保。

萬人泳渡

綠色產品銷售 南投原味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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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企業簡介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為「財團

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證嚴法師所創

辦的教育志業。以教授

應用科學與技術，培養

具有關懷社會、尊重生

命、大愛精神及人文素

養之專業人才為宗旨。

學校辦學重視專

業與人文並重，專業教

育以教導務實致用為

目標，依各系培育重點，在課程中同步將人文精神

的教導融入其中，並規劃了多樣化的服務學習實作

課程。人文教育則著眼於涵養學生具有「感恩、尊

重、愛與關懷」的人文心靈，培養其正確、進取的

精神態度，教導學生尊重生命、關懷他人、服務利

他及感恩惜福，引導學生在「做中學，學中覺」，

從實踐中去深刻體認及感恩，進而涵養心靈，發展

健全的人格。

Under the guidance of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to be the 
leading school of Tzu Chi Education Mission by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professional program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in the disciplines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with a 
humanistic caring disposi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pecting different forms of life, and altruistic 
giving.

T z u  C h i  e d u c a t i o n  e m p h a s i z e s  b o t h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humanity values 
tha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erform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various specialti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ervice learning curricula to cultivate a humanitarian 
spirit. The humanities values highlight the spirituality 

羅文瑞 校長

網　　址： http://www.tcust.edu.tw/bin/
home.php

行 業 別：教育業

員工人數：329人
地　　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8年
負 責 人：羅文瑞 校長

聯 絡 人：賴蓎諼

電　　話：03-8572158機2392
傳　　真：03-8571820
環保信箱：gasa00@tcust.edu.tw
產品或服務：教育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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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eeling grateful, showing respect, and altruistic 
giving of love and care. Students learn to harbor a 
loving heart of appreciating others, serving others, 
and benefitting others. The approach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inspiring through education has been 
highly emphasized for a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nd spiri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羅文瑞 校長

團隊成員／

教務處：陳清漂教務長

學生事務處：牛江山學務長、李洛涵組長

總務處： 魏子昆總務長、賴蓎諼組長、潘玉瑄

小姐、彭進興組長、莊銘忠組長

研究發展處：林祝君研發長

全人教育中心：楊翼風主任

護理系：張紀萍主任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張國平主任

長期照護科：湯麗君主任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蔡宗宏主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游崑慈主任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藍毓莉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生深受創辦人證嚴上人

「疼惜地球」的慈悲精神感召，落實「知福、惜

福、再造福」，養成「惜福愛物」的習慣，積極推

動環保政策。學校秉持「慈」、「悲」、「喜」、

「捨」校訓之理念，以建構綠色與安全永續發展之

校園為目標，積極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學校全體人員承諾，善盡校園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管理，致力做到：

一、 恪遵法令規章，落實自主管理，提升環安衛管

理績效。

二、 推動環境教育，倡導節能、減廢、珍惜資源，

營造綠色校園。

三、 建構風險管理，危害預防與控制，持續改善與

對策，確保校園安全。

四、 強化教育訓練，建立安全觀念，推動校園零災

害。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慈濟科技大學對於校園環境保護積極推動之重

視與決心，校長於107年12月25日重新簽署「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政策」，全體師生同仁承諾營造節能

減碳、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友善校園，並定期檢討

適切性。學校致力投入環境保護，其範疇包括空、

水、廢、毒等污染防制工作，以及飲用水管理、環

保節能、資源回收及環境教育等環境能資源工作。

校園建築規畫以符合綠建築指標為首要，採用健

康建材與自然素材，改善耗能建築，進而使之成為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節能建築。

校園建築-圖書館 校園建築-智慧樓

自97年起響應政府推行企業及團體推動綠色採

購政策，宣導綠色採購項目－環保標章產品，提升

同仁對於綠色採購觀念，綠色採購比率100％。同

時，推動綠色生活教育，開設多元通識環境教育課

程，實施能資源教育扎根工作，落實環境保護人人

有責任之校園生活，建立師生能將綠色環保理念內

化為其信仰，並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習慣。亦加強學

生品格教育，教育學生「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

觀念，讓環保觀念落實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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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農情覓藝加值東臺灣：

學校USR團隊不僅推展花東農業精品，更結合

外部資源引領師生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近幾年主要

成果為：

1.  學校團隊於從葛鬱金殘渣萃取出調節免疫和改

善腸道功能的生醫成分，再結合原民傳統食

材，開發出保健飲品提升農產附加價值，再創

農業加值新商機。

2.  學校團隊與農改場、水保局等夥伴單位資源，

將產品引薦至其他銷售平台、帶動健康新概

念，提升產品知名度與銷售量，並透過部落社

區總體營造，帶動農業旅遊風潮。

3.  學校USR農業產業鏈團隊透過人才培訓方式，

協助學生創立「原生活」企業社及「希芮思」

企業社；協助部落農特產品展售以及利用在地

有機米培育黃金蟲草，發展生醫美妝產業，培

養互利互學的能力。

為響應新南向政策，學校結合水保局、農改

場、慈濟大學等單位合作開設「國際農民學苑」進

行東南亞農業生醫技術交流，提升東部農業相關產

業產值。108年印尼企業選送25名公費生至學校學

習農業技能及行銷相關課程，參與學習學校USR計

畫，將經驗帶回印尼協助偏鄉創生計畫。

學校團隊至部落推廣在地雨來菇的價值及應用

學校團隊至南投分享執行USR環境永續成果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學校創校以來便致力於環境教育，在建築中

更融入環保概念，重視自然採光與通風，採用節

能燈具減少耗能，讓人與大自然相處，也與地球同

生息。校園大量植栽草樹，鋪設透水連鎖磚，讓雨

水滲透入土，讓大地呼吸，同時水資源也能獲得循

環再利用；另外，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和各項節能設

施，裝置熱泵系統取代傳統鍋爐設備，使用太陽能

路燈等，以達到節約能源之效應。

學校辦公大樓、教學大樓、廁所、宿舍、餐

廳、圖書館等電力系統節約用電具體改善措施（包

括空調系統、電熱飲水、照明設備、抽排風扇、用

水設備、事務機器、電梯設備等，例如學生宿舍冷

氣費使用者付費制、全校性用電即時電力監控系

統、圖書館分類及感應用電管理等）。與太陽能光

電業者資源共享，校宿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設置容量為758.835kwp。

屋頂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透水連鎖磚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圖書館是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列管場

所，依法設置專責人員，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安裝空氣品質顯示器，隨時監測PM2.5、甲

醛、CO2等指數維持室內空氣品質並定期檢測。歷年

委託合格檢測廠商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檢測數

值均符合環保法規。

「污水處理場」，利用污水幹管，將教室、辦

公室、宿舍及餐廳所排放之生活廢水集中輸送至污

水處理場，再予處理，廢水設有60噸貯水槽提供植

栽澆灌、污泥再利用率達100％。每半年均委託合格

檢測廠商水質進行重金屬採樣檢測，檢測數值均合

於放流水標準。

學校108年一般廢棄物70,846公斤，換算為每

人每日垃圾量僅約54公克，校園資源回收率亦高達

50％，廢棄物減量成效優異。有害廢棄物量極低，並

依規定網路申報，且委託合格清理機構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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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合格標章 師生至環保站，身體力行資源回收

四、環境參與

學校以來致力於環境教育，珍惜資源，延續

物命，同時提倡「茹素減碳愛地球」。自創校以來

學校餐廳用餐師生自備環保餐具，會議場所備有瓷

杯，落實「清淨在源頭」的理念。108年度學生餐廳

師生用餐合計209,390人次，減少使用約21萬個紙餐

盒，堆疊高度約14.5座101大樓，減少10萬公斤CO2

排放量。

師生為店家設計蔬食菜單 學生餐廳師生取餐

學校地處東臺灣地區，從創校以來，對於原住

民文化保存及原住民醫護人才之培育不遺餘力，學

校更是教育部核定之大專院校原住民技職教育重點

學校。全臺灣原住民族共16族，花蓮縣的原住民族

約有6族，學校的原住民學生有13族，原住民學籍學

生約800人，約占全校學生總人數約25％。

五專部護理科設有原住民專班，在學校行政體

系中，特別設置「原住民族資源中心」，負責協助

辦理原住民學生學習、生活、社團、生涯規劃及多

元文化推廣等工作，學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整

合北、中、南、東14所夥伴學校資源提供：1.資源分

享平台 2.協助各校原資中心運作 3.成立工作小組，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工作。此外，學校圖書館以原住

民出版品為館藏特色，收藏原住民各類鄉土文化教

育典籍及其它影音、視聽出版品3,000餘件。另設有

原住民博物館，典藏創校以來所蒐集之原住民文物

資產600多件。是故，學校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

推廣已具一定的績效與成果。自102年度起持續辦理

「耆老文化諮詢暨影像紀錄」，將訪談過程做成影

音記錄，並同步更新原住民族資源學習網資料及資

訊。至今已走訪89個部落、完成96部影像紀錄、6組

教學光碟製作，並分送文化部、各縣市機關單位、

原民處及策略聯盟學校典藏。

族服日校園豐年祭 耆老講解蓋石板屋步驟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糞便變黃金作業系統

許多偏鄉地區或發展中國家都有糞便污染環境

的問題，學校團隊研發糞便變黃金作業系統，期望

改善偏鄉地區的自然環境，並用於農業減少化肥之

使用，減輕地球負擔。

糞便變黃金作業系統能有效將糞便減臭，利用

曝氣減少糞便中的硫化氫和阿摩尼亞，達到除臭的效

果，並以好氧菌將糞便分解轉換為營養液，適用於

農業澆灌，可作為優良基肥，供應植株生長所需養

分並增加植株抗病力，減少化肥之使用，避免破壞

生態環境。而營養液經厭氧曝曬還能活化光合菌、

產生沼氣，不僅能作農業有機肥還能產生能源。

資源回收再利用，提高經濟循環 透過教學讓國際學生
習得一技之長

106年學校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5屆國家環境教

育獎學校組「特優」獎。學校在國內外舉辦環保兒

童劇公演，透過戲劇編排與音樂、舞蹈串場以及有

趣的內容超越語言的隔閡，結合戲劇推廣，環教無

國界。藉由兒童劇傳遞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觀念，

讓小朋友清楚瞭解地球目前所受到的危機，並將環

保意識落實到日常生活中。102年至今演出7齣兒童

劇55場次吸引5萬3千多人次家長及小朋友觀賞。

舞台延伸到台下，和小朋友
的互動變多

色彩繽紛的孔雀演員及
舞蹈表演，非常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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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力行廠

企業簡介

中強光電於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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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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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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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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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信箱：Andrew.lin@coretronic.com
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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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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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斌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行政中心：劉仁禮 協理

庶務行政部： 萬保宏 經理、何佳穎、朱俊慶、

朱志鴻、王加茵、盧秀芳、 
李宥蓁

廠務及環安部： 鍾華煌、陳昱銓、曾梓嘉、 
楊雅淨、林哲民

環保政策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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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永續4G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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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第4季擬定下年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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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1.  實施節水宣導及回收冷凝水供冷卻水塔使用，

108年減碳量達1.15噸。

2.  實施雨水回收以用於廠周景觀植栽的澆灌，已

減少自來水使用量達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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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節能方案，減碳量達

68噸／年。

2.  空調冰水主機改善：共1項節能方案，減碳量達

1,092噸／年。

3.  其他節能措施：實施全廠區照明燈具更換LED
燈具。

(三) 推動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日常服務推動3項方案，作業活動推動2項方

案，減碳量共達241.2噸／年。

(四) 碳管理

每 年 取 得 第 三 方 獨 立 機 構 S G S 頒 發

「ISO14064-1溫室氣體」查證聲明書。

(五)  綠色費用統計：

106年-108年綠色會計成果年績效如下表1，
108年綠色會計成果共72.5億。

表1 歷年綠色會計成果

分類 106年 107年 108年
綠色產品投入 7,149,498 7,217,178 4,827,408
綠色產品開發 0 527 118
綠色消費與 
綠色採購

0 6,164 13,261

企業營運活動 6,366 1,280 2,150
社會公益參與 687 1,735 3,753

總計 7,157,971 7,228,036 4,849,173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六) 綠色產品

1.  自主開發內建視訊處理器的「All-in-One LED超

薄顯示屏」，具備易安裝易運送特色，為全球

首款整屏取得多項國際安規認證。

All-in-One LED超薄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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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嘉義縣民雄鄉秀林國小棒球隊體驗創新科技

及「全球獨創沉浸式觸控顯示系統」的產品。

3. 辦理3場次光電小尖兵活動。

秀林棒球隊

光電小尖兵

(七)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  投影機暨影像解決方案之產品設計及節能績效：

  共127款投影機出貨機種之待機能耗符合歐盟

節能管理法規（<0.5W）。

 在相同亮度下，最高可降低29％能耗。

  採用LED、雷射環保的固態光源（SSI）及其

他無汞材料。

  LED及雷射投影機之光源使用壽命最高可增

加5倍，不需更換燈泡，降低對環境的污染。

2. 服務過程節能績效如下表2。
表2 服務過程節能績效

專案 專案名稱 效益統計

1 無肉健康餐

  108年度總用餐份數共12,653
份。

  總計減碳量為3,250.6 kgCO2e
／年。

2 飲水機節電

  各樓層各安排1台飲水機（共

14台）參與節電計畫，每台

可減省0.74度／天。

  108年度飲水機節電總結減碳

量為2,045.2 kgCO2e／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108年總廢棄物人均量較104年基準年減量

33％，較107年減量17％，並達成累積減廢5％
之短期目標。

2.  108年生活垃圾人均量較104年基準年減量

50％，較107年減量25％。

3. 108年木棧板回收較107年回收比例成長28％。

四、環境參與與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力行廠推動以下措施：

1.  環保志工組織與運作：108年啟動志工日，將

1,530顆水餃及250支長柄傘親送至新竹人安基

金會。

2.  「綠色家庭日」以綠化廠區周邊環境為主軸，

將綠屋頂植栽延伸至廠周，此次活動亦募集到

50本舊書、8.7公斤廢電池及200張發票。

3. 衛生紙丟馬桶

4.  辦理環保集點推廣活動：目前已有251人加入環

保集點會員行列。

5.  淨灘任務活動：配合422世界地球日舉辦龍鳳漁

港淨灘活動，共撿拾158公斤海洋廢棄物，減碳

量約0.33噸。

6.  限塑：鼓勵員工用餐自備環保餐具，與咖啡吧

廠商共同推動自備環保杯給予折扣3元之優惠。

志工活動

綠色家庭日

龍鳳漁港淨灘活動

(二)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與環境教育8大領域結合，不設限且多元化方式

發展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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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保新知宣導：發布12次海報。

2.  綠色辦公室：舉辦步步高升爬樓梯活動總減碳

量0.17噸CO2e／年，總計節電約2,700度，節省

電費約7,000元。

3.  綠色交通運輸：每天提供2趟次的大眾運輸工具

（接駁巴士）廠區間巡迴。

4.  108年辦理環境教育講座，結合廠內汞燈廢棄流

向、廢燈管與廢玻璃資源再生等循環經濟，環

境教育時數共計57小時／人次。

5.  友善環境綠集點活動：目前共251位同仁參與，

累積2,033點綠點。

6.  環境教育影片賞析：完成訓練人次為687人，完

成率達74％。

7.  災害防救訓練：辦理緊急應變暨疏散演練，強

化緊急應變能力，總受訓人次為1,064人次。

8.  文化與藝術感知：辦理光偵探-淡水光軌跡之

旅，帶領同仁感知在地文化地景，關心生活環

境與美學，創造光環境與生活文化的連結。

108年環境教育講座

108年4部環境教育影片

文化與藝術感知

(三)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1. 希望農場計畫：

(1)  力行廠向社會企業－鄰鄉良食採買近12噸有

機蔬菜，採購總金額近新臺幣90萬元。

(2)  集團向社會企業－鄰鄉良食採購1.9萬公斤

苗栗苑裡米做為股東會贈品，並聘請新北市

集賢及慈育庇護工場共20位憨兒進行包裝。

108年榮獲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貳獎

2. 消弭數位落差－光之夢行者：

於偏鄉學校依序執行「光電小尖兵」「多功

能數位教室」「光耀科技營」等3部曲。

3. 追求未來平等－箇中好手

(1) 箇中好手 • 強棒出擊： 
A. 108年贊助新臺幣27.5萬元。

B.  贊助6台雷射超短焦投影機供虛擬棒球互

動訓練遊戲使用外，更將與供應商－寶悍

運動平台共同舉辦4場MINI Baseball一日

棒球營。

箇中好手 • 強棒出擊

(2) 箇中好手 • 育才圓夢：

提供獲選的3位正修科技大學優秀弱勢大三

學生獎學金暨生活費共新臺幣25萬元，保障優

秀與弱勢同學平等學習機會。

箇中好手 • 育才圓夢

(四) 力行廠-永續環境榮耀紀事

1. 108年榮獲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獎。

2.  108年榮獲SGS「CSR 2019年度永續菁英獎」。

3.  108年榮

獲TCSA
台灣企業

永續獎－

「台灣永

續企業績

優獎」。 108年第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中強光電三
廠區授獎代表及團隊與環保署長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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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企業簡介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創立於75年元旦，目前

開放病床2,715床，員工

6,200餘人，每日平均門

診服務量6,900餘人次，

急診370餘人次，為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醫療機

構之一，也是衛生署評

定之特優醫學中心，有

73專科及次專科，肩負

服務、教學與研究的任

務。醫院落實以病人為

中心之醫療，強調科際整合，並建構人性化而安全

之環境，維護病人權益，透過共識及管理，創新醫

療技術，提升優質照護服務品質。

Established in January 1986, Kaohsiung 
Chang GungMemorial Hospital is one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Chang Gung Medical Foundation. 
It is a medical center with 73 clinical departments 
and divisions,2,715 beds and over 6,200 staff, with 
daily services to over 6,900 outpatients and 370 
emergency patients.To deliver high 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the Hospital adopts a patient-centered 
approach, implement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safety practices, and encourages 
innovations in teaching,research and medical 
services.

追求最優化、精緻化、人文化的醫療；

從專業服務邁向以病患為中心的團隊醫療；

創造不可替代的醫療優勢。

Through dedicated, sophisticated,humanistic, 
and integrated patientcentered services that 
transcend specialist-oriented medicine to achieve 
unsurpassed excellence in health care.

王植熙 院長

網　　址： https://www.cgmh.org.tw
行 業 別：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6,200人
地　　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75年
負 責 人：王植熙 院長

聯 絡 人：陳坤志

電　　話：07-7317123分機3423
傳　　真：07-7327115
環保信箱：kunzn@cgmh.org.tw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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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林偕益 主任

團隊成員／

工務處處長歐國松、安衛組專員陳芸雯、醫政

組組長黃珊、經管組組長黃秋慧、管理處處長

游玉良、護理部主任江明珠、醫事處處長陳怡

靜、儀器處處長邱冠禎、醫研部課長楊熙姝、

藥劑部主任王郁青、洗縫課處長羅慧霙、教學

部高專蘇純玉、環管課課長周友明、福利課課

長李明芬、社服課課長葉雅慧、電腦課課長鄭

英偉、麻醉科組長祝國馨、血液透析主任郭麗

雀、放射診斷科主任阮國榮、核子醫學科主任

陳瑞仁主任、檢驗醫學科主任尤慧玲、解剖並

李科組長王瑞祝、呼吸治療科主任蔡玉琴、感

染管制組課長蘇麗香、工務課課長沈亭忠

環保政策及理念

1. 遵循法規：

符合國內環保署公告的各項環保法規、國際環

保公約及以醫療需求的綠色產品規定與其他適用的

環保相關法令規章。

2. 持續改善：

提高環保意識，致力污染預防工作，減少對環

境的衝擊，實現醫院、顧客、環境的和諧共存，並

持續發展及依環境管理系統持續改善。

3. 全員參與：

建立及宣導員工節約觀念，對於能源、資源或

物料，避免不必要的浪費，盡可能減少廢棄物對環

境的影響，推行參與並全面執行。

4. 永續經營：

積極更換高效能、低耗能設備，落實綠色醫院

理念，將節能環保、減廢、減碳的觀念逐漸深植於

全員，提供更優質的醫療環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

從事醫療事業，促進社會公益福利【願景】成為最

優化、精緻化、人文化的醫療重鎮【使命】維護全

民健康，促進醫學進步。醫院肩負醫療服務重責，

對於周遭環境維護推動也不遺餘力，透過公益基金

補助相關活動，認養荒廢土地，活化生態，也致力

推行醫院公園化，節能減廢數據化，全員參與。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長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擔任起重責

大任，在政府領導指揮下，迅速啟動防疫措施，進

行分流管制、體溫量測、醫療診斷與救護，我們盡

全力做好企業應盡責任。

新冠疫情防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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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醫院竭力進行節能改善，近期配合節能政策進

行管線地下化、儀表數據化、整合資訊化等目標，

於108啟用之能源動力中心，更整合全院能源資訊 。
而能源節約管控成效經過SGS驗證取得ISO 50001能
源管理系統驗證。

能源動力中心 ISO 50001認證

設備名稱 年度
汰換

費用
節省用電
（kwh／年）

減碳
（Ton-CO2／年）

電梯汰換
106-
108 3,200萬 1,176,468 578

T8燈具汰換改

善電氣工程
108 87萬 172,645 84

空調主機汰換 108 1,138萬 1,542,240 758
冷卻水塔 108 1,623萬 215,914 107

鍋爐蒸氣系統

燃燒機更換
108 743萬 1,224 

每年進行類病歷清除專案，採用回收再利用方

式，近3年減碳成效斐然。

年別 106 107 109
清運量kg 103,580 80,400 103,880

節碳
（Ton-CO2／年）

547,938 425,316 549,525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為提供優質醫療環境，我

們維護環境空氣品質也是不餘遺

力，醫院訂有室內空品管理作業

準則，每年委託合法機構進行檢

測，檢驗結果全部公開化，在108
年也獲得高雄市優良場所殊榮。

醫院設有節能暨5S減廢推動

小組，每月進行5S檢查，每季例

行性檢討改善。同時也成立食、住、行、減廢等小

組進行專案改善，並將成果投稿參加國際研討會，

期以多元化觀摩學習。

年度 地點 發表方式 發表主題 

100 長春吉林 口報 醫院病媒防治作業改善

之研究 

101 大陸廈門 海報 提升安寧住院環境減少

噪音之改善 

101 瑞士 
日內瓦 海報 綠化節能減碳成效 

105 日本東京 海報 整體衛浴設備改善探討 
106 英國倫敦 口報 登革熱防治成效 

107 馬來西亞

吉隆坡 海報 廢棄物減量成效 

108 南非 
開普敦 海報 醫療清潔外包管理機制

改善成效 

109 日本 
北海道 口報 

運用HFMEA手法改善~
醫學大樓門診病人跌倒

事件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特優場所

馬來西亞發表

東京發表

英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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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107年起與屏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攜手合作照

顧在地食農，推廣有機食物、蔬果。每週一、週四

共2天由醫院無償提供湖畔星光場域辦理穠鮮市集。

商店街餐廳區推行餐食外帶自攜餐盒、飲料罐

等購買均有折扣優惠。配合政府政策，全面推行衛

生紙丟馬桶行動，而每年普渡拜拜已取消燒金紙，

減少空污。更為促進員工健康與推廣維護環境，年

年舉辦的員工環保健走，每年約有1,800位參與員工

及眷屬參加。

而由醫師、護理師、藥師等團隊，提供高雄市

甲仙區及杉林區等8個無醫村醫療服務。服務內容含

每週1診次巡迴醫療、廢棄藥品回收、到宅服務、抽

血檢驗、家庭訪視、電話關懷、轉診服務及辦理健

康教育講座等，以及慢性疾病開立1個月長期處方並

免掛號費。

人數 納瑪夏 茂林 甲仙 六龜 內門 桃源 大寮 杉林

2018 142 134 210 91 131 165 245 78

2019 156 112 189 103 145 143 268 92

多年來擔任偏鄉醫療、造福社會，善盡社會責

任，於獲取2019台灣企業永續獎 醫院組 白金獎最高

殊榮。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醫院自96年向園藝試驗所無償認養20年，進行

公有地綠化植披，減少城市熱島效應，接近3,000坪
荒廢土地改造成永慶紀念公園。種植約3,000株喬

木，預計每年可減碳達3.6萬成果。更呼應政府海綿

城市政策，改建滯洪池生態公園，維護生態保育與

防災淹水，喬木種植達450株，預計每年可減碳達

0.54萬效果。而位在復健大樓頂樓，成立「農產達

人」工作隊，帶領精障病友在種植蔬果過程培養工

作技能，也藉由園藝陶冶，療癒身心。高雄長庚為

108年高雄市綠屋頂建築優良場域，由 李副市長主持

開幕典禮。

穠鮮市集 員工環保健走 偏鄉醫療

永續發展報告書

永慶紀念公園 滯洪生態池 綠屋頂耕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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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國泰世華銀行於64
年5月20日創立，開業

迄今已40年餘；憑藉著

多年累積的經驗及優異

的經營團隊，持續保持

高度的盈餘成長表現。

秉持著在地深耕，目前

臺灣共有165家分行，

以綿密據點提供客戶全

面且多元化的服務，

是國內分行家數最多的

民營銀行；另外也持續

進行海外布局，除拓展大陸市場之外，也在東協10
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越

南、寮國、緬甸、柬埔寨共9國建立據點，為東南亞

區域最廣的臺資銀行，目前已有2家全資子行、1家
合資銀行、6家分行及5家代表人辦事處。透過建構

臺灣、大中華及東協的跨國金融平台，提供財富管

理、消費金融、數位金融、企業金融、國際金融、

私人銀行、信託投資等優質的金融服務。

Since Cathay United Bank was established 
on May 20, 1975, with over 4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distinguished management team, we maintain 
a level of high growth in our profit performance. 
As the private bank with the most number of 
branches domestically, we provide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through 
165 branches with the mindset of securing a local 
foothold; Meanwhile, as the Taiwanese-funded 
Bank with the highest penetration in ASEAN, we 
continue to strategically expand our overseas 
market, besides the Greater China Market,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offices in 9 out of the 10 ASEAN 
countries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Vietnam, Laos, Myanmar, 
and Cambodia). Currently CUB has two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banks, one jointly-owned bank, 

郭明鑑 董事長

網　　址：https://www.cathaybk.com.tw/
行 業 別： 金融業

員工人數：約9,000人
地　　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64年
負 責 人：郭明鑑 董事長

聯 絡 人：詹淑雅

電　　話：02-87226666 分機1568
傳　　真：02-27238511
環安信箱：nt4923@cathaybk.com.tw
產品或服務： 辦理依法核定商業銀行得辦理

之業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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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overseas branches, and fiv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Through building a transnational financial 
platform across Taiwan, the Greater China, and 
the ASEAN markets, we provide excep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wealth management, 
consumer finance, digital finance, corporate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vate banking, and 
investment trust.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偉正 總經理

團隊成員／

執行幹事：蔡翔馨資深副總經理

秘書單位：國際審查部

責任投資組：詹景翔副總經理

永續治理組：張發祥副總經理

員工幸福組：蔡翔馨資深副總經理

綠色營運組： 王志峰副總經理、吳佩紋協理、

李坤益經理、黃俊程、詹淑雅

社會共榮組：蔡翔馨副總經理

責任商品組：李素珠副總經理

環保政策及理念

國泰世華銀行秉持「誠信、當責、創新」的企

業核心價值，除提供客戶多元的金融商品與服務，

成為客戶心目中最值得信賴與託付的銀行外，並遵

循永續經營的理念，承接金控所訂定之「國泰金控

集團環境及能源政策」，以善用地球資源、關注氣

候變遷及控管營運、投資風險，達到企業與環境的

永續發展。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為落實企業永續推動，於106年底成立企業永續

推動小組，以「綠色金融引領，共創永續未來」為

國泰世華銀行企業永續目標，每季定期召開會議，

並訂定低碳經濟及環境永續之環境政策永續發展面

向，以對應聯合國永續指標項目。

對應聯合國永續指標項目

1. 環境管理推動成效

國泰世華銀行將環境責任視為企業重要任務，

導入各項ISO管理系統，包含：ISO14064-1溫室氣

體盤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50001能源

管理系統、ISO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等。從核心

職能出發思考如何從現行的營運作為中，訂定環境

政策、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進而達到減碳目標。

2. 建立綠色供應鏈及推動綠色採購

為深植永續觀念於採購實務，影響上游供應商

之作為，導入ISO20400:2017永續採購指南，成為

全球金融業首家查核通過之企業。透過線上採購平

綠色採購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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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系統性地攜手供應商夥伴，建置完善的「永

續採購流程」，並已連續10年獲得臺北市政府「綠

色採購績優企業」，綠色採購金額逐年增加，108年
達1.65億元，以優先採購具備環保標章的產品為目

標，以實際行動落實環境友善理念。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再生能源建置

秉持金融服務專業持續推動多項綠色金融業

務，於102年創銀行業之先，打造全臺第一家太陽能

分行－高雄明誠分行，107年建置瑞湖分行成為大臺

北地區最大太陽能分行，108年進一步推動屏東分行

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採自發自用，累計至108年總

發電量已達37.5萬度，同時也響應政府綠能政策，總

計購買了50張再生能源憑證。

再生能源建置 

分行 啟用時間 設置規模
設置

容量

減碳

貢獻

明誠

分行
102年1月

占地62坪，屋

頂建置80片太

陽能面板。

20.4KW

減少碳排

量64噸／

年

臺南

分行
103年1月

占地59坪，屋

頂建置80片太

陽能面板。

19.2KW

瑞湖

分行
107年1月

占地106坪，屋

頂建置120片太

陽能面板。

34.8KW

屏東

分行
108年10月

占地77坪，屋

頂建置85片太

陽能面板。

26.7KW

2. 辦理節電競賽暨減碳延伸計畫

為鼓勵從日常作息中隨手養成節電減碳愛地球

觀念，從106年起每年舉辦節電競賽，透過EDM宣

導及汰換老舊設備等，節電競賽成果豐碩，累計至

今共節電了逾140
萬度，減少了774
噸碳排放量，108
年更進一步將節約

電費之15％捐出，

為專門服務心智障

礙者的第一社會福

利基金會安裝全新

LED燈具，使節能

的效益延伸至社福

團體，促動社會友

善循環。

年度
節電度數

（度）

省電金額

（元）

減碳效益

(t-CO2e)
106年 445,000 約133萬 246
107年 405,000 約121萬 224
108年 550,000 約165萬 304

3. 建置分行能源管理系統

為有效掌握分行用電情形暨溫室氣體盤查減碳

推動，建置「分行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智慧電表和

可視化大數據分析，制定EUI（建築耗能）或EPUI
（人均用電）改善目標，促進用電效能最佳化。

建置分行能源管理系統

4. 推動綠色行銷

伴隨行動支付發展趨勢，銀行為推動綠色金融

及數位化服務，結合核心職能積極推廣數位線上信

用卡及電子帳單服務，108年信用卡電子帳單占比數

將近40％；線上信用卡節省了90多萬張紙張。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推動廢棄物減量

為落實資源回收分類，108年於總行大樓及165
家分行建置資源回收箱，計區分有：回收廢紙類、

回收紙容器類、回收廢容器類及回收電子3C類等，

節電競賽暨減碳延伸計畫



績優企業優良環保事蹟彙編

- 183 -

期許從源頭減量讓綠色生活融入職場日常中，並委

由合格廢棄物回收業者處理。

2. 減少一次用產品使用

鼓勵同仁減廢從生活中做起，訂購員工餐廳

便當之同仁，請同仁統一訂購鐵便當盒，並自備餐

具（不提供免洗筷湯匙），並每日便當盒由自己清

洗，至今已節省了36,725個紙容器便當盒。

四、環境參與

國泰世華銀行積極響應民間及政府舉辦之環

保、節能活動及員工環境教育，增進員工、客戶及

社會大眾對環境永續的支持及認知。

1.  與蘭陽博物館共同舉辦「行動吧！一起清淨宜

蘭海」淨灘活動，由同仁、眷屬及供應商夥伴

共200人參加，清出海廢524公斤。除環境教育

觀念宣導外，更透過無塑市集提倡源頭減量，

讓綠色生活落實到日常生活中。

世界地球日路跑

2.  響應國家地理頻道世界地球日系統活動，除了連

續2年贊助「世界地球日路跑活動」外，更獨家

贊助國家地理頻道播出之「世界地球日系列活

動」「危險星球」系列紀錄片共6集。期望藉由

節目的深度探索，喚起大眾對環境的重視。

3.  主動參與「綠色生活21天 氣候緊急狀態宣告」

活動成為響應夥伴，以FB社群平台進行宣告，

並以內部郵件邀請全體員工一起用行動，帶來

正向、永續的改變。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國泰世華銀行107年12月率先宣布自願遵循國

際倡議，承諾遵循聯合國「責任銀行原則(PRB: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持續深

化企業永續工程，以實際行動落實金融業的企

業社會責任。

2.  秉持赤道原則和ESG責任授信精神，多年來持

續深耕綠能專案融資業務，截至108年包含太

陽能電場及離岸風電融資，核貸總裝置容量近

1,300MW，每年可減碳超過160萬噸，相當於

4,280座大安森林公園吸碳量。

推動廢棄物減量 蘭陽博物館淨灘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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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企業簡介

雲朗觀光集團旗

下飯店翰品酒店桃園於

89年創立，座落於桃園

火車站旁、百貨金融商

圈為桃園商業文化彙集

地。

近幾年積極實踐

環保行動，推動「節能

減碳」「綠色餐廳與環

保集點」「落實綠色採

購」「不主動提供房客

一次性用品與瓶裝水」

等多項措施；翰品酒店桃園不僅取得環保標章及環

保旅館。

並在109年度獲內政部綠建築鑽石級標章，成為

全國首間得到此殊榮的商務型飯店。

雲朗邀請所有旅人，一起從食衣住行育樂中實

現Go Green的永續理想，為地球盡一分心力。

As a member of LDC Hotels Group, Chateau 
de Chine Hotel Taoyuan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area of Taoyuan City. 

Founded in 2000, the newly upgraded hotel 
has a grand 7-meter high lobby decorated with 
a dazzling chandelier. Our design is elegant and 
comfortable just like our services. 

Over the years, the hotel continuously improves 
and implement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ervices 
and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longer single use amenities and plastic bottled 
water in the guest rooms. The hotel offers instead 
many reusable solutions such as refillable body 
wash and water fountains. The hotel also improves 
its purchasing and food offering to create a greener 
restaurant and guests experiences. 

In 2020, Chateau de Chine Taoyuan received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ertificate. It also 
becomes the only Diamond graded Green Building 
hotel in Taoyuan. 

李甫彥 總經理

網　　址： https://taoyuan.chateaudechine. 
com/tw/index

行 業 別： 旅館業

員工人數：83人
地　　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07號地下

3樓至地上19樓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89年4月25日
負 責 人：李甫彥 總經理

聯 絡 人：余文傑 經理

電　　話：03-377123分機3140
傳　　真：03-3377303
環安信箱：ty.en@ldc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 觀光旅遊、住宿、餐飲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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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with a simple love and care, Chateau 
de Chine Taoyuan and LDC Hotels Groups, 
invite everyone to join hands and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Because every action matters 
and we believe, small effort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李甫彥 總經理

團隊成員／

管理部：卞以安協理

工務部：余文傑經理、林忠男組長

業務部：黃瑜甄資深經理

客務部：鄭杰明資深經理、鄭宥岑副理

房務部： 潘盈芳經理、鄭巧翊主任、 
簡君芮主任

服務中心：胡宸愷副理、王柏洲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為響應環保署愛護地球及資源永續發展等行動

方針，積極投入與推動「節能減碳」「綠色餐廳&
環保集點」「廢棄物資源回收」及「全面配合政府

政策」等措施，持續不斷檢討各項耗能設備之效率

提升，導入能源監控系統、高效節能空調系統、熱

泵系統、電梯電力回生裝置、館內老舊燈具全面汰

換為節能高效燈源等項目，以實際行動力行節能減

碳，以打造綠色永續環保飯店為己任，並鼓勵來自

世界各地的賓客一同響應「做環保，愛地球」，共

同為環境保護盡心力。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公司因應愛護地球及資源永續發展，特對注重

環境保護工作，尤其在全球綠色環保意識潮流

下，對於周遭生態的維護與環境保護亦相當重

視，也促使公司更積極投入推動廢棄物資源回

收，減少提供一次性過度包裝日常用品，及廢

污水之設備定期巡檢與維護，期達逐年減少排

放總量之目標。

2.  依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規劃短中長程目標，現階

段取得節水績優及環保標章之認證及綠建築標章

（鑽石級），持續為節能目標逐步汰換老舊設

備，保持全臺最優質且低能耗之國際商務旅館。

3.  配合綠色採購，108年度總採購共計金額50.41萬
元，綠色採購39.62萬元占總採購金額78.6％，

並將成果報桃園綠色採購網。

4.  建立綠色供應鏈，公司為維護環境保護引導供

應商兼顧產品環保規定，在食材及消耗品上不

採購過度包裝產品，減少包裝廢棄物，餐廳不

使用保育類食材，食材主要以在地食材為主。

綠建築標章鑽石級 環保標章銅級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桃園翰品酒店以永續資源為目標，設置雨水及

空調冷凝水回收，客房運用水資源措施，以減少用

水量。用電方面以汰換老舊設備、導入能源監控系

統、回收電力設備及多項節能措施，除了電力外針

對天然氣熱水鍋爐改用熱泵系統，除節省天然氣燃

料並善用排出冷氣於機房及冷卻水塔內，以達到最

佳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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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梯電力回生裝置

系統導入，電梯使

用頻繁其能耗亦占

整體用電之約5％-
10％，故思考若

能把這些耗能回收

起來，1整年可節

省之用電應相當可

觀，經瞭解電梯的

上下運行中總是處

於一趟耗電一趟發電之循環，後經為追求守護

地球永續環保之使命，因此編列經費安裝電力

回生裝置，經實測可節省約25％的電梯用電，

平均年約可節省近4萬度電。

2.  空調系統效

能 全 面 提

升，原使用

至今已運轉

約20餘年之

定頻空調主

機，其水泵

等相關附屬

系統亦年限已高，導致能源耗損相當嚴重，經

導入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後更新空調主機為變頻

機種，再加上空調系統相關之泵浦均汰舊換新

導入變頻控制，提升整體空調系統之能效，且

年約可節省近百萬度之整體用電量。

3.  運用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

新購熱泵系

統做為天然

氣鍋爐之源

水前端，減

少鍋爐作功

之加熱時間

與能耗，並利用熱泵所產生之額外冷能供應機

房及冷卻水塔散熱，平均每月天然氣瓦斯及用

電可各減少近10萬元之能源費用支出。

4.  智慧能源監控系統建置，智慧建築是近年來相

當熱門的議題，因為優質建築物的趨勢是省能

源、省資源、低污染、人性化且訴求健康；要

達到前述目的，必須要採用內建整合中央能源

監控系統，進而達到節能的目的，為實踐智慧

建築的目標，桃園翰品酒店依照現場實際需求

與導入智慧能源監控系統控制管理後，館內總

體節能量較往年平均約可達25％。

智慧能源監控系統建置

5.  108年度節電措施除了上述計外還有另減開其5
樓氣冷式主機及冰水泵，停用電梯機房直立式

冷氣，空調泵浦定頻換裝變頻功能、1-5樓空調

箱加裝變頻、汰換傳統燈具為LED平板燈具等

措施。

6.  108年主要透過3項減碳手法，改善空調系統、

照明系統及熱水系統，有效減少建築物總碳排

放量60.34％，於109年榮獲「綠建築鑽石級標

章認證」。

7.  設置雨水及空調冷凝水回收提供廣場清洗、植

物澆灌及館內公共地板清洗。

8.  客房浴缸及館內所有洗手台龍頭均安裝節水出

水裝置，客房大小便器大部分採用具省水標

章，小便斗裝置自動化感應器。

9.  燈具節能措施無人區域採定時2班巡查，巡檢後

紀錄並提報，所有電燈開關均貼上請隨手關燈貼

紙，戶外停車場採光學偵測器感應方式啟動，地

底燈、花圃燈及招牌燈以定時器方式啟動。

10.  每年持續響應國際活動-世界地球日關燈一小

時，邀請住客一同參與活動。

世界地球日

電梯電力回生裝置

高效率冰水主機

裝置熱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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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為維護空氣品質於各樓層分別裝設空調箱、排

風、新鮮風機，並設定排程以減少電力浪費，其

中空調箱加裝紫外線消毒燈提升更好空氣品質，

另於停車場安裝CO2偵測器及排風機設定排程，

並將訊號連線至中央監控系統，以讓管理員知悉

CO2數值，若數值太高以手動方式開排風機。

監控系統停車場偵測

2.  排放之廢污水依水污染

防治法之規定，已設置

污水處理系統，並設置

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

員，廢水交由合格之廠

商負責處理，定期每月

實施保養及每半年定期

檢驗水質，均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

3.  為避免廚房油質直接流入污水池，有設置截油

槽設備，投入生菌分解油質，並請簽約廠商定

保養及處理過的油質抽取。

4.  推動廢棄物清除及貯存方式購置廚餘冰箱，及

廢棄物減量將重新規畫設置資源回收室，並要

求同仁確實做好垃圾分類，減少廢棄物數量並

增加資源回收量，亦維持環境整潔。

資源回收處理

5.  與政府合格回收廠商簽約，進行一般廢棄物、

廚餘及食用廢油等廢棄物清理。

6.  公司設有餐廳為避免油煙瀰漫，影響廚房人員

及用餐環境舒適，廚房設有排煙系統等污染防

制措施，並定期委商維護。

四、環境參與

1.  公司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鼓勵員工參加環保

集點活動，委請環保局協助辦理宣導及加入集

點活動。

2.  109年1月起客房不再提一次性備品，客房不再提

供瓶裝水，各樓均有飲水機或氣泡機可供使用。

客房瓶裝水 樓層裝置飲水機

3. 定期進行公司內部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為持續推動節約用水與加強飯店用水管理，107
年參與水利署節水輔導，參酌專家學者提供建議方

案投入節水改善，於108年獲得經濟部水利署舉辦之

節水非工業組特優獎。

節水非工業組特優獎 節水非工業組特優獎

空氣品質證照 空氣品質證照

廢污水處理專責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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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簡介

遠東百貨創立於

56年，是臺灣連鎖百貨

中經營時間最久且穩定

成長的百貨公司。53年
來，遠東百貨不斷創新

求變，最新開幕的第五

代店 -遠百信義A13，
更運用數位科技，打造

全臺唯一全客層智能商

場，成為數位零售百貨

的領先者。

隨著環保議題日

漸受到重視，遠東百貨也發揮「Retail is detail」精

神，從營運流程與細節做起，執行節約能源、降低

廢棄、綠色消費等環保行動，積極打造綠色營運文

化，落實低碳營運精神，為消費者構築永續與時尚

的綠色百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Founded in 1967, Far Eastern Department 
Stores is the department store with the longest 
operating perio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mong all 
department stores in Taiwan. In the past 53 years, 
FEDS has continued innov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brand new fifth-generation store, FEDS Xinyi 
A13, has also leveraged digital technology to be 
the only intelligent shopping mall for all customer 
segments in Taiwan, and become the leader in 
digital retail department stores.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FEDS started from the most minute details 
in operations with the spirit of "Retail is detail",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s 
such as energy-saving, waste-reducing, and 
green consumption to enhance the green value, 
and create the green operating culture. FEDS 
implemented the spirit of low-carbon operations 
to constitute a sustainable and chic eco-friendly 
department store for consumers, and fulf i l 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董事長 徐旭東

網　　址：https://www.feds.com.tw/csr/
行 業 別： 百貨零售業

員工人數：1,439人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16號18樓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6年
負 責 人：董事長 徐旭東

聯 絡 人：王明倫

電　　話：02-77278168 分機8532
傳　　真：02-77380752
環安信箱：CSR@feds.com.tw
產品或服務： 家電、服飾、食品、百貨零售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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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湯治亞 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工程部：廖金賜協理、劉金龍副理

總務部：蔡仁烽襄理、林守剛主任

遠百信義A13： 葉昶志副店長、甘憲杰主任、

趙澄瑋專員

遠百寶慶店： 陳懿敏副店長、周振華主任、 
吳柏慶主任

板橋大遠百： 黃書煒副店長、王志彬主任、 
陳奕瑋主任

遠百板橋店： 郭維國副店長、陳旻彥主任、 
許嘉宏主任

遠百桃園店： 朱春龍副店長、陳埔興主任、 
楊傳盛主任

新竹大遠百： 劉文昌副店長、蔡進樹主任、 
楊嘉琪主任

臺中大遠百： 楊曜謙副店長、廖建富處長、 
林永忠主任

遠百嘉義店： 劉美雪副店長、吳周禧主任、 
高素秋專員

臺南大遠百： 張家豪處長、葉其昌主任、 
黃修明主任

高雄大遠百： 李日照副店長、李正偉副處長、

王昱暐主任

遠百花蓮店： 仲丹瑤副店長、王成龍主任、 
李美秀主任

環保政策及理念

節能減碳與綠色智能是遠東百貨對環境永續的

承諾。我們訂立「能源政策」，採取「落實能源管

理、創造綠色價值、邁向環境永續」3大管理行動，

致力在企業經營與環境永續之間創造雙贏關係，善

盡企業公民責任。面對環境永續，我們承諾促成下

列事項，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善盡力量。

(一) 致力節能改善行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二) 持續改善管理系統，提升能源管理績效。

(三) 推動綠色消費體驗，建立低碳購物環境。

(四) 善用創新智慧科技，打造時尚環保商場。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 設立能源節約小組

遠東百貨CSR委員會下設有「能源環保委員

會」負責擘劃環境永續策略及目標，管理部門亦以

工程部為核心，設立「能源節約小組」，訂立完整

KPI能源管理指標，推動各項能源節約行動。

2. 執行能源管理專案

106年起，每年執行一項能源專案，106年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107年建置即時能源績效

指標平台，為第一家建置的百貨公司，108年導入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持續優化能源使用，降低

碳排放。

3. 支持綠色採購

遠東百貨連續3年榮獲新北市政府頒發「綠色採

購績優企業」殊榮，108年綠色採購占比達98％，較

前一年度成長2％。

4. 推動綠色消費

遠東百貨推動綠色消費10大亮點行動，致力於

消費過程落實「三R，三E」原則，攜手消費者降低

消費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提升資源永續利用。

5. 強化綠色行銷

將環境永續的精神從實體店延伸至線上通路，

逐步降低DM廣宣品的印刷量，108年廣宣印刷費用

較107年降低33％，未來計畫持續降低廣宣品印刷

量，提高數位行銷比重，發揮精準行銷效果。

6. 簽署供應商CSR承諾書

遠東百貨將環境保護融入供應商管理辦法，

透過供應商管理與評鑑制度，確保他們在提供產品

與服務的過程中符合法令規定與要求，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CSR)。108年取得224件「供應商CSR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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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書」，其中17件為新供應商，新供應商簽署率

100％。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1. 以製造業的思維管理服務業的能源使用效率

遠東百貨以製造業的思維管理服務業的能源使用

效率，每月召開管理會議追蹤節能成效，針對表現落

後的管理指標，請各分公司提出改善方案，將每一分

能源發揮最大的使用效率，合力達成節電目標。

2. 用電量連續5年下降，成效卓著

遠東百貨持續做好各項能源規劃與管理行動，

108年各分公司共執行35項大型節約能源專案，包

括空調節能、照明節能、電梯節能、電力系統等類

別，用電量減少1.5％，節電283萬度。

3. 能源效率佳，百貨業模範生

EUI是遠東百貨重要的管理指標，我們設定EUI
使用效率必須較百貨產業平均值為低的目標。近5
年，在營業額逐年增加的情況下，遠東百貨對能源

依賴度卻逐年降低，EUI自104年354.7一路降至108
年324，降幅達8.7％，能源效率成效優異。

4. 管理水資源，定期追蹤節水績效

遠東百貨於各分公司設置感應式水龍頭、省水

馬桶等節水設備，並進行管線漏水檢測，降低空調

冷卻塔放水量等措施，節省水資源，每人每日平均

用水量比經濟部訂立之百貨業標準值還節省20％用

水量。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強化分類管理，減少環境廢棄

遠東百貨在辦公場所及營運商場均落實分類制

度，垃圾清運、廢食用油回收、廚餘清運均符合環

保署相關法規，108年紙類資源回收量931噸，成長

20％，有效降低環境廢棄，減少資源消耗。

2. 推廣限塑政策，提供安心餐飲

落實限塑政策，遠東百貨提早布局，107年即向

廠商宣導並禁用一次性餐具，亦對民眾宣導自備環

保吸管或冷飲直接飲用。108年7月1日，臺北市環保

局於限塑政策首日稽查遠百寶慶店餐飲商家，全數

符合規定。

3. 榮獲「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標章

新竹市環保局108年研擬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

所標章制度，鼓勵公共場所維護室內空氣品質，以

提供市民良好室內活動環境。新竹大遠百因環境整

潔，室內空氣品質等項目表現優良，獲頒「室內空

氣品質優良場所標章」。

四、環境參與

1. 認養周邊綠地

遠東百貨每年投入131萬元，長期認養商場周邊

行道樹與綠地1,146 坪，為周邊鄰里提供更舒適的環

境，也為都市景觀綠化盡一分心力。

2. 舉辦環保教育

每年定期舉辦回收化妝品空瓶、舊電池、二手

衣等環保教育活動，108年舉辦42場，活動數量成長

5％。

3. 參加減塑淨灘

108年響應5場減塑淨灘活動，計239位員工參

加，參加人數較前一年成長1.8倍。

4. 支持綠色運輸

提供顧客接駁車運輸，減輕民眾在購物過程中

因交通產生的環境衝擊，近3年累計搭乘人數超過

281萬人次，內部亦有超過7成員工習慣於公出時搭

乘大眾運輸，減少產生運輸碳足跡。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 友善環境，打造綠建築百貨

遠東百貨開百貨風氣之先，將綠建築理念融入

百貨商場設計之中，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四

大主軸，打造新式環保節能概念的百貨公司，目前

旗下共有5座綠建築。

敦睦鄰里，清掃社區街道 員工參與環保淨灘 環保愛地球，空瓶回收 資源永續，設置紙袋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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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電子發票，全國實體店第一名

107年10月起，與財政部國稅局合作，鼓勵顧客

將購物發票儲存於載具，培養「節能減紙」的消費習

慣。108年底，獲財政部頒發「全國營業人開立雲端發

票總機構獎」，電子發票開立率為全國實體店第一。

3. 舉辦小農市集，推廣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遠東百貨運用通路力量，讓消費者得以就近購

買農特產品，108年全臺10店舉辦99場農產市集活

動，集結953家攤位，銷售3,381個商品項，透過推

廣「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理念，作為因應全球氣

候變遷最有效的消費方式。

4. 贈送5萬份環保禮 落實環保生活

遠東百貨以「實踐‧綠生活」作為採購檔期來

店禮的主軸，108年精心挑選具有時尚、環保元素的

贈品，贈出5萬份來店禮，讓消費者使用時也能做環

保，落實環保永續理念。

5. 響應世界地球日，關燈一小時活動

遠東百貨連續6年響應地球一小時關燈活動，以

實際行動呼籲環保愛地球，據統計，108年關燈活動

全臺節電數約達11萬度，約減少61,000公斤二氧化

碳排放量，相當種植5,000棵樹木。

6. 推動智慧巡檢，強化商場科技力

遠東百貨於107年開始規劃智慧物管APP，包括

「設備維護」及「資產管理」2大類別，推動百貨商

場管理走向智慧化、行動化，109年上半年，「設備

維護」APP已全數於各分公司上線，以新科技強化

商場環境管理效率，降低以人工管理為主的傳統百

貨經營模式。

響應節能月活動

綠色能源，商場設置太陽能發電 舉辦「即時能源績效指標平台」示範輔導觀摩會 農產市集，減少食物里程

愛護地球環境，響應政府限塑政策 綠建築標章 - 銀級 響應關燈一小時活動 推廣環保教育

推廣電子發票，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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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企業簡介

創院院長戴德森

醫師於47年遠渡重洋來

到臺灣，並在醫療貧瘠

的嘉義行醫，成立嘉義

基督教醫院。戴醫師本

著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

心，努力提供優質醫療

照顧，讓雲嘉地區民眾

得到確實的醫療服務。

除了醫療照顧外，

優質的「全人關懷」更

是創院至今的重要精

神。創院之初，在嘉基的醫療團隊中，除了醫護人

員為患者進行醫療行為外，更有遠從美國來臺的志

工「倪傑叔叔」，無微不至的照顧病童日常起居。

直到今日我們仍秉持著開創嘉基服務鄉親的精神，

本著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心，提供優質的全人關懷

與醫療照護。以顧客導向的在醫療照顧與社區關懷

服務上，幫助民眾的需求。

In 1958, Dr. Marcy Ditmanson traveled to 
Taiwan. He practiced medicine in the medically 
deficient Chia-Yi,  and set up the “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 Dr. Marcy Ditmanson efforts to offer high-
quality medical care provide the people in Yunlin 
- Chiayi area with a renewed hope. Besides the 
medical services, “ holistic care ” is an important 
spirit at CYCH. In the beginning,  the medical team 
of CYCH has doctors and nurses providing the 
medical services and 'Uncle Nelson ' a volunteer 
from USA came to Taiwan, providing daily medical 
care for sick children of the community. 

We still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our beginning, 
offering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 and holistic 
care. We have customer-oriented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and community care, helping meet the 
people's demand for healthcare. In medical care, we 
have improved medical quality, equipped ourselves 
with all types of modern diagnostic equipment, and 

姚維仁 院長

網　　址：www.cych.org.tw/cych
行 業 別： 醫療服務業

員工人數：約3,200人
地　　址：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51年
負 責 人：姚維仁 院長

聯 絡 人：蘇保源高級管理師

電　　話：05-2765041分機8535
傳　　真：05-2750200
環安信箱：cych05466@gmail.com
產品或服務： 醫療服務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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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edical care system. We 
also take care of patient health, disposition and 
mind with the missionary spirit to share Jesus ' lov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姚維仁 院長

團隊成員／

由職業安全衛生室、養護工程室、資訊室與總

務室團隊成員共同齊心戮力於醫院環保減廢節

能事功。

環保政策及理念

醫院環保政策是由職安委員會來負責推動，政

策的推動必須仰賴所有員工的配合以及院方主管的

支持。而我們所推動方式為以隨手可作的、投資效

益高為基本原則，以達到節省能資源為目的。

也利用ISO14001的手法，從院長開始做起，從

上而下，不論是院內同工或是來院承攬之外包商，

都須遵守院方制定之環保政策。

推動過程中也藉環保機關、廠商、學校進行交

流與學習，藉由各團體的協助來進行環保，期許能

夠透過各項協助而更加成長，積極落實所秉持的原

則與理念，以達綠色環保目的。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依據ISO精神制定出醫院環安衛管理承諾書與環

境管理手冊，陸續於101年、102年與103年陸續通

過ISO 14064-1、ISO 50001與綠色醫院認證，其中

通過綠色醫院認證更為全國第一家事業機構通過，

且於104年-105年以「全國第一 綠色醫院 之廢棄物

管理紀實」，榮獲國家品質標章肯定。

在目標設定，依循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第13項，

針對全院整體溫室氣體排放，制訂短中長目標值，

並執行相關行動方案。

綠色採購部分，所有物品採購皆以環保署環保

標章產品手冊之綠色消費指南作為採購的依據，購

置各項具由環保標章、節能標章或綠建材之產品，

108年採購金額達568萬元。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醫院業務性質屬服務業，在醫療服務過程中除

提供良好服務品質外，亦會伴隨著生物醫療廢棄物

之產生與各項能源的消耗。有鑒於此，提出相關改

善作為。

節水部分，除全面使用具省水標章之產品外，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將收集而來的雨水進行綠地澆

灌，且於108年度實施RO製程廢水回收再利用，108
年有效降低用水量度數達22,574度／年。 

雨水回收系統

節能部分，實施倪傑棟空調系統汰舊換新，藉

以增進空調效能，有效降低空調用電，另亦針對電

梯電力系統進行廢電回收，達到節能效益。除此之

外，全院照明系統全面更換為LED燈具、停車場LED
燈具加裝人員感應與時間控制系統，108年有效降低

全院用電度數達709,220度／年。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針對各項污染源（如室內空氣、廢棄物），進

行源頭管制，分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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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部分：

為提供員工與民眾優質就醫環境，於門診一樓

裝設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看板，自主掌握室內空氣品

質，一旦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就能加強排換氣頻率

改善，確保空氣品質。且連續3年獲嘉義市政府頒發

室內空氣品質優良場所肯定。

廢棄物部分：

源頭部分，依據ISO 14001制訂出醫院一階文

件（環境管理手冊），往下展開二階文件（廢棄物

管理程序書）與三階文件（各項廢棄物處理標準作

業流程），教育員工與清潔人員各項廢棄物處理流

程。且積極推動資源再利用最大化，減少焚化過程

造成污染，有效提升醫院再利用率從95年46％，上

升至108年62％。

空污減量部分：

為響應空污減量，將醫院鍋爐燃料進行更換，

從原本使用柴油，變更成天然氣，有效降低鍋爐排

放（NOX、SOX與粒狀污染物）之數值。

另外，因使用一張A4紙張，會排放0.018公斤二

氧化碳，有鑑於此，「無紙化」有利於環保，是值

得推動的作為。陸續推動各項減紙方案，如建置全

院電子病歷系統、實施門診醫令減紙政策、檢查單

張減量精實案、員工教育訓練系統電子化、門診血

壓機取消熱感紙等作為，有效降低醫院用紙量，達

到減碳效益。

四、環境參與

積極配合政府各項政策，如限塑作為與禁用含

汞之體溫計。並鼓勵員工出差、派訓搭乘大眾公共

運輸，減少自行開車造成廢氣污染排放，108年度搭

乘高鐵費用達125萬元。

除此之外，也購置符合歐盟5期環保醫療接駁專

車，接送地區北至雲林虎尾，南至臺南東山，每年

接駁人次達76,000人次。

結合嘉義市政府環保局共同舉辦環保公益市

集。今年獲得嘉義市環保局捐贈55台二手腳踏車和

13組彩繪課桌椅，共賣出54部腳踏車，義賣金額達

18,900元，義賣的收入將支持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

工作訓練及就業。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除利用院內公播系統宣導環保觀念，醫院於兒

科門診候診區設置節能燈具展示區，透過該設備，

教導候診兒童與家長如何挑選省電燈具，從小灌輸

環境識能。

運用閒置物品（車輛、輔具、傢俱），建構高

齡體驗場，達到閒置物品再利用效益，且此照護體

驗裝置於106年6月榮獲中華民國專利證書（新型第

M544069號）。

推動性別平等與積極推動員工家庭與工作生活

平衡，並榮獲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

室內空氣品質監視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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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具比較衛教展示區

醫院省能環保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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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委員名單
委員依筆劃序排列

姓　名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王雅玢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何舜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前處長

柳婉郁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特聘教授

楊慶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前處長

鄭顯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前處長

賴曉芬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常務監察人

顏秀慧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法務室 主任

羅仁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時任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副處長）
副處長

蘇金鳳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