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造業組

事業簡介

友達光電成立於 85 年 8 月原名為達碁科技，90 年與聯友光電合併後更名為友

達光電，95 年再度併購廣輝電子。友達擁有 G3.5 至 G8.5 的完整世代線，導

入 AIoT 智慧製造技術，提供客戶高客製化及高品質的產品服務，109 年合併

營業額為新臺幣 2,709.6 億元，營運據點遍布臺灣、中國大陸、日本、新加

坡、韓國、美國及歐洲等全球各地，目前全球員工約 38,000 人。99 年起，

友達連續入選道瓊世界永續性指數成份股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AU Optronics Corporation (AUO) was formed in 2001 by the merger of 

Acer Display Technology, Inc. (the predecessor of AUO,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6) and Unipac Opt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In 2006, AUO 

acquired Quanta Display Inc. AUO offers clients highly-customized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nks to its comprehensive 

line-up of G3.5 to G8.5 production lines combined with its AIoT 

smar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company's revenue totaled 

NT$270.96 billion in 2020. The company employs approximately 

38,000 people worldwide, including Taiwan, Mainland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he US, and Europe. AUO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in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in 2010 and has been included every year since.

彭双浪 董事長暨執行長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auo.com

行  業  別｜光電業

員工人數｜ 1,700人

地　　址｜臺中市后里區馬場路 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

負  責  人｜彭双浪 董事長暨執行長

聯  絡  人｜謝仁榮 經理

電　　話｜ 04-25598800 分機 7002

聯絡信箱｜ boumtje.Hsieh@auo.com

產品或服務｜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FT－ LCD)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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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顯示器產品製造中心二 吳慶鴻 資深廠長

團隊成員｜ 

后里廠： 蔡孟達 廠長、陳立偉 副廠長、 

陳章勇 副廠長、李宜寧 經理、李彥融、

吳嘉訓、魏緒強、劉佩宜

人資部： 馮彥博 經理、李明勳、陳雅莉、黃新博、

黃怡婷

廠務部： 陳宗杰 經理、蔡政杰、蔡松麟、錢一心、

郭言池、林美棟、鄭健嶸、莊子儀、 

唐瑞謙、劉俊麟、陳冠佑、俞志偉

環安部： 謝仁榮 經理、孫政遠、陳信宏、潘家豪、

陳珮珊、呂文睿

環保政策及理念

友達光電綜合考量國際趨勢及相關標準，訂

定企業永續政策，其涵蓋公司治理、環境及社會

等 3大構面，為公司永續發展之最高精神指引。

•  追求企業永續，重視公司經濟、環境、社會之

經營。

•  嚴守誠信原則，拒絕不當利益、貪腐、賄賂等

行為。

•  關注機會風險，創造客戶、股東、員工及相關

利害關係人之最適利益。

•  力守法規承諾，落實國際倡議及標準。

•  卓越技術發展，促進產品創新及升級。

•  強化夥伴合作，發揮價值鏈之加值影響。

•  提升資源使用，創造循環經濟利基。

•  降低環境負荷，減緩氣候變遷及維持生態平衡。

•  尊重維護人權，重視機會平等、多元發展及勞

工權益。

•  提供友善職場，活化人才及營造健康安全之工

作環境。

•  深根公益活動，落實社會關懷。

•  建構互信對話，重視資訊揭露及傳遞。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友達永續發展主軸 (EPS)

對接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以「超

越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共享價值」為企業永續

願景發展藍圖，聚焦其中 9 項 SDGs，定出 EPS 

(Environment, People & Society)環境永續、共

融成長與靈活創新的 3大永續發展主軸。

(二 ) 掌握風險與應變，獲外界評比肯定

積極面對氣候變遷議題，並依循 TCFD 框架

掌握風險與機會，連結本業與價值鏈之低碳目標

與策略方針，透過組織內外之氣候治理作為，展

現積極面對氣候變遷並廣泛延伸影響力至價值鏈

的決心。屢獲外界肯定，連續 11年入選道瓊世界

永續性指數成份股 (DJSI World)。

(三 )后里廠全球首座 LEED白金級廠房認證

后里廠建廠規劃即納入綠色廠房的各項環保

節能設計，在基地生態化設計、太陽能及綠建材

的導入、廠務系統及生產設備之智慧監控節能或

節水設計等發揮創意，因此榮獲美國綠建築協會

頒發全球第 1座 LEED白金級認證廠房。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創新提案競賽獎勵

在節能、節水、環境指標及原物料減量上，

藉由全員努力與資源投入來形塑整體環境永續氛

圍。透過提案競賽肯定各 Function 團隊努力，並

由高階主管公開表揚頒獎鼓勵同仁持續發想新方

案。

(二 )后里廠 109年節電績效

透過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導入，積極推

行各項節能措施，並建立電子平台 -能源管理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透過定

期檢討改善會議，確認目標背後所導入方案執行

進度及效益。109 年后里廠區節電率內部目標為

1.96％，透過 GP工作小組之橫向節能資源連結，

縱向績效目標管理，實際達成節能率為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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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里廠 109 年節水績效

后里廠除原有的廠務水資源回收設備 (RO)

之外，並設計製程潔淨水串連再利用的節水系統

(WIS - Water Inter-use System)，使不同設備間

不需透過水回收處理便能重複利用。109 年后里

廠區整體節水成效減少約 25萬噸自來水用量。

(四 )后里廠 109 年原物料減量績效

原物料源頭減量為后里廠近年主要推行重

點，除有助於提升生產毛利外，亦符合循環經濟

之精神，同時減少因原物料消耗帶來的溫室氣體

排放。由近 3 年每片投入玻璃基板面積所消耗的

原物料由 2.41m3/m2降至 1.76m3/m2。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空污異味去除極致化

后里廠除強化防制設備管理機制，嚴密監控

各項防制設備操作狀況，並透過大數據分析調整

參數以達最佳操作狀態。另外，除了傳統洗滌塔

處理酸排氣外，再導入新型溼式靜電除霧器，經

2次處理達到污染改善及有效降低異味。

空污防制 WEP

(二 )廢水鉬金屬去除回收

依廢水污染性質劃分、建置相關處理設備，

積極進行污染減量、增加廢水回收使用率。於鋁

蝕刻廢水處理系統，以樹脂吸附方式將廢水中鉬

去除，減少無機化混系統藥品使用量、污泥產出

量，鉬廢液可交由專業處理廠商進行鉬金屬回收。

RO回收

(三 )持續擴大「循環經濟」效益，邁向「零廢棄」

為達永續資源再利用，翻轉從製造、生產、

廢棄的線性經濟模式作為推動循環經濟的核心，

包括源頭減量 (Reduce)、回製程使用 (Reuse)、

製成資源化副產品、委託合格業者再利用回收

(Recycling)。后里廠與異業合作導入銅酸資源化

設備，將廢銅酸轉化為具經濟價值的銅管。近 3

年每平方公尺投入生產玻璃基板面積所產生的廢

棄物重量由 0.83kg/m2降至 0.57kg/m2。

包材分類再使用

銅廢液變黃金 -銅酸廢液再利用

四、環境參與

(一 )守護臺灣綠色堡壘

后里廠 109 年於高美濕地旁 1436 號保安林

舉辦的 Green Party 刈草護樹活動，透過每年 4

次回訪，完成該保安林環境維護與生態紀錄，讓

植樹不再是一次性活動，而是培養永續公民行動

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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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arty 刈草護樹活動

敦親睦鄰，認養在地果樹活動

(二 )響應「世界清潔日」淨灘活動

為響應「世界清潔日」，后里廠與中科管理

局及其他園區廠商共同發起「大安區龜殼社區淨

灘活動」，每年由廠長帶領並透過公司內部電子

報廣邀同仁及眷屬共同參與。

「世界清潔日」淨灘活動

(三 )【2020 地球日綠行動】

響應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由台灣環境資訊

協會與綠藤生機發起的環保行動，友達公司以電

子報方式邀請同仁一同參與「綠色生活 21天」。

並推動一系列綠生活行動，與同仁攜手環保愛地

球。

綠色生活 21天活動

綠色公民行動

(四 )后里廠智慧永續製造展

每年定期舉辨「友達智慧製造展」進行跨廠

區相互觀摩及交流，達到共同成長目的，110 年

以「數位轉型 智慧永續」為核心於后里廠舉辦循

環經濟主題故事館，吸引公司內部近千名同仁前

來參觀。

(五 )在地關懷敦親睦鄰活動

后里廠每年發起認養后里在地果樹，於 1 月

收成時號召廠區同仁採收，用行動支持在地農產

品；另也採購后里農民種植之高接梨作為公司秋

節送禮禮盒；員工餐廳與后里農會長期合作採用

當地食材。

五、其他績優事蹟

• 100年 美國綠建築協會 (USGBC)LEED白金級

•  102年 台灣綠建築系統廠房版 EEWH-GF鑽石級

• 102年 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績優單位

•  106年 中科廢棄物減量與再利用經驗技術及成果

• 107年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竿獎 銀獎

• 108年 中科管理局廠房綠美化特優獎

•  108年  中科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績優單位特

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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