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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晴雯 董事長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簡介

太平洋崇光百貨（以下簡稱「遠東 SOGO」）自 76年 11月 11日成立至今，歷經 34年的市場洗禮，

一直都是全臺灣最受消費者信賴的百貨品牌，引領著臺灣的時尚與流行。目前在臺灣共 7 個據點，提供

民眾日常食、衣、住、行、育、樂之各項商品所需。

遠東 SOGO在追求營運績效的同時，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 ESG（環

境、社會、治理）3 大構面推展未來營運方針。我們的願景是成為「與時俱

進、友善共好，為社會大眾提供全方位時尚生活體驗的零售標竿企業」。

Pacific Sogo Department Sto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ar Eastern 

SOGO") was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11, 1987. After 34 years of being 

industrial pioneer, it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trusted brand in Taiwan, 

leading the fashion and trends in Taiwan. There are 7 stores in Taiwan 

so far, providing food, clothing, housing,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for public.

While pursuing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Far Eastern SOGO actively 

fulfills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motes its future 

operational guideline in three dimension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Our vision is to become "a retail benchmark 

company tha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seeks the common good, 

and provides the public with a fashion life experience across all 

spectrums."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sogo.com.tw

行  業  別｜批發零售

員工人數｜ 1,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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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黃晴雯 董事長

聯  絡  人｜徐宛韻 公共關係室經理

電　　話｜ 02-7713-5555 分機 8251

聯絡信箱｜ irishsu@sogo.com.tw

產品或服務｜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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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楊政憲 行政副總經理

團隊成員｜

販促部： 洪德章 協理

採購部：林意萍 經理

超市餐飲：張秀如 副理

總公司工務部： 陳文彬 副理、林阿平 課長、 

林嘉麒 副課長

忠孝館工務部： 朱美武 副理、涂盛翔 副課長、 

韓永銘 副課長

復興館工務部： 陳慶陽 副理

高雄店工務部： 冉明義 副理

天母店工務部： 洪志評 課長

中壢店工務部： 吳振銘 副課長

新竹店工務部： 蔡成祥 副課長

高雄店工務部： 顏意員 副課長

公關室：徐宛韻 經理、廖珮妤 專員

環保政策及理念

遠東 SOGO以「亞洲第一綠色百貨」為己志，

不僅以導入實體設備與能源管理技術實踐環保，

更以通路的力量向外推廣環境教育及引領綠色消

費意識。我們攜手供應商、承租商和專櫃發揮綠

色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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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企業永續委員會管理環境議題

遠東 SOGO 是全亞洲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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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永續委員會」制定之，並由各部門合作，推出

對內、對外不同管理政策。

(二 )環保觀念內化，永續為公司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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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遠東 SOGO 成立「願景工程委員會」定義

下一個 30年的「願景」：「與時俱進、友善共好，

為社會大眾提供全方位時尚生活體驗的零售標竿

企業」，其中友善共好接櫫了我們對環境永續的

責任。

(三 )全臺各店以 ISO50001精神進行能源控管

目前全臺各店都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的精神進行能源控管，各店的用電環境管理，也

都已經全數導入 ALC 環境自動控制系統採每月檢

討、核實操作 SOP 流程。

遠東 SOGO以 ALC環境自動控制系統進行能源管理

(四 )打造綠色供應鏈，約束供應商承諾企業社會責任

遠東 SOGO 積極打造綠色供應鏈，109 年

度綠色採購額約 3,020 萬元，占當年度採購比率

3.95％；並透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條款，約束廠

商在環保等面向之作為。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邁向電力自足，啟用第二座太陽能發電系統

遠東 SOGO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打造亞

洲第一綠色百貨，在日常營運中，實踐「永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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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力」，繼天母店頂樓的太陽能集光發電系統後，

新竹店頂樓亦釋出空間，於 108年底建置完成第

2座太陽能發電系統，109年稼動運轉。

遠東 SOGO於新竹店啟用第二座太陽能發電系統

(二 )總用電量減少，每 1度用電創造的營收大幅提升

遠東 SOGO 109年總用電度數 105,473,000 

(kWh)， 轉 換 成 能 源 消 耗 量 為 379,702.8 GJ

（1 度電約消耗 3.6 MJ），總用電度數減少約

8.67％。109年每度用電之營收為 396.71元，較

前 1年度提高約 7％。

(三 )建設節水設備、設置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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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總回收量為 122,047

度，占全公司用水量之 8.4％。

遠東 SOGO 天母店雨水回收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贈送環保禮贈品，建立顧客使用習慣

遠東 SOGO 近年來積極推廣綠色行銷，考

量贈送實體贈品會在包裝與運送過程中產生碳排

放，遠東 SOGO 提供 HAPPY GO 電子點數作為

贈品選項，109 年全年共發出超過 5 億的 HAPPY 

GO 電子點數，數量已連續 3年成長。

(二 )綠色行銷，減少紙張使用

在滑經濟當道的時代，使用 APP 已是消費者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習慣，遠東 SOGO APP 的下

載量自 104 年起以倍數成長，109 遠東 SOGO 

APP 的累積下載次數，對比前 1 年已翻倍成長，

成長率相較前 1年高達 191.8％。

推動行動支付，SOGO APP即支援多款行動支付，
減少紙張使用

(三 )綠色支付，優化顧客體驗，減少碳排

遠東 SOGO APP 全面更新升級後，於 109

年將使用最頻繁的抵用券與優惠券全面電子化，

免除過往顧客需要排隊領取的時間、人力成本，

更節省大量紙張，109 全年發放的電子抵用券金

額達 8.8億，對比前 1年成長超過 20倍。

也因為積極因為推動電子禮券，109 年發行

13.3 億，年增量高達 316％。6 年來我們發行 23

億電子禮券，取代的紙本禮券堆積起來，可堆出

2座玉山的高度。

(四 )發動新食器時代計畫，推廣綠色餐廳

遠東 SOGO 自 106 年起，領先全臺百貨推

出「新食器時代」計畫，領先政府政策 2 年，全

臺 8 店停用一次性與美耐皿餐具，改用安心安全

的環保餐具。至 109 年已逐步演進至新食器時代

5.0。領先所有百貨，推動綠色餐廳。臺北店忠孝

館的餐廳跟輕食店共 13家全數通過，並持續在其

他分店倡導綠色餐廳的觀念。

遠東 SOGO推動綠色餐廳，目前台北店忠孝館全數餐
廳皆已通過綠色餐廳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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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超市包裝減量，宅配使用回收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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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共減少 4.81 噸

塑膠包材；此外，超市宅配均使用回收紙箱做為

包材。

(六 )導入智能停車系統，減少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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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四店就可減少 31 噸的 CO2 排放、以及近 130

萬張的紙本停車券。

(七 )提供誘因，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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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全臺

共回收 18.4 萬只化妝品空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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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餐飲比重逐年增加，廢棄物與廚餘實施減量

109年全臺廢棄物總量比前 1年減少 11％，

另強化廚餘回收再利用機制，減少了 10％的廚餘。

四、環境參與

(一 )協助推行政府環保政策與國際倡議

遠東 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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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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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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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共投入 371 萬元資源，舉辦 37 場環境教

育公益活動，共近 67萬人次參與。

遠東 SOGO推出百貨業第一套結合防疫與環保的
遊戲圖卡，深耕環境教育

(三 )常態舉行大規模小農展，推廣低碳飲食

遠東 SOGO 長期關注環保與顧客健康，力推

關注食物里程的「飲在地、食在地」，也連續 6

年於臺北忠孝館大規模舉辦臺灣在地小農展，不

僅為消費者發掘更多新的優質小農商品，更協助

每一位參展小農，學習瞭解從「產地到貨架」最

後一哩路的順利銜接。3 年內，小農展業績成長

10倍，成為綠色消費指標。

109 年的小農展，遠東 SOGO 充分發揮平

台力量，為了幫助因疫情無法外銷的臺灣花農，

小農展現場首度邀請專做出口的花農前來共襄盛

舉。

每年舉行多場小農展，推廣低碳飲食

(四 )強化員工環保意識

遠東 SOGO 透過內部「朝會日報」、「CSR

快報」，分享環保新知與公益訊息，藉以提升同

仁與廠商永續意識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設立專區推廣綠色家電

遠東 SOGO 透過行銷活動鼓吹節能減碳設立

專區積極主動促銷一級節能家電與綠色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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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獲多項國內外環保類獎項

遠東 SOGO 至目前為止共榮獲百項國內外

CSR 大獎的肯定，其中關於環境永續的獎項有 33

個，包含兩度榮獲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AREA)綠

色領導獎 (Green Leadership)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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