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製造業組

謝世謙 董事長

事業簡介

華航成立於 48 年 12 月，為臺灣規模最大航空集團，主要經營國際航空客貨運航線，建構完整綿密

的航網布局，提供乘客安全、全方位且多樣化之運輸選擇。在 110 年全世界受疫情衝

擊之際，華航快速調整營運模式，充分發揮客貨相互支援之運能優勢，延續並強化

臺灣與世界之經濟網絡，同時間仍不間斷推動 ESG（環境、社會、治理）永續作

為，如引進 A321neo 新世代環保機隊，並於新機飛渡添加永續航空燃油等，全

力推動各項防疫及企業永續治理作業，堅持履行社會責任、落實社會及跨世代

共好理念。

The China Airlines (CAL) was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1959 and currently is 
the largest airline group in Taiwan. CAL mainly provides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and freight services and has built a complete route network 
to provide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safety and a variety of satisfied 
services.

Under the global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in 2021,  CAL quickly 
adjusted its operation model and ga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argo and passenger fleets. During the pandemic, CAL not only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network between Taiwan and 
the world, but also eagerly promotes various ESG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e.g. introduc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eco-friendly 
fleets, use of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etc. CAL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its commitment to ESG sustainability and 
common good for social and generations.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china-airlines.com/tw/zh

行  業  別｜航空運輸業

員工人數｜ 10,736人

地　　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48年

負  責  人｜謝世謙 董事長

聯絡電話｜ 02-412-9000

產品或服務｜客艙服務、貨運服務、航機修護服務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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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高星潢 總經理

團隊成員（企業環境委員會）｜

總 經 理 室： 賴銘輝 資深副總經理

企業安全室： 李志偉 處長、游約翰 協理、 

鄭智仁經理

EMO環管會代表：施清凱 協理、李紀南 組長

園區環管會代表： 陳美芬 協理、潘顥 管理師、 

呂明誌 資深工程師

ECO環管會代表： 周志隆 協理、姚萬彰 組長

CGO環管會代表： 史青雲 協理、林家祥 資深管

理師、吳昌睿 助理管理師

用油管理小組： 熊式清 協理、賴文舉 經理、洪子

雯管理師

高雄分公司環管會代表： 呂若阜 總經理、余瓊珣 

經理、郭育林 管理師

*各環管會亦有單位成員，總計 46位。

環保政策及理念

華航在董事會「中華航空公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之「發展永續環境」實踐原則下，已立

下 4 項環境暨能源管理理念與 6 項環境暨能源政

策，政策涵蓋履行守規義務、建立環境及能源管

理系統、推動員工環境教育、落實綠色供應鏈管

理、建構低碳作業環境及支持綠色設計與採購等

層面。此外，華航也已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下稱 SDGs）目標研訂企業目標及指導策

略，確保企業營運朝向環境友善及低碳節能的永

續發展方向前進，許諾地球與下一代一個美好幸

福的未來。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完善專責平台與機制  落實環保永續治理

華航自 96 年起， 即引領服務業設置用油小

組、環保永續專責部門及企業環境委員會、企業

永續委員會等管理組織，並率先服務業導入 ISO 

14001/50001/14064 等管理機制，系統化鑑別

與管理環境風險與機會議題，每年推動近 70 項

環保節能方案，由總經理召集之企業環境委員會

督考並落實滾動管理。

(二 )領導產業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華航領導產業建立企業氣候治理架構及碳管

理作業機制，並透過導入氣候變遷財務揭露架構

(TCFD)，發布運輸業唯一獨立報告及建立 SOP，

不斷強化企業營運之風險機會管理能量。另透過

IATA 平台，參與產業淨零碳目標及措施討論，引

領臺灣同業發布淨零碳目標，並設定策略路徑。

(三 )攜手供應鏈夥伴提升永續價值

華航引領臺灣運輸服務業訂定「永續供應鏈

管理政策」及供應商行為準則，透過共創價值小

組之運作，每年鑑別、評估航材、航油、航食、

勞務、一般性庶務採購之 ESG 永續風險，持續追

蹤改善並強化合作。華航每年召開供應商大會，

具體溝通、分享永續趨勢、政策目標與作法。

每年召開供應商大會溝通永續議題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持續擴大環保機隊  添加永續航空燃油 

華航持續引進 A321neo 等環保新機，較前

一世代窄體機節油 15％、減噪 75％及減少 NOX

排放 50％；華航機隊已有 36 架環保航機 (A350, 

B777, A321neo)，占機隊 4成，並持續增長。華

航新機空渡回臺時，皆添加永續航空燃油 (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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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臺灣唯一具添加SAF操作經驗之航空業者。

每年亦透過航空用油小組 10多項節油措施，節油

效益可達 2 萬多公秉，避免 5 萬 8 千噸二氧化碳

排放。

A321neo 內裝實景

新機飛渡添加永續航空燃油 (SAF)

(二 )力行節能減碳  打造低碳作業環境

華航總部園區於規劃之初，即融入節能環保

設計元素，申請並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啟

用後搭配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運作，持續

推動多項環保節能措施，包括導入高效照明系統、

增設小型獨立空調替代大型冰主機、設置電梯電

力回生系統、增設 99kW 太陽光電設施等，分別

於 106 年、107 年取得行政中心大樓、組員訓練

大樓之「鑽石級綠建築標章認證」創機場特區之

先例。

設置太陽光電設施

(三 )推動業務電子化  顧客服務減紙化

華航積極推動業務電子化、服務行動化作業，

包括貨運機坪、客服、修護管理作業行動化、商

務艙菜單電子化及公文、會客、驗收電子系統建

置優化等，例如 111 年推出之「雲端書坊」電子

刊物服務，全機隊、全艙等旅客均可使用手機等

個人電子設備瀏覽書報雜誌，預計 1 年可節約至

少千噸紙張使用。

雲端書坊電子刊物服務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環保塗漆減毒化  運具裝備電氣化

華航透過使用環保高固形份塗料，取代傳統

有機溶劑，並採用靜電噴槍方式進行噴漆作業，

從源頭減少飛機噴漆作業產生之揮發性有機物

(VOCs)排放約 20％，另透過設備、運具電動化，

進一步降低空氣污染。

(二 )導入循環經濟思維  邁向零廢棄

華航結合循環經濟理念，致力實踐廢棄物資

源化，媒合並擴大事廢回收、再利用品項範疇，

持續開發與選購非一次性塑料及環保產品，如：

淘汰救生衣再製環保旅行包、鼓勵旅客選用重複

利用材質用品，如矽緻摺疊隨行杯等，逐步達成

零廢棄目標。

淘汰救生衣再製環保旅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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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一 )培養員工永續意識  建立企業 CSR 文化

華航已將環保永續列為員工必修教育，每年

推動多項環保教育及宣導、競賽活動；另以虛擬

環教場所概念，製作「CAL ECO Path 環保導覽

地圖」，結合推播 5 支環保教育影片提升利害關

係人環保意識。

建置虛擬環保導覽地圖強化環境教育

(二 )創新推動 ECO 服務  推廣綠色消費意識

華航提供多元客運環保服務，包括行前劃

位、餐點預選服務，機上環保杯推廣、環保侍應

品、循環經濟商品開發（如環保紗頭墊、機上餐

鋁箱⋯等），另首創 eMall 綠生活專區也提供旅

客碳抵換服務 (ECO Travel)。111 年再嶄新推出

永續示範航班、預選獨享低碳餐點、雲端書坊服

務 .. 等，積極營造環保友善消費環境，推廣綠色

消費意識。

創新推出預選獨享低碳餐點

(三 )響應保育生物多樣性  推動植林

華航於 111年領導臺灣服務業發布首份企業

「森林暨生物多樣性保育承諾」，展現華航保護

生態、自然環境的決心，並與桃園市政府合作「森

愛桃園 -生態城市造林」計畫，於橫山書法藝術公

園認養種植 140餘株原生樹種及 5年養護作業，

行動支持在地植林計畫。

與地方政府合作生態城市造林計畫

經營團隊行動支持生態多樣性保育

五、 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一 )響應環保倡議  推動環保綠生活

華航不只響應綠色辦公室，推廣員工實踐環

保綠生活，更積極領導集團響應全球低碳運輸趨

勢及支持政府政策，如華信航空取得臺灣及全球

航空業首張碳標籤、減碳標籤，並加入環保署「綠

點折抵機票」活動。

(二 )積極參與國際平台  掌握趨勢與國際接軌

華航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環保事務與倡議，包

括擴大支持 IAGOS/PGGM 太平洋溫室氣體監測

國際合作計畫，及參與 IATA 永續暨環境諮詢委員

會、淨零碳路徑工作小組，以及亞太航協 (AAPA) 

環境工作小組之作業討論，掌握如 CORSIA、永

續替代燃油相關第一手資訊，提供我國產官界參

考並因應，爭取國家、產業於國際市場上最佳永

續競爭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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