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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隆 董事長

事業簡介

【關於臺灣默克集團】

台灣默克集團於 78 年成立，至今約 1,000 名員工。在台灣的事業跨足電子科技、醫療保健以及生命

科學 3大事業體。

【關於默克桃園廠】

默克桃園廠成立於 103年，隸屬於默克電子材料事業群顯示器科技材料。目前

約有 170 位充滿熱情的員工，為臺灣面板產業提供高品質、在地生產及客制化之

液晶、OLED材料生產及研究服務，並協助客戶發展下一世代的顯示器以及提供更

友善環境的材料。

【About Merck Group in Taiwan】

Merck Group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1989. Our businesses include three 

major areas, including Electronics, Healthcare, and Life Science, and have 

about 1,000 employees working in the organization. 

【About Merck Taoyuan Site】

Merck Taoyuan site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and focuses on the Display 

Solutions business under the Electronics business sector.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170 employees now. To help our customers explore new-

generation display solution products and provide environment-friendly 

materials, we are dedicated to producing high-quality liquid crystal 

materials with localized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for the display panel 

industry in Taiwan. 

基本資料

網　　址｜ www.merckgroup.com/tw-zh

行  業  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員工人數｜ 170人

地　　址｜ 桃園市觀音工業區經建一路 39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5年 01月 13日

負  責  人｜李俊隆 董事長 

聯絡電話｜ 03-483-6521

產品或服務｜ 液晶、OLED材料生產及研究服務

默克先進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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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National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d 025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陳憲廷 廠長、吳怡和 環安部經理

團隊成員｜ 

工程暨技術服務部： 吳銘恩 經理、王傳漢 資深工

程師、王忠增 工程師、 

管秋文 工程師

生產部： 王仁煒 經理

卓越專案小組： 洪世明 專家 

集團業務管理部： 吳義雄 經理

公關部： 黃郁惠 臺灣區默克集團公關總監

產品研發部： 莊敏慈 經理

市場行銷部： 葉昇龍 副理

環安部： 傅育亭 工程師、葉釗圯 工程師

環保政策及理念

永續是默克集團策略最重要的基石。我們針

對環境、社會和經濟所擬定的永續目標，將加強

推動企業利潤成長的能力，同時為世界帶來正面

影響，使未來世代擁有更美好的未來。於 119年，

我們將透過永續科學與科技方案，造福超過 10億

人們，在 119 年之前，將永續整合到所有價值鏈

當中，並於 129 年之前，達到氣候中和並減少資

源消耗。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永續是默克集團策略中最重要的基石】

默克 350 多年以來，致力於以好奇心推動

人類生活的進展。作為一家永續經營的企業，

我們追求的是共創環境、社會、經濟 3 贏的未

來。在默克，我們以「致力於人類進步」「創

造永續價值」「減少生態足跡」3 大目標以及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作為永續策略發展方

向，並結合默克獨有的企業永續價值衡量方法

SBV(sustainable business value)，量化 7 大面

向的永續價值，藉此幫助我們聚焦以及持續精進

永續管理相關作為。

【永續策略在地落實】

為了落實集團永續策略，臺灣默克集團由董

事長親自督導「臺灣永續策略專案」，並由桃園

廠廠長及公關長組織專案辦公室及帶領包含環境

永續、社會共榮、經濟創新 3大核心團隊。

基於總部以及臺灣默克集團的永續策略之

下，桃園廠透過取得 ISO 管理系統相關認證，包

含品質、環安衛及能源管理系統，展現重視環境

及永續議題的決心。

此外，在綠色供應鏈管理方面，我們要求供

應商簽署環境保護聲明書以及遵守綠色產品管理

的要求，確保其產品及原物料符合相關國際規範，

並透過實際現場稽核，善盡永續價值鏈的責任。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桃園廠為默克在臺灣重要的「液晶生產

暨 研 發 中 心 」(Liquid Crystal Center Taiwan, 

LCCT)，為技術密集的液晶材料以及 OLED 材料

生產據點，我們主要的環境衝擊包含水資源、電

力資源的使用為主。

從建廠初期 -106 年便積極參與總部能資源減

量計畫 (PROJECT EDISON)，結算至 110 年，

總計完成 35件節能減碳改善以及 8件節水專案，

並在產能成長 173％的前提下，達成用電量下降

42％、碳排放量下降 50％、用水量下降 42％的

亮眼成就。

除了節能減碳目標之外，我們也積極尋求潔

淨能源的使用，包含目前已建置太陽能板協助預

熱製程用水以減少天然氣耗用，今年將於桃園廠

屋頂設置太陽能板進行自發自用，以及在未來評

估擴大綠色投資，積極規劃以邁向全球默克集團

承諾的 119年達成使用 80％可再生能源的目標。

默克桃園廠對永續的決心不僅止於此，在未

來，我們將以總部訂下的 119 年碳排放再減量

50％以及 129 年達成氣候中和為目標，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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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減量措施。

【空調系統改善】

透過調整廠內重大能耗設備配置以及合理使

用量評估，新購新式磁浮式 (90T) 主機進行廠內

空調系統優化，電力節省 61,600 kWh／年。

【排氣系統改善】

透過追蹤廠內重大能耗設備，進而發現將中

央排氣設備從軸流式汰換為高效率離新式風車的

節能機會，電力節省 64,800 kWh／年。

【回收水再利用】

透過盤點廠內水資源流向，發現 RO 廢水回

收再利用的機會，並將回收水用於植栽澆灌、回

補冷卻水塔及廁所使用，水資源節省 1,440 噸／

年。

RO廢水回收使用

【照明改善】

透過檢討過度照明區域以及全廠汰換 LED 省

電燈具，在兼顧作業環境舒適的前提之下，達成

節能減碳 3 年內電力節省 85,850 kWh，且汰換

工程持續進行中。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桃園廠雖非屬於列管之固定污染源，但仍定

期委託監測機構進行量測及自主管理，另外，為

確保工作環境維持優良品質，更於室內外加裝空

品連續監測器進行自主管理及改善。廢水處理方

面，為了更友善環境的排放，設有廢水廠進行處

理並定期監測符合納管標準。此外，默克遵循歐

洲工業理事會 (CEFIC) 對永續水資源管理要求，

自發性進行地下水體監測，從 106 年至今監測

數值皆未超過或遠低於管制標準。更參考世界資

源研究所 (WRI)，訂定默克水資源耗用強度 WIS 

(Water Intensity Score)，針對位於缺水地區的工

廠提高關注。

在未來目標除了一般節水措施之外，更進

一步的訂定優於法規的廢水排放衡量標準 WRL 

(Wastewater Reference Level)，用來評估及降

低廢水中潛在有害物質濃度，並做為下一階段水

資源管理的重點。

在廢棄物管理方面，除了依法進行分類、清

運及廠商稽核之外，更進一步的要求廢棄物減量，

並訂定默克廢棄物環境影響指數 MWS (Merck 

Waste Score)，以尋求更友善環境的廢棄物處

理手法。至 110 年，焚化廢棄物的產出量下降

62％，達成默克廢棄物環境影響指數下降 28％的

佳績。未來，將透過更積極推動循環經濟及尋求

更友善的處理手法，致力於降低環境衝擊。

默克在綠色製造的成就，主要可以分為產品

永續設計、友善環境的生產及綠色工廠 3個部分。

【永續設計】

研發及生產過程使用環境友善的原物料，推

行無鹵素專案，並與客戶合作共同開發更節能、

簡化生產流程及無須高溫烘烤製程的材料，例如：

UB-FFS、SA-VA、Chiral PS-VA，從而實現電子

產業的創新，協助客戶走得更前瞻、更快速以及

更永續。

【友善環境的生產】

默克透過積極尋求製程優化，例如推動連續

性生產，以降低每次生產設備清洗時所消耗的能

資源，專案啟動後每年可節省 38噸用水；容器或

物料重複性使用，例如推動不鏽鋼容器取代一次

性使用玻璃瓶承裝液晶成品、木棧板和紙箱跨廠

區重複使用，每年可減少 5.04 噸廢棄物產出；加

入永續採購倡議、選擇綠色化學品、遵循默克化

學品替代政策，以及綠色化學品選用 12項原則等

源頭措施管理，大幅降低生產對環境的衝擊。

【綠色工廠】

綜合永續設計、友善環境生產透過數位化溝

通平台、E 化系統整合等作為，實現了桃園廠成

為綠色工廠的基石，並在 110 年創下單位產品生

產耗水量下降 80％、耗電量下降 79％、排碳量

下降 82％的佳績。此外我們也積極進行綠色轉

型，讓桃園廠外牆及每一間辦公室都充滿綠意盎

然的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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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參與

【環境教育】

對內：桃園廠透過倡議世界 ESG 相關節日及

舉辦對應活動，例如關燈一小時、響應世界地球

日，及鼓勵員工透過捐贈舊書、舊鞋、舊衣幫助

偏鄉及非洲孩童、世界海洋日舉辦線上海洋保護

宣導講座等，藉此提升員工永續意識以及強化環

境參與，實踐默克對於永續文化的推行；此外桃

園廠透過循環經濟與生活化案例的結合，像是協

助客戶將廢棄的偏光片以及桃園廠廢棄的液晶面

板，再製成翻轉孩童未來的科普教具，或是透過

廠內廢塑膠、水銷文件再製成一般生活常見的文

具用品及擦手紙，賦予這些廢棄物重獲新生的機

會。

對外：積極回應各界邀請擔任永續及環保教

育推廣講師，例如輔仁大學綠色化學推廣講座講

師、臺灣化學產業高峰論壇、配合環保局舉辦全

國毒化災應變演練等。

【多元包容】

對內：默克積極響應國際婦女節、推動性平

活動／課程以及多元文化包容日。

對外：我們參與國際倡議；榮獲桃園市勞動

局「母性健康守護聯盟模範事業單位」、衛福部

國健署「績優健康職場」、勞動部「工作生活平

衡獎」。

【發揮影響力】

對內：默克積極響應國內減碳政策，像是推

動綠色辦公室及綠色餐廳、捐贈電腦設備給「心

路基金會」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以

援助原住民偏鄉學校、推行愛心食物捐贈予「安

得烈食物銀行」，由默克員工募捐幫助需要的家

庭，以支持懷弱勢家庭。

綠色餐廳

對外：默克深知教育是社會進步的驅動力，

長期在臺灣投入偏鄉科普教育的推廣。我們連續

5 年參與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主辦的（原科技

部）「臺灣科普環島列車」活動。為了觸及全臺

各地國中小學生，我們將臺鐵區間車的一節車廂

改造為默克實驗室，在 4 天環島的時間，由臺灣

默克各地員工接力，結合專業背景設計科學實驗，

讓學生在車廂行駛間，完成趣味科學與化學實驗，

學習液晶形態、光的折射、黏性、酸鹼值。

另外，默克已連續 8 年與淡江大學合作「化

學遊樂趣」，由默克志工一同進入校園舉辦過多

場的校園科學教育活動，當中 65％在偏鄉、5％

在工業區。107 年更打造一輛跑跑分析車，其機

動性大大地擴展了我們能夠觸及的範圍，讓這份

計畫能夠突破空間限制，將高階化學儀器巡迴到

離島與偏鄉的國中高中。目前累計有 38％默克同

仁投入志工活動，親身設計或協助實驗，同仁也

會向學生分享個人成長故事，鼓勵學生如何面對

挫折、保持好奇，更期許在散播科學的樂趣的同

時，啟發學生對未來科系與生涯的想像。

五、其他績優事蹟

・107年 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 -員工協助獎

・108年 衛福部國健署績優健康職場活力躍動獎

・  108 年遠見企業社會責任傑出方案 - 幸福企業

組楷模獎

・119年 環保署第二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108年勞動部推行職業安全衛生五星獎

・ 108 年桃園市勞動局母性健康守護聯盟模範事

業單位

・ 110 年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 ESG 綜合績效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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