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生循環經濟案例

－友達 E +衣



友達光電廢塑膠回收再生循環經濟

Value up



友達光電廢塑膠造粒流程



再生塑料導入，實踐綠色產品

乾燥、抽絲、加工成再生原絲，最後成為新的紡織原料

PET 塑料回收
織品纖維
製作處理

紡紗製成

環保面料
製造

回收

粉碎

造粒 紡紗

成衣

唯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廢塑膠回收再生循環經濟效益

其中PET塑膠
每年回收量

223 Ton

可作為 74萬件成衣
紡織原料

300 個家庭

一年

生活垃圾產出

友達廢塑膠
每年產出量

494 Ton

PS. 以后里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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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綠生活

玉山銀行宋念謙協理/ 2022.08.15



環境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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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建築
LED燈具

系統化控制
自建太陽能
綠電轉供

電動公務車
建置充電樁
無紙化

省水標章設備
雨水回收系統
水資源管理



落實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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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深
植
環
保
觀
念

02. 
參
與
環
保
活
動

宣導環保新知 落實資源回收 實踐減塑生活 使用環保餐具

地球一小時 生態植樹 環保淨灘 惜物愛心義賣



環境綠美化.綠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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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實施計畫」

選購具環保、節能、省水及綠建材標章綠色產品

老樹保護計畫，定期養護修剪

營造綠化辦公室及公共空間

綠
採
購

綠
美
化

藝術品:永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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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 
企業安全室 環境部經理 
鄭 智 仁  
2022/08/15 

華翔天際 航向永續 

                         幸福永續 行 
EcoCAL Echoes the Sustainable Future   

2022淨零轉型關鍵戰略 
               「淨零綠生活」社會溝通會議 



中華航空 
      用飛行與你我創造更多美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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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公司 

成立年份 
1959 

員工數 
10,772人 

飛航航點 

國家 29 

航點 154 

營運機隊_共88架 

機型 數量 

A350-900* 14 

A330-300 22 

777-300ER* 10 

737-800 12 

A321neo* 8 

747-400F 18 

777F* 4 

• 全球最年輕機隊之一(平均機齡10.2年) 

• 全方位的飛安品質管理 

• 高品質的飛機修護 

• 卓越的空中及地面服務 

• Skyteam天合聯盟(2011年9月28日加入) 

資訊統計至2022.06.30止 

✔ 客艙服務 ✔ 貨運服務 ✔ 修護服務 

主要營運項目 

*註：環保機型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


來源：華航網站  www.china-airlines.com 
            2021 World Air Transport Statistics 

永續發展為企業營運核心 以綠能環保接軌世界 
 永續發展為企業營運核心， 

      綠能環保為重要營運原則。 

 於董事會「中華航空公司永續發展

實務守則」之「發展永續環境」原

則下，律定「環境暨能源管理理念」

「環境暨能源政策」，結合「綠能

環保」之品質政策 三管齊下深耕 企

業環保永續 文化。 

 另訂 「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

「供應商行為準則」、「森林暨生

物多樣性保育承諾」及「分公司環

保節能治理原則」確保全球營運環

節落實環保永續作業。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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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提升永續價值 讓世界看見台灣 

• 六度入選DJSI新興市場指數 
• 七度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 
• 八度獲頒 TCSA 企業永續獎暨氣候領袖獎  
• 連續 10 年參與 CDP，供應鏈議合作業 獲評全球領導等級 
• 三度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 第一家國籍運輸業發布 TCFD 獨立報告書 

• 唯一航空業取得碳標籤與減碳標籤  

• 首家國籍航空添加永續航空燃油 
• 唯一國籍航空參加IAGOS/PGGM國際監測計畫 

• Buying Power 環境永續特別獎 

• 唯一台灣航空業榮獲環保署低碳產品獎勵優等獎 

獲國內/外評比肯定 

因應國際趨勢  作業精益求精 

 支持政府政策  榮獲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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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業界建立專責組織 落實系統風險管理 
 設置 企業環境委員會、專責組織及相關管理平台。 

 優先服務業推動完善企業環境暨能源風險管理機制(涵蓋 ISO 14001/50001/14064) ，系統化鑑別與管理
環境、能源、氣候風險與機會議題，推動各項環保節能措施。 

 每年推動60多項(2021年71項、2022年77項) 環保節能方案，由企業環境委員會督考與滾動管理。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manage-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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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提出2050年淨零碳目標 
研擬五大核心減碳策略： 

− 提升TCFD作業及緊急應變體系 
− 提升燃油效率 
− 發展新科技技術 
− 參與國際碳管制機制 
− 推廣永續航空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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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淨零碳目標並提出減碳策略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manage-clim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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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碳排暨氣候減緩管理作業 
精進碳排MRV及能管品質 

提升營運生態效率 

優化環保維運作業 

引進低碳高能效機隊 

佈建低碳永續 能源 

精進碳權管理 作業 

 

 國際遵約 
• CORSIA 
• EU ETS 
• UK ETS 

 自主承諾 
• ISO 14064-1 
•自願減量目標

(2050淨零碳)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manage-climate.html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action-flig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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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氣候預測/因應能力 

強化緊急 /應變 能量 

營造氣候調適永續環境 

優化營運方式/作業流程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強化綠建築內涵 

 既有綠建築增設
再生能源、強化
綠化 

 新建築引進綠建
築改念 

 

盤點全球場站風險 

引進科技清潔工法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action-flight.html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manage-climate.html


開創國籍航空使用SAF里程 
 以新機飛渡作業執行試行作業： 

- 2017-2018年藉5架次 A350-900新機飛渡添加SAF。 

- 2021年起，所有25架次A321neo新機飛渡持續添加SAF。 

- 操作紀錄及參數顯示，無任何異常，同國際產業界執行經驗。 

- 於2018~2022 年召開多場 SAF產官學研討會，促進國內觀念推展及作業共識凝聚。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21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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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推動ECO服務，推廣綠色消費意識 
串連客貨運服務流程，提供多元環保服務，營造環保友善
消費環境，推廣綠色消費意識。 

E/M化行前服務 

機上環保服務 
環保友善商品 

•CI Mobile行動服務 

•貨運電子提單 

•預訂餐點服務(商務/豪經艙) 

•碳足跡揭露 

•ECO-travel 碳抵換服務 
(客/貨運 自願性碳抵換/綠色票價) 

 

•選用可重覆使用餐具 

•提供環保侍應品 

•無紙化雲端書坊及wifi服務 

•環保主題精選影片 

•環保互動 

(如夏季關窗、筷帶我回家、 

    鼓勵使用環保杯…..等等) 

•禁用保育類食材 

•優先在地食材 

•eMall綠生活專區 

•循環經濟創新商品 

永續飛行航班 

•百餘項環保永續措施
(涵蓋航務、地勤支
援、空中/地面服務) 

•持續推展全球航線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6289040
https://youtu.be/M51gM-tsx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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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地球公民責任 支持國內外環保永續倡議 

 善用本身運輸業角色，積極支持台灣及國際重

要環保永續倡議  

EcoCAL Echoes 

the Sustainable Future  
IAGOS/PGGM 

淨灘 

植林 地球一小時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charity-pl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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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之翼 華翔天際 
華航 積極掌握國際趨勢，引領產業融入創新思維 

持續參與國際重要議題議合，廣納環保新知、技術及創意，適時導入創

新環保措施，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華航積極強化價值鏈議合作業 

航空業為高度供應商/價值鏈合作性產業，華航持續強化價值鏈/供應鏈環

境議合及管理，共創夥伴永續價值。 

華航持續強化顧客溝通，促進顧客認同及參與環保行動 

多元推廣綠色消費及環保觀念，擴大品牌及市場之永續價值。 

華航引領推動永續環保議題，提升產業淨零排放目標 

與政府、同業合作，創造我國產業於國際市場之永續競爭條件，爭取消

費者等利害關係人支持，實現2050淨零碳目標，創造世代永續價值。 

 



從心出發 珍愛地球 
          華航展翅 永續翱翔 

EcoCAL Echoes 

the Sustainable Future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企業永續網 ECO Travel 

華航輕旅行 
 

美麗新視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Cc-eFQ6Lk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
https://www.china-airlines.com/tw/zh/about-us/eco-travel
https://youtu.be/rlCc-eFQ6Lk
https://ecocal.china-airlines.com/ecopath/


-深耕工程-
讓每位學生
璀璨耀眼

南華大學
綠色校園典範案例分享

報告人：林聰明 校長
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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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概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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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嘉義
大林鎮



二、發展沿革

佛光山星雲大師發起「百萬人
興學」，於85年創設南華管理
學院，於88年升格南華大學。

創校宗旨為「公義與公益的
大學」，依循該宗旨，持續
回饋社會，嘉惠學子。

於102年度起，以深耕生命教育
邁向永續發展為重點，開啟
「跳躍成長、學用合一」新里程。

星雲大師

林聰明校長與學生合影



臺灣唯一跨國五校一體的佛光山教團系統大學

西來大學
美國

1 校註冊 → 5 校學習

2+2：
國內學費，２個學位

海外學習 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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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三、學校規模

人文學院 社會科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

單位：人

(一)全校學生人數

全國大專生人數降低11%
本校逆勢成長7%

科技學院

• 學生人數5,472人，專任教師194人，生師比20.44
• 教師博士佔 93.3%，助理教授以上佔99.5%



(二) 逆勢翻轉績效(1/2)

110-07-27自由時報報導

111年繁星推薦滿招
(全國僅25所滿招)

110學年度全校註冊率私校排名第六名(不計私立學院)

107-109學年度全校註冊率私校排名第一(不計私立學院)



博士班新生註冊率近5學年度皆為100%

碩士班新生註冊率近5學年度皆超過93%

學/碩士班註冊率持續穩定

(二) 逆勢翻轉績效(2/2)



生命教育 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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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大辦學品牌



貳、推動綠色校園成就



英國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2022年獲得臺灣排名並列第14名

2021年獲得臺灣排名並列第11名

2020年獲得臺灣排名並列第22名

2020-2022年連續3年獲得全球排名401-600

一、國際級綠色校園成就(1/5)



2016-2021連續六年世界綠色大學百大學校

2016 / 83名 2017 / 92名 2018 / 66名

2019 / 77名 2020 / 96名 2021 / 64名

廢棄物處理
多次全球第1

一、國際級綠色校園成就(2/5)



2019英國標準協會獲頒發BSI永續傑出獎

一、國際級綠色校園成就(3/5)



2019獲香港《鏡報》第二屆學校社會責任獎

報導網址: http://www.themirror.com.cn/article_x.asp?id=1773

一、國際級綠色校園成就(4/5)



2014-2021榮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TCSA獎項

2014 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 2015 企業永續報告獎銅獎 2016 企業永續報告獎銀獎

2019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金牌獎暨
企業綜合績效TOP50企業獎

2020大學
USR永續方案獎銀級

2017 TOP50台灣
企業永續獎

2021年榮獲
台灣永續大學績優獎

一、國際級綠色校園成就(5/5)



107年經濟部國家品質獎-永續發展典範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1/7)



106年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國家永續發展獎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2/7)



108-110年行政院環保署
連續3年「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

110年再獲頒「榮譽環保企業獎」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3/7)



103年獲教育部廢棄物減量暨資源回收再利用
大專院校組優等獎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4/7)



107年獲教育部校園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
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甲等獎（最高獎）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5/7)



111年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單位學校組
優等獎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6/7)



 109年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南臺灣唯一通過環境教育雙認證大學

二、國家級綠色校園成就(7/7)



參、構建綠色校園的完善推動機制



2016年 成立永續中心

一級學術研究單位

「永續中心」任務推動包括：低碳蔬食、氣候與能源
、自然生態、防災應變、廢棄物管理、水資源管理、
環境教育、永續教育與研究等。

一、成立永續中心



台灣永續能源研
究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

Organic 

Aotearoa會長
Brendan Hoare

國際有機運動聯
盟執行長

Markus Arbenz

國際有機運動聯
盟會長

Andre Leu

Professor, 

Università Carlo 
Cattaneo

R. P., Dipak

成立國際顧問團，舉行論壇，開啟交流，推動國際永續

邀請義大利米蘭卡塔尼歐大學（

Universita Carlo Cattaneo）永續中心
的創辦人Dipak Raj Pant教授、台灣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等
六位國內外專家學者擔任顧問

二、成立國際顧問團



2016年 成立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2017年開始招生

三、成立專業系所三、成立碩士學位學程



世界綠色大學
低碳綠能

世界大學影響力
永續生態

環教場域機構
環境教育

南華大學

依循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氣候變遷調適 永續教學行政 智慧綠能校園 永續產業研究 氣候變遷減緩

國際級環境永續典範大學

盤點、推動 反餽、精進

申
請

申
請

反
餽

反
餽

申請 反餽

四、構推動架構四、構建推動架構



四、構推動架構五、首創「融入三類課程的SDGs推動模式」

透過台灣綠色大學聯盟帶動各大學推動SDGs，分享本校首創「融入
三類課程的SDGs推動模式」，提升台灣各大學的影響力

潛在課程
(境教制教身教)

非正式課程
(永續活動地圖)

正式課程
(永續課程地圖)



肆、取得綠色校園相關的第三方認證



一、 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2015年至今均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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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取得第三方認(2/3)二、 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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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驗證

2017年至今均通過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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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今均通過大學永續報告書BSI AA1000認證

四、 通過大學永續報告書BSI AA1000認證



伍、強化能資源節用的多元措施



一、多管齊下，推動校園節能

全球觀點

在地關懷

能源
管理

國際
活動

食農
教育

社區
參與

防災
教育

自然
保育

樹林減碳CO2

減少146公噸

用電指標 EUI 62<94

雨水回收達
5,988度

汙水回收澆灌率
39.28%

本校綠色採購金額
佔嘉義縣年度

綠色採購目標值之
39％

資源再利用
48.29%

每人每年垃圾量
降低14%



二、推動廢（污）水減量或妥善處理措施

反
洗
液
迴
流

污水管
攔污柵
T01-1

初沉池
T01-2

調節池
T01-3

曝氣池
T01-4

終沉池
T01-5

中間水池
T01-6

砂濾桶
T01-7

放流池
T01-8

污泥池
T01-9

污泥脫水機
T01-10

委託合格廠商清運

回收水貯存桶
( S01)

澆灌使用

污泥

濾
液
迴
流

污
泥

上
澄
液
迴
流

污水

污泥



近五年生活污水回收率增加
園藝澆灌用水增加

年度 生活污水處理量(m3) 園藝澆灌用水(m3) 回收使用率(%)

2017 98,470 22,551 22.9

2018 108,581 23,403 21.6

2019 106,223 25,174 23.7

2020 96,138 31,588 32.86

2021 88,376 34,714 39.28



三、建立農電共生示範溫室

110年太陽能電板數量較109年增加一倍

–建置16塊太陽能板(友達 SunVivo
PM060MW2，功率範圍：290W~310W，
25年達80%功率之保證：232W~248W)，

–日平均發電量達12.510~16.716kWh/day
，

–每年總發電量為4566kWh至6101kWh之間

111年興建第二座溫室

–再增加16片太陽能電板

–進行光照不足試驗，解決農電共生問題

多餘電力提供本校電動車充電使用。



四、導入ISO 50001能資源管理系統

本校於104年5月由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依據
ISO50001標準及TAF
標準驗證通過。

每年更新ISO 50001

2021年用電指標 EUI
為 64.4

小於行政院「政府機關
及學校四省專案計畫」
所訂定大學 EUI = 94
之基準值。

用電指標優於大學平均值



五、訂定資源回收再利用管理計畫、實施方案

設置垃圾分類及暫貯場所：依資源性與非資源性予以分類。
委外清除處理：非資源廢棄物以簽約方式委託合格環保公司
或機構清運、理；資源廢棄物則委託資源回收商清除。
產出量統計管理：由統計資料瞭解本校廢棄物減量、資回收
之成效，進而訂定績效指標。
其他管理措施：配合政府政策學校餐廳不使用各類材質免洗
餐具、推動紙杯減量方案等減廢措施。



每年處理全校30,000公斤的廚餘

廚餘回收
生廚餘

熟廚餘

果皮

堆肥

固態廚餘

液態廚餘 液態肥

環保酵素

1.施肥
2.改善土壤
3.管路疏通
4.管路除臭

六、資源回收再利用



回收率%=(B+C)/(A+B+C)*100%  
每人每年回收量=(B+C)/全校人數

近五年總垃圾產生量以110年最低，每人每年一般垃圾量(kg)也最低。

項 目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A.ㄧ般垃圾(kg) 119478 117,090 118,488 116796 101,737

B.資源回收(kg) 78,239 81,382 67,981 91680 70,480

C.廚餘回收(kg) 29,974 33,717 32,918 30777 24,545

資源及廚餘佔比(%) 47.53% 49.57% 45.99% 51.12% 48.29％

全校教職員工生人數 6,001 6,184 6,493 6053 6,106

每人每年一般垃圾量(kg) 19.91 18.93 18.25 19.30 16.66

每人每年回收量(kg) 18.03 18.61 15.54 20.23 15.56

105~109年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績效



七、推動用紙減量

年度 列表機 影印機 合計 減少趨勢

103 323,829 2,071,678 2,395,507

104 329,279 1,997,280 2,326,559 2.88%

105 294,564 1,668,962 1,963,526 15.60%

106 227,513 817,826 1,045,339 46.76%

107 215,026 731,795 946,821 9.42%

108 96,168 727,743 823,911 12.98%

109 63,865 557,985 621,850 24.52%

110 39,945 529,202 569,147 8.47%

以學年度計算，109學年度較108學年度降低達23.3%



八、推動校內環境品質監測

戶外即時監測溫度、濕度、風向、降雨、PM2.5及PM10
2021年pm2.5濃度低等級之月份為4到10月
11月到隔年3月空氣品質較差，但仍維持低至中之等級，



2021年pm2.5濃度低等級之月份為4到10月

11月到隔年3月空氣品質較差，但仍維持低至中之等級
監測時間 PM2.5 (μg/ m3) PM10(μg/ m3)
2021-01 40.67 27.73
2021-02 44.92 30.22
2021-03 41.46 28.14
2021-04 32.66 22.47
2021-05 15.68 10.19
2021-06 9.6 5.7
2021-07 12.67 8.13
2021-08 11.63 7.2
2021-09 22 14.7
2021-10 26.77 18.02
2021-11 36.08 24.33
2021-12 37.58 25.29
2022-01 38.04 25.52
2022-02 33.37 22.43
2022-03 38.15 25.4
2022-04 31.49 20.99



陸、推動具特色的綠色行動



一、營造多元的生態校園

63公頃森林校園，樹林與綠地面積約46公傾(佔校地面73%)，校內植栽種類約300

種植物，另有52種原生種植物與81種誘鳥誘蝶植栽，構築生態永續校園

多達近十公頃的桉樹林 複層式綠化植栽多達百餘種的植栽

紅蜻蜓

諸羅樹蛙

紅嘴黑鵯

樹鵲

多樣生樣的生態池

鳳
頭
蒼
鷹



二、融入正式課程的環境保護

每年開設51門環境教育特色課程
主軸 通識開設之課程名稱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公共藝術與環境永續發展、幼兒學習環境設計、環境倫理學、海洋環境、都
市空間與環境行為解析、都市環境再生、都市環境學、綠建築與永續環境設計、聚落與歷史環境研究、休閒環境管理專題、休
閒環境管理議題講座、環境教育素養與實踐、觀光與環境、價值衝擊與環境影響、環境自然療癒學、環境毒物學、環境風水學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等 20 門課程

氣候變遷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與人、環境變遷與調適策略、環境永續與健康等 5 門課程

災害防救
及公害防治

台灣自然災害、環境安全與衛生、危機應變與管理等 3 門課程

自然保育
環境生態學、生物的生存之道、海洋生物、認識動物、環境、動物與社區參與海洋生態多樣性、物種與生態多
樣性、環境生態學等 8 門課程

環境與資源管理
環境科學、永續智慧建築與環境營造、環境影響評估技術、環境解說理論、永續環境規劃實務、環境倫理與建
築概論等 6 門課程

社區參與
社區人文環境再造、藝術與社區、文物保護與生活品味、生命彩虹-志工服務、青年志工、社區人文環境再造
、社區媒體DIY、社區與聚落文史撰述、社區美學、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等 9 門課程



三、簽署綠色辦公宣言
 2021/5/13

– 落實辦公室節省資源及減廢減塑

– 定期辦理關燈1小時活動、午休關燈、減少使用一次性產品

– 訂定減廢減塑目標，落實垃圾分類及源頭減量

– 強化辦公室綠美化，提升室內空氣品質

– 落實綠色採購，辦公用品優先選購環保產品，並至環保署綠色採
購系統申報。

– 推動校內相關單位永續環保部門認證。



四、推動「環保集點」

本校於2020年認購環保綠點500,000點，並於全校教職員工辦理
之「109學年度南華共識營」中，每人登錄贈送2000綠點

111年1月9日環保署主管策勵營每人發放2,000點，共11人登錄
，合計共發放22,000點。



五、推動「環保署綠色餐廳」
推動「綠色飲食」政策，落實惜食、在地食材、減塑飲食環境
餐廳取得環保署「綠色餐廳」資格後駐守服務。

–每日將食材至教育部「食材登錄平台」登錄提供檢核
–營業產出廢棄物必須分有熟食、生食、可回收及不可回收進行分類
處理；

–裝乘食物及飲用器具等塑膠製品，應該予以減量或禁止提供。
以本校相關法規規範進行查核督導，持續有效推行之永續消費和消費
生產飲食服務。



六、奉茶行動

現代人日常喝太多含糖飲料，精緻醣類會帶給身體許多負擔，有些
疾病乃源於此，

推廣無糖茶飲觀念及帶起減糖風潮

110年度總共推行26桶低糖/無糖茶飲，共770人響應。



七、推動環保低碳活動



–

年度 場次 人次

2019 33 1977

2020 53 4136

2021 37 2874

合計 123 8987



八、二手好書義賣活動

本校圖書館推動二手書義賣，2021年義賣1360冊，購買人次為265人
，2022年義賣1386冊，購買人次為252人。



九、擴大大學社會責任影響力-學術推動教育設施場所

協助通過環保署2設施場域：斗六污水處理廠、嘉義酒廠

陪伴發展5場域：民雄鄉菁埔社區、嘉義市大溪厝水環境園區、台
糖牡蠣殼工廠、佛陀紀念館、烈嶼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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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辦理環境教育講座

2022年6月14日特邀
英國2021皇家城市規劃學會主席楊威

楊威在接受BBC專訪時說：「城市規劃專業的根本目的，是創造一個
讓人、社會、自然和諧共生的平衡體系。」她援引英國最早田園城市
規劃先驅霍華德爵士的理想，強調要「不忘初心」。

資料來源: BBCNews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680154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680154


柒、宣告 2028年達成碳中和



一、宣示碳中和綠色校園目標

宣告 2028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成為環境永續校園的典範

111年3月16日
校務前瞻會議
，校長率一級
主管宣告，將
於2028年達成
碳中和目標



• PAS 2060

碳中和

•樹木固碳(80%

森林)

•土壤固碳

•濕地固碳

•廢棄物

• ISO 14064-2

增匯及抵換

• ISO50001設

備減量

•環境教育

•綠色辦公

•太陽能發電自

用

減量

• ISO 14064-1

盤查

增匯部分，將取得環保署專案認可，申請減量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Index

二、取得環保署專案認可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Index


三、採用之抵換專案方法學(一)：廢棄物方法學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Offset/Offset_1


•輔導外部減碳，可申請環保署方法學，減碳量可歸屬南華大學
•協助社區造林、減碳等等均可

四、採用之抵換專案方法學(一)：參酌國外減量方法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Offset/Offset_1


校內盤點可立即種樹或農業碳匯計畫

五、全面盤點碳匯計畫



校內: 以2022年為例

 ISO 14064-1: 2018

種植更多樹木並進行疏伐，取代舊的樹木，增
加碳吸附。

申請環保署之樹木固碳、廢棄物固碳專案

再生能源

添加太陽能板溫室，做成示範模廠。

下方作農業使用

儲電設施，節省費用

停車場、球場裝設太陽能

所發電力將提供自用，不外售，減少外購電力

六、擬定未來計畫，持續改善



捌、結語



• 期許

積極行動、愛護環境、降低碳排

成為永續校園典範

環境永續
典範校園

1.
設置環教機構及
場域

2.
營造綠色

大學

3.
落實環境
永續社會
責任

4.
打造綠能智
慧校園

5.
分析應用
綠能智慧
大數據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1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報告人：許景翔董事長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2022/08/15

淺談城市礦山之永續發展策略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2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E - WASTE
2019 2030 2050

53Mt 74Mt 120Mt

Taipei 101

77

全球電子廢棄物問題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3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城市採礦 = 高汙染？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4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我們長期致力於：

1.杜絕氰化物、王水

2.研發環保製程

3.推廣綠色化學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5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Electronic Resources

電子資源物

Precious metals

Rare earth metals

貴金屬與稀土金屬

優勝綠色製程：1.低碳、2.安全、3.環保

城市礦山：回收有價金屬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6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智慧型手機

機殼/螢幕

主機板

鋰鈷電池

SnST-550A

環保剝錫系統

高效篩選系統

UW-530

環保剝鋰鈷系統

ITO-900

環保剝銦系統

空板

電容

連接器

IC

MLCC

UW-700

環保剝貴金系統

UW-860

環保剝貴金系統

UW-480

環保剝銅系統

環保剝鉭系統

錫回收

手工拆解

專利
保護

專利
保護

專利
保護

專利
保護

專利
保護

優勝新能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Resource Regeneration Inc.

由UWin所發展之綠色製程

2022年1月25日成立
暫定資本額1.2億元 www.uwin-l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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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鋰電池回收碳排比較

碳排係數：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台電）以上為每天處理1噸廢鋰電池粉末後，取得高純度有價金屬之用電用水量換算碳排所得



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8優勝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Win Nanotech. Co., Ltd.

SDGs目標達成
3 良好健康與福祉

2030年前，大幅減少危險化學品和空氣、水、土壤汙染和汙染所造成之死亡和疾病數量。

6 淨水與衛生

2030年前，透過減少污染、消除傾倒和將有害化學物質和材料釋放降到最低，來改善水
質：並將未處理廢水的比例減半，並且大幅提升全球的水資源回收和安全再利用之比例。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根據永續消費和生產的十年計畫框架，於2030年由已開發國家領銜主導消費與生產的
全球資源效率，並努力使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脫鉤。

3.9

6.3

8.4

9 產業創新&基礎設施

2030年前，升級基礎設施並改造工業，使其可永續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採用更
多清潔、環保技術和工業流程。

9.4

11 永續城市

2030年前，減少城市人們對環境之不利影響，包括特別注意空氣品質、與城市及其它
廢棄物管理。

11.6

12 責任消費&生產

2020年前，根據國際協議，對於化學品和廢棄物的整體生命週期採取無害環境管理；
並大幅減少其對空氣、水和土壤的釋放，來減少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不利影響。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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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各界肯定

中經院台灣循環經濟最佳典範獎 TCIA產品創新獎卓越研發獎 環保署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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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ee waste.    We see resource.

Thank You. 

Living toxic-free



1

楊政憲

行政副總經理 ∣ 企業永續委員會執行長

淨零綠生活，從「食在永續」開始

遠東SOGO永續飲食實踐經驗分享



22022/8/15

綠色餐廳三大精神
「減法」飲食，永續零負擔！

做好源頭減量 (減塑)

「不主動」提供一次性餐具

使用在地食材 (減碳)

優先使用國產食材減少碳足跡

推行惜食點餐 (減廢)

提供餐點調整份量的服務



32022/8/15

以忠孝館為示範分店

遠東SOGO推動綠色餐廳密訣！
從「示範店」到「全面推動」三步驟

忠孝館於2020年底輔導店內
餐飲櫃位，推動綠色餐廳認
證計畫，2021年Q1全數通過
（9家餐廳、4家喫茶店），
成為全台示範店。

輔導全台各分店餐廳

遠東SOGO將忠孝館經驗模
組化，輔導擴散至全台各分
店餐廳永續轉型。成功將經
驗複製全台，截至2022年4
月底，全台餐廳達95%通過。

員工餐廳全數通過

開辦說明會，輔導員工餐廳
業者申請認證。於2022年5
月，有員工餐廳的四家分店
（忠孝、復興、天母、新竹），全
數通過審核。



42022/8/15

新食器時代邁入5.0
發揮通路影響力，攜手餐飲櫃位推動永續飲食！

2020-2022

全面推動綠色餐廳，

全台累積95%餐廳
通過

2017.04

全台8店禁用美耐
皿餐具

2018

積極推廣無痕飲食，
倡議減塑、零負擔
的永續新生活

2019.05
領先環保署政策，

全面禁用塑膠吸管

2019.09
領先全台百貨零售

業，不 主 動 、 不
免 費 提 供 「 一 次
性餐具」

S O G O 新 食 器 時 代 歷 程

減塑



52022/6/2

• 第一階段：淘汰員工餐廳
美耐皿餐具

• 第二階段：汰換美食街與
餐飲櫃位餐具

先從自己做起

• 17場協商會議

• 歷時超過2個月時間

• 投入約560萬元成本

SOGO與廠商投入

• 淘汰美耐皿餐具：3萬個

• 受惠顧客：約840萬人次/每年

• 提倡環保意識：媒體曝光價值

約775萬

• 放大通路影響力：全台超過

150間廠商全數替換

成果與影響力

減塑

全台百貨第一「向美耐皿說不」
全面禁用美耐皿背後所投入的心力



62022/6/2

百貨端
提供平台通路，並結合營業行銷，打響小農展
品牌知名度

小農端
創造小農與消費者面對面的機會，幫助小農
學習從「產地到貨架」的銷售旅程

社創端
以「文創」概念包裝小農議題，每年超過70個
品牌、上千款商品參展，規模拓增10倍、小農
訂單也因此增加

遠東SOGO打響台灣最大規模小農展
結合營業與行銷，鼓勵消費者「選在地」！

減碳



72022/6/2

超市設置小農專區
結合營業與行銷，鼓勵消費者「選在地」！

超市入口處規劃「小農專區」，
提供小農一個常態性展售的平台，
讓消費者一進入就能夠接觸到在
地的優質選品。

減碳



82022/6/2

• 小農展客單價成長+19%

• 遠東SOGO獲頒農糧署農產行銷卓越獎

遠東SOGO打響台灣最大規模小農展
獲頒農糧署「農產行銷卓越獎」肯定！

減碳



92022/6/2

人均廚餘產出量=

天母店5月廚餘量

減重前(公斤) 減重後(公斤) 減量比例

6,800 2,700 -60%

減重前 減重後 減量比例

0.056 kg 0.022 kg -60%

廚餘量

餐飲來客數

5月餐飲的來客數，
以餐飲實際成交筆數121,786，
一筆一人推估。

人均廚餘產出量減少60%

遠東SOGO天母店導入「廚餘機」
廚餘減量達60%

減廢



102022/8/15

持續與消費者溝通
淨零綠生活，

從「食在永續」開始

遠東SOGO期望透過永續議

題的設定，發揮通路影響力，

號召消費者從日常生活中的

永續小行動做起！



112022/8/15

走進遠東SOGO，
您將開啟一場綠色消費旅程！

SOGO ESG
FB粉絲專頁

SOGO ESG
永續官網

關注遠東SOGO更多最新永續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