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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光

總論

作為結合半導體製造紀律與太陽能豐富

技術的先行者，新日光一向以提供生生不息

(sustainable)且具價格優勢(affordable)的
潔淨能源為使命，自2005年成立以來已成

為產品與服務涵蓋太陽能電池、太陽能模組

與太陽能發電系統之高品質廠商。

誠信正直(integrity)為新日光一向秉持的

經營理念，正派經營更是新日光一向信守之

成功法則，自成立以來，便始終專注於本業並

維持透明與良好的公司治理，務求以完善制度

來管理公司，因此在上市前即成立審計委員

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董事。並依五大核

心思想：誠信、結果導向、主動積極、創新及

全球導向傳承企業文化。員工一向是新日光最

重視的資產，因此新日光除持續廣納優秀人

才，並深切期盼每位新日光員工不僅能有良好

的財務回饋，更能有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因

此，新日光非常重視員工的學習和發展，鼓勵

同仁在職場上終身學習，以為承接更深更廣

的任務需求作準備。對外新日光更努力協助

客戶實現綠色產品的設計，提升各項資源利

用來達成原物料及廢棄物減量目標，同時降低

水資源的使用，及提高電力使用效率以降低

對環境之衝擊，並協同供應商一同建立環境

管理系統，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新日光身為太陽能領導廠商，深深了解

到當企業規模愈大，對產業及社會的影響力

相對越深，責任也更加重大，故在公司營運

持續成長的同時，新日光亦向全球各地的客

戶、使用者、合作夥伴與一般大眾宣導綠

能、節能、環保的觀念，期望公司不僅對股

東、客戶及員工負責，也能對環境及社會付

出關懷與貢獻。

作為企業公民的一份子，新日光結合企

業核心職能與對環境的熱愛來回饋社會。新

日光結合先進之太陽能系統建置技術與在地

農業專家合作，於高雄燕巢建造太陽能農

棚，不僅增加農作物產值、產生發電收入，

並可提供高品質工作機會，增加年輕人返鄉

工作之意願，促進農村復興。此外，新日光

更開啟太陽能電廠投資先例與商業模式，與

國內外知名銀行合作，在世界各地投資太陽

能電廠，除電廠本身之經濟效益外，並可提

高潔淨能源占傳統能源發電之比重，降低汙

染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於2013年獲得金鑫獎之最佳企業社會

責任獎後，新日光為了更有效率及有制度地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2014年起成立「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由公司各功能組織推派代

表，透過與員工、客戶、股東、投資人、供

應商、社區、政府等各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

與回饋，召開定期會議來檢視公司整體及各

功能委員會的運作，以收監督及執行成效。

同年亦成立之新日光志工社，結合公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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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仁熱忱，甫成立便獲得公司員工之熱情

響應，募集了近百位志工。未來新日光志工

社期以環境關懷及社會關懷之兩大主軸，持

續對這片土地與人群做出更好的貢獻。

此外，新日光並於本年度編製公司第一

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公開透明地將新日

光在企業社會責任三項主要範疇，「公司治

理」、「員工與社會參與」及「綠能節能環

保」之施行狀況、成果或未來規劃揭露予利

害關係人，期能藉本報告書盤點新日光於企

業社會責任各範疇之施行成效，深入瞭解利

害關係人重視之議題，並建立溝通管道，與

之進行長期溝通與承諾；同時察覺新日光潛

在風險與挑戰，配合新日光之核心職能與經

營優勢，將永續發展導入公司經營策略，以

期除了優異之財務績效外，公司營運並能超

越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準，藉此創造

正向循環，使新日光成為太陽能產業的世界

級標竿企業並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CSR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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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光概況

新日光成立於2005年，2009年1月正式

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12年12月
與台達電聯手催生台灣最大太陽能電池公

司，並與旗下之旺能光電簽署合併契約；隔

年五月正式與旺能光電完成合併，成為全

球最大專業太陽能電池公司。截至2014年
底，新日光電池年產能已達2.2GW，產值

更達到新台幣25,336百萬元，已成為台灣最

大太陽能電池公司。

經營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誠信經營為新日光一向秉持的經營理

念，從成立以來，便一直維持透明與良好的

公司治理，務求以完善制度來管理公司，持

續創造領先業界的財務績效。因此在上市前

即成立審計委員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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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並依五大核心思想：誠信、結果導向、

主動積極、創新及全球導向傳承企業文化，

對內承諾員工能有良好財務回饋，與受人尊

敬之社會地位，對外更努力協助客戶實現綠

色產品的設計，並協同供應商一同建立環境

管理系統，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更要為全人類帶來可生生不息(sustainable)
且具價格優勢(affordable)的太陽能源，以

期公司營運超越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

準，成為一有市場影響力之世界級企業。

基於上述之經營理念與核心思想，新日

光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便規劃透過公司

治理、員工與社會參與以及綠能環保節能三

大範疇，實踐企業公民之擔當。在公司治理

部分，希望能藉由透明健全的治理制度，努

力提升經營績效，持續創造領先業界的財務

績效，為廣大股東負責。身為綠色產業的製

造者，應結合公司核心優勢與職能，在獲利

之餘，不斷對環境做出具體貢獻，透過碳足

跡認證等策略管理方針，創造永續環境，向

大眾宣揚綠能節能環保的概念，進而提升公

司有形與無形價值。在員工與社會參與部

分，新日光非常注重員工福祉，不僅有多元

的教育系統，更注重職場安全，提倡工作生

活平衡。期盼未來能透過三大範疇，全面且

有系統性的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為了更有效率及有制度地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新日光於2014年起成立「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由公司各功能組織推派代表，透過

與員工、客戶、股東、投資人、供應商、社區、

政府等各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與回饋，召開定

期會議來檢視公司整體及各功能委員會的運

作，以收監督及執行成效，並將年度企業社會

責任成果於次一年度向董事會呈報。

利害關係人的議合與重大議題識別

新日光經由統計分析鑑別出之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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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共包含七大類別，分別是客戶、員工、

政府機關、鄰近社區、股東/投資人、供應

商/承攬商/外包商、媒體。鑑別出之重大議

題則包含以下七項，分別是公司治理、能資

源使用及節能減碳、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

度、風險控管、產品風險、永續策略以及薪

酬福利與員工照顧。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報告書揭露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大部分涵蓋範疇為台灣地區製

造據點，若有涉及其他區域之指標，則另行

於報告內文中說明。

報告書依循標準

本報告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

符合ISAE3000認證準則，內容架構主要

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發行之「可持續發

展報告指南」4.0版本，採核心揭露。

本報告書中2014年度相關數據均經由第

三公正單位查驗證，並採用國際通用指標呈

現，若有推估之情形，會於各相關章節註明。

財務數據為經過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Deloitte)查帳確認，以新台幣計算。

發行時間與周期

報告期間：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
月31日(部分專案內容為求完整揭露，亦回

溯至2012至2013年之資訊)

報告周期：一年。

公司治理

營運績效

2014年對太陽能產業而言可說是充滿

挑戰的一年，年中美國商務部針對台灣反

傾銷及中國啟動「新雙反」訴訟後，造成

整體太陽能產業之波動進而導致產品平均

銷售價格下滑。然而太陽能產業即便處於

動盪，每年之需求仍逐年成長，尤其2014
年之全球整體需求較2013年成長超過20%
達46~50GW(Solarbuzz研究報告)。新日光

在全體員工戮力不懈的努力下，秉持一貫穩

健的步伐，持續強化客戶基礎及產品組合，

於這波跨國產業貿易戰中仍持續站穩腳步、

益發強大，繳出全年獲利之成績單，全年

出貨量亦創歷史新高，累計出貨量達2,160 
MW(百萬瓦)，較2013年成長40.6%。

誠信與風險管理

1.品德倫理

新日光自2013年起特別增列於新人訓

練課程中做宣導，以期每位加入新日光的員

公司治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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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都瞭解並遵守公司誠信的原則。此外，新

日光董事會並於2015年3月通過誠信經營守

則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等相關內規，以

期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將永續發展目標

導入經營策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2.法令遵循

植基於「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理念，

新日光公司在法規遵循上進行了極大的努

力，除了對於現有法令的追蹤評估，公司內

部更制定了各種政策與辦法，並透過教育訓

練的方式來協助同仁了解相關的法令規範，

以作為業務進行上的遵循依據。在過去2013
年至2014年間，新日光共有11件遭主管機

關裁罰案件，裁罰金額均於10萬元內。由於

公司謹遵法規規範，近年來裁罰訴訟案件較

少，與供應商之訴訟占較多數，但皆為一般

合約履約相關問題，並未有其他重大案件。

過去曾發生之環安衛相關裁罰，各廠區於發

生裁罰案件後內部皆有相關檢討與改善作業

程序，之後已未有再發生類此重大案件。

3.稽核組織

新日光自2007年(公開發行)時即頒布

內控制度，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各層級控

制程序。本公司內部稽核本著獨立、客觀、

超然之運作，直接隸屬董事會。

供應鏈管理

新日光以長期合作的思維取代傳統採購

的觀念，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績效為目標和對

環境社會的衝擊為考量，積極要求各部門強

化與供應商的策略夥伴關係。未來目標是

將綠色製造的思想融入到傳統SCORE模型

中，保證生產過程完全符合社會責任與公平

貿易原則。從供應商選擇、物流、倉儲、生

產、出貨一貫作業都要滿足綠色環保概念，

完全改造成綠色供應鏈的運作模型。

客戶服務

新日光公司致力於滿足客戶要求，達

成客戶滿意。新日光公司以優先創造卓越品

質，提供客戶最具競爭力之產品為目標。針

對客戶的寶貴意見提出改善計畫，全員參

與，落實不斷改善。並針對RMA制訂有效的

回報系統，主導各單位，展開後續處理及結

果反饋，以作為未來成長的重要評估指標。

環境永續

因應氣候變遷，新日光採取之因應規劃

目標為生產綠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新日

光不斷在製程中精進研發，以低汙染取代高

汙染，減少化學品的使用量，例如IPA Free
就是一個降低汙染、減少化學品用量的製程

營業額與出貨量 每股純益與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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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在設備採購上持續以高安全標準，無

環保汙染之採購為基準；在製程末端處理

上，以持續改善的精神，降低汙染物排放，

廠內之廢水回收再利用率達85%以上；同時

各廠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取代市電使用，

落實節能減碳，減緩氣候變遷。

綠能產品

1.太陽能系統

為了推動潔淨能源之使用、提高節能減

碳效率並提振太陽能產業，本公司結合子公

司永旺能源優異的太陽能系統業務開發暨選

案能力，搭配新日光高品質的電池與模組持

續增加新日光集團於全球各地太陽能系統之

建置。

新日光亦積極進行高效新產品研發，預

計在2015年度陸續推出高效新產品，並持

續研究開發轉換效率最高達21.0%的新型太

陽能電池。此外，新日光亦積極與國內外研

究機構合作，並審慎與國內外設備與材料業

者在技術上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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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利用

1.水資源利用

能源公司生產綠色產品，對於製造生產

過程及廢水處理過程，公司也不餘遺力進行

用水減量，從2011年新竹廠獲得節水績優

獎、2012年新竹廠再度獲得節能績優獎、

2013年由竹南廠接棒取得節水績優獎、

2014年竹南廠再度取得節能績優獎並承辦

園區節能績優觀摩。透過經濟部能源局的節

能績優獎典範的經驗分享，建置新日光能源

公司節約能源、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進而

降低製造成本，貫徹企業綠色節能愛護地球

之行動。同時新日光依據法規標準每季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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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水質檢測，並符合各區域當地主管機關

之納管標準，新竹廠、台南廠及竹南廠在

2014年之檢測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

2.能源節約

自成立節能專案小組以來，節水節能

績效卓越，分別於2011年榮獲科管局頒發

節水績優獎、2012榮獲節能績優獎、2014
竹南廠榮獲節能績優獎並配合園區管理局辦

理節能觀摩，讓廠商進行現場觀摩及分享節

能做法。專案小組亦將持續前進，已訂定了

2015-2017的蜕變專案計畫，成為太陽能產

業的節能典範。

3.廢棄物處理

在廢棄物處理方面，新日光公司採取三

面向之原則考量：符合法規、降低清理成

本、達到環境效益。新日光各廠從2012年
至2014年之廢棄物處理方式以再利用為大

宗，占53%，新日光將持續努力逐年提升廢

棄物資源再利用之目標。

4.原物料耗用

新日光在2013年率先研發出IPA Free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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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功將製程中大量使用的高汙染有機溶

劑化學品IPA以少量且屬於低汙染之原料替

代，不僅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也減少廢棄物

的產生及降低生產成本，達到既經濟又環保

的雙贏目的，符合新日光的廢棄物處理原

則。

新日光目前投入之原料並無使用再生原

物料，但積極於回收再利用，盡可能降低汙

染。除此之外，太陽能系統之主要功能即為

生產再生能源(清潔能源)，而太陽能電池產

品更可以說是清潔生產產品，符合永續的概

念。

溫室氣體排放

1. 溫室氣體盤查

2013年新竹廠依循ISO14064-1組織型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程序，自行盤查2013年
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未來各廠也將持續執行，並將結果揭

露，以展現新日光不僅製造綠能產品，也是

綠能企業之決心。

2. 碳足跡

新日光在2011年進行產品碳足跡評

估，並在3月於SGS依循PAS2050驗證通過

取得NP6C產品碳足跡，成為太陽能電池業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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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取得產品碳足跡驗證。後續新日光也

將致力於潔淨生產與環境保護。

員工與社會參與

友善職場

無論在任用、薪酬或晉升上，新日光皆

不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

員身分拒絕人才聘用。在身心障礙人士聘用

方面，新日光也按照每月員工總人數，進用

符合法定人數之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截至103年底新日光正職員工台灣地區

共2,747名，定期契約員工共70名，身心障

礙員工共29名，符合政府法令之規定；海

外地區正職員工共787人。

薪酬福利

新日光福利政策旨在鼓舞員工士氣、激

發工作意願及創造職工福利，每一位新日光

同仁，不論性別與種族，皆享有平等的福利

及補助措施，另有年度調薪、營運績效獎

金、員工分紅、員工認股、留任獎金等優渥

薪酬制度。配合各年節舉辦各式活動，期許

員工藉由豐富活動能紓解工作壓力，增強凝

聚力，以提供員工優質之工作生活環境。

新日光之薪酬水準以能吸引及留任優秀

人才與參照同業薪資水準，並兼顧股東及員

工之權益而制定，不因性別與種族不同而有

任何差異，相同職等與工作內容給予同樣水

位之薪資，將依據員工績效表現與組織目標

達成給予適時彈性調整。

勞僱關係

新日光提供多元溝通管道，除定期舉辦

「員工溝通會」外，並提供電子信箱、實體

信箱及申訴專線等方式由員工自主選擇。不

定期發行內部電子報宣導，讓全體員工皆可

以更瞭解公司目標與未來發展，相關單位亦

可客觀因應並提供改善建議，致力於強化上

下溝通暢通且積極協助員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緊急應變演練

在職場安全部份除了基本作業相關操作

教育訓練外，職安單位固定每年進行疏散演

練加強同仁熟悉逃生動線與緊急應變，強化

同仁在工作環境的認識、消防安全知識；對

於操作化學品的同仁也定期辦理化學品教育

訓練以確保同仁工作安全；除此之外，新日

光同時對外部承攬商管理訓練，目的在使承

攬商熟悉廠內環境，對於應知承攬作業安全

進行管控，若有多家廠商共同作業，則成立

協議組織教育訓練及會議，以確保承攬商於

廠內作業之安全。歷年來的安全教育訓練成

果如下表，可以看得出來公司同仁踴躍參與

的積極度。

員工健康管理

公司為維護同仁健康，特優於法規要

求，對於員工之健康檢查採每年一次，檢查

之項目以優於法規訂定之項目，例如腹部超

音波檢查，期望帶給員工方便與安心。公司

也要求醫院將同仁個人檢查結果做三年比

較，讓同仁能在拿到健康檢查報告時了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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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體健康狀況，以提醒多加注意身體健

康。

除了每年執行健康檢查，健康中心亦依

據檢查結果進行分析，對於心血管高風險因子

同仁進行分級管理，輕者給予衛教，高風險者

安排廠醫進行諮詢，提供員工正確保健觀念。

人因(重複/肌肉骨骼)問卷分析

人因性肌肉骨骼及重複作業分析在於解

決員工因長期重複性作業造成人因傷害及肌

肉骨骼痠痛不適；新日光設計了一套完整

的問卷調查，從高風險因子著手進行作業

觀察，並透過廠醫的協助進行改善完整的

Plan-Do-Check-Act(“PDCA”)循環以提

供同仁一個舒適、健康、安全的作業環境。

人才培育

新日光以人才為本，教育訓練為重要規

劃之一，配合公司營運目標及員工個人發

展，定期與不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以提升個人及組織競爭力。相關課程主要有

以下七大類：

社會參與

新日光身為企業公民除了重視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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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外，也意識到社區關懷與地方經營的

55平衡發展，並且要求一步一腳印深耕地

方社區，採取多元化的意見吸收及開放社區

民眾共同參與，新日光的關懷生活圈，以融

入社區元素、地方互動為目標。

地方經營

新日光全集團秉持著綠色能源科技的理

念，位於各廠區園藝維護綠美化植栽與鄰近

社區公園認養，2014年度編列預算共計90
萬元做為造景維護，認養周邊鄰近社區公園

總坪數達6,687平方公尺，並投入養護及園

藝植栽維護。養護成果同時開始參加新竹科

學園區綠美化競賽，並獲得優勝獎與優等獎

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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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

1.公益活動

新日光鼓勵同仁投入公益活動參與，希

望激發同仁「老吾老、幼吾幼」的社會關懷

精神，並且更能體會感恩與滿足。自2012
年開始，每年公司舉辦之活動皆會希望與社

福機構合作，例如情人節時同步發起「愛心

捐款」、「愛心物資募集」、「義賣擺攤」

等活動，希望在充滿愛的節日裡邀集全體同

仁發揮愛心，使弱勢團體也能感受到溫暖，

並藉此機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2.志工社

在董事長夫人帶領之下，新日光在

2014年下半年成立新日光志工社，依環境

關懷與社會關懷兩大主軸，由志工社三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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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合力進行志工活動，努力對社會做出更好

的貢獻。

本年度志工社募展組共完成高雄氣爆一

日薪資捐款、耶誕做公益、日光寶盒愛心認

購等活動；社區關懷組共完成地方社區育幼

院輔助活動、農場大幫手專案等服務；環境

關懷組則完成了淨灘、水質監測競賽、太陽

能體驗營等活動。以下將舉例說明。

(1)募展組：高雄氣爆一日薪資捐款

新日光志工社本著人道關懷以及回饋社

會的精神，發起了一日捐募款活動，將同仁

的愛心傳送到高雄氣爆事件的受災戶，讓重

建之路能順利完成。本次募捐活動新日光集

團(新日光、永旺、倍利科技)共有513人響

應，募款總金額共達NT$1,503,089元整。

(2)社區關懷組：農場大幫手專案

當志工社得知位於新竹縣關西鎮的華光

教養院望德園農場缺乏人力耕作訊息，社區

關懷組幹部經過任務分配後，很快規劃了「農

場大幫手專案」展開扶助。過程中除了協助農

地增加農作物產能，也開放合作引進厚生市

集的無毒蔬果進入廠區內現場推銷農產品，

增加弱勢團體的收益機會，而每次的關懷活

動都會邀請志工發表心得文章供閱讀，也讓

這份人性、感恩的光輝得以傳遞下去。

(3)環境關懷組： 新竹家扶中心進行太陽能

體驗營活動

來自新竹各地的20多位孩子們，在小

貓老師的熱情破冰活動中，自然的融入小

隊；在綠能課程中，瞭解了綠色能源的重要

性；在指導下一步一步的組裝出屬於自己的

太陽能車，最後再來一場刺激的太陽能軌道

車競賽！這些活動設計安排都是大家利用下

班時間費了不少功夫一同思考討論，只為了

帶給小朋友一個快樂的成長回憶。

(資料來源：新日光能源科技2014年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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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能減碳的趨勢下，太陽能被視為重

要的再生能源之一，太陽能廠新日光董事長

林坤禧表示，該公司一向以提供生生不息且

具價格優勢的潔淨能源為使命。而且當企業

規模越大，對產業與社會的影響也越深，責

任更加重大，所以在公司持續成長的同時，

也向全球各地的客戶、使用者、合作夥伴及

一般大眾，宣導綠能、節能、環保的概念。

林坤禧說，新日光一向秉持誠信正直的

經營理念，從成立以來，始終專注於本業，

並維持透明與良好的公司治理，在上市前即

成立審計委員會，聘請社會賢達擔任獨立董

事。同時也依照五大核心思想，包括誠信、

結果導向、主動積極、創新及全球導向傳承

企業文化。

除了電池與模組業務，林坤禧指出，新

日光與國內外知名銀行合作，在世界各地投

資太陽能電廠，除了電廠本身的經濟效益之

外，也可提高潔淨能源占能源發電的比重，

降低汙染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設置太陽能農棚 發電兼種菜

身為企業公民，新日光結合企業核心職

能與對環境的熱愛來回饋社會，林坤禧表

示，該公司以先進的太陽能系統建置技術，

與在地農業專家合作，在高雄燕巢建造太陽

能農棚，不但有發電收入，也可增加農作物

產值，並提供高品質工作機會，增加年輕人

返鄉工作意願。

太陽能農棚除了發電，也涉及農作物種

植專業，因此新日光特地與神農獎得主黃其

財合作。一般的屋頂型太陽能板總是希望鋪

設面積越大越好，但農棚內的蔬菜生長需要

照射陽光，因此棚頂上鋪設太陽能板，就必

須兼顧維持一定的透光率，而且也要挑選適

合的棚內作物。

黃其財說，太陽能農棚內適合種植的作

物如小黃瓜、小白菜、萵苣、青江菜、油菜

等葉菜類，可以適應光線較不強的半遮陰的

環境，而如茄子、甜椒與番茄等就比較不適

合在農棚內生長。整體而言，依照各地日照

情形，南部太陽能農棚的透光率大致要維

持在50%以上，在中部的話可能就要提高到

60%以上。

將環保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

林坤禧也提到，新日光努力協助客戶實

現綠色產品設計，提升各種資源利用來達成

原物料及廢棄物減量目標，同時降低水資源

使用，並提高電力使用效率以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協同供應商一起建立環境管理系統，

為太陽能產業打造綠色供應鏈。

新日光以綠色供應鏈的模式來執行管理

新日光愛地球 放送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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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初期目標除了宣導與督促供應商

在生產過程中，將綠色環保概念納入考量，

並輔導廠商進行碳足跡盤查，另外也要求廠

商填寫產品未含有毒物質聲明。

打造綠色供應鏈 採無衝突礦產

中期而言，新日光也將企業社會責任評

鑑管理納入供應商稽核項目，每份採購合約

均包含勞工權益、健康安全、環境保護等相

關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同時也將有毒物質管

制納入進料檢驗流程，若有不合格品，會立

刻要求供應商提出改正與預防措施，將環保

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機制。

長期來說，新日光則希望確保生產過程

完全符合社會責任與公平貿易原則，從供應

商選擇、物流、倉儲、生產、出貨一貫作業

都要滿足綠色環保概念，完全改造成綠色供

應鏈的運作模型。

太陽能產品生產過程中，需要用到許多

原物料，對於這些原物料的來源，新日光有

著嚴謹的要求。新日光為遵循盡責礦產採購

原則，要求供應商提供給新日光的產品或零

件，若使用3TG材料，也就是錫、金、鎢、

鉭，必須有書面紀錄確認來源是在衝突地區

之外，或來自於衝突地區，但是為獲得第三

方認證無衝突的礦山與冶煉廠，以確保新日

光採購的都是無衝突材料與部件，不接受來

自衝突地區非法開採的金屬。

新日光志工社依照環境關懷與社會關懷

兩大主軸進行志工活動，目前社員達上百

名。林坤禧的夫人城翠蓮是新日光志工社社

長，她說，希望看見需求並以行動關懷，大

家起善心想幫助人，只要能付諸行動，就能

發揮力量。

新日光的志工社發起日光寶盒愛心認購

活動，主要是為了讓偏遠地區學童在寒暑假

期間，仍然能有穩定且均衡的營養餐點來

源，所以與家扶中心—新日光勵學家族、宜

蘭阿寶基金會合作，將寶盒致贈給需要協助

的家庭。

城翠蓮提到，如同電影「自由之心」男

主角在片中所言，他「不只想要生存，更要

生活」。很多人送白米給需要的學童，但也

可以提供更均衡豐富的飲食。所以日光寶盒

內除了主食米飯或麵條，也搭配豆漿、魚罐

頭、玉米濃湯包等組合。

規劃「農場大幫手」專案

另外，新日光志工社得知新竹縣的華光

教養院望德園農場缺乏耕作人力，也規劃

「農場大幫手」專案。這活動讓大家有空時

可協助農場除草、播種、採收或幫忙行銷，

收成的蔬果也可在新日光內部販售。即使沒

有參與專案，新日光的同仁也可藉此管道買

到來自望德園、採自然農耕法種植的蔬果。

新日光志工社也曾舉辦太陽能體驗營，

讓來自新竹各地約20多名孩子們，以小隊

活動方式，了解綠色能源的重要性。

城翠蓮提到，應該要讓下一代知道何謂

再生能源，讓較弱勢的小朋友也能接觸相關

領域。同仁們為了太陽能體驗營還製作教

材，希望讓小朋友們了解基本知識，對於相

關技術減少畏懼感，從遊戲中可學習。

對於新日光志工社的發展，城翠蓮認

為，雖然才剛起步，但就是盡力而為，以行

動關懷，而且勿以善小而不為，「再小都沒

關係，做就對了」。 （鐘惠玲）

D06-新日光.indd   17 2015/11/10   下午 06: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