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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

總論

啟動永續承諾

東元公司以馬達起家，近60年來，以

精進的研發實力、高品質的馬達產品，供應

台灣乃至世界源源不絕的進步力量；從動見

觀瞻的國家基礎建設，到遍及家家戶戶的家

電產品，處處可見東元公司參與的痕跡。

致力於永續綠能發展

2008年，東元公司體認到隨著工業發

展，環境負擔日增，因此以「TECO GO 
ECO」為集團願景，除產品策略圍繞綠色

科技發展方向，並致力於綠能產品之開發。

一路以來，東元公司不遺餘力的在發展綠色

科技及開發綠色新能源付出努力，也取得多

項重要成果。在工業產品方面，除了持續於

高效率馬達產品開發，領先業界推出IE4馬
達，更結合變頻器等產品，發展節能解決方

案，提供給客戶系統性的節能選擇。產品效

率提升外，東元公司亦投注大量資源於綠色

新能源開發，包含以優勢的機電整合能力，

成為台灣首家發展電動車動力EV馬達廠商

等，以自主開發、生產風力發電機組產品的

技術，使台灣成為全球第八位具備大型風機

製造實力的國家等，希望以綠能實力創造企

業永續發展的同時，能夠兼顧綠色經濟。

2014年，東元公司在物聯網的趨勢

下，更進一步的由綠能發展到智能，透過集

團子公司各項技術整合，領先國產品牌，推

出雲端智慧空調，除了持續在產品的節能減

碳上努力，更以科技的協助，提供給消費者

便利的家庭能源監控方案，透過簡易的App
控制，整合各項家電產品，以最有效率的能

源運用，創造舒適的居家生活空間。在工業

產品方面，東元公司開發智慧馬達，運用物

聯網技術達到隨時隨地監測的目的，協助工

廠管理者進行彈性設備調度、預知保養與能

源管理。東元公司與時俱進，運用智能科技

發展，期望提供給使用者方便、有效率的綠

能解決方案。

秉持誠信經營、落實公司治理

東元公司在追求營收與獲利之外，同時

貫徹「秉持誠信經營、落實公司治理、善盡

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之經營理念，期

能透過嚴謹的落實企業公民角色，達到企業

永續發展的目標。東元公司在公司治理方

面，除了公司內部建置「證券主管機關函令

平台」，積極掌握外部最新訊息，俾使東元

公司之公司治理領域相關作法與時俱進；

此外，更積極籌劃建置「公司治理管理平

台」，系統性掌控東元公司之公司治理進

展。東元公司具備健全的董事會職能，董事

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2012年設立)及薪資

報酬委員會(2011年設立)兩個功能性委員

會，藉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董事

成員中外部董事占比約67%，且有一位女性

董事，增加董事會之客觀獨立性與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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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積極出席董事會，2014年親自

出席率達92%，切實監督並了解營運計畫之

執行等。

東元公司也重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資

訊揭露公開透明度，與各領域之利害關係人

皆有暢通之溝通管道，定期／不定期進行訊

息公布或直接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公司於

2014年更獲得第12屆「上市公司資訊揭露

評鑑」A++等級之最高評價，相較前一年度

成績大幅躍進；同時，亦取得第一屆公司治

理評鑑Top5%企業殊榮，展現東元公司在

公司治理、透明誠信領域之耕耘成果。

以人為本，建構科文共裕社會

東元公司「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

理念」，自1993年起捐贈成立東元科技文

教基金會，以「科技、前瞻、進步」為宗

旨，以創造力與人文教育，貫徹東元公司建

置「科文共裕」社會之宗旨，以「東元獎」

支持台灣社會科文發展數十年不間斷，透過

「Green Tech綠能科技競賽」帶起國際間青

少年的節能減碳科研風潮，並以「驚嘆號」

原住民永續傳習計畫，將原住民各族傳統文

化帶上國際舞台。此外2014年起，公司亦

提供公益假、公司內部組織志工隊等，期能

透過企業力量，支持員工參與社會關懷活

動，並藉此傳遞、擴散社會良善的力量。東

元公司重視永續議題，除多年來在環境、社

會、治理等相關議題上兢兢業業的努力，符

合各利害關係人期待，並自1995年起加入

永續發展協會成為早期會員，積極倡議企業

界對永續議題的關注。

東元公司自2010年起即自主性出版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於2012年版起由外

部第三方查證報告書，強化東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之公信力。東元公司將持續在

企業永續發展上，以前瞻性的眼光，堅定踏

實的作法持續努力，期望在企業永續成長的

同時，也能兼顧社會共融與綠色經濟。

CSR得獎紀錄

東元概況

東元電機創立於1956年，目前事業版

圖已橫跨全球五大洲、40餘國、百餘城。

初期從事馬達生產及行銷，至今已跨入重

電、家電、資訊、通訊、電子及餐飲等多角

化的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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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集團於2008年宣示「TECO GO 
ECO」企業宣言，挾先進的技術實力與完

整產線，開發高效節能馬達、風機、車電、

家電等綠能相關產品，成功躋身為全球綠能

產業領導品牌。

未來，東元將滿載綠色動能並持續深耕

核心事業，以智慧與節能產品作為積極發展

方向，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並戮力於高

科技事業之拓展，專注於國際新興市場之開

拓，以建構一個宏觀且高品質的世界級品

牌。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鑑別過程

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

東元公司CSR小組會邀集公司各相對應

單位，針對問卷議題進行議題重大性分析評

估各議題對公司營運衝擊度；再以利害關係

人關注程度與議題對東元營運之重大性交互

比對，繪出重大性矩陣圖，得出ESG三方面

之重大性議題。見下頁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東元公司自2010年起每年定期發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公司在環境面

(E)、社會面(S)、治理面(G)三大面向的永

續策略與執行績效資訊，讓各利害關係人了

解東元公司在ESG永續發展方面之努力及

CSR小組召集相關單位討論，並參考電機同業經驗及G4對利害

關係人之定義，鑑別出東元公司之主要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

鑑別

重大議題及次要議題呈報，於公司年度策略規劃及各事業部策

略規劃時列入議題討論，展開落實於年度計畫及各單位日常工

作中。

呈報

年度結束，將重大及次要議題執行結果、溝通管道、及溝通頻

率整理揭露於CSR報告中。
整理揭露

•以GRI G4考量面為議題基礎 。

•參酌GRI公布之「行業參考指標」，並參考同業之問卷議題。

•透過多元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與利害關係人直接溝通，

  對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進行調查與蒐集。

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調查

•以問卷形式對各利害關係人進行調查，了解其議題關心度。

•公司內部進行議題重大性分析，由相對應單位評估各議題對

  公司營運衝擊度。

•彙整利害關係人之議題關切度，及公司內部之重大性分析，

  依議題與利害關係人之關聯程度及公司營運重大性，調整權

  重，以加權平均計分。

•以兩面向分數矩陣，排列優先順序。

關注議題

重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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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的決心。2012年起每年度報告書

並配合外部第三方專業機構的確信，以期透

過第三方檢視，強化東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之公信力，並提供東元公司系統性檢視

CSR發展、制定改善目標之基礎，展現東元

公司推動永續發展企圖心。

報告書範疇與邊界

本報告書內容涵蓋各重要利害關係人關

切議題，經公司進行重大性分析之主要議題

的回應、具體措施與績效表現。本報告內容

之報告範圍2013年版以前只涵蓋本公司台

灣營運地區總公司、各製造廠及東元科技文

教基金會。2014年版開始將陸續加入關係

企業、子公司於報告範圍，2014年版首先

加入東勝電氣子公司，東勝子公司為東元公

司家電產品主要製造廠。本報告書中主要呈

現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公司在環境

保護、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之作為與各項績

效數據，財務面數據以新台幣計算，環保、

健康安全相關績效則以國際通用指標表達。

報告書編撰原則與外部確信

本報告書的內容與架構，主要依據全

球永續性報告書組織(Global Reporting 

I n i t i a t i v e(G R I))的G 4綱領(G R I  G 4 
Guidelines)之核心選項，進行報告書架構及

內容呈現依據，並於附錄中附上GRI G4對照

表以供參閱。東元公司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PwC)對我們根據GRI G4核心選項

所編製的報告書，按照中華民國確信準則公

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

之確信案件」標準進行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查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附錄。

公司治理

東元公司管理階層積極推動公司治理，

採行優質、先進之公司治理制度，以達到

國際公司之治理水平，藉此與國際接軌。

2014年東元積極籌備規劃成立「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俾以在公司經營決策過程，

納入ESG三項指標考量，希能在企業永續

成長的同時，落實社會共融、綠色經濟之企

業社會責任。東元公司公司治理之努力，亦

反應在社會的認同上，2014年參與台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公司治理評

鑑」，評鑑結果於1,393家受評之上市櫃公

司中，排行前5%，名列前茅。

利害關係人問卷統計

一般議題 次要議題 重要議題

對東元公司營運之衝擊程度

利
害
關
係
者
關
心
度

永續發展策略與風險管理

經濟績效及財務透明度

公司治理

綠色產品

員工權益

法規遵循

．法規遵循─產品與服務

．法規遵循─環境面

客戶滿意度調查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職場健康與安全

薪資福利

產品及服務標示

職涯發展與教育訓練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切
議
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法規遵循─除環境／產品及服務之其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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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管理平台

為能在公司治理領域與時俱進，東元公

司除已建置「證券主管機關函令平台」，定時

更新公司經營相關之法規及主管機關資訊，

俾使相關單位即時掌握外部最新訊息。2015
年東元公司更預計由董事會法務室主導，籌

劃建置「公司治理管理平台」，以更有效彙整

及追蹤各項公司治理指標，切實掌握東元公

司治理之進展。管理平台由東元公司治理願

景出發，配合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評鑑」之評鑑指標項目作為基礎，

定期與各相關單位共同檢視，訂定公司治理

之各項目標，並由平台系統定時追蹤公司治

理各項目之權責單位的執行情況及成果。未

來東元公司將不斷強化公司治理之水平，落

實持續精進公司治理品質之承諾。見下圖

電子投票制度

為完善資訊揭露及與股東充分溝通，東

元公司股東常會採逐案票決之方式進行議案

表決，並於2012年股東常會推行電子投票

制度，首度實施投票率即高達36%，2013
年投票率為42%，2014年投票率更提升至

48.66%，將近半數，有效保障股東權益。

同時，東元公司於2014年股東會通過修訂

「公司章程」與「董事選舉辦法」，董事

(包含獨立董事)之選任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強化董事提名審查作業之資訊透明度，

進而保障股東權益，健全東元公司之公司治

理。此外，東元公司董事會董事成員皆積極

參與股東常會，2014年股東會董事出席率

約87%。

資訊揭露

東元公司除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發布公司之重大訊息，亦不定期參加外資券

商舉辦之海內、外投資人論壇直接向投資人

說明公司之營運概況、財務表現、公司策略

發展及業務經營方針等。2014年東元公司

之資訊透明度成績大幅躍進，獲得財團法人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12屆「上市

公司資訊揭露評鑑」A++等級之最高評價。

永續發展與風險管理

東元公司致力建立完善之風險管理制

度，依循既有的管理組織體系及內部控制循

環，積極面對與管控營運過程所應考量之風

險，使東元公司能夠不斷穩健成長，並持續

締造營運佳績，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以明確

專業分工進行不同層面之風險控管，並歸納

為「內部風險」、「財務風險」、「投資風

險」、「法律風險」、「環境及安全衛生風

險」。東元公司透過嚴謹的內控制度，希

能確保營運之效果與效率，使公司內外部報

導具可靠性、即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

範，並確保公司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同

時，透過稽核制度，合理確保內控制度持續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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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我們的客戶

1.產品與規範

東元公司秉持「TECO GO ECO節能東

元，綠色科技」主軸，致力於發展節能、高

效產品，以IE2、IE3、IE4高效馬達為例，

2014年總銷量可為客戶節省4.85億度電(與

IE1等級比)，產品並經過各國相關認證；

自主開發的510系列變頻器，運用於馬達上

(如冷卻水塔、商用定頻空調、工具機)，更

可加強35%以上節電效果；主要產品試驗室

如馬達實驗室有經過美國商務部NVLAP及
加拿大CSA認證，確保產品驗證品質。

2.優質品管

本公司成立至今秉持ISO品質管理系統

精神，自研發設計、生產製造、銷售管理到

售後服務，都有嚴謹的管理，以顧客滿意及

持續改善為基礎的管制流程，作為產品實現

執行與管理之規範，並輔以支援性活動管理

及跨組織關係管理的配合，建構成一套更完

整的流程管理運作體系，以提供顧客滿意為

導向的產品。

3.綠色供應鏈

東元公司以「TECO GO ECO」做為集

團主軸策略，除了持續發展綠能產品，也致

力於供應鏈綠化，帶領整體產業鏈升級，詳

細做法包含供應商人權、環境調查與輔導

等。

4.客戶滿意

2014年馬達產品客戶滿意度調查共區

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尚可接受、滿

意、非常滿意共五個項目，各項目得分如

下：非常不滿意0.6%、不滿意2.3%、尚可

接受30.8%、滿意57.6%、非常滿意8.7%。

整體而言，平均分數較2013年普遍上升，

其中以交期進步最多。

在家電及空調服務客戶滿意度調查上，

2013年滿意度為91.39%，主要是客戶對

家電產品之旺季服務時效不滿意，深入追

查後發現是操作問題。對此，2014年家電

部門積極採取改善措施，並提升滿意度至

92.30%。

東元重視客戶滿意度，認為客戶滿意度

不僅針對數字，透過電話調查、經銷商及客

戶訪談中發掘客戶之抱怨、不滿意問題及隱

性之問題，找出真正的原因持續改善，確實

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

環境永續

東元公司重視氣候變遷及自然環境保護

議題，東元公司願景「TECO GO ECO節能

東元，綠色科技」，東元公司認為以東元核

心技術由產品端之努力，於使用端減少能資

源耗用，對降低環境衝擊才能發揮最大效

果；所以全力發展高效節能產品、改善空汙

排碳之車電馬達和潔淨之再生能源風力發電

機，以實際的行動推出綠色產品，達成經濟

績效的同時，兼顧自然環境保護永續發展之

願景目標。

TECO GO ECO

1.綠色產品新發展

東元公司從馬達本業出發，致力於產品

能效提升及綠色能源開發，期望在東元成為

全球綠能產業驅動力的同時，也能驅動地球

變綠，降低環境負擔。針對國內市場，東元

除了有IE2效率的馬達產品，為提升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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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技術，亦完成IE3效率的馬達產品供市

場運用。在國外市場，除美、加地區已有

符合NEMA Premium效率的馬達產品，歐

盟地區及紐、澳地區，有符合IE3的馬達產

品，針對日本2015年實施的JIS C 4213，更

已完成三定格IE3馬達產品可供銷售。除此

之外，不論是防爆馬達、鋁殼馬達、永磁馬

達、高效節能變頻器與綠能解決方案等領

域，都可以看到東元的努力。

2.智慧綠色科技

(1)智慧馬達

工業4.0的風潮席捲世界，帶起新一波

的工業革命，馬達做為工業之母，必然也需

順應時代潮流。東元智慧馬達監測系統，是

東元公司運用最先進的雲端與行動通訊技

術，透過Wi-Fi網路或3G／4G網路，讓使

用者透過智慧型手機除可獲得馬達的電壓、

電流、溫度與振動等即時運轉資訊，也可獲

得馬達的用電統計資訊，節能省電更容易。

當馬達有異常發生時，系統即會即時透過行

動裝置通知用戶應對處理，具備即時警告和

預警功能，結合警告紀錄、維修履歷、操作

手冊與聯絡人群組等，構成完整的監測、診

斷、維運系統暨解決方案，讓用戶突破空間

限制做出最佳調度，大幅降低非預期停機所

造成的巨大損失。此外，運用馬達運轉及用

電統計資料，可彈性進行設備管理及用電規

劃，增加馬達使用年限，以達節能省電之功

效，特別適用於遠距、高溫、高空等危險環

境，以及鋼鐵、石化、電力等連續性生產的

產業。

(2)智慧監控平台

在工業4.0的趨勢下，工廠內終端訊息

的採集與智慧產品的連結變得極為重要。

為此，東元公司也投入並推出「智慧監控平

台」。東元電控「智慧監控平台」主要關鍵

為Data mining(數據挖掘)，藉由與顧客之

產品連線，來獲取其資訊內容，然後將資訊

內容儲存上傳至平台中，藉由這些關鍵數據

將可獲得此平台之核心目的－預測產品周期

(forecast)。顧客也可以從手機或電腦來監控

機械製造商

．變頻器保養資訊

．變頻器故障排除

．維修服務定期檢查

使用者

．智慧工廠監控

．機台狀況即時反映

．故障時及時維修

一台E-GW

最多可以

接八台變頻器

變頻器客戶變頻器客戶

Mobile Data
Network

WANADSL Modem

E-GW

RS-485
Ethernet

圖監控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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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產品，掌握自身產品即時訊息。見下圖

(3)雲端e-Home打造節能Smart Life
2014年，4G電信網絡開台，台灣正式

邁向4G科技智慧島。東元家電集結集團資

源，擘劃新一代智慧節能家電藍圖。除針對

電控及系統節能技術再進化，發展全系列

變頻一級能效空調、冰箱等產品，東元家電

更整合內部光電、資訊、通訊(ICT)技術資

源，推出雲端e-Home聯網家電產品及iHome 
App，智慧串聯家用空調、概念冰箱、除濕

機、洗衣機、電風扇產品等，構成物聯網的

家電群，打破空間與距離的藩籬，手機和

App在手，創造人性化科技的未來生活。

3.綠能新發展

(1)車電馬達發展與應用

隨著石油有限能源日漸匱乏，地球環境

暖化議題高漲，發展綠能環保大眾運輸工具

已是各國政府政策趨勢，因此在低排放汙染

的混合動力電動車及完全無汙染的電動車便

成最重要的議題。東元在世界發展潮流的趨

勢下展開相關馬達產品及技術開發的前瞻布

局，因此產品的發展方向與主流趨勢契合。

東元在車電馬達的發展已逐步展現成果，例

如：提供動力馬達及一體式啟動馬達發電機

予國內車廠應用在電動休旅車；對西螺果菜

市場等特定區域應用的果菜車用馬達，已提

供近百台供車廠改造並實際營運；菲律賓電

產品得獎證書

小型風力機產品驗證證書

2MW風力發電榮獲

臺灣精品金質獎

Acoustic Noise Test               Duration test          Power Performance Test   Safety & Func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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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及21人座商用電動巴士馬達，皆已接

獲訂單生產，不僅對環境友善及節能減排貢

獻心力，亦對營收產生具體貢獻。

(2)綠能發展

東元成功開發自我品牌2MW永磁風力

發電機組，為國產自製率最高風機，並已成

功打入美國風機組裝市場。風機系列齊全，

可滿足強颱區域要求，也可滿足酷寒氣候要

求，且50／60Hz全球通用，更可符合各國

嚴苛之併網規格。除2MW外，更積極投入

5MW離岸型、kW級及風光互補系統等產

品，因應能源減少的危機與再生能源的需

求。

東元風電立足台灣、放眼中國，利用台

灣品管優勢結合中國廣大市場需求，帶動國

內風機產業鏈形成，包括鑄造、沖壓、複合

材料、電線電纜業、電力系統設計整合與組

裝，土木建築工程、船舶與海事工程、風場

場址規劃設計、機電設計與整合、風能與

光伏充電系統、風場運轉維護服務業等就

業機會，估計可創造約新台幣46.5億元年產

值(以50套2MW風力機＋1,000套3kW風力

機＋1,000套風光互補系統＋1,000套Wind 
Inverter計算)。

主動保護自然環境

1.綠色產品生命周期

東元綠色產品生命周期由設計到製造、

運輸、銷售使用等，以Reduce(減少能資源

使用)、Reuse(再使用)、Recycle(回收再

生)之3R方向加綠色節能原則，開發生產環

保節能產品，由開發端考量環保並整合集

團優越技術達到高能效及小型輕量化，生

產端減少能資源使用及回收再使用，製造

環保節能產品在使用端節省能源耗用，如

IE2�IE4節能馬達每年節省4.85億度電，

及1級、2級節能家用空調每年節省842萬度

電，而產品報廢之易拆解回收再利用(可回

收率90%以上)，由源頭開發到報廢回收之

綠色生命周期整體性考量，以對環境衝擊降

至最低。

2.環境安全與衛生組織管理系統

(1)政策與組織

東元於總經理室下設安環小組，並於各

廠區設立直屬於事業部部長之安環單位，負

責全公司及各廠區之環境安全衛生之政策擬

定、計畫管理與內部督導之工作，落實環安

衛管理系統之運作，公司環安政策如下：

一、符合國際法規

符合法規，順應國際環保趨勢，滿足利害

相關人要求與期望。

二、健全環安管理

健全環安管理系統，落實環境保護與損害

防阻。

三、強化風險評估

加強風險評估及教育訓練，施行環安稽核

，以維護安全、健康、整潔之工作環境，

提升工安環保績效。

四、致力節約能源

致力節約能源，善用資源，污染減量，降

低環境衝擊，促進生態效益。

五、發展綠色科技

發展綠色科技，推行綠色產品，達成經濟

與環保雙贏。

六、善盡公民責任

積極提倡全員與承攬商參與環保與安全衛

生活動，並加強溝通與協調，善盡企業公

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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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之環安管理系統

東元依據ISO 14001、OHSAS 18001
及CNS 15506(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建立環安管理系統及推動管理系統之運作，

並取得相關管理系統驗證通過，每年進行

內部稽核及外部查證確保管理系統之有效

性執行。另，公司由2013年開始進行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查證，藉由系統性盤

查，除可確保數據準確性，並依此進行節能

減碳展開基礎。公司以完善之管理系統運

作，透過PDCA管理改善，除確保符合法規

規範外，更期望以優於法規的自我要求，達

到環境保護、降低環境衝擊之目標。

3. 環境相關成果與績效

(1)能源消耗與管理

A.溫室氣體盤查

東元於2013年起針對全公司(總公司、

各家電地方站所及四個廠區)及東勝進行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外部查證作業，以確保盤

查數據準確性；並藉由盤查及外部查證清楚

東元各項活動產生之排碳，進而確定減排方

向，降低對自然環境衝擊。

2014年溫室氣體盤查與內部稽核作業

已於2015年5月完成，通過BSI(英國標準協

會)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查證，獲

「合理等級」查證聲明書，2014年相較於

2012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34,153.15公噸，

減少了426.15公噸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原因主要為高壓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六氟化硫

(SF6)填充量減少；因此，執行節約能源與

提升機械、設備能源效率為東元執行溫室氣

體減量之主要目標，東元並將溫室氣體相關

資訊公開揭露於公司年報、公司網頁及東元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

B. 能源管理

東元主要能源排放源可分為如下五大

項：電力、液化石油氣、液化天然氣、柴

油、汽油，詳細數據如下所述。

圖：2012～2014年東元及東勝電力統計分析

25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50,000.00

0.00

20132012 2014百萬焦耳

註：．1 度電＝1仟瓦－小時＝
         3.6Ｘ10  焦耳

      ．參考網址：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網：http://content.

           edu.tw/vocation/control/tp_

           nh/ee/tp_nh/1/3.htm

東勝

東元

圖：2012～2014年東元及東勝液化石油氣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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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回收再利用鎔鑄為製造馬達外殼之原物

料，2012～2014年矽鋼片回收再利用比率

皆在90%以上；為注重生態效益，東元也將

持續考量提高其他可重複使用物質的再利用

率，以減少資源的消耗。同時，東元在生產

活動中並無使用含臭氧層破壞潛勢(ODP)
之原料。

B.水資源管理

在用水方面，除東勝有使用到地下水

外，皆使用自來水。東勝雖未在工業區，但

設有汙水處理設備，定時檢驗以確保排放水

確實合乎標準，另東元(總公司及各廠區)

及東勝均有使用自來水用水量於2014年較

2012年增加5.47公噸，將持續實行各項節水

措施，包含加裝省水器、採用省水馬桶等裝

置，2014年用水密集度(仟公噸／百萬台幣

產值)，如下頁圖表所示：

廢水量方面，東元廢水排放量以用水量

80%估算，東勝廢水排放量則是以製程廢水

量計算，2012～2014年廢水排放量如下表

所示，東元三個廠區廢水皆經各廠委由合格

檢驗廠商進行水質檢驗，確認符合標準後，

排放至所屬之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經工業區

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水質均符合法令規

定。東勝則以污水處理設施處理檢測合格

後，再進行排放，排放水質皆符合現行法令

規定，東元只有中壢廠區進行塗裝作業，有

水循環再利用，但占比很低，故廢水回收使

表：2012∼2014年東元大宗原料使用

使用原料之廠區 使用原料之產品別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矽鋼片

漆包線

鋁錠

中壢廠及湖口廠

中壢廠及湖口廠

中壢廠

馬達及無熔絲開關

馬達及無熔絲開關

馬達

39,501.46

6,290.70

862.34

37,492.77

4,169.23

867.35

35,773.77

2,866.09

826.00

年度
項目

單位：公噸

圖：2012∼2014年東元電力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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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2∼2014年東元柴油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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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2∼2014年東元汽油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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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源消耗與管理

A.大宗原料使用

在資源再利用方面，自2008年中壢廠

因製程改善，將矽鋼片產生之矽鋼屑等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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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趨近零。另三個廠區和東勝，廠區周邊

無環境保護區、棲息地或具有高度生物多樣

性之區域，對環境生態影響甚小。

(3)廢棄物、汙染物處理

A.廢棄物管理

東元及東勝為落實廢棄物減量、資源

回收等，於環安管理系

統中訂定廢棄物儲存、

清除管理辦法。針對各

廠所產生的廢棄物設置

統一儲放區，清除處理

過程皆加以追蹤，並做

成紀錄，相關紀錄保存

三年。2014年東元及東

勝的一般事業廢棄物產

生量總和較2012年減少

0.6%；未來各廠將持續

努力廢棄物減量。

B. 空氣汙染物管理

產生空氣汙染物之廠址為東元中壢廠及

東勝，依法設置合格之空氣汙染防治設備，

且配置空汙專責人員依環保相關法規進行操

作，並致力降低汙染物濃度，以符合空汙標

準。東元及東勝汙染物種類為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其2012～2014年
間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東元及東勝2012年∼2014年廢水量統計 單位：仟公噸

東元公司 關企

東勝

東元

合計

東元及

東勝合計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公司別

年度 總公司    中壢廠    觀音廠
觀音
二廠

湖口廠

28.74

28.38

37.36

129.76

131.16

127.37

4.86

1.64

4.12

0.95

0.77

0.67

14.06

13.40

12.73

12.98

9.75

8.33

178.37

175.34

182.24

191.35

185.09

190.56

硫氧化物（SO X）
東元

東勝

公司別污染物 2012 2013 2014

合計

2.14

0.83

2.97

1.78

1.35

3.13

1.63

1.08

2.71

氮氧化物（NOX）
東元

東勝

合計

1.16

0.55

1.71

1.05

0.84

1.89

1.03

0.68

1.71

揮發性有機物（VOCS）
東元

東勝

合計

123.9

6.85

130.75

126.22

2.08

128.30

141.39

2.92

144.31

表：東元及東勝2012∼2014年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單位：公噸

圖：東元及東勝2012∼2014年用水密集度

235.00

230.00

225.00

220.00

215.00

210.00

0.021

0.016

0.011

0.006

0.001

20132012 2014

用
水
量
（
仟
公
噸
）

註：本次計算增加總公司及東勝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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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法規符合性

東元將持續投資並改善製程空汙防制設

備，並加強現場稽查及自主管控，配合法規

要求及持續推動環境相關作業標準之修訂，

東元在2014年違反空氣汙染防治法，後續

東元已進行改善，由源頭降低空汙源之產

生，提升廢棄處理效率。

(5)環保支出

東元為避免各廠區營運時之汙染物產生

可能對環境的汙染，針對節能減碳、廢棄物

清理、汙染防治設備等加以評估，並列入環

保費用項目，2014年於環保方面的支出為

28,238千元。

員工與社會參與

感動我們的員工

1.人力資源政策

在集團策略發展的需求下，2014年的

重點策略有三：強化人才發展、整合集團資

源，與提升員工幸福感。東元除在2013年
曾榮獲台北市幸福企業獎的肯定外，也期許

能使人才得以發展與發揮、公司得以持久經

營，創造員工與企業雙贏。

2.人力資源管理

東元的多角化布局，使東元在人力資源

管理上面臨了許多特殊的挑戰。為因應全球

布局與發展所需的人才，多元化的人力資源

策略與作法是當前的重點方向。

3.勞資關係

東元積極建立與員工之間的溝通橋樑，

除了擁有多元的溝通管道，更於1974年7月
即成立東元公司產業工會。公司所有營運活

動皆符合勞動基準法，若有針對員工的重大

作業改變，會在七天前告知。由於多年來在

勞資關係上的努力，東元公司在1999年曾

榮獲勞委會「全國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

獎」、「勞資會議示範觀摩獎」及桃園縣

「勞資關係優良事業單位獎」之表揚，並於

每年勞動節前後，辦理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肯定員工的付出，從而在2013年榮獲天下

企業公民大型企業第11名的肯定，對於強

調溝通再溝通、勞資一體，共存共榮關係之

促成受到相當程度的激賞。

4.薪資福利

東元公司薪資相較於同業市場水準，位

於中間值以上，在新進員工的起薪上男女同

工同酬，無性別之差異，且亦高於政府最低

基本薪資規定，每年度，東元公司將視個人

績效貢獻，做為調薪、變動獎金、分紅�等

多項獎酬的評估依據。除了薪資之外，東元

員工擁有完整之生活照顧：多樣化的特約廠

商、團購活動、年貨大街、電影企業包場、

免費夏季飲品、員工餐廳、節日禮品／禮卷

員工專屬西裝外套、紓壓按摩服務、攜眷員

工旅遊、結婚紅包禮金、員工家電購買優

惠、生日蛋糕等。

5. 職涯發展

在員工發展方面，東元公司建立了完整

的職涯發展路徑，內容包含新人上手計劃、

個人發展計劃、評核晉升等。年度培訓課程

規劃時，則考量策略、組織、工作、個人需

求四個層面，再依公司「人才發展實施細

則」辦理管理才能訓練、關鍵人才培育、國

際化人才培育等各式訓練。2014年度東元

公司共計17,710人次參與訓練課程，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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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訓練時數達23.03小時。

6. 職場安全衛生

本 公 司 依 據 O H S A S  1 8 0 0 1 、

CNS15506(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

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系統化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且除了內部稽核管控更

經由外部認證通過，確保管理系統符合法規

及有效性執行；另為了降低職災發生，各單

位執行主管每月進行安全衛生巡檢，並定期

舉辦職業安全教育訓練，於每年定期舉辦環

安月活動，宣傳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相關資

訊，另設立環安專區不定期公告相關資訊案

例供員工自行點閱，以建立員工正確之職業

安全衛生意識。在一系列努力下，員工安全

意識也明顯提升，本公司2014年失能職災

發生頻率有明顯改善，2014年發生失能職

災二件(不含上下班交通事故)。未來將繼續

努力，以達到零職災之安全職場為目標。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2013第三屆幸福

企業獎」，東元公司首次參賽就從多家企業

中脫穎而出，獲頒二星級幸福企業獎肯定。

東元的特色為全方位福利照護，完善的照護

措施與規劃良好的員工發展，讓東元公司在

工作環境、待遇與培育、福利與獎勵、友善

職場及社會關懷等五項指標表現優異。整

體而言，東元公司除自1964年起成立職工

福利委員會，公司與職工福利委員會共同

推動各項福利措施，使員工得享企業經營

利潤外，近年來由於個人、家庭或工作壓

力等心理議題將造成社會大眾負擔的增加

事件頻傳，為此，東元電機建立EAP平台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同

仁可依自身需求，至平台上找尋協助，此

外，另規劃一系列的員工協助方案，以幫助

員工改善家庭關係、提升個人能力，進而提

升工作績效。

帶動社會創新與教育

東元電機持續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觀念，將善盡企業責任視為公司

營運重要之一環，自1993年起設立「東元

科技文教基金會」，藉由持續支持、贊助基

金會活動，實現東元公司社會關懷的理念。

為使東元員工能有更多機會參與，親自落實

其社會關懷理念，東元公司也於2014年起

在公司內組織志工隊，施行「公益假」制

度，使服務滿三個月以上的正式員工，每年

皆可參與三日不扣薪、不扣考績的公益假；

透過公司的力量，提供資源支持員工之社會

參與行為。以下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所從事之業務，舉例說明東元多年來的社會

參與及關懷。

健  康
東元電機關心員工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透過公司提供的各項健康

，醫療等設施或服務，協助員工維護個人健康，提升工作及生活

品質。

家  庭
家庭是員工努力的動力來源之一，東元電機關心員工，更關心員

工家庭，提供一連串的福利讓同仁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

生  活
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其工作之個人問題，如：人際關係、理財

法律問題等，東元電機提供了一系列的講座及服務，幫助員工解

決自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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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科技」支持人文台灣：東元獎

為鼓勵國內科學家與工程研究人員從事

科學技術研究，進而落實於產業發展；或人

文社會學者有識人士能調和科技、發揮創

意、造福社會發展，於基金會成立之初設立

「東元獎」，2014年頒發第21屆獎項，並

以豐富人文藝術生活為宗旨，設置人文類獎

項。截至第21屆(2014年)，累計有110位菁

英獲獎，頒發的總獎金共5,420萬元。如下

頁圖上：

2. 東元「Green Tech」國際競賽

以促進年輕人投入節能減碳技術研究

與發展為主旨所舉辦的東元「Green Tech」
科技創意競賽，2014年堂堂邁入第七屆，

「主競賽」由台灣各大專院校的20隊菁英

競逐，「國際賽」則有來自美國、日本、俄

羅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共19個頂尖大學

團隊參加。決賽現場超過兩百位的國際創意

青年同台競技，規模為歷屆最大。

3. 以「創造力教育」厚實人文素養

2014年起，與兩岸具有青少年教育及

企業教育訓練實務經驗「遠征式學習教育」

第一推手廖炳煌老師合作，以六天分兩階段

實施的「工作坊」，指導與協助國內的教師

發展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主動發掘問題、觀

察歸納分析、解決問題、省思、整合學科設

計教案�等教學職能，進而提升教學成效，

讓孩子在「做中學」增進經驗，培養孩子持

續學習的能力，並擁有社會各界期待的素質

與涵養。本活動合計培養台北、桃園、雲

林、嘉義、台南、屏東、台東等七個縣市

超過20所學校上百名位遠征式學習種子教

師。

4. 以「傳習教育」豐富人文社會

東元號召「N P O／N G O」、「企

業」、「民間社團」、「個人」、「政府」

及「學校」等各界組織策略聯盟，建置「供

需媒合及服務」的教育公益平台；並以「策

略聯盟」的模式運作，說服各界計畫性的投

入資源，督促及支持學校或部落發展教育方

案；以珍惜、尊重、互助、互信、傳承、永

續為原則，確保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藝術的

傳承發揚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知識技藝的

成長，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原住民文化藝

術之精緻與可貴，並以產出令人驚艷的「傳

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資料來源：2014東元電機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東元電機官網http://www.teco.
com.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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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電機以「TECO GO ECO節能東元

綠色科技」的企業願景，在追求營收與獲利

同時，成功落實企業公民角色，推動企業社

會責任，追求「永續發展」經營理念，連續

四度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的殊榮。

東元董事長邱純枝表示，獲獎是榮耀，

也是更多責任義務的開始，但只要是對社會

和企業有益的事，就該繼續做下去，這才是

永續發展的真實意涵。

基於取用於社會的理念，東元於1993
年捐贈成立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東元

獎」支持台灣社會科文發展數十年不間斷，

秉持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的精神，

持續拔擢獎勵台灣各領域對社會貢獻卓著的

人才。

舉辦科技創意競賽

自2006年起，採納「東元獎」評審委

員會的建議，針對大學青年以競賽形式設立

「東元科技創意競賽」，設置元年，以「機

器人」為競賽主題，2008年起著眼於能源

耗竭、全球暖化及人類永續的問題，改以

「Green Tech」為主題，首開國內大學及技

職師生節能減碳的科研風氣，受到國際學

術與教育界的重視。2010年起增設「國際

賽」，邀請國際頂尖大學師生組隊參賽。

連續舉辦八年的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2015年決賽來自海內外頂尖的大學共有44
個隊伍，超過300位的國際綠能創意青年同

台競技，規模是歷屆最多，帶動了節能減碳

科研風潮，以深度科技與文化的國際交流，

成功的樹立以綠能為基調的國際聲望。

推動原住民永續傳習計畫

東元並推出「驚嘆號原住民永續傳習計

畫」，則將原住民各族傳統文化帶上國際

舞台，並募集了1萬5,000名部落新世代的學

習成長資源。截至2015年，已跨越八個縣

市，持續對11個族群，進行扶植與發展的

工作。

同時，東元積極引進在美國推行逾20
年的「遠征式學習」，為教師辦理遠征式學

習教學工作坊，以試水溫的細緻作法，為教

師翻轉傳統的教學模式，提供了優質的選

項。

遠征式學習教育推廣計畫，橫跨台灣七

個縣市，指導與協助國內教師引導學生養成

關懷社會及尊重他人獨立人格，提升了教師

教學成效，培養學生的觀察歸納分析及解決

問題能力。

東元集團副會長劉兆凱認為，在科技

正在翻轉世界的時代，歷來的東元獎得主

在通訊、節能、環保、糧食危機等議題方

面，都有了不起的貢獻，正是東元「TECO 

東元願景 科技人文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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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ECO」理念的體現。在傳統戲曲領域，

2014年東元獎的人文類獎落在「客家戲

曲」與「原住民古謠」上，可以說是「科文

共裕」的饗宴。

在企業產品部分，東元一秉初衷，不斷

以領先技術研發設計綠能環保產品，包括高

效輕量智慧節能馬達、智慧型電源供應系

統，及聯網智慧型節能空調等，顯示出東元

以「能源發展綱領」為依歸，追求安全、效

率、潔淨的能源供需體系，持續落實永續發

展及經營的企業理念。 （張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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