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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

總論

回顧2014年，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的

景氣雖呈現持續復甦，但力道與速度緩慢，

步調不一，亦同於台灣紙業之經濟環境。在

2014年第1季，適逢我國農曆春節假期前後，

市場需求偏弱，加上國際紙漿價格受歐美部

分地區暴風雪天候影響，連月調漲，紙業市

況表現平平；第2季起，紙漿價格漲勢逐漸

停歇，國內市場需求同時加溫，紙業開始好

轉；第3季時，國內外經濟大致持穩，國際漿

價平盤，能源(煤炭)價格開始下滑，又逢紙

業傳統旺季的到來，業績表現優於上半年及

去年同期；而邁入2014年第4季，受國內食安

問題波及，國內整體經濟略有些微影響，但

年關將近，紙業需求增加。整體而言，2014
年台灣紙業全年市況可謂漸入佳境。

正隆公司2014年的產銷概況：營業額

約271億元，造紙總產量約152萬噸，紙器

產量達6.1億M2皆較2013年增加7%~10%；

而在銷售量部份，造紙總銷售量增加7%、

紙器銷量增加9.5%，工紙、紙器在獲利方

面有明顯成長，帶動正隆公司2014年國內

整體獲利優於去年。

正隆長期致力實踐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

諾，於2014年3月發表正隆「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成為台灣紙業界首家完成的公

司，並獲得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所舉辦

的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CSR)。2014年在

綠色永續、節能減碳方面，則榮獲多項獎項

與驗證，如：竹北廠榮獲由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主辦的第15屆全國標準化獎的殊榮，后

里廠榮獲經濟部節能績優「傑出獎」；后

里、新竹、大園造紙廠皆通過FSC™COC
換證驗證，蒲公英連續四年獲得數位時代所

舉辦綠色品牌獎項。產品方面本公司亦成績

斐然，春風面紙與衛生紙榮獲管理雜誌所舉

辦的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之榮譽；並

透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環保萬用容置

袋之專利。

正隆本著「永續素養、綠色經營、友善

環境」之營運策略，順應造紙產業之特性，

為保有永續競爭力，須有效運用綠色生產資

源，已積極進行將生產過程中產出之廢棄

物、汙泥之汽化技術開發，不僅可以降低環

保成本，更藉此增加替代性能源，減少因

生產所耗費的能資源。2014年全公司能源

單耗進步率1.34%，創造可觀的節能減廢效

益。

關心生活、貢獻社會是正隆公司永續發

展之願景，透過鄭火田慈善基金會、正隆關

懷兒童基金會的運作，長期關心鄰里，幫助

各營運據點周遭居民，改善當地居民之生

活；於公司內部則運用各項溝通管道與教育

訓練，長期持續推動QCC、TQM等改善活

動，對產品品質嚴格把關，並將企業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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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理念深植於每位同仁的心中。

然2014年對正隆而言，並非完全風平

浪靜。本公司投資的海外事業發生辰華倒帳

案件，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正隆痛定思

痛，上下一心各單位積極面對問題，強化公

司治理能力，在授信、財務等制度做完整的

改善，除內部公司治理的改善外，也藉由此

事件彰顯出海外管理及上下游供應鏈管理的

重要性。

綜觀2014年，正隆公司所面臨之企業

風險與過往大不相同，由於大環境的改變，

正隆不能再沿襲過去的做法，必須提升企業

應變能力，切合市場變動與世界趨勢。展望

未來的CSR策略目標，期許正隆能從以下三

方面落實：

經濟面(E)： 創造綠色價值，提升綠色

競爭力

社會面(S)： 關注供應鏈管理，與利害

關係人議合

治理面(G)： 強化海外單位管理，鑑別

企業風險機會

展望2015年，海內外各據點均需同心

協力、制度化管理、重視績效，包括：原物

料合理價格及庫存控管、節能及廢棄物處理

之精進；海外企業尤應精進管理、拓展市

場、控管貨款、提高產能利用率以確保合理

利潤。

正隆未來將繼續秉持友善環境的精神，

透過綠色生產、節能減排、低碳環保及貢獻

社會的經營原則，善盡企業責任，持續以成

為「綠色永續的標竿企業」為目標，帶領正

隆人不斷朝「綠能創新」、「幸福生活」及

「永續地球」邁進，為社會及新世代創造更

美好的未來。

CSR得獎紀錄

項次 榮譽摘要 主管單位

1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CSR) 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2 竹北廠榮獲第15屆全國標準化
獎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

3 Wal-Mart企業社會責任驗廠，大
林廠獲黃燈評等

台灣檢驗公司
(SGS)

4 蒲公英連續四年獲得綠色品牌獎
項肯定

數位時代雜誌

5 春風面紙與衛生紙榮獲消費者心
目中「理想品牌」

管理雜誌

6 后里廠獲TPM協會共同舉辦節
能績優觀摩示範單位

TPM協會

7 新竹廠榮獲鍋爐操作績優廠商
台灣省鍋爐協
會

8

后里廠落實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有
成，7月8日獲經濟部能源局共同舉
辦「2014年度節約能源績優獎傑
出獎系列觀摩研討會」之發表單
位，並於12月18日接受頒獎表揚。

經濟部能源局

正隆概況

正隆公司自1959年創立以來，秉持

「忠、誠、信、實」之經營理念，以提供客

戶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為宗旨，並以「忠於

股東、忠於顧客、忠於職責」的企業精神，

堅持「品質完美、價格合理、交期精確、服

務第一」的承諾，以效率、設備、技術、品

質、成本、服務之競爭力，成為台灣、亞洲

的領先紙業公司，更是國際眾多知名品牌的

重要綠色包裝合作夥伴。

產品及其用途

本公司產品種類多元，其中瓦楞紙箱單

層、瓦楞紙箱雙層、白底銅版卡紙、灰底銅

版卡紙、蒲公英/春風/情人環保擦手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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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春風/情人環保衛生紙等多項產品，

已獲得環保標章的使用授權。家庭用紙等相

關產品，亦通過正字標記驗證。此外，本公

司工業用紙、文化用紙、卡紙等各類產品，

分別符合歐盟化學品之註冊、評估授權及限

用指令(REACH)、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

(RoHS)、日本SONY公司環境管理物質標

準(SS-00259)等有害物質規範。

主要產品

紙板類： 工業用紙—裱面紙板、白面紙板、瓦

楞芯紙、塗佈白紙板、紙管紙板等。

紙器類： 瓦楞紙板、瓦楞紙箱、美粧紙箱、

防水紙箱、紙棧板等。

紙張類： 文化用紙—銅板紙、輕塗紙、道林

紙。

家庭用紙及家品—衛生紙、面紙、

廚房紙巾、擦手紙、紙尿褲、洗手

慕斯。

事務紙品： 信用卡簽單、二三聯式發票等電

腦報表印刷品、禮券、發票、藥

袋等。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性議題鑑別

參照 A A 1 0 0 0 利害關係人議合標

準(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鑑別本公司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鑑別過程係根據「依賴性」、「責任」、

「影響力」、「多元觀點」和「張力/關注

程度」五個面向作為評估標準，由本公司

CSR專案小組成員進行內部評估，最後依照

評分統計，本年度篩選出八類主要的利害關

係人：員工、供應商、政府機關、投資人、

客戶、地方社區、媒體、NGO(非政府組

織)。本公司對於各利害關係人皆保有順暢

的溝通與協調管道，並重視各利害關係人提

出的寶貴意見，以維持良好之和諧關係。

依據上述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及同業間

重大議題，透過系統化統計方式，評估各議

題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程度，以鑑別正隆關

鍵性議題矩陣(如以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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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輯範疇

本期報告書揭露之資料主要涵蓋正隆股

份有限公司於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間，

在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會參與之作為與

各項績效數據。報告資料來源主要是彙整台

灣地區各據點之資料，若有例外，將於報告

書內容中特別註明。

為完整說明正隆公司推行企業社會責任

的努力，包含歷來與本報告書有關聯之部分

資料，本報告書之財務報表數字以新台幣計

算，關於環保、安全衛生等相關績效則依國

際通用指標表述，其餘量化數據若有特殊意

義，將另行附註說明。前一年度報告書發行

日期為2015年2月。

報告書撰寫綱領

為因應世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日益關注

與重視之趨勢，本報告書內容架構以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4綱領(GRI G4)為依據，就其指導

方針與指標進行撰寫，揭露正隆對於永續發

展之策略、目標與作為。本報告書於附錄2
提供GRI G4指標索引供參酌對照。

報告書查證與發行日期

本報告書並無委託第三方認證機構進行

查證，惟為提升資訊透明度與可信度，日後

發行之版本，將評估由合格認證機構查證後

發行。

本版次發行日期：2015年6月；下次發

行時間預計於2016年6月。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架構

正隆公司長期以來堅持穩健經營、守法

治理、營運透明、重視員工與股東權益，並

深信有監督能力及盡忠職守的董事會是穩

健公司治理的基礎。因此先後在2006年及

2011年於董事會下成立稽核處及薪資報酬

委員會。在健全的公司治理方向下，秉持以

公平、公正、公開、守法循矩的管理模式，

遵照本公司「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

則」、「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全力執行。

內控制度與風險管理

1.內控制度

長期以來，內部稽核單位為董事會監督

公司治理的左右手，內部稽核單位的執掌即

為遵循相關法令，本著誠實信用原則，秉持

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

執行職務；其目的在實施內部稽核，協助董

事會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

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2.重大風險管理

由於在2014年5月本公司所轉投資之大

陸上海中隆紙業發生客戶倒帳案件，本公司

除了向債務人(辰華公司)提告以進行相關資

產的扣押以力求相關債權之確保外，也痛定

思痛，在集團體系內針對授信審查、合約審

查及印信管理等三項規定修改制定更加嚴格

之標準作業流程，構築企業風險的防火牆，

以再發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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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公司以製造及銷售之本業為

主，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同時

我們也責成轄下功能部門，例如財務、會

計、資訊、法務、人力資源、環安衛等單位

之專責人員進行收集、評估及管理所有相關

的營運相關風險，確保公司永續經營。

法令遵循

正隆一直以來均嚴守相關法律規定及遵

循道德規範來執行各項業務活動，致力維護

企業形象與商譽。為落實「忠誠信實」之經

營理念，透過制定相關工作規則與辦法，要

求全體同仁遵守及力行；並藉由教育訓練及

公司網站、刊物等方式加強宣導效果，將遵

法觀念深植於每位員工。

供應鏈管理

正隆公司自1959年成立以來以造紙及

紙業加工為核心，並整合橫向和縱向的產業

鏈資源，逐步發展造紙上、中、下游產業供

應鏈，並以效率、設備、技術、品質、成

本、服務之競爭力享譽國際。為貫徹到產品

品質、客戶服務、社會關懷的每一個層面，

堅持「品質完美、價格合理、交期精確、服

務第一」的承諾。

2014年綠色採購具體事項

正隆公司深刻體認採購對企業供應鏈的

環境績效影響甚鉅，而採購部門對供應商的

綠色標準要求，有助於促進綠色產品研發，

進而提升環境意識、改善環境行為、提高環

境管理水準。由於造紙業須仰賴大量造紙原

料如原生紙漿，若於原料端上採購廢紙回收

之再生紙漿，將是正隆對於環境保護的具體

作為，故依循台灣區造紙公會之資料，在

2014年正隆透過綠色採購概念，所採購之

國內廢紙量，約占台灣廢紙產生量的33%。

環境永續

正隆公司肇基之始即囿於台灣能源的貧

乏，長期秉持「珍惜資源」的綠色永續經營

理念，並深入產品服務與生產規劃之中，設

計以廢紙回收再利用作為生產的主要原料，

以及儘量使用FSCTM(森林管理委員會)驗證

之原物料，做為永續友善環境的第一步。

環境管理制度

1.管理歷程

本公司的環境管理制度，源自於過往各

項管理活動，企業管理初期強調以品質管理

為主，包含正字標記、品管圈活動(QCC)、

全面品質管理(TQM)與ISO系列等等。隨

著時代演變、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管理活動

也與時俱進，近年來更導入企業資源規劃

(ERP)、數位學習(e-Learning)、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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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及企業社會責任(CSR)，碳足跡的管理

等。

2.管理政策

本公司在系統執行上依照ISO系統之要

求，遵循PDCA的管理流程，透過政策與年

度目標、標的推動，務實的作業管制措施與

監督量測的管理，加上定期實施內部稽核與

外部追查，確保系統落實執行；而所有內部

稽核與外部追查發現的缺失，都會立刻進行

矯正及預防措施，並於各管理審查會議中提

報，檢討缺失與改進，以確保管理系統穩定

運作，以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空氣汙染管理

本公司各造紙廠應用燃煤鍋爐、再生

燃料生質能鍋爐和汽電共生系統來提升能

源效率，為有效控制其運轉時所產生的空

氣汙染物，在後段煙氣品質管控設有袋

式集塵器、靜電集塵器、排煙脫硫(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FGD)及脫硝系統

(LNB+OFA+REBURN+SCR or SNCR)等

防制設施，其中2001年在正隆大園廠完成

的粉煤鍋爐再燃燒低NOx示範技術除能有

效降低NOx外，更使大園廠成為亞洲第一

家應用此技術之造紙廠。

而在紙器廠部分，自2013年起逐步將

燃油鍋爐汰換為天然氣鍋爐，截至2014年
底已有四座鍋爐完成改造，除有效減少粒狀

汙染物、氮氧化物以及硫氧化物等空氣汙染

物之排放量外，更能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節

能減排效益明顯，因此未來將持續評估更換

天然氣鍋爐之可行性，落實綠色永續之經營

理念。

水資源管理

1.節水管理

在造紙的生產過程中，需要倚賴水做為

原料的載體，因此對於水資源的合理運用，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TOSHMS ISO 50001 ISO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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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物種類 排放量(公噸) 備　註

氮氧化物 1,480 本公司並無臭氧層破壞物質(ODS)、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POPs)及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之顯著排
放硫氧化物 543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183 

懸浮微粒(PM) 129 

2014年空氣汙染物排放量

始終為管理的要項之一，將製程用水進行分

級管理，以回收、循環、再利用的技術與理

念達到降低用水量效果。

2.水資源再利用

造紙廠將造紙生產過程中產生之白水經

回收過濾再生後，即可取代製程中部分清水

段，讓可應用白水的設備不使用清水，藉

粉煤鍋爐汙染防制流程

粉塵等粒狀汙染物。

造紙及紙器事業部近五年單位產品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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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以生產工業用紙

為例，紙機頭箱段之紙漿濃度約為1%，即

含有99%之水份，而製成工業用紙後之含水

量約為7~8%，若蒸發量以1 m3/ton紙來估

算，約可節省90%之用水量。

2014年水資源管理成效

水資源管理指標 2014年管理績效 單位

自來水使用量 486,814 m3

河水使用量 5,658,499 m3

地下水使用量 11,354,014 m3

排放水體
田心仔溪、鳳山溪、客雅
溪、大甲溪、新街溪

-

總放流水量 15,949,165 m3

*回收再利用水的
總量

20,355 m3

*回收再利用水量
 占用水總量比例 20.3 %

*註：回收使用之量化部分僅計算紙器事業部

3.水汙染防治

在節約用水的管理的措施下，製程中產

生的廢水會不斷地濃縮，在水汙染防治上又

形成一大考驗，因此除了努力做好源頭減量

以外，本公司更在廢水處理設備的投資上不

遺餘力，以妥善處理製程廢水至符合放流水

排放標準。

本公司持續進行各項廢水處理提案改善

以有效降低環境之負荷。

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化

正隆公司長期致力於製程改善及能資源

整合，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降低廢棄物之

產生量，並以能資源利用之效益最大化與汙

染最小化的永續原則為目標來努力。

溫室氣體管理

正隆公司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積

極對溫室氣體做妥善管理，並依循國際標準

及環保署推行策略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

實施各項管理改善活動，歷年來發展歷程如

下頁圖：

碳足跡標籤認證

正隆公司未來將持續推動產品碳足跡盤

查，將品項逐步擴展至其他家紙產品系列，

除能徹底了解產品碳排放狀況，找出耗能黑

洞，作為未來開發減量技術與推動管制策略

時之參考外，更能提供民眾選購更多樣的低

碳產品，引導台灣邁向低碳社會之路。

環境會計

在綠色經營的思考下，正隆於2004年
正式導入環境會計制度，並納入公司ERP系
統內，以精確表達公司在環境面上的支出總

成本，充分展現完整的環境財務資訊，作為

2014年主要廢棄物管理成效
*廢棄物管理指標 2014年管理績效 單位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量 306,035 

公噸

委託廠商再利用 130,967 

委託廠商處理 

焚化處理 66,725 

物理處理 135 

熱處理 173 

掩埋 16,639 

自行處理
焚化處理 49,448 

物理處理 41,948 

*註：本公司並無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

2014年各造紙廠放流水之汙染物排放濃度

汙染物
排放濃度(mg/L)

實測平均值 放流水標準

SS 12.8 30
BOD 15.5 30
COD 90.1 *180

*註： 依放流水標準規定，使用廢紙為原 未達60%
者，COD法規標準值為160(竹北廠適用)；

使用廢紙為原 達60%以上者，COD法規標準值為
180(其餘各廠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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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決策依據，同年並榮獲經濟部頒發之中

華民國第1屆綠色會計獎的肯定。

綠色產品與服務

正隆公司向來積極開發省資源、低汙

染、可回收之綠色環保產品，並且結合綠色

設計、生產、採購、以及全員參與的環境保護

政策，倡導愛護地球的決心，朝向綠色企業

邁進。本公司造紙廠使用回收廢紙原料比率

達91.34%，生產符合環保標章要求的工業用

*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 2011 2012 2013 2014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1) 978,498.526 1,051,591.199 1,211,551.513 1,252,533.803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2) 253,481.339 269,111.180 209,033.039 212,641.250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t-CO2e/營業額(億元)] 5,094.971 5,249.156 5,645.369 5,388.729 

*註：本公司並無計算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Scope3)

2011~20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05

2006

2010

20102009

2008

2009

ISO 14064-2ISO 14064-1

目前榮獲環保署碳足跡標籤認證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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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面原紙及瓦楞芯紙，提供下游紙器廠製作

環保標章紙製品，如瓦楞紙箱、紙板及紙棧

板；另外，家庭用紙「蒲公英」、「春風」、

「情人」、「淨世代」環保產品，也取得環保

標章的使用授權，同時「蒲公英」環保系列產

品亦獲得「第三屆台灣綠色典範獎」。

未來計劃與永續循環型的企業能資源整合

展望未來，當全球持續朝向低碳、循環

型經濟的社會發展之際，正隆除需持續不斷

精進以綠能創新的工程技術，兼顧能源、環

保、經濟三面向持續創造企業的綠色永續價

值。日後更將持續以更卓越的節能減碳績效

來回應社會大眾的期望，善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努力成為綠色永續低碳的標竿企業，並

進而朝向「GO Green地球更美麗」的企業

綠色願景邁進。

員工與社會參與

友善職場

正隆秉持對於安全衛生之最高標準，在

總經理全力支持與期許下持續推動安全衛生

紙類產品纖維回收
再生原料有效轉化
製程多元衍生性再
生燃料

企業營運
成本

環境會計

研究開發
成本

上下游供應商/
客戶關係成本

損失及
彌補成本

管理活動
成本

社會活動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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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動。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運

作、提案改善及各項自護活動之施行，在勞

工代表以及全體員工的參與下，期望給員工

一個安全、健康及舒適的作業環境，減少各

項災害之發生率，有效落實公司安全衛生政

策：「全員參與、災害歸零、安全健康」，

塑造優良的安全文化。

近年為強化安全衛生管理，以安全衛生

活化活動為中心展開系統性的安衛管理活

動，並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合作執行工

安伙伴結盟、同業觀摩及安全夥伴結盟等活

動來提昇安全衛生水準，將公司之安全文化

深植每位同仁心中。

員工關係與照顧

本公司堅信「人」乃企業永續發展之根

本，亦是正隆最珍貴的資產，秉持這樣的理

念及人力發展策略，正隆公司承諾致力於保

障同仁工作權益，提供友善安全的工作環

境，並給予員工充分的關懷與照顧。對於正

隆而言，人力資源發展的策略必須思考如何

在以成本領導策略為主、差異化策略為輔的

經營政策下，藉由組織變革、企業文化的逐

漸轉型、各項管理活動的導入及充分運用現

代化的資訊科技技術，以加強企業的核心能

力。

人力資源現況

本公司於台灣地區的員工人數截至

2014年底為止，合計約有2,990人，由於本

公司行業特性屬於傳統製造業，廠區現場工

作人員需輪班且較耗費體力，因此男性同仁

任用比率遠高於女性同仁。

員工權益與福利

1.薪資水準

在對外招募新進人員的起薪上，遠優於

法令所訂基本工資，且提供相當具有競爭性

的薪資水準，根據薪資調查資料顯示(包括

外界企管顧問公司調查、異業及同業間自行

調查)本公司薪資定位高於一般水準。

各階層男女薪資報酬比例

階層分布 職稱 女 男

高階主管 協理級以上 100 102.0

中階主管 課長級 100 110.7

基層主管 班組長級 100 105.8

一般職員 100 103.9

註：以女性同仁為基數計算

2.反歧視

為保障員工工作權益，本公司遵照相關

勞動及人權之法令，制定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及各項人事規章，以確保員工均能受到

合理公平的對待與尊重，不因其種族、階

級、健康、年齡、性別、政治立場或宗教信

仰等因素而有差別待遇或歧視。截至2014
年底，本公司僱用身心障礙之同仁計有45
人，高於法令規定進用比率1％；另具有原

住民身分之同仁計有15人，目前仍積極僱

用符合資格之人員。2014年度未有任何歧

視事件發生。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指標
*工傷率
(IR)

職業病率
(ODR)

*誤工率
(LDR) 死亡數

*2014年管理績效 0.23 0 12.96 0

2014年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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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用童工

關於僱用對象，本公司於規章辦法中明

定：未滿16歲者不得任用。各廠部均確實遵

照法令規範未曾聘用過童工。為善盡社會責

任，目前已著手進行規劃，擴大要求供應商

及承攬商不得任用童工，並將「禁用童工」

之條件納入與供應商及承攬商之契約，未來

更評估將此項條件列入供應商的評核標準。

4.員工照護

員工的身心健康為企業永續的重要指

標，因此我們非常重視員工的照護制度及措

施。全體員工每年實施一次勞工健康檢查，

同時針對從事特定危害作業之同仁，施以特

殊作業健康檢查，並依照檢查結果由醫護人

員對同仁健康問題持續追蹤管理。

為提倡同仁對於自身健康的重視及自主

管理能力，除不定期舉辦戒菸班、減重班等活

動，更邀請醫學中心等專業衛教單位，舉辦三

高族群、肝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講座。

為擴及員工照護的範圍，正隆亦制定了

優渥的同仁子女獎學金制度，殉職員工子女

亦可比照同仁申請，以善盡照料殉職員工之

家庭。每年獎勵同仁子女之人數超過1,500
人，每年總發放金額逾500萬元。

2014年合計頒給1,509位同仁子女，合

計發放5,801,000元。

5.完整福利制度

正隆除依法提供勞、健保，並依法給予

特別休假、育嬰假、產檢假等外，為提升同

仁生活品質、增加家庭休閒時間，本公司特

依據法定工時規定彈性辦理實施周休二日。

另由公司提供免費午餐、加班點心、生育津

貼、團體保險、家屬醫療補助、急難救助金

及員工子女教育獎助學金等，每年均舉辦國

內旅遊活動，及不定期選派優秀同仁出國研

習、員工持股信託。

2014年請休育嬰假統計表
男 女

請休人數 1 2

復職人數 0 1

溝通管道

正隆致力建立勞資雙方間暢通的溝通橋

樑，包含年終業務研討會、廠務會議等，使

主管得以宣達公司經營目標及願景，並藉此

公開表揚優秀同仁之工作表現。另透過勞資

會議、提案改善建議案、雙月刊等許多管道

給予同仁表達個人意見機會；若有任何申訴

事件，設有稽核專線與信箱、董事長信箱受

理相關不法或不公之情事。2014年計有三

件勞工申訴案件，其中二件有關請假及工時

問題已協調處理結案，另一件資遣爭議尚積

極協調處理中。

為保障員工自由結社之權利，本公司對

於員工籌組工會採取開放立場，目前分別有

竹北廠及新竹廠兩廠員工各自成立工會，並

定時召開會議，該廠高階主管均參與會議，

直接與員工溝通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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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關重大營運變化或攸關勞工權益等

事項，本公司均會透過公布欄或電子公告等

方式，立即告知員工。

員工職涯與發展

針對新進同仁、現有員工及不同階層之

主管人員，建立以職能管理為導向的培育體

系，並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訓練流程，提升員

工的專業管理技能及知識，同時我們亦提供

員工開放多元的學習環境，同仁可以藉由內

/外訓、OJT(On the Job Training，職場內培

訓)、e-Training(訓練E化管理系統)及TPM
活動(Total Productive Management，全面

生產管理)，不斷挑戰自我的工作極限，滿

足個人成就。

社區參與及公益

「關心生活、善用資源、貢獻社會」是

正隆公司的企業願景，也是我們對企業社會

責任的承諾。為落實關懷社會、服務大眾與

友善環境的理念，正隆透過內部資源，以及

「鄭火田慈善基金會」與「正隆關懷兒童基

金會」，長期關注「綠色推廣」、「社會參

與」、「急難救助」、「兒童關懷」四大領

域，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並號召同仁參與

社會服務工作，以實際行動關心社會弱勢，

讓社會更溫暖、更美好。以下本文將由「綠

色推廣」、「社會參與」、「急難救助」、

「兒童關懷」四大領域分別舉例說明正隆在

社會參與及公益上的努力。

人才培訓體系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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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綠色推廣

以廢紙為主要原料，50多年來正隆孕育

了「珍惜資源」，重視「環保」、「永續」

的企業文化，致力推廣綠色環保、環境教育

及響應節能減碳，為地球永續善盡一份心

力，並實現企業帶頭推行環保的社會責任。

「綠色書香 紙圖書館」公益活動
正隆台灣十個工廠所在地多屬偏鄉，當

地學童因附近缺乏大型書局，距圖書館又遙

遠，造成學習弱勢。為協助縮短城鄉知識差

距，及活化閒置教室，正隆與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文教基金會及供應商山隆通運股份有限

公司攜手合作「綠色書香 紙圖書館」公益

計畫，發動企業員工募「籍」讓書去旅行，

並將瓦楞回收紙做成的紙桌椅、紙展示架送

進校園，打造「紙圖書館」，啟發兒童學習

興趣，改變偏鄉學童未來。2014年度共捐

贈苗栗中興國小、后里內埔國小與大園五權

國小三座紙圖書館，未來將結合更多組織的

力量，將書香送至全國各地，希望以每年二

至三間的速度，於五年內打造十間以上的偏

鄉紙圖書館且長期認養，並協助升級為社區

圖書館，嘉惠更多孩童與民眾。

可愛的紙桌椅吸引學生前往觀賞，更喜

歡坐在圖書室裡閱讀，增加圖書館與書籍的

使用率，透過紙展示架方便展示主題書展，

也讓主題書能更醒目的展示在學生面前。學

校教師帶學生往圖書室閱讀的意願更大大增

加，並能機會教育學生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

2.社會參與

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理念，

正隆積極參與愛心公益活動以及回應社會重

大議題以回饋社會，並透過全省十個廠區進

行社區參與活動，舉凡社區營造、社區關

懷、教育文化、藝文推廣等，充分落實企業

公民的社會責任，且透過長期的社區參與建

立良好的社區關係。2014年我們持續透過

各種專案協助公司/工廠所在地區發展相關

藝文與休閒活動、認養路燈、宗教心靈、及

社福公益，為台灣社會打造更好的明天而努

力。

關懷災區重建

2014年高雄八一氣爆，員工自主捐款

超過66萬元，現金致贈高雄市南區家扶中

心協助受災居民兒少安學，公司同時捐贈

1,080串情人與蒲公英衛生紙給災民。

3.急難救助

關懷弱勢貧困家庭，提供經濟及物資上

2014年受訓時數(不含數位學習時數)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一般人員 合計

訓練總時數(小時) 1,592 5,773 15,924 99,296 122,584

每人平均時數(小時) 16.8 37.2 46.7 43.2 42.4

近三年教育訓練支出費用統計

年度 2012 2013 2014

經費支出(元) 2,718,100 2,943,245 2,8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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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正隆成立「鄭火田慈善基金會」，

全力發展急難救助、貧困救濟等慈善事業，

並藉由全省各地的工廠實地拜訪了解，將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理念化為實際行動，將

觸角延伸到社會角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

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鄭火田慈善基金會

感念台灣社會為正隆公司的成長茁壯提

供良好的基礎，與緬懷創辦人鄭火田先生民

胞物與的慈悲精神，正隆集團總裁鄭政隆先

生於1993年設立鄭火田慈善基金會，致力

推行急難災害救助、醫療補助、老人福利、

貧病殘障救濟等慈善公益工作。近年來，基

金會也積極與公益社福團體展開合作，擴大

服務層面，期能拋磚引玉，呼籲更多的社會

關心弱勢，啟動社會的正面能量，倍增社會

溫暖。從1993年設立運作以來，基金會至

2014年底止共捐助個別戶及機關團體等個

案多達2,200件，累積金額達新台幣5,000多
萬元。

4.兒童關懷

兒童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柱，弱勢孩童

的良好成長更需要社會大眾的關注，正隆透

過「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關懷弱勢兒童

教育、福利及健康成長，同時與家扶基金會

等社福團體合作關懷兒少議題，豐富弱勢孩

童的心靈，開拓其生活視野，支撐社會向上

的力量。

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有感於兒童受虐事件頻傳，諸多兒童未

能好好接受栽培，甚至遭受遺棄、凌虐，正

隆集團總裁鄭政隆先生於2006年成立「正

隆受虐兒童福利基金會」，秉持以辦理受虐

兒童之福利、公益活動為目的，讓受虐兒遠

離災害，並於2009年更名為「正隆關懷兒

童基金會」擴大公益服務範圍，以兒童福

利、兒童醫療服務等為服務宗旨，並協助弱

勢家庭兒童給予經濟上的贊助及頒發獎助學

金，期盼所有兒童都能有個安全的庇護所。

從設立運作以來，基金會至2014年底累積

捐助金額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

(資料來源：正隆股份有限公司2014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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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工紙龍頭正隆不僅是台灣第一家取

得國際碳權的企業，也是造紙業中，第一家

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領導廠，並

在2014年獲CSR報告書的台灣企業永續報

告獎。正隆不僅創造出綠色經濟，使用再生

紙漿代替原生紙漿，更不斷透過設備投資提

升綠色競爭力，將造紙業對環境的影響降到

最低。

正隆正視全球暖化日益嚴重的問題，

2004年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導入ISO 
14064，掌握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進

一步進行溫室氣體計畫型減量。正隆將廢水

處理產生的沼氣純化後，轉做蒸汽鍋爐燃

料，產生蒸氣供製程使用，以此取代煤炭，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由於經國際確證，每

年可達到額定減碳量，正隆在2008年取得

國內第一張國際VCS碳權確證，認證過後

的碳排放具備交易價值。

積極建置替代能源 優化結構

除了溫室氣體計劃型減量，正隆也積極

建置替代能源，利用風力和太陽能等潔淨能

源發電設備，優化能源結構。包括竹北廠開

發的風力發電，一年可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大約1,370噸，后里廠的太陽能發電，

一年可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274噸。

為了減少石化燃料使用，提高替代能

源比率，正隆並投資購置廢棄物衍生燃料

RDF造粒設備以及流體化床鍋爐設備，也

就是俗稱的焚化爐。透過將製程的殘渣壓

榨、乾糙去做造粒，可取代部分煤碳作為鍋

爐燃料。藉此並可降低造紙廠廢棄物委外處

理，除了減降成本更可減少對環境可能帶來

的影響。

正隆2014年的能源替代率是9.96%，約

節省6萬5,000多噸的石化燃料，截至2015
年上半年已經提升到11.65%，公司未來目

標是希望能將能源替代率提升到15%，主要

仍是透過設備改善及投入汽化爐作替代能

源，來持續提升能源替代率。

造紙廠主要生產原料為原生木漿和回收

廢紙，正隆從公司成立之初即使用回收廢

紙再製成紙製品，2014年約回收使用162萬
噸廢紙，其中，有將近七成來自台灣當地

回收，占整體台灣廢紙量的33%。此外，正

隆的產品使用回收廢紙原料的占比已超過

90%。

「蒲公英」家用紙 百分百回收紙

除了綠色製程以及節能低碳，正隆在環

保事業上的推動也延伸到家庭用紙。正隆家

用紙自有品牌「蒲公英」堪稱是國內環保家

用紙先鋒，也是全國唯一獲得「碳足跡」及

「 環保標章」雙標章的家庭用紙。

「蒲公英」環保擦手紙100%由回收廢

正隆減碳 化身綠天使

D18-正隆.indd   16 2015/11/9   下午 12:53:46



— 17 —

紙製造，在公司持續進行碳足跡盤查下，也

是國內首度換發新證的產品，每包碳足跡比

例高達13.59%，遠高於2010年申請碳標籤時

所宣告三年內減量5%的承諾。在政府和企

業的共同推廣下，蒲公英並曾獲2012雙十國

慶煙火節、2011年台灣燈會、2010年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獲選為國際盛事的生活用紙。

環保教育 扎根兒童

正隆董事長鄭舒云在2010年正式接下

董事長職務後，持續大力推行綠色經營策

略；在她的巧思下，正隆近年透過旗下文創

品牌「紙樂屋」推動的紙藝創作展，以及捐

贈偏鄉小學「紙圖書館」，皆引起廣大迴

響，讓公益活動增添教育與趣味意義，讓環

保意識得以透過兒童教育萌芽。

由於正隆在台灣的工廠所在地多屬偏

鄉，當地學童缺乏大型書店，距離市區圖書

館亦遙遠，造成學習上的弱勢。正隆因此結

合銀行業以及關係企業攜手合作「綠色書

香-紙圖書館」公益計畫。不僅利用瓦楞回

收紙作成紙桌椅、紙書架，將紙圖書館送進

校園，並發動二手書捐贈活動，充實偏鄉小

學的圖書資源。

正隆從2014年開始啟動「紙圖書館」

公益活動，原先目標以每年二至三間的速

度，計畫在五年內打造十間以上的偏鄉紙圖

書館，並長期認養，協助升級為社區圖書

館。不過，截至2015年上半年，正隆已打

造四間紙圖書館，進度明顯超前，且11月
還將一口氣捐出兩間紙圖書館，分別是高雄

燕巢的安招國小，以及台中的啟明學校。短

短兩年就有六間紙圖書館落成。

紙圖書館提供的可愛的紙桌椅吸引學生

興趣，也讓圖書館的書籍使用率以及書籍借

閱率跟著大幅提升，學校也藉機宣導，自然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廢紙回收再利用的實

際範例。由於兼具教育與趣味，已有不少學

校主動聯繫接洽，希望紙圖書館可以進駐更

多校園。此外，紙圖書館亦提供如何利用廢

紙DIY的實作方法，帶領學童認識廢紙不是

垃圾，而是可以不斷收回再利用，讓環保教

育往下扎根。

推動紙圖書館 進駐校園

正隆也透過紙樂屋以「紙藝創作展區」

的型式舉辦公益活動。以環保瓦楞紙作為材

料，讓兒童有機會動手做紙藝及參與各式各

樣的藝文表演活動，透過紙藝術創作、展演

與互動，不僅豐富藝術文化的多樣特質，藉

由環保與藝術的結合，也擦出不少新火花。

在社會關懷方面，正隆分別成立「鄭火

田慈善基金會」與「正隆關懷兒童基金會」。

其中，「鄭火田慈善基金會」以急難救助為

主，包括賀伯風災、921地震、中國川震、

八八風災，以及日本311與去年的高雄氣爆，

集團對急難災害的捐助金額已經突破上億，

希望能雪中送炭，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另外，有感於兒童是國家發展的支柱，

針對家暴、失學、棄養的兒童，正隆關懷兒

童基金會與社會公益團體台灣家扶基金會長

期合作。每年舉辦兩次家扶寄養孩童獎助學

金的捐助活動，透過關懷兒童的教育、福

利，讓弱勢兒童有機會透過教育脫貧。從

2007年發起獎助學金開始，迄今已捐助了

1465位家扶的寄養兒少，未來更將增設正

隆獎助學金，鼓勵正隆全省營運據點所在地

的學童，傳遞正面的能量，讓這個社會更美

好。 （嚴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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