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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

總論

創辦人的話

2014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會」IPCC發表《減緩氣候變遷》專章。對

全人類而言，要解決地球暖化無疑是最重

要、最急迫、需要立即行動的課題。報告指

出，過去20年來，伴隨人口成長，化石燃

料能源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明顯增

加，其中亞洲國家占了最大的增量比例，

且電力消費的90%以上都用在「工業」以及

「建築」兩個項目。因此，節能工作理所當

然應從這兩個方向著手。

IPCC的報告亦顯示，建築物具有30-
60%的減碳潛力。自2006年台達台南分公司

獲得台灣綠建築「黃金級」標章 (2009年升

格為「鑽石級」) 以來，台達所有新建的建

築物都是綠建築。在同仁的努力之下，台達

更將已經使用15年的台北總部大樓，從照

明、空調、電梯等處著手改造，亦獲得既有

建築改善類別的「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多年來，我們把綠建築具體可行的經驗

及好處透過學術捐贈、災後重建的方式分

享，目前台達全球已經有七座經認證的綠建

築廠辦及四座學術捐贈綠建築，2014年共

節省逾 1,300萬度用電。

台達企業核心緊扣「環保節能  愛地

球」的經營使命，更透過台達電子文教基金

會，向外擴大社會影響層面，運用台達積累

的電力電子技術與知識，推廣環境及能源教

育。

2014年6月，交通大學代表台灣到法國

參加歐洲盃「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Solar 
Decathlon Europe, SDE)，在凡爾賽宮前打

造一棟新世代節能綠建築－「蘭花屋」。這

個競賽在國際上已經行之有年，全球僅20
所大學獲得2014年參賽資格。台達以能源

整合方案協助交大參與這個計畫，並一同代

表台灣參賽。競賽結果，「蘭花屋」獲得了

都市設計獎第一名；而台達創能、節能、儲

能的方案也幫助交大獲得了能源效率大獎第

三名，成績相當不錯。

2014年9月，基金會籌辦「水逐跡」－

水與環境教育特展，同仁們請益了國內許多

專家，包括了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研究員，

希望把目前台灣所遇到的水資源難題，讓社

會大眾了解，在地球暖化的威脅下，水資源

對於台灣或是亞太地區，都是接下來需要長

期關注的問題，有賴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

面臨全球產業與經濟環境的改變，企業

必須洞察商機、不斷創新，不斷地在每一次

的產業環境變化之前力圖轉型，選擇開發自

身競爭力強、以及市場前瞻需要的產品及服

務。台達將持續落實「環保節能愛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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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使命，與大家共同攜手共創智能綠生

活。

董事長及執行長的話

台達電從經營管理、產品設計、日常營

運、辦公室廠房，到社會參與，全部緊扣著

「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命。將本身在

節能領域的領先技術與核心事業與企業社會

責任結合，期望在公司永續成長的同時，也

能不斷地為人類創造價值。

多年來，台達電致力將企業社會責任與

公司經營進行策略性結合，透過由經營團隊

組成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訂定集團企

業社會責任的策略方針，並檢視各單位的

執行成果。2014年，台達電入選國際碳揭

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為大中華區唯

一入選的企業；同時，台達電連續四年入

選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DJSI)之世界指數，顯示台達電的

企業社會責任成果已獲國際高度肯定。

身為全球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的

領導廠商，台達電每年將5-6%以上的全球

營收，投入產品研發創新，致力提升產品

能源轉換效率。台達電的電源供應器產品

效率大多都已在90%以上，尤其通訊電源效

率已達97.5%、太陽能電源轉換器能源效率

可達98.7%，車用直流電源轉換器(DC-DC 
Converter) 效率可達96%，均為業界領先。

在2010至2014年間，台達電產品共為

客戶節省約148億度電、相當於減少790萬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台達電也積極整

合軟硬體，為客戶提供智能、節能的整體

解決方案，已在全球累積了近200個成功案

例。

在日常營運中，台達電也具體落實「環

保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自2010年
起，台達電在主要生產據點建構能源管理

程序，每年導入逾百件的節能改善專案。

2014年台達電全球主要營運據點用電密集

度較2009年減少50%，提前達成2015年用

電密集度下降50%之預設目標；2014年溫

室氣體密集度為38.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百
萬美元，相較2009年，減量幅度逾48％，

也達成至2015年降低45% 的目標。

同時，無論是新建廠辦或捐贈建築

物，也都導入綠建築節能的手法，目前台

達電全球共有11座經認證的綠建築廠辦及

學術捐贈。另一方面，台達電也積極扮演

國際企業公民的角色，發揮外部影響力。

除為媒體即時解讀IPCC最新的氣候評估

報告(Assessment Report)外，在2014年
於秘魯首都利馬所舉辦的聯合國氣候會議

(COP20)周邊會議(side event)中，向國際

社會分享在八八風災後，由台達電協助重建

具備防災功能的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鑽石級

綠建築校園案例。包括荷蘭與吐瓦魯等國的

氣候與環境官員等逾百位各國代表及學者，

均出席這場周邊會議，高度肯定台達電於山

地易受災區，成功打造調適氣候衝擊的典

範。

企業永續經營是一條持續的道路，CSR 
推動也不會停下腳步。隨著台達電全球營運

部局，深耕在地是未來的發展重點，未來將

配合區域的發展，推動在地CSR，成為全球

企業公民。我們相信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遷

的危機，就是企業的商機，台達電將持續貫

徹實踐「環保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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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一代提供更智能、更環保的生活型態。

CSR得獎紀錄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國際碳揭露計畫－氣候績

效領導指數(CPLI)
台達電自2007年開始主動參與國際碳

揭露計畫(CDP)。2014年台達電於碳管理

策略、減碳目標設定、減碳措施執行結果

等面向表現優異，整體平均獲得最高等級

A級之肯定，同時入選氣候績效領導指數

(Climate Performance LeadershipIndex, 
C P L I)  及氣候揭露領導指數(C l i m a t e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CDLI)。

道瓊永續指數(DJSI)
台達電於2011~2014年連續四年入選

「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世界指數

(DJSI World)」，2014年並蟬聯「新興市

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

台達電於「風險管控」、「水資源風險管

理」、「行為準則」、「勞工健康及安

全」、「勞工人權」等項目，持續位居全球

電子設備產業之首。

《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4年台達電

榮獲《遠見雜誌》

第十屆CSR企業社

會責任「整體績效

組」及「永續經營

組」雙料首獎。除

連續二年同時獲得

二項首獎，台達電

自2005年該獎創辦十年以來，共獲得九項

首獎，為全台之最。

2014台灣20大國際品牌
台達電連續四年榮獲「台灣20大國際

品牌」殊榮。2014年台達成績再躍進，品

牌價值達一億七千萬美元，較2013年提升

24%，整體排名前進四位至第十三名，乃唯

一獲選的大型工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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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標竿企業第一名

2014年《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

企業調查」，台達電連續13年蟬聯電子業

標竿企業第一名，並勇奪十年不敗電子業

「長青標竿」。此外，台達集團創辦人暨榮

譽董事長鄭崇華，因積極從事社會公益注重

環保與對產業環境經濟發展有貢獻，連續第

八年獲選「企業家最佩服的企業家」。

《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

台達電子連續八年獲頒大型企業「企業

公民獎」。台達電從日常營運、產品設計與

社會參與皆緊扣「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特別在公司治理與社會參與面向，獲

得評審高度肯定。

2014中國最佳企業大學
台達在人才培養方面建立完善體系，並

通過與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機制促進產學

研的結合，在產業轉型升級、文化傳承、知

識創新、前瞻研究、變革管理、價值鏈整合

等成效顯著，成為一流企業大學建設的標

竿。

《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

台達在環境責任績效等面向表現突出，

積極踐行環保理念，於運營網點落實能源管

理，節能效果顯著，對環境做出具體貢獻，

繼2012年和2013年獲頒「傑出企業獎」

後，2014年被授予「優秀實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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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國內外肯定與榮耀
類別 肯定及獎項 評定及頒獎機構

CSR

道瓊永續指數(DJSI)「世界
指數」、「新興市場指數」

RobecoSAM 
AG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
氣候揭露領導指導(CDLI)

CDP

企業社會責任獎整體績效組
與永續經營組雙首獎

遠見雜誌

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第二名 天下雜誌

台灣企業永續獎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台灣永續能源
研究基金會

中國綠公司百強 道農研究院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優秀
實踐獎」

第一財經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 
電子行業前十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

CSR DIW Continuous Awar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 Ministry 
of Industry

公司
治理

臺灣20大國際品牌第13名 Interbrand
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
電子業標竿企業第一名

天下雜誌

最佳公司治理白金獎
Asset(財資雜
誌)

資訊
揭露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級

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綠建築
台灣綠建築EEWH-RN「鑽
石級」認證─台灣企業總部

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

幸福
職場

中國最佳企業大學
上海交大海外
教育學院

「臺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 臺灣證券交易所

工安
環保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特優
獎)─桃園二廠

行政院環保署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
章─台南分公司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健康職場認證 健康促進標
章─台北總部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台達電概況

台達電為電源管理與散熱管理解決方案

的領導廠商，並且在多項節能及新能源科技

領域亦居世界級的領導地位，包括視訊顯像

系統、工業自動化、網路通訊產品、可再生

能源應用與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等領域，市

場遍及全球。自1971年創立以來，台達電

全球營收複合成長率為32.6%。

台達電總部設於臺灣臺北，營運據點遍

布全球，包含歐、亞、美、非洲等近40個
國家。截至2015年初，台達集團全球共有

153個營運據點、38個生產據點、60個研發

中心及超過七千名研發工程師，全球員工總

數約8萬人。

秉持「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使

命，台達為第一家加入國際「電腦節能拯

救氣候行動」(Climate Savers Computing 
Initiative, CSCI3)的臺灣企業，其他參加的

公協會包含「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臺灣

企業永續論壇」、「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以及臺灣區

「電機電子同業公會」、「臺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等永續發展相關組織；在中國

區，台達電也參與多項產業同業公會，例如

「中國電源工業協會」、「中國自動化學

會」、「中國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協會」、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等，期許能透過企

業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與落實，對環境及社會

作出具體貢獻。

全球成功案例

台達電以電力電子為核心技術，整合全

球資源，結合創新技術及軟硬體開發，邁入

系統與整合方案領域，積極推展品牌，以客

戶需求為導向，提供高效率的節能整合解決

方案。近年來，已在世界各地完成近200個
成功案例，包括工業自動化產品和控制系

統、資料中心節能機房、智慧監控管理系

統、電動車充電系統與太陽能發電等領域。

其中，與節能相關的案例平均可節能20-
40%，不僅協助客戶節省營運成本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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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力，更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份心

力。

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為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的基礎。身為企業公民，台達透過多元

的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瞭解他們的需求

並即時回應。台達透過以下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之機制，並結合實質性分析，鑒別出對利

害關係人及台達最重要之議題，採取相對應

必要措施，以此強化資訊揭露內容。

根據實質性分析結果，對利害關係人及

台達最重要的議題包含：公司治理、創新研

發、品牌管理、環境政策/管理系統、綠色

營運、勞工人權、職業安全衛生等七項。

企業社會責任承諾

對台達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涵蓋健

全的公司治理、兼顧利害相關人的均衡

利益、保護地球環境，以及社會奉獻。

身為全球企業公民，台達支持電子行業

行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國際勞

工組織三方原則宣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及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國際勞工及人

權標準，重視公司治理，並透過持續創新、

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及營造一個員工能

充分發揮其潛能的工作環境，為我們的員

工、股東及社會整體創造最大的利益。我們

的承諾如下：

•維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嚴守商業道德規範

•遵守法律規範

• 提供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得以充分

發揮才能的空間，以及合理的報酬與福利

• 積極投入環保節能教育，並鼓勵員工參與

社會公益活動

•創造公司價值，提升股東權益

• 將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與做法推廣至台達

的供應鏈，共同追求更好表現

• 研發環保節能產品並落實環保作為，減輕

對環境的衝擊

• 投入創新研發，發展智慧財產權，為人類

文明科技進步、社會經濟發展及地球環境

永續發展盡力

此外，為落實台達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

「環保節能愛地球」之經營使命，我們參照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

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並

經董事會通過。該守則明確定義台達依循落

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

公益、強化資訊揭露等主要原則，具體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

CSR組織架構

CSR量化指標

公司治理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每股純益 EPS (NTD) 4.58 6.68 7.32 8.49

品牌價值 (Million USD) 139 117 137 170

企業社會責任辦公室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綠色營運
地區主管及相關代表

綠色產品暨供應鏈管理
事業單位主管及相關代表

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榮譽主席 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主 席 董事長
委 員 副董事長、執行長、營運長、地區營運主管

EICC
人資主管及相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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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研發投入占營收比率 (%) 5.9 6.4 6.4 6.5

獨立董事席次百分比 (%) 18 23 23 23

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等級 A+ A++ A++ A++

環保節能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綠能 /節能產品累計節能效
益 (億度) 63 93 119 148

綠能 /節能產品累計減碳效
益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3.4 5.0 6.4 7.9

*用電密集度減少幅度 (%) 30.1 34.9 40.4 49.6

*碳密集度減少幅度 (%) 32.6 37.6 43.8 48.4

綠建築廠辦節能效益 (百萬
度電力 ) 3.9 7.7 11.6 12.5

* 統計中國廠區 (東莞、吳江、蕪湖、郴州、天津 )、臺灣廠
區 (桃園一廠、桃園二廠、台南廠 )以及泰國廠區等主要生
產據點

員工與社會參與關鍵指標 2011 2012 2013 2014

女性員工比率 (%) 63.4 60.2 55 50

教育訓練人均時數
(小時 /人 ) 35 27 30 28

職安衛─失能傷害頻率
(F.R)
( F . R = 失 能 傷 害 次 數
×1000000 /總工時 ) 

1.38 0.56 0.67 0.71

職安衛─失能傷害嚴重率
(S.R=失能傷害總損失日數
× 1000000 /總工時 ) 

7.04 6.93 5.86 9.5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自2005年開始，台達電每年出版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CSRReport)，彙整前一年度

於公司治理、環境保護、員工及社會參與等

企業社會責任主要面向的活動、進展及具體

績效。

打造台灣首座符合「EEWH」
九大指標綠建築廠辦

發布全球首份企業自發製作「綠色生活地圖」

首次參與全球碳資訊揭露計畫 (CDP)

入選《CNBC》全球百
大低碳企業

打造全球最大單一建築體
太陽光電系統

捐建中國川震綿陽楊家鎮小學
贊助台北國際花博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 CDP-CPLI
舉辦「水逐跡」特展

首次入選 DJSI世界指數
桃園研發中心獲綠建築雙認證

打造全球最大低碳節能燈體
捐建台灣那瑪夏民權國小啟用

贊助「看見台灣」空拍紀錄片
台北 /台南 /上海獲綠建築認證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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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內容架構主要參照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簡稱GRI 
) 所發行的「永續性報告指南」G4版本。

對於利害相關人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台達電

依據實質性分析結果，揭露與回應於相關章

節。

2014年台達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涵蓋期間及範疇如下：

涵蓋時間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涵蓋範疇
台達集團全球營運、研究中心及主要生產
據點(附錄)

本報告書經第三方確證，符合GRI G4 
核心依循選項與AA1000 Type I中度保證等

級的要求。

公司治理

關鍵成果

市值突破 集團總營收 品牌價值

　> 5,000 億元 　> 7,523 百萬美元 　> 170 百萬美元
　2014 年 　2014 年 　2014 年

集團複合成長率 研發經費投入比率 專利獲證件數

　~ 32.6 % 　~ 6.5 % 　~ 6,200 件
　自1971 年創立以來 　占全球營收比率 　截至2014 年

• 連續四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之世

界指數

• 大中華區唯一入選國際碳揭露計畫 (CDP) 
- 氣候績效領導指數(CPLI)
• 連續四年入圍「20大國際品牌」，為唯一

以工業品牌獲國際品牌鑑價肯定的企業

• 連續三年獲選《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

責任榜之「優秀實踐獎」

• 連續五年榮登《中國綠公司》百強榜民營

企業五十強

• 連續三年獲上市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最高等

級A++，自2006年連續九年獲得A級以上

評等

• 連續兩年入選中國社科院「中國企業社會

責任發展指數」外企百強前十強

• 《遠見雜誌》2014 CSR獎 - 整體績效組與

永續經營組雙首獎

• 「2014台灣企業永續獎」十大永續典範公

司獎、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

•泰國工業部CSR DIW Continuous Award
•《 Asset 》2014最佳公司治理白金獎

董事會職能

台達電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以審

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包含

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等，

2014年共召開八次董事會，總出席率為

90.54%；董事會之重要決議亦即時公布於

臺灣證券交易所的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

站的公司治理專區，並公開提供公司章程、

董事會議事規則等以供查詢。

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機制

台達電以研發、製造及銷售之本業為

主，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而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中，亦明訂委員會行

使職權時，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

資報酬而從事踰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除

董事會下轄之審計委員會監督公司存在或潛

在之風險管控外，台達電亦設立獨立的內部

稽核單位，督導內部控制及完成年度稽核計

畫，並於董事會上向各董事會成員提出報

告，並追蹤後續改善情況。此外，為讓內部

控制的觀念廣布於組織中，台達電也透過內

部稽核輪調制度，培養具備稽核知識及能力

的主管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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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業經營國際倡議

台達電支持世界經濟論壇 (Wo r l d 
Economic Forum , WEF)於2004年發起的

「反貪腐倡議」，並參照政府法令規定，制

定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以建立誠信經營

之企業文化及良好商業運作之經營模式。

累積創新能量

台達每年投入至少5%之營收於研發

創新，2012~2014年研發投入比率更突破

6%。截至2014年底，台達全球共有60個研

發據點，研發人員及工程師超過7,000人。

提升品牌價值

致力提供創新、潔淨與節能的解決方

案，創造更美好的明天。這不僅是台達的企

業願景，也是台達品牌最獨特之處。從經營

使命、核心能力以至產品開發，台達與環境

保護及企業社會責任緊密連結，並積極落實

品牌承諾：「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共
創智能綠生活」。這不只象徵了台達對自身

的要求，也代表對股東、客戶與員工的承

諾。我們深信藉由領先的技術與客戶合作，

持續創造高效率、可靠的電源及零組件產

品、工業自動化、能源管理系統以及消費性

商品，為工業客戶與消費者，提供多元的產

品與服務，迎向更智慧化、環保的未來。

從 2 0 1 1 年起，台達連續四年接受

Interbrand的品牌鑑價，獲選為台灣20大國

際品牌。2014年，因著掌握全球產業成長

趨勢及強化其高效、可靠的節能方案提供者

定位，台達業績持續成長，相較2013年，

品牌價值成長24%、整體名次提升四名。

資訊揭露

台達電在相關法令生效前即首開風氣之

先，主動將半年期合併財務報表送交會計師

簽核公布；同時，也即時完成在臺灣證券交

易所之各項公告。台達電網站除可下載董事

長致股東報告書、公司年報、財務報表、公

司治理各項規章、股價與股利資訊、以及法

人說明會等內容外，我們也增列了相關委員

會組織章程。台達電在資訊揭露的努力與成

果，已備受肯定，台達電自2006年已連續

九年獲得資訊揭露評鑑A級以上評等，2012
至2014年更連續榮獲A++最高等級評等。

超越顧客期待

台達深入瞭解客戶需求及問題，觀察使

用者的操作環境與使用習慣，不斷尋求改善

的可能性，提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案。台達對

於客戶與終端使用者的管理著重於收集顧客

心聲，透過焦點團體、個別訪談、線上問卷

的方式，收集顧客意見，深入分析客戶與終

端使用者的需求與期望，以做為技術研發、

系統設計與方案構思上的改善基礎。我們也

虛心接受客戶每季的供應商評比(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簡稱QBR)結果，並按照

客戶建議持續改善。同時台達也鼓勵工程師

直接與客戶溝通以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能瞭解

客戶的問題，並透過諮詢甚至招募各行業的

行業專家，來精確掌握終端市場需求。

供應商關係

台達電視供應商為長期夥伴，我們相信

唯有企業文化相近，夥伴關係才能長久。正

直及誠信是台達電選擇供應商的首要條件。

同時，具有競爭力的品質、技術、交期及成

本，也是供應商所必備的條件。全球數千家

供應商不僅是台達電的商業夥伴，更是我們

推動永續發展議題之合作夥伴。目前，台達

電持續與供應商進行各項永續議題之合作，

例如：產品環境關聯物質管理、衝突金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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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供應商ESG(環境、社會及經濟面向)風

險管理(包含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ICC)，以

及碳足跡/節能減碳管理、水足跡/水資源風

險管理等。

環境永續

關鍵成果

協助全球客戶節電 全球綠建築廠辦省電 產生綠色電力
　> 148 億度 　> 12.5 百萬度 　> 5.7 百萬度
　2010~014 年 　相較每平方米電電量基準 　太陽能光電系統

用電密集度下降 碳密集度下降 用水密集度下降

　~ 50 % 　~ 48 % 　~ 48 %
　相較2009年 　相較2009年 　相較2009 年

• 產品能源效率提升

-通訊電源供應器效能可達97.5%
-太陽能逆變器效能可達98.7%
- 車用直流電源轉換器(DC-DC Converter) 
效能可達96%

• 綠色產品標章

-累計44項節能換氣扇產品獲「ENERGY 
STAR Most Efficient Products」
-累計210項電源產品獲80 PLUS認證

-累計34項產品獲台灣節能標章

-累計18項產品獲台灣環保標章

-累計10項產品獲中國節能標章

• 中國東莞與吳江廠區通過中國能源管理

體系標準認證  GB/T23331-2012(ISO 
50001:2011)

• 台灣桃園二廠獲行政院環保署「節能減碳

行動標章」特優獎

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風險分

析研究，極端天氣事件、氣候變化調適，對

全球的影響將更為顯著。因此，建構適應

氣候風險的能力，並進而減低可能的氣候風

險，是企業永續經營策略中必須及早規劃的

重要項目之一。台達電目前已實施下列氣候

變遷調適措施：

• 強化基礎建設：在可能受到極端天氣影響

之地區，運用工程技術減低風險。例如泰

國廠區考量可能的河水氾濫風險，地基較

海平面高出5-6公尺。

• 建構可持續營運能力：針對可能的極端天

氣事件，台達電各主要廠區已擬定緊急應

變計畫及機制，並成立應變小組，確保遭

遇事件時可繼續營運，並於較短時間內回

復營運能力。

• 充分運用綠建築理念：綠建築永續基地設

計理念，可強化廠區因應極端天氣之耐受

能力。以台達電台南分公司為例，運用

透水鋪面及滯洪池設計，使基地保水率達

150%。

1.氣候變遷風險分析

台達電運用風險地圖 (Risk Map) 鑑
別因氣候變遷導致的風險共計10項，並積

極管理能源成本調漲(如電費、燃油附加稅

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及生態稅(如能

源稅、碳稅等)等三項風險，持續進行主要

營運據點能源管理、提升能源效率、實施低

碳採購及低碳運輸方案等措施。

2.碳資訊揭露

自2007年起，台達電開始參與碳揭

露計畫(CDP)，並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

協會(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 (WRI) 
發表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2009年起，台達電主要生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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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陸續取得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查

證；此外，我們也於2010年挑選數項代表

性產品進行產品碳足跡研究，共完成筆記型

電腦外接電源供應器(Adaptor)、直流無刷

風扇(DCfan)及太陽能逆變器(PVinverter)
等產品碳足跡盤查及查證。

3.氣候變遷機會點

台達電於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趨勢，及密

切監控與管理氣候變遷風險之同時，也歸納

出下列機會點與永續經營策略：

氣候變遷
機會點

永續經營策略

開發潔淨

能源
(Clean  
 Energy)

• 台達於潔淨能源部份之發展重點包括太陽
能發電系統、風力發電系統、超級電容技

術、高分子電池技術等。

• 另於交通運輸領域，我們相信解決交通工
具的高能耗具有重大的環保商機，電動車

將成趨勢，故台達也開發出一系列的電動

車動力系統及電動車充電站。

提升能源

效率

• 在能源成本高漲趨勢下，台達聚焦於持續
提升電源產品的效率，並積極開發更具能

源效率優勢之室內與戶外的LED節能照明
燈具、高畫質視訊產品、電動車及汽車電

子產品。

提供節能

服務及

解決方案

• 台達將核心產品能力整合成三大應用領
域：電源與零元件、能源管理及智慧綠

生活，並積極擴展為綠色節能方案的提供

者。

• 我們持續以全球營運據點做為示範點，運
用自行開發之環保節能產品，並整合成各

項綠色節能方案( 例如智慧綠建築監控系
統等)，可提供各界相關節能服務及解決

方案。

綠色營運

1.能源管理

2011到2014年，台達電各主要生產據點

持續於空調排風系統、空壓系統、注塑機、

照明系統、崩應(Burn-in)能源回收、製程改

善及其他等七大面向，實施各項節能減碳措

施。其中，2014年共實施254項節能方案，

估計每年約可帶來2,600萬度的省電效益，

以及減少排放約20,475公噸二氧化碳量。

2.水資源管理

台達電於全球主要生產據點之用水多

屬於生活用水(約占95%)，主要供水來源為

自來水，並無使用地下水。相較2013年及

2014年用水量減少約12萬公噸，減少幅度

約3.1%。歷年各主要營運據點持續實行各

項節水措施，包含回收空調系統冷凝水為沖

廁或澆灌用水、換用節水型水龍頭或加裝省

水器、採用省水馬桶、調低水龍頭出水量及

水箱水位、冷卻水塔溢流水位控制等。若以

用水密集度(仟公噸用水量/百萬美元產值)

為觀察指標(不含子公司乾坤科技)，相較

2009年及2014年用水密集度降幅近48%。

此外，我們運用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開發的GlobalWaterTool，參照

當地水資源種類與分配使用狀況、以及廠區

實際用水量等，鑑別台灣桃園二廠具有較高

之缺水風險(中國天津廠已配合公司發展策

略將產線遷移，故已無缺水風險)，並針對

可能的短、中、長期缺水情境，例如供水量

不足、水價上漲以及當地利害相關者取水衝

突等狀況，研擬相關因應措施。

3.汙染防制

在廢水管理上，2013年各廠區並無

重大洩漏或溢流事件。在廢棄物管理上，

2014年並未發現承包商重大違約事件。在

空氣汙染物管理上，為確保對於周界空氣產

生之環境負荷已降至最低，我們持續實施廠

區排放氣體之監測。

4.綠建築廠辦

台達電共有七座綠建築廠辦，分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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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台北、桃園、台南、中國上海、印

度Rudrapur及Gurgaon。以台灣傳統辦公大

樓、中國上海民用大型公共建築或印度商

業大樓單位樓地板面積用電量 (EUI, kWh/
m2/year) 為比較基準，2014年台達電全球

綠建築廠辦共可節省逾1,250萬度用電、減

排約8,500公噸CO2。

5.能資源回收與可再生能源應用

台達電主要生產據點運用自行開發之

能源回收系統 (Energy Recycling System, 
ERS)，2014年約可回收5,130萬度電力，相

較未使用能源回收系統，約可減碳逾4,100
公噸CO2。共產生572萬度綠色電力，約可

減碳逾4,800公噸CO2。回收再利用水資源

逾9,100公噸，約回收54公噸焊錫。

6.綠色產品及服務

台達電所有產品均符合國際安規標準或

國際環保規範，並依出貨區域產品環保法規

要求，於產品或包裝上標示符合性等相關資

訊。此外，我們也配合客戶綠色產品行銷需

求，於相關產品標示符合環保標章之相關資

訊，例如台灣環保標章、節能標章，以及

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Star)、80PLUS等。

2014年我們並無違反產品 / 服務提供及使用

之事件。

員工與社會參與

關鍵成果

環境展演及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與學童 綠建築參訪

　> 1,500 萬人次 　> 5 萬人次 　> 2.2 萬人次
　2009-2014 年 　2009-2014 年 　2009-2014 年

捐贈綠建築節電 能源學校平均節能 低碳部落瀏覽

　~ 60 萬度 　~ 20 % 　~ 380 萬人
　2014年 　2014年輔導10所能源學校 　2007-2014 年

員工政策

身為世界企業公民，台達電承諾提供

員工得以充分發揮才能的工作環境。為落

實該項承諾，台達電長期遵守當地法規，

並致力於追求符合包括「電子行業行為規

範、「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

三方原則宣言」及「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國際勞工及人

權標準，並制定員工政策。

1.員工任用

台達電在員工招募、任用、發展時，皆

以員工的工作能力為依歸，對於不同種族、

宗教、膚色、國籍、年紀、性別、性向、婚

姻狀況、政治派別、年齡、殘疾均一視同

仁，公平對待。

2.勞資溝通

我們承諾尊重集團全體員工依法自由結

社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並依據當地法令設

立員工溝通管道。台達電在主要生產據點的

中國、泰國，設有工會組織，並簽署集體合

同，其中泰國區保障員工涵蓋比例超過八

成。在與工會簽署的集體合同中，專章明文

規範公司應提供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以保

障員工的人身安全與健康，相關條款占總條

款的17.5%。

3.薪資福利與教育訓練

台達電依據當地法令及市場水準，定期

檢視薪資福利措施與市場的連結性，設計具

激勵性的制度，以期吸引與留置優秀人才。

台達電近年皆分配超過10%盈餘用於員工分

紅，除保持人才市場的競爭力外，同時也

讓員工能感受到台達電重才惜才的誠意。

2014年台達電提撥14%稅後淨利於員工分

紅，名列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布的「臺灣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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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指數」成分股。教育訓練部分，2014年
台達電在全球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總時數逾

230萬小時，平均每人訓練時數約28小時。

4.職業安全衛生

台達電在台灣、中國、泰國之主要生產

廠區皆已獲得OHSAS 18001認證(台灣桃園

一廠及台南廠也同時通過CNS 15506認證取

得TOSHMAS證書)。而考慮在許多管理的

議題上，環境保護與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

實為一體之兩面，台達電逐步將廠區環境

管理系統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整合，

並以失能傷害頻率(Disabling Frequency 
Rate, F.R)28及失能傷害嚴重率(Disabling 
Severity Rate, S.R)29為主要安衛管理指

標，並訂定廠區或區域年度目標，透過安衛

查核、安衛教育訓練、定期作業環境監測及

強化訊息交流等實際作為，有效降低安衛事

故發生率。

5.安全衛生教育及緊急應變訓練

為提升員工工作安全衛生知識，我們在

各廠區進行環安衛教育訓練。2014年台達

在台灣、中國、泰國主要廠區(含子公司乾

坤科技)，共開設了分別針對新進人員、在

職員工的職安衛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消防

訓練、以及廠外專職訓練，共有逾11萬8千
人次參加訓練，總人時數逾16萬4千小時，

以確保人員安全，降低災害損失。

社會參與

台達電除提供優質產品、服務，為世人

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外，亦積極參與各類社

會公益活動。近年來透過企業核心能力與社

會公益相結合的策略，無論在環境能源教

育、喚醒全民氣候意識、綠建築推廣、培育

綠領人才、關懷弱勢等面向，均獲致豐碩的

成果。2014年，台達電共投入社會貢獻的

金額約為新台幣1.9億元，其中社區參與類

佔55%(包含推廣能源教育、綠建築、喚起

氣候危機意識與一般教育推廣等)，與學術

機構合作之研究計劃為32%，慈善捐贈(主

要為高雄氣爆捐贈)約占13%。

1. 深耕能源教育案例：DEEP能源教材發展

計畫

台達結合臺灣12所國民小學共同發展

「DEEP台達能源教育教材」，且成立專家

學者輔導團將節能技術實際應用於校園，間

接影響政府於全臺各縣市設立能源推廣種子

學校，更影響澎湖縣政府於2012年將其做為

低碳島教材使用。基金會於2005年起，積極

將美國能源教育發展經驗引進臺灣，且近二

年更進行與本土化教材接軌工作，促使能源

教育在現有教育體系中能生根發芽茁壯。

2014年主要成果與影響彙整如下：

•累計超過55,000位學生接受DEEP能源課程

• 4,350位學生參觀能源教具展，吸引215位
國中小校長參與教材開發研習

• 建研所採用DEEP能源教材，培訓100校種

籽教師，將採用DEEP教材

•基金會應邀分享台達能源教育推廣經驗

• 台達能源學校之一的永安國小，正協助地

方政府建立「能源學校」認證制度

2. 喚起全民氣候意識案例：「水逐跡」-水
與環境教育特展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2014於台北松山

文創園區策劃展出「水逐跡」－水與環境教

育特展，期能讓大眾了解全球暖化所帶來的

水文改變、衝擊以及台灣水資源窘迫的真

相，並傳達日常節水妙方，鼓勵民眾一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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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水資源付諸行動。展覽結合台達2013
年贊助極地超級馬拉松健將林義傑徒步橫越

大戈壁的紀錄片，凸顯水資源問題與極端氣

候對人類的考驗。

為期一個月的展覽，成果豐碩。參訪人

次超過35,000人次，包含官方首長、產學、

媒體高層、美氣候專家、多國駐台大使、國

際外賓等重要意見領袖；14,000師生完成環

境教育時數。展後國發會邀請並贊助移展。

3. 全面推廣綠建築案例：協助交大參加

「2014歐洲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

「2014歐洲十項全能綠建築競賽」

(SDE , Solar Decathlon Europe)，台達以

最新的太陽能發電、儲電、電力監控管理

與環境控制系統，協助參賽隊伍交通大學

Unicode團隊打造永續綠能「蘭花屋」。這

項競賽的宗旨在於宣導以太陽能打造低碳建

築，呼應了台達「環保節能愛地球」的經營

使命，也促成台達以實際行動支持交通大學

Unicode團隊成為台灣的首支參賽隊伍。本

活動結合品牌理念與環境教育，獲得以下具

體成果：以滿級分勇奪「都市設計」獎第一

名(首次由亞洲團隊獲得獨立獎項首獎)、

「能源效率」大獎第三名、創新獎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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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票選第三名等。

4.慈善捐贈案例：援助高雄氣爆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2014年8月投入新

台幣2,000萬元，協助高雄氣爆事件救難與

重建，包括捐贈價值約新台幣1,500萬元的

「即時毒性化學物質檢(監)測設備、以及捐

款新台幣500萬元予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助燒燙傷者後續的生心理重建服務。台達

並同步發動企業員工自發性捐款，募得234
萬元的員工愛心，同樣捐贈給陽光福利基金

會。

(資料來源：2014年台達集團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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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台達電子是國內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的先驅，應該當之無愧。台達電是以策略

結合核心能力，全員參與推動，將企業經營

使命「環保節能愛地球」融入企業文化，並

內化於日常營運、產品研發、業務發展、廠

房規劃、社會參與等各面向。

CSR評比 連連獲獎

台達電屢屢從國際C S R評比脫穎而

出，除連續四年入選道瓊永續指數之「世界

指數」外，更是大中華區唯一入選2014年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氣候領導績效指數

的企業。同時，台達電13度獲選《天下雜

誌》電子業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第一名、九度

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獲得「遠見

CSR獎」十座首獎、連續二年獲評上市櫃公

司資訊揭露評鑑A++最高殊榮、入選公司治

理評鑑前5%企業、臺灣高薪100指數、及臺

灣公司治理100指數。

台達電從自己提升能源效率作起，在減

緩全球暖化付儲實際的行動，2002及2006
年起，台達電交換式電源產品及直流無刷散

熱風扇產品分別躋身全球領導地位。身為全

球企業公民，台達電每年約投入全球營收

5%-6%做為研發經費，以持續提升電源產

品效率、積極研發綠能及節能解決方案等

行動，具體呼應全球升溫不超過2℃的氣候

倡議。相較2009年，台達電主要生產據點

單位產值耗用電已減少50%、全球11座經認

證的綠建築省下逾1,300萬度用電；而2010
年到2014年間，台達電更為全球客戶節省

約148億度電，等於減少790萬公噸的二氧

化碳排放，約等於台北市加新北市所有汽車

2014年的排碳量。

台達電不只從產品出發，也積極與產學

研各界合作永續議題。2014年7月，台達電

整合太陽能發電、儲電、電力監控管理與

環境控制系統，協助交通大學Unicode團隊

打造永續綠能「蘭花屋」，參與「歐洲十

項全能綠建築競賽」(SDE, Solar Decathlon 
Europe)。在全球20所頂尖大學團隊中，

「蘭花屋」以滿級分勇奪「都市設計」獎第

一名，這是第一次由亞洲團隊獲得獨立獎項

首獎，更在「創新」及「能源效率」項目分

別獲第二名、第三名。台達支持「蘭花屋」

的計畫，彰顯了台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

諾。

走入校園 深耕能源教育

台達電也走入校園與社區，深耕環境與

能源教育，台達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崇華

認為能源教育是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基石，

因為「我們希望灌輸大家如何節省能源和環

保意識，而教小孩子是最有效的」。因此，

台達匯集企業的資源並結合核心能力，來支

持環境教育的計畫。

台達電在1990年成立基金會，運用台達

台達電守護地球 全員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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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積累的電力電子技術與知識，不僅舉辦環

境展演、電影、演講、工作坊、行動電影車

等活動，更深入學校協助長期養成學生節能

習慣，包括與專家共同開發節能教材、每年

培訓80名台達志工進入小學校園授課，以及

協助多所中學進行節能改造等，六年來已把

節能減碳的知識及作法散播給逾5.5萬名學

童。

台達能源教育教材(DEEP)，不但已推

廣應用於全台36所小學，更獲澎湖縣政府

選為發展低碳島之官方校園能源教材；同

時，台達協助學校推廣再生能源，已在台灣

北、中、南三區各建置一間兼具節能教學與

示範意義的「零碳教室」。台達更集合了台

灣綠建築專家開辦「綠領工作坊」，共同培

訓具備綠建築技能的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

共同為台灣的綠色未來而努力。

多元傳播 喚起氣候意識

台達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趨勢，透過創新

多元傳播方式喚起氣候意識，特別是能源及

水資源議題。除了2013年台達於台灣新竹

燈會打造全球最節能低碳燈體「台達永續之

環」外，2104年9月，台達於台北松山文創

園區策劃展出「水逐跡」－水與環境教育特

展，讓民眾了解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水文改

變、衝擊以及台灣水資源窘迫的真相，進而

鼓勵大家珍惜用水，一起為節約水資源付諸

行動，這是台達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

力，率先敲響抗旱警鐘，2015年3月更由國

發會辦理移展，持續教育民眾因應十年來最

大旱情。

台達電也向國際社會分享氣候變遷調適

案例：2009年莫拉克風災帶來的土石流，

讓高雄縣那瑪夏鄉瞬間滿目瘡痍，當地唯一

的小學操場被土石覆蓋，教室裡的課桌椅嚴

重損毀，學生失去了學習的課堂。風災後的

第一個上班日，早上還不到10點，台達一

級幹部就被集合到董事長公室。當時鄭崇華

面色凝重地說：「為什麼事情發生了這麼多

天，沒有人來告訴我台達可以做些什麼。」

一聲令下，整個企業動了起來；三天之內，

台達宣布捐出5億元資金協助校園重建。

協助那瑪夏鄉 重建小學

運用台達在綠色能源與綠建築所積累的

技術，並結合大自然的力量，台達與合作夥

伴歷時三年，共同將那瑪夏鄉小學重建為一

座既節能又和大自然共存的鑽石級綠建築學

校，兼具避難設計功能與再生能源備援，在

天災時可容納300位居民同時避難一周。在

這座充滿環保科技與愛心的教室上課，原住

民小學生們開心地說：「我很喜歡學校的全

部」、「我最喜歡圖書館」。學生家長對台

達則是滿懷感恩之情，「很感恩台達幫我們

重蓋學校，沒有學校，小朋友到外面讀書也

很不方便。」近年來在颱風及豪雨期間，這

座小學充分發揮避難所的功能，成功協助上

千人次居民避難。相較一般小學，那瑪夏

民權國小2014年節電達68%，目前更成為

全台第一座淨零耗能校園(Net Zero Energy 
Campus)。

台達也承諾為四川雅安及雲南魯甸地震

災區學生打造以環保節能為概念的綠色建築

校園。

台達電的企業成長和企業責任相輔相

成，我們從鄭崇華的話獲得驗證：「我們相信

一個有遠見的企業一定會善用環保節能的優

勢來創造本身與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會藉由這

樣的特質讓公司不斷成長創新。」 (詹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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