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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執行進度

治理面

環境面

社會面

經濟績效

產品品質

法規遵循

空氣污染防制

廢棄物管理

氣候變遷
與能源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

技術研發

2020 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2.25 元，為近 7 年來新高；HD 年銷售量創歷史新高來
到 120,379 公噸。EVA/PE 本年度總銷售量 270,920 公噸，較去年度增加 6%，亦創歷史新高。

目標：
一 / 二廠客訴案件不得超過 6 件 /8 件
一 / 二廠可控不良率低於 0.45/0.9% 

違反環保事件 5 件，工安事件 1 件，均改善完成並通過主管機關複核核備。

1. 
2. 

1. 
2. 

1. 
2.
3. 

1. 

每月進行廢棄物貯區稽核，均符合規定
強化廢棄物清運處理流向管制，2020 年針對 4 家廢棄物廠商抽查，查核結果均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廢棄物減量專案規劃放大試驗及導入評估，以攪拌加熱處理方式，將 WAX 內 VA 加熱分離，並
藉由水封避免 VOCs 溢散

1. 產品能耗由 2019 年 4.58 GJ/ 公噸產品下降至 2020 年 4.28 GJ/ 噸產品
2. 共執行 6 項節能改善工程，年節電率 1.67%

新產品開發件數 : 5 件 / 年，目標達成率 125%。

2019 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1.19 元，為近 6 年來新高；
EVA 年銷售量創歷史新高來到 144,783 公噸。

目標：
客訴案件 12 件 / 年
一 / 二廠不良率 1.9/2.5%

違反環保事件 5 件；工安事件 2 件均改善完成並通過主管機關複核。

VOCs 設備元件洩漏率 0.05%
防制處理設備直燃式氧化爐 (Thermal Oxidizer system, TO) 已安裝
定位，預計 2020 年完成設置工程及試車

1. 廢棄物管理檢討改善並符合規定
2. 蠟回收率為 83%，醋酸乙烯酯 (VAM) 處理效率達 90% 以上

1.
2.

1.

2.

綜合傷害指數 =4.50，依工作說明書要求，執行設備及管線除鏽、
捕焊、螺絲更換及油漆等保養作業
監測結果超標數 =0，針對高噪音影響之虞區域，均已減少人員現
場作業時間，並提供合適之防音用具

新產品開發件數 : 5 件 / 年，目標達成率 125%。

產品能耗由 2018 年 4.63 GJ/ 公噸產品降低至 2019 年 4.58 GJ/ 噸產品
共執行 7 項節能改善工程，年節電率 1.33%

綜合傷害指數 =1.27，(1) 操作人員依工作說明書 WI-KHB-713-77 執行作業 (2) 進行除鏽、補焊、
螺絲更換、油漆

VOCs 設備元件洩漏率 0.057%
防制處理設備直燃式氧化爐 (Thermal Oxidizer system, TO) 已於 2020 年完成設置，並於
2020.08.21 試車，高濃度 VOCs 處理檢測結果 VOCs 4ppm，削減率 >99.9%；低濃度 VOCs 處
理檢測結果 VOCs 6ppm，削減率 >99.3%

實績：
1. 一 / 二廠成立客訴案件 5 件 /8 件
2. 一 / 二廠年可控不良率低於 0.09/0.23% * 
* 自 2020 年起，不良率改以可控不良率呈現。

實績：
1.2019 年成立客訴案共 8 件
2. 一 / 二廠年不良率 1.58/2.71% 

面向 重大議題 2019 年完成度 2020 實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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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

職業安全衛生

人才發展

運輸安全管理

完成 29 點檢查，並於侵蝕處進行 RT-profile 檢測
完成四次 ( 每季 ) 管線振動監測，結果無異常
完成工作說明書 (WI) 訂定，後續將進行教育訓練、測試及應變演練
完成計畫書擬定及人員訓練，並完成地下管線巡檢、目視檢查及測厚
等檢測作業
完成工作說明書 (WI) 修訂，並加強承攬商訓練、身體狀態評估 ( 酒測
及血壓 ) 及現場稽核作業
進行 74 批熱鎖作業，洩漏率均為 0%
完成管線支撐作業，後續規劃在停車重啟時，監測初開車震動情況

2019 年度間接員工每人年度訓練時數均達 8 小時以上
已舉辦高階及基層主管訓練課程，受訓對象達 43 人
廠區現場同仁取得工作所需專業證書，共計 141 張
完成各單位人力計畫和人才九 宮格盤點

1.2020 年度員工訓練平均時數約為 24.71 小時
2. 舉辦三梯次中階主管訓練課程達 34 人
3. 協助取得專業證書，共計 142 張
4. 完成各單位人力計畫和人才九宮格盤點

在 2020 年度依「地下工業管束聯防組織成效評鑑評核標準」辦理，本廠隸屬之管束六，連續五年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評選為運作優等之地下工業管束聯防組織。

完成管線侵蝕處 57 點檢查
已完成三條 derime 腐蝕管線更換作業
完成四座 cooler 漏水檢查加鎖，並將安排整修作業
已掌握反應器蒸氣洩漏位置，後續 2021 年持續執行改善修補
完成備用 M/P 購置及管線連接，後續 2021 年持續執行安裝測試
已完成槽車卸料活動式吊臂設備規範訂定及採購，後續 2021 年將進行交貨及安裝
已完成 TO 爐設置、測試、人員教育訓練及許可證取得
Teal Pump 區管線腐蝕完成除銹並更換防蝕包覆
Cooling Tower 管線腐蝕，人員進行除鏽、補焊、螺絲更換、油漆
完成 BD 原物料槽車洩料區水溝蓋補強更新
完成地下管線巡檢及巡檢及監控人員訓練，並完成地下管線巡檢、目視檢查及測厚等檢測作業
完成中油林園廠至台聚高雄廠之地下管線開挖驗證及修復
變更管理流程改善，完成程序書修正 (OP-KHT-810-01) 及新版資料庫設置

面向 重大議題 2019 年完成度 2020 實行進度

意外事件頻率 =2.59
1. 
2. 
3. 
4. 

5. 

6. 
7. 

1. 
2. 
3. 
4. 

在 2019 年度依「地下工業管束聯防組織成效評鑑評核標準」辦理，本
廠隸屬之管束六，連續四年榮獲經濟部工業局評選為運作優等之地下工
業管束聯防組織。

關鍵性設備導致停車次數 =5，機械及儀電設備保養，分別完成 907 及
2053 件。

關鍵性設備導致停車次數 =2，工程部共完成 3,406 件設備保養；完成 K-20 電氣室中高壓盤汰舊換
新工程。

意外事件頻率 =1.2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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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與價值鏈

經濟績效

產品品質

GRI 201:2016  經濟績效

N.A.

直接衝擊 間接衝擊

2.2 經濟績效

面向 重大議題 重大原因 GRI 準則主題 SDGs 回應章節

企業永續經營、持續獲利與照顧員工、投資人與產業發展。

產品品質是公司永續發展的根基，全員參與的品質理念才能落實
公司品質文化養成。

供應鏈管理

價值鏈

營運 產品 社會

3.2 產品品質
治理面

技術研發 N.A.
台聚研發處為台聚集團研發中心，積極招攬與培養專業人才投入
研發與創新，提供優良的產品與服務，以達到客戶要求。

2.5 智慧化管理

3.1 技術研發

法規遵循

廢棄物
管理

氣候變遷與
能源管理

GRI 307:2016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GRI 419:2016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GRI 302:2016  能源
GRI 305:2016  排放

GRI 306:2016  廢污水和廢棄物

GRI 403:2018 職業安全衛生

恪遵法規為台聚永續經營理念，亦為公司治理之根本。

廢棄物的資源循環於回收與再利用及妥善處理，持續進行環境改
善工作，期能達到「零污染、零排放」。

2.4 誠信經營與法規遵循

4.5 廢棄物管理

環境面

空氣污染
防制

運輸安全
管理

人才發展

職業安全
衛生

GRI 305:2016 排放持續進行環境改善工作，期能達到「零污染、零排放」。

研擬相關節能減碳措施，提升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減低溫室氣
體排放，並降低營運成本、增加製程效益、提升企業競爭力。

針對高雄廠原料運輸及產品運輸，分別以地下管線及合格之運輸
承攬商負責運輸，確保運輸過程中品質及安全。

妥善照顧員工健康、防止工安意外、提升作業人員安全和健康的
保障，並培養員工緊急應變和自我安全管理的能力。

人才是公司難以取代的核心資產，而穩定且持續成長的人力資源
更是公司穩健經營之基石，進而才能提升公司整體績效。

4.4 空氣污染防制

4.3 氣候變遷與能源管理

5.1 運輸安全管理

5.2 職業安全衛生

5.4 人才發展

N.A.

GRI 404:2016 訓練與教育

社會面

GRI    10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