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本公司榮獲 2021 GCSA / TCSA 四獎項 

由永續發展目標聯盟(A‧SDGs)策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執行，集結國內外產官學研各界聯

合籌辦全亞洲規模最大之永續盛典-「2021年第四屆 GCSF全球企業永續論壇」開幕式暨 GCSA 全球企業永

續獎及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頒獎典禮 11 月 17 日於臺北圓山

大飯店大會廳隆重舉行，本次典禮邀請賴清德副總統及立法院

蔡其昌副院長擔任頒獎人，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 Mr. John 

Dennis 致詞，受獎企業代表、校長/副校長、桃園市長及外國

使節代表出席盛會，貴賓匯聚，典禮簡單而隆重。 

本屆參加 GCSA 評選共 86 家，參加評選 91 件，報名 TCSA 

329家，參加評選 956件，均創下歷年新高，評選作業由超過

800位的學者、專家共同評選。 

本公司由王總經理上台接受立法院蔡副院長頒發【台灣 TOP 50 永續企業獎】、【台灣企業永續報告書白金

獎】及【GCS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 Bronze Class】。本公司綜合績效雖與前屆同樣獲得台灣 Top 

50 永續企業獎，成績與排名則比前屆大幅進步，顯示本公司在 ESG的績效與努力獲得評審的肯定。GCS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是本公司第一次參加，為 31 家獲獎國內外企業之一。合計已於 10月 13 日頒獎

之 TSAA 永續發展目標行動獎，本公司獲得 GCSA/TCSA 共 4 個獎項。 

台聚集團關係企業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及越峯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亦參加本次評比表現優異，亞聚、台達化及越峯同獲報告書白金獎、華夏獲得報告書

白金獎/綜合績效績優獎/TSAA 永續發展目標行動獎銀獎/創新成長領袖獎等 4 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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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聚公司榮獲 2021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銅獎 

為表揚各界在實踐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之卓越成果及貢獻，台灣永續獎今年特設立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肯定參獎單位為促進環境永續、社會共融及經濟發展所做的努力及貢獻。本公

司以氣候行動方案，獲得環境永續面 (SDG 13 氣候行動) 之銅獎。 

2021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為首屆舉辦，共計 138 家企業及單位參獎，總參獎方案 225 件，最後評選

出 190 件(金獎 53 件、銀獎 64 件、銅獎 73 件)。約 61 家獲獎單位參加 10 月 13 日上午在圓山大飯店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的頒獎典禮，開幕式由總召集人簡又新董事長致詞，本公司王總經理上台接受賴副

總統頒獎。頒獎典禮以 【永續高峰會-迎向 2030 實踐 SDGs 的關鍵行動】圓滿完成。 

相關資訊請參閱 TCSA 網站: https://tcsaward.org.tw/tw/news/index/293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建成投產 

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由台聚子公司旭騰投資公司與福建煉油化工有限公司各占 50%股份合資建設，總投

資金額 278 億人民幣，此為兩岸最大石化合作案，亦為兩岸石化業首次擴及石化業上游之攜手合作，並

結合石化中、下游產品項目進行垂直整合。 

2017 年 12 月項目一期工程開工建設，2021 年 5 月順利機械竣工，2021 年 8 月 17 日 13 時 16 分進 

行乙烯裝置裂解爐投料，8 月 18 日 20 時 16 分產出合格乙烯，從機械竣工到成功開車不到 3 個月時 

間，創下近年來中國石化大乙烯開車最快紀錄，標誌著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建成投產。 

相關報導:  聯合新聞網、福建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成功投產 

 

 

 

 

 

   

     

https://tcsaward.org.tw/tw/news/index/293?fbclid=IwAR0xUP_3crxlKJ5miaPziIZ1U45RhEur9hYwQ7_-tHaM_okxXyajfrIgCpE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5686003
http://www.sinopecgroup.com.cn/group/xwzx/gsyw/20210820/news_20210820_361187819805.shtml?fbclid=IwAR2dtmpaw-rS7zKdzr6lKA0vbcdwC050zVMBCVQU9VadbyFZqUe6V_Udjgk


台聚教育基金會贊助頭份國中成立音樂種子學校 

台聚教育基金會與善耕 365 基金會攜手合作，在苗栗縣頭份國中成立全縣第一所「善耕 365 音樂計畫」

種子學校，捐贈數位教具 iPad 平板 31 台、無線基地台一台，作為音樂推廣、數位教學之用。「善耕 365

音樂計畫」以不挑學生、不為比賽而唱為兩大理念，希望透過音樂合唱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讓學生唱

出自信、培養好的品德及訓練團隊合作。 

九月六日的捐贈儀式由台聚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陳昱彬、頭份國中校長鍾萬煋共同簽約，並致贈感謝狀。 

 

 

 

 

 

 

 

 

台聚教育基金會/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專案訊息 

【傾聽者計畫】正式上線  

青春期的學生有時讓老師與家長非常傷腦筋，但他們真的不是故意找麻煩的，他們只是正在經歷生理與

心理的風暴階段。  

【公益平台】推出的傾聽者計畫聚焦於「青少年陪伴」，邀請心理諮商專業者和教學第一線教師錄製系 

列影片，透過深入淺出的剖析和故事，希望幫助師長與家長理解青少年的內心世界，成為孩子信任的傾 

聽者，陪伴他們長出內在力量、發揮天賦，找到生命的價值。  

 籌備了將近一年的傾聽者計劃，第一階段 20 集短片/ Podcast 8/27 正式上線，以新手老師及青少年的

父母為主要對象。  

青少年除了內在身體和大腦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外在的學業壓力、同儕互動、家庭關係、對未來的

茫然，都可能是壓力和憂鬱的來源。公益平台邀請心理諮商專家與資深教育工作者錄製「從傾聽開

始」、「讀懂青少年」，及有助於和學生建立良好師生連結的「班級經營」及「特教生與融合教育」課

程，希望讓每天跟孩子相處的家長、老師或同儕，都具備基礎的傾聽和覺察能力，把心靈守護的防線推

往第一線，接住身旁墜落的心靈。全系列尚有大約 30 集的內容將於年底前陸續推出。  

 

【傾聽者計畫】  官方網站：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   

【傾聽者影片。免費線上課程】 

瀏覽影片：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videos   

Podcast 聆聽：https://linkby.tw/listener  

強大講者群：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speakers  

 

   

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
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videos
https://linkby.tw/listener
http://listener.thealliance.org.tw/speakers


**與高雄市仁武區公所簽署加強企業防災合作備忘錄* 

為共同推動社區與企業防災能力，本公司與高雄市仁武區公所簽署加強企

業防災合作備忘錄，結合行政組織與企業資源，加強防災演練預防與承諾

災前、災時(後)捐贈物資，提升社區防災實質效能。 

  

台聚產品隔熱塗裝影片上線 

由美的 in 台灣 (Made in Taiwan)製

作、專訪台聚高雄廠，詳盡介紹台聚產品隔熱塗裝，歡迎上網點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CAs-WFoyQ 

 

 

 

2021 年台灣化學產業高峰論壇數位展及化學產業菁英獎頒獎典禮，歡迎上網點閱及觀賞 

2021 年台灣化學產業高峰論壇暨 2021 年化學產業菁英獎頒獎典禮因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舉行，頒

獎典禮提前於 8 月 19 日舉行，由工業局長親自頒獎，本公司王克舜總

經理代表領取產業貢獻獎並發表得獎感言。 

高峰論壇同時舉辦數位展覽會，本次主題為:「永續發展領趨勢，化學材

料創新機（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 Green 

Solutions, Opportunities and Perspective）」，展期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本公司設有展位。 

2021 年化學產業菁英獎頒獎典禮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提供) :  

觀看完整影片請至 2021 產業菁英獎頒獎典禮 
產業貢獻獎 (台聚, 擷取自前項頒獎典禮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RtoDmpRBc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改善工作

環境的新選擇】 

 

 

         

台聚 CSR 專區        台聚 CSR 粉絲頁         訂閱電子報 

 

公司官網︰https://www.usife.com/ 

CSR 專區︰https://www.usife.com/CSR/ 

CSR 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USICSR/ 

CSR 信箱：csr-usi@usig.com 

聯絡電話：(07)735-9998; (02)8751-68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CAs-WFoyQ&fbclid=IwAR1MbwEamod6sb8nPw34TIhSVBcIBdfCvj6C5I-a824O2YA7dz0UXQYB17Y
http://www.twcia.org.tw/video/video_more?id=99570c5dd9e24e079651205b667fc2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RtoDmpRBc&fbclid=IwAR0VFuKKY4U4Dk-wuuagthDIvI9l1IolNF0Fl78pxdBDw09wnnIrTnlLiY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CAs-WFoy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RtoDmpRBc
https://www.usife.com/csr/
https://www.facebook.com/USICSR/
https://www.usife.com/csr/zh-tw/CSR64.aspx
https://www.usife.com/
https://www.usife.com/CSR
https://www.facebook.com/USICSR/

